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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含個體及合併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含個體及合併報表)業經審計

委員會同意及董事會決議通過，其中財務報表並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游淑芬及張淑瓊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審計委員會併同營業報告

書及財務報表連同盈餘分配表出具書面同意報告書在案。 

2、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書與財務報表，請參閱本手

冊第 9~14 頁【附件一】及第 18~37 頁【附件四】。 

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8,325,256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7,887,75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22,437 權) 
97.61% 

反對權數：21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1 權) 
0.00% 

無效權數：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0 權) 
0.00% 

棄權權數：5,24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240 權) 
0.02% 

未投票權數：432,245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0 權) 
2.36% 

決議：本案經現場股東票決結果，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一○六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一○六年度盈餘分配案，業經 107 年 3 月 14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在案，一○六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38 頁【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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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司一○六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230,056,405 元，提列 10%的法定

盈餘公積為新台幣 23,005,641 元後，累積可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360,867,685 元，擬配發股東股票股利計新台幣 25,646,100 元轉增資發

行新股及配發股東現金股利計新台幣 153,876,600 元，每股配發股票股

利新台幣 1 元、現金股利新台幣 6 元，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

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經此分配後之期末未分配盈

餘為新台幣 181,344,985 元。 

3、嗣後若因辦理私募普通股、買回庫藏股或庫藏股轉讓或註銷、可轉換

公司債轉換或員工認股權憑證行使等，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股東配

股率及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4、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股東常會承認。並於股東會通過後，

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另訂定除權除息基準日、發放日暨其他相關事

宜。 

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8,325,256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7,887,75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22,437 權) 
97.61% 

反對權數：21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1 權) 
0.00% 

無效權數：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0 權) 
0.00% 

棄權權數：5,24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240 權) 
0.02% 

未投票權數：432,245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0 權) 
2.36% 

決議：本案經現場股東票決結果，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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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事項： 

 (董事會提) 

案由：一○六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提請  討論。 

說明：1、本公司考量未來業務發展需要，擬自一○六年度可供分配盈餘中提撥

股票股利計新台幣 25,646,100 元，轉增資發行新股 2,564,610 股，每股

面額新台幣 10 元。 

2、本次轉增資發行新股按除權基準日股東名冊記載之股東及其持有股數

計算，每仟股無償配發 100 股，其配發不足一股之畸零股，由股東自

除權基準日起五日內，自行拼湊成整股，並向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

理登記，逾期辦理或拼湊後仍不足一股之畸零股，依公司法第 240 條

規定按面額折發現金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並授權董事長洽特定

人按面額認購之。 

3、本次發行之新股，權利義務與原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相同，並採無實

體發行。 

4、嗣後若因辦理私募普通股、買回庫藏股或庫藏股轉讓或註銷、可轉換

公司債轉換或員工認股權憑證行使等，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股東配

股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5、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俟股東常會決議通過，並呈奉主管機關核准

後，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權暨增資發行新股基準日、發放日暨其他相關

事宜。如經主管機關修改，或為因應客觀環境而需修改時，擬提請股

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8,325,256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7,887,75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21,437 權) 
9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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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權數：21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1 權) 
0.00% 

無效權數：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0 權) 
0.00% 

棄權權數：6,24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6,240 權) 
0.03% 

未投票權數：432,245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0 權) 
2.36% 

決議：本案經現場股東票決結果，照原案表決通過。 

 

陸、選舉事項：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全面改選第七屆董事(含獨立董事三席)案，提請  改選。 

說明：1、本公司第六屆董事任期將於民國 107 年 6 月 7 日屆滿，故擬於本年度

股東常會全面改選。 

      2、新任董事於選任後即刻就任，任期 3 年，任期自民國 107 年 5 月 31 日

至民國 110 年 5 月 30 日止。 

      3、依公司章程第十四之一條規定，本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業經本公司 107 年 4 月 16 日董事會審核通過，茲將候選人相關資

料載明如下，提請股東常會辦理第七屆董事(含獨立董事)全面改選事

宜。 

      4、本公司繼續提名已連續擔任三屆獨立董事之理由：因考量其具有財務

專業及熟稔相關法令及公司治理專才經驗，對本公司有明顯助益，故

本次將繼續提名祝友軍先生、王國強先生及廖聰賢先生為獨立董事候

選人，使其於行使獨立董事職責時，仍可發揮其專長及監督董事會並

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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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職稱 候選人 學    歷 經    歷 現    職 持有股份 

董事 李建興 逢甲大學機械工程系 精宸科技(股)公司總經

理 

實威科技(股)公司資訊

部特別助理 

實威國際(股)公司董事

長 

實威國際(股)公司董

事長 

實威國際(股)公司資

訊部特別助理 

麗興投資有限公司負

責人 

研威貿易(上海)有限

公司負責人 

3,067,468 股 

董事 許泰源 台灣科技大學管理研

究所 

大眾電腦(股)公司業務

專員 

台灣鷹圖(股)公司業務

經理 

未來趨勢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總經理 

實威科技(股)公司董事

長、總經理 

實威國際(股)公司董事

長、總經理 

實威國際(股)公司總

經理 

SolidWizard 

Technology Holding 

Co.,Ltd.負責人 

UnitedWizard 

Technology Co.,Ltd.負

責人 

華源投資有限公司負

責人 

2,152,503 股 

獨立

董事 

祝友軍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

械工程學系 

敏德企業(股)公司設備

工程師、開發部經理 

精孙聯國際(股)公司開

發部經理 

精孙聯國際(股)公司

總經理 

精孙聯國際(股)公司

董事 

精展國際(股)公司監

察人 

0 股 

獨立

董事 

王國強 國立中興大學會計系 

國立交通大學高階管

理學碩士 

大豐有線電視(股)公司

代理總經理兼發言人 

台灣數位寬頻有線電

視(股)公司總經理兼發

言人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兼

任助理教授 

中化合成生技(股)公

司獨立董事/薪酬委

員會委員/審計委員

會召集人 

翔名科技(股)公司獨

立董事/薪酬委員會

召集人/併購特別委

員會委員 

拍檔科技(股)公司獨

立董事/薪酬委員會

召集人/審計委員會

委員 

聯傑管理顧問(股)公

司公司負責人 

0 股 

獨立

董事 

廖聰賢 台灣科技大學管理研

究所 

震旦行電子零件事業

部主管 

夏普光電(股)公司董事

長兼總經理 

菱旺(股)公司總經理 

菱旺(股)公司董事 

15,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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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結果： 

董事及獨立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當選身份 戶號或身份證字號 戶名或姓名 當 選 權 數 

董    事 2 李 建 興 21,586,511 

董    事 1 許 泰 源 21,576,511 

獨立董事 A121XXXXXX 祝 友 軍  15,338,561 

獨立董事 F122XXXXXX 王 國 強  15,333,056 

獨立董事 64 廖 聰 賢  15,333,056 

 

柒、其他議案： 

 (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明：1、依公司法第 209 條第一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

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之

規定辦理。 

      2、為借助本公司董事之專才與相關經驗，如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

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並擔任董事之行為，爰依法

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本公司新選任董事自就任日起競業禁止之

限制。 

      3、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股東常會討論。 

      4、新選任之董事擬解除競業禁止明細如下： 

 

職 稱 姓 名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董事 李建興 
研威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麗興投資有限公司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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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許泰源 

SolidWizard Technology Holding Co., Ltd.負責人 

UnitedWizard Technology Co., Ltd.負責人 

華源投資有限公司負責人 

獨立董事 祝友軍 
精孙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精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獨立董事 王國強 

中化合成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翔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拍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聯傑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獨立董事 廖聰賢 菱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8,325,256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7,875,67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10,357 權) 
97.54% 

反對權數：9,162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9,162 權) 
0.04% 

無效權數：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0 權) 
0.00% 

棄權權數：8,179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8,179 權) 
0.04% 

未投票權數：432,245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0 權) 
2.36% 

決議：本案經現場股東票決結果，照原案表決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上午九時四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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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實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6 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106 年度營業結果報告 

回顧 106 年度，實威在代理的軟硬體產品上提升穩定的營收成長，切

合產業趨勢的顧問服務，深化客戶在產品研發設計上的需求，運用體驗式的

使用經驗，配合從研發、驗證、資料管理、3D 列印、製造到行銷的整合性

服務，輔導企業能提高實威產品的使用效率，在完整的顧問服務中，透過了

解客戶在內部研發作業中的細部需求，運用實威豐厚的產業輔導經驗，進一

步開發符合各行各業所需的輔助軟體，作為台灣製造服務和研發設計的最佳

合作夥伴，並成為專業 3D 解決方案研發製造平台的提供者和顧問服務專

家。 

達梭系統 SOLIDWORKS 經過長期對全球市場的觀察，計畫性的整合相關

設計研發與製造軟體，在以完整解決方案平台為銷售策略的推廣下，讓模擬

驗證、設計資料管理、製造輔助和產品行銷等多產品獲得成長，接連帶動

SOLIDWORKS 在各產業內的需求，而實威國際長期強化客戶服務團隊組織，

從技術服務與客戶關懷等面向扎根，因此客戶的支持在 Q4 發酵，另外 3D

列印設備也因新機種的加入，價格和成品的品質擴大了產業界在研發準備上

的需求，拉升了 106 年 12 月的 3D 列印硬體採購數字，驅動實威國際的營

收在第 4 季創下亮眼成績。本公司累積全年度營收為新台幣 855,657 仟元，

相較於 105 年度新台幣 810,277 仟元增加新台幣 45,380 仟元，增加幅度為

5.60%。 

(一) 營運計畫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類別 

年度 
營業收入 稅後淨利 淨利率 每股盈餘(元) 

105 年 810,277 197,509 24.38 7.70 

106 年 855,657 230,056 26.89 8.97 

增/減 45,380 32,547 2.51  

(二) 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 106 年度未公開財務預測，故無須揭露預算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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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年度 

   項目 

  106年度
(%) 

 105年度 
(%) 

財務
結構 

負債/資產總額 20.12 20.69 

長期資金/固定資產 450.71 409.95 
償債
能力 

流動比率 402.57 394.35 

速動比率 371.77 369.71 

獲利 
能力 

資產報酬率（％） 21.18 19.19 
股東權益報酬率（％） 26.60 24.46 
占實收資本比
率％ 

營業利益 102.72 89.63 
稅前淨利 108.85 94.37 

純益率（％） 26.89 24.38 
調整後每股盈餘（元） 8.97 7.70 

 

(四) 研究發展狀況 

隨著科技產業的轉變，從物聯網(IOT)上的雲計算到大數據，將傳統大

量生產的製造產業推向具有智能的客製化生產趨勢，台灣因應工業 4.0

的到來，勢必要以數位化和自動化作為產業升級的方向。實威國際對

於設計到製造的解決方案上，將以 3D 體驗平台(3D Experience)的建立

為方向，結合既有客戶群的市場基礎，將其相關產品應用於 3D 研發平

台上，從工具的提供到系統的建立，佐以設計方法論，由客製化的輔

導服務，協助客戶達到客製化生產的智能製造(Smart Manufacturing)新

目標。 

1、3D 研發數據平台-SOLIDWORKS PDM & Manage 

產品數位化的設計資料除了便於傳送、編輯與重用的協同設計之

外，此類型資料還可攜帶更多的設計到製造資訊(PMI)，在設計與

生產的流程中，經由平台的建立與資料庫的保存與分享，將可打

造出設計自動化的必要條件。大量的產品數據資料將會由

SOLIDWORKS PDM 進行管控，提供給企業各部門進行檢視、分享與

應用。在此研發平台下，產品設計資料得以控管，並可串接到以

物料管理為主的 ERP 系統、供應鏈的管理系統、以及製程規劃與

彈性製造等系統，即可成為真正產品生命週期管理系統。 

同時在專案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 、物料管理 (BOMs and 

Records)、流程管理 (Process Management)和商業資訊看板 (Dash 

Board)四大需求上，SOLIDWORKS 也提供了 Manage 的產品，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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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客戶原有的 SOLIDWORKS PDM 系統，將產品設計資料更精確

地應用在企業中。 

2、設計製造一體化-SOLIDWORKS CAM 

設計到製造的流程，具體豐富的多樣化組合與可逆性，從中獲得

最佳的途徑，面向以製造為目標導向的設計流程，從實際製造需

求來考量，已經是世界潮流，運用 SOLIDWORKS Inspection 品質管

理工具，以及 SOLIDWORKS MBD(Model-based Definition)，讓 3D 設

計具備尺寸、公差等資訊，直接進入加工製造，為 SOLIDWORKS 

CAM 這項新產品打下完善的基礎，將串聯由設計研發到製造的最

後一哩路，讓前端設計者能夠透過 SOLIDWORKS CAM 的輔助和建

議，進行專業的加工作業，原本後端的加工製造者，更能透過軟

體獲取精準的加工資訊，有效加快速度並提高品質，降低失敗

率，是在整體設計研發流程中被迫切需要的軟體和服務。 

3、VR 虛擬實境 

研發設計搭配 VR 虛擬實境的應用技術日趨成熟，自 SOLIDWORKS 

Visualize 的真實渲染功能，以及 SOLIDWORKS Compose 的產品說明

發佈功能特性，發展出相應的 VR 虛擬實境應用，除了在設計過程

中讓使用者能夠在 VR 環境中進行產品的配置變更，更主要的應用

在於面向客戶的客製化服務，利用高擬真的渲染，搭配即時性的

可選擇性零組件配置和顏色等項目，不論透過 VR 虛擬實境裝置，

或是於電腦網頁、行動裝置上，達成客製化選項，實現大量客製

化(Mass Customiztion)的切實成效。 

4、3D 列印設備 

本年度在擴大 3D 列印銷售團隊人數後，設備事業部創造更佳的台

數與業績成長，而瞄準 3D 列印市場開始進入中段成熟期，列印設

備百家爭鳴，講求速度提升、成品強度和精度的高規格，並補足

產業界使用者對更高階 3D 列印設備的需求，因此本公司除所代理

的 3DSystems 印表機外，為符合客戶需要與期待，所引進

MarkForged 列印設備，著重強度的碳纖維材料列印特性在市場上

首屈一指，並創造相當銷量。本年度將繼續取得 MarkForged 新上

市金屬列印機之銷售總代理，可望在市場上創造出強度最高的桌

上型金屬列印機器，往直接製造的 3D 列印終端目標更上一層樓，

金屬材料列印也將成為未來 3D 列印市場的主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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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兩岸市場愈趨成熟，客製軟體需求提升 

以台灣市場經驗為主軸，綜觀兩岸三地在 CAD 市場上的發展，特

別是大陸在 CAD 軟體的需求上，已經趨於成熟，此外在 Non CAD

的市場成熟度所需要的醞釀期，相較台灣的時間軸來看，整體的

醞釀時間曲線較短，可望更快達到相當程度的需求，因此本公司

將加速提升大陸的銷售與技術團隊佈局，鎖定市場戰略位置，提

前以完整產品線和優質服務，與各產業界客戶建立優良關係。關

注較為成熟的台灣市場，則將隨客戶需求的多樣化，利基於本公

司豐富的客戶輔導、技術研發經驗，增加相關客製化需求軟體插

件的研發，朝向自主性軟件開創研發的創新市場發展。 

二、107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 經營方針 

1、積極尋找國內外具備發展潛能的產業標的，進行洽談合作、投資、

及併購，以擴大整體業績的成長，朝永續經營的堅定目標發展。 

2、運用輔導客戶所累積的寶貴經驗，以及完整的3D研發設計、製造、

銷售的軟硬體整合生態系統平台，深化顧問服務，擴展針對客戶在

研發設計到製造的需求，提供切合客戶需求的解決方案，積極經營

顧問式服務，讓整體團隊價值進一步提升，並轉換為業績增長。 

3、積極開發客戶更多樣化的潛在需求，強化公司與客戶的連結性，提

升客戶續購多樣產品及版本更新升級比率，提高客戶滿意度及銷售

市佔率，並積極經營大型及跨國集團客戶。 

4、積極發展SOLIDWORKS相關產品種類，擴大公司代理多產品線及可

服務項目，配合市場趨勢和客戶需求做全方位顧問服務，提供更高

附加價值，更多元的軟體整合方案。 

5、加強與客戶產品設計上協同開發技術支援能力的提升，提供全方位

製造業解決方案及技術支援服務，協助客戶加速創新產品研發及廣

泛運用協同設計，利用3D設計、3D列印、3D檢測與逆向工程等工

具，提升企業競爭力及創新能力。 

6、結合台灣銷售技術、中國銷售渠道及在地服務團隊，深化擴大經營

大陸市場，拓展華東、華南、華中及華北地區之業務範圍，進行區

域的銷售卡位，提供兩地完整的服務，積極開拓營業成長動能，建

立中國地區的專業品牌地位。 

7、累積多年的3D列印、3D檢測與逆向工程等銷售經驗，成功獲取大

中華兩岸三地客戶的信賴持續引進各類新型3D列印與3D掃描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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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導入多種工業材料，聚焦於專業及量產等級的3D列印與3D掃

描設備市場，目標成為此一市場在大中華兩岸三地的領導廠商。並

積極導入個人型及專業型等各式3D列印與3D掃描設備展示機，以

提供客戶快速的前期評估。 

8、深耕老客戶，擴大老客戶的需求，從初期的導入一個產品線擴大到

3D研發設計、製造、銷售的軟硬體整合生態系統平台的需求引進，

並強化維護合約的穩定續簽率，有助於業績的成長營收! 

9、評估南亞市場的擴大營收計畫(以越南,菲律賓,泰國為首選)。 

(二) 行銷及發展策略 

1、有效利用SOLIDWORKS在國際上的品牌廣度，運用線上媒體與社群

方式，擴展於國內CAD使用族群中的知名度，帶動實威本身以及相

關軟體產品、3D列印產品的知名度，提升整體品牌形象。 

2、加入行動通訊軟體Line@行銷平台，讓產品行銷訊息能更直效到達

用戶端，加快宣傳速度，與接受客戶反饋，提高宣傳效益。 

3、深入大客戶，舉辦相對應的餐會活動，聯繫銷售團隊與客戶間的感

情，搭配產品展示與介紹，提升老客戶對於實威相關產品的認知和

興趣，有助於業績增長。 

4、增加多媒體製作，鎖定成功案例為主題，拍攝製作影片，運用在官

方網站、Youtube、Facebook等社群媒體，以及活動中播放，以同感

共鳴的方式，獲取宣傳效益。 

5、深度服務提升品牌價值，加強專案顧問部門、客戶服務部門之服務

範圍，積極發展新的客戶群與開拓舊客戶進階需求，以協助公司重

點產品之市場推展與客戶續購率。 

6、配合公司多產品產銷策略，發展多產品行銷策略，緊密地與銷售團

隊溝通，瞭解銷售目標壓力，瞭解銷售策略，瞭解不同地區銷售重

點；並提供適地適宜的行銷方案，以期更深入引起目標客戶了解自

身需求。 

7、配合大專院校培育相關領域技能，500套產學合作推廣 ; 舉辦教師

研習營活動，實踐教育紮根，教學相長的理念。 

8、配合大專院校舉辦學生設計競賽，將3D設計概念融入課程內容，

推廣CSWA、CSWP等SOLIDWORKS原廠認證，期能讓學生進入職場

後，持續使用實威公司各項產品，並進而推薦就任職公司購買。 

9、結合學者以及熱誠使用者，引導成立SOLIDWORKS USER GROUP，凝

聚使用者的向心力，擴大使用者的影響力，穩固市場基本盤並擴大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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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原  條  文 修  正  條  文 說   明 

第十二條 

（應經董事會討論事項）下列事項應提

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但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規定無須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在此限。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十四

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訂內部控制制

度。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

或修定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

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

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

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

免。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重

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

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贈，得提下次

董事會追認。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

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

事會決議之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

重大事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行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人；所稱

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金

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對象捐贈金額達

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或達最近年度經會

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分

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者。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事會召開日

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提董

第十二條 

（應經董事會討論事項）下列事項應提

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但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規定無須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在此限。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十四

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

度，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

核。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

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

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

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

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

免。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重

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

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贈，得提下次

董事會追認。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

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

事會決議之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

重大事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行人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人；所

稱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

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對象捐贈金額

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或達最近年度經

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

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者。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事會召開

配合法令規定酌作修正及文

字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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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條  文 修  正  條  文 說   明 

事會決議通過部份免再計入。 

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

臺幣十元者，第二項有關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五之金額，以股東權益百分之二點

五計算之。 

公司獨立董事對於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

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獨立董事應親自

出席或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出席。獨

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

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

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者，除有

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

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提

董事會決議通過部份免再計入。 

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

臺幣十元者，第二項有關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五之金額，以股東權益百分之二點

五計算之。 

應有至少一席獨立董事親自出席董事

會；對於第一項應提董事會決議事項，

應有全體獨立董事出席董事會，獨立董

事如無法親自出席，應委由其他獨立董

事代理出席。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

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

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

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

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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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m
文字方塊
【附件四】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