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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七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 ： 中華民國107年5月30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地 點 ：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3段265號3樓 （台北深坑假日飯店VIP3會議室） 

出 席 ： 出席股數65,692,425股（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權利之出席股東代表股數為7,010,245

股），佔已發行流通在外股數100,897,807股之65.10% 

列席董監事： 陳益世董事長、張家騉董事暨總經理、呂理達董事、吳廣義獨立董事、黃少華監察人 

列 席 ：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唐慈杰會計師 

主 席 ： 陳益世 

 

記 錄 ： 賴孜玟 

 
    

 

一、 報告事項 

(一) 民國 106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錄一) 

 股東發言摘要： 股東戶號 79778號發言，針對營業報告中產銷狀況進行提問，

並經董事長及總經理回答。 

股東戶號 1299 號發言，針對營業報告中人才培訓方針提問，

並經董事長及總經理回答。 

(二) 監察人審查報告。(請參閱附錄二) 

(三) 民國 106年度員工及董監酬勞分配情形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四) 修訂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五) 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六) 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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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承認、討論及選舉事項 

第一案 

案由：民國 106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承認案，謹提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明： （一） 本公司民國 106 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含個體及合併之資產負債

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等）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

經監察人查核完竣。 

      （二） 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詳見附錄一及附錄三) 

      （三） 謹提請 承認。 

 

決議：經投票表決，贊成權數 62,409,18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865,370 權），反

對權數 11,787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1,787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3,271,453

權（其中電子投票棄權權數 3,133,088權），無效權數 0權，贊成權數佔出席總權數 95.00%，

本案照原議案通過。 

 

 

 

第二案 

案由：民國 106年度盈餘分配討論案，謹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明： （一） 民國 106年度可供分配盈餘新台幣(以下同)892,520,111 元，擬分配股東

現金股利 262,334,298 元，剩餘 630,185,813 元保留至未來年度再予分

配。 

      （二） 股東現金股利 262,334,298 元，依除息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及其

持有股數計算，每股配發現金 2.6 元，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配

發不足 1元之畸零股款合計數，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三） 除息基準日授權董事長俟本案經股東常會通過後另行訂之。 

      （四） 本次盈餘分派所訂各項條件如因法令變更、主管機關核定、買回公司股

份、員工認股權執行或其他因素等，致影響本公司流通在外股份總數時，

擬提請授權董事長依股東常會決議之普通股擬分配盈餘總額，按除息基

準日本公司實際流通在外股份之數量，調整分配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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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茲附民國 106年度盈餘分配表如下： 

 

    

    （六） 謹提請 討論。 

    

決    議： 經投票表決，贊成權數 62,554,33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010,516權），

反對權數 84,89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84,895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3,053,199權（其中電子投票棄權權數 2,914,834權），無效權數 0權，贊成權數佔

出席總權數 95.22%，本案照原議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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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案由：修訂『公司章程』案，謹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明： （一） 為配合股東會得採行電子投票為股東行使表決權管道之一，依「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二條之二，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

程』，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請參閱附錄四。 

      （二） 謹提請 討論。 

    

決議： 經投票表決，贊成權數 62,551,424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007,609權），

反對權數 13,070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3,070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3,127,931中電子投票棄權權數 2,989,566權），無效權數 0權，贊成權數佔出席總權數

95.21%，本案照原議案通過。 

  

 

 

第四案 

案由：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謹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明： （一） 為擷取公司治理制度之優點，依證券交易法第 14條之 4等相關規定，設置審計

委員會替代監察人執行職權，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前

後對照表請參閱附錄五。 

      （二） 謹提請  討論。 

    

決議： 經投票表決，贊成權數 62,551,795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007,980權），

反對權數 13,19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3,19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3,127,440權（其中電子投票棄權權數 2,989,075權），無效權數 0權，贊成權數佔

出席總權數 95.21%，本案照原議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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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案由：修訂『從事營業性之外匯風險管理相關金融商品之規範』案，謹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明： （一） 為擷取公司治理制度之優點，依證券交易法第 14條之 4等相關規定，設置審計

委員會替代監察人執行職權，擬修訂『從事營業性之外匯風險管理相關金融商

品之規範』，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請參閱附錄六。 

      （二） 謹提請 討論。 

    

決議： 經投票表決，贊成權數 62,552,716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008,901權），

反對權數 13,289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3,289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3,126,420權（其中電子投票棄權權數 2,988,055權），無效權數 0權，贊成權數佔

出席總權數 95.22%，本案照原議案通過。 

  

 

 

第六案 

案由：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謹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明： （一） 為擷取公司治理制度之優點，依證券交易法第 14條之 4等相關規定，設置審計

委員會替代監察人執行職權，擬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前後

對照表請參閱附錄七。 

      （二） 謹提請 討論。 

    

決議： 經投票表決，贊成權數 62,551,682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007,867權），

反對權數 13,328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3,328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3,127,415權（其中電子投票棄權權數 2,989,050權），無效權數 0權，贊成權數佔

出席總權數 95.21%，本案照原議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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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 

案由：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謹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明： （一） 為擷取公司治理制度之優點，依證券交易法第 14條之 4等相關規定，設置審計

委員會替代監察人執行職權，擬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前後對照

表請參閱附錄八。 

      （二） 謹提請 討論。 

    

決議： 經投票表決，贊成權數 62,552,720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008,905權），

反對權數 13,305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3,305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3,126,400權（其中電子投票棄權權數 2,988,035權），無效權數 0權，贊成權數佔

出席總權數 95.22%，本案照原議案通過。 

  

 

 

第八案 

案由：董事任期屆滿全面改選案，謹提請  選舉。（董事會提） 

說明： （一） 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暨監察人任期將於民國 107年 6月 14日屆滿，依法應

於民國 107年股東常會辦理改選事宜。 

      （二） 依公司章程第十二條，本次選舉董事 9人(含獨立董事 3人)，另依第十二條之二

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職權。 

      （三） 本次改選之董事選任方式依公司章程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股東會就候選人名

單選任之，董事候選人名單請參閱附錄九。 

      （四） 新任董事任期 3年，自民國 107年 5月 30日起至民國 110年 5月 29日止，原

任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至本次股東常會完成時止。 

      （五） 謹提請  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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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結果 

當選名單如下： 

職稱 
戶號或身分證 

統一編號 
戶名 得票權數 

董事 3 陳益世 111,414,107 權 

董事 10588 群聯電子(股)公司 106,743,729 權 

 董事 35 張家騉 106,450,801 權 

 董事 22 呂理達 62,361,041 權 

 董事 2 黃少華 62,052,005 權 

 董事 N101****** 謝宏波 61,879,834 權 

獨立董事 20 吳廣義 16,196,747 權 

獨立董事 5 彭錦彬 15,813,129 權 

獨立董事 P200****** 謝惠娟 14,512,511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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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案 

案由：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案，謹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明： （一） 依公司法第 209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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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緣本公司董事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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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依法提請股東常會同意，如本公司新選任之董事有上述之情事

時，同意解除該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之限制，董事兼任他公司職務情形請

參閱附錄十。 

      （三） 謹提請 討論。 

    

決議： 經投票表決，贊成權數 62,521,017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977,202權），

反對權數 24,098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4,098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3,147,310權（其中電子投票棄權權數 3,008,945權），無效權數 0權，贊成權數佔

出席總權數 95.17%，本案照原議案通過。 

  

 

 

 

 

 

 

 

 

三、 臨時動議 

除股東戶號 1299 號詢問公司未來之營運目標及策略方向，並經董事長及總經理回答後，股東

無提出任何臨時動議。 

 

 

 

 

 

四、 散會（當日上午十時十九分） 

（本次股東常會記錄僅載明會議進行之要旨，詳盡內容仍以會議影音記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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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們： 

 

回顧一○六年，宇瞻科技合併營收再度重返百億大關，獲利亦能維持穩健成長，謹先代表宇瞻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感謝全體員工全力以赴的努力，也格外感謝各位股東長期以來的愛護與指教，在

此，致上我們最誠摯的謝意。 

隨著工業 4.0、IoT、雲端等應用興起，各類海量資料(big data)傳輸量、儲存量、運算等逐步成長，

記憶體將伴隨 DRAM 及 Flash產業升級加速在新興終端應用造就記憶體需求逐年倍數成長，宇瞻科技

將持續打造品質與效能兼具的創新領導產品，持續在數位儲存領域站穩領先優勢。 

一○六年度的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100.4億元，合併營業毛利為新台幣 13億元；合併稅後淨利

為新台幣 4億元，每股稅後盈餘為新台幣 4.02元。茲將民國一○六年經營績效及民國 

一○七年度營業計劃概要報告如下： 

 

 

一、 民國一○六年度合併經營績效：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106 年度 105 年度 增(減) 增(減)率 

營業收入 10,043,476 6,822,226 3,221,250 47% 

營業毛利 1,298,790 1,156,300 142,490 12% 

營業淨利 474,842 406,303 68,539 17% 

營業外收(支)淨額 (1,802) 18,906 (20,708) (110%) 

稅後淨利(損) 404,957 349,291 55,666 16% 

  歸屬母公司業主之淨利 405,418 349,467 55,951 16% 

  非控制權益 (461) (176) (285) (162%) 

稅後每股盈餘(虧)(元) 4.02 2.74 1.28  

 

 

二、 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憑藉著優異的創新研發實力，提供全方位且優化的使用者體驗，績極佈局工業物聯網技術，

進而締造了連續五年工業用固態硬碟全球市占第一之殊榮與產品設計連續九年台灣精品獎的肯定，展現

出本公司在工控、電競、行動、雲端及物聯網等應用領域上的核心能力。 



 

10 

本公司持續提升嵌入式固態硬碟儲存模組研發能量與技術能力，如資料保密安全儲存 OPAL 技術

及加速存取速度 HyperCache 技術等應用；同時結合創新 RGB LED 同步控制顯示及專利導光技術，

展現電競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模組高效能應用；同時，因應工業自動化物聯網及車聯網等發展趨勢，延

伸技術佈局區域聯網與傳輸技術加速產品開發。除此，本公司也以先驅光學技術跨足光學工業檢測設

備，持續投入相關光學檢測應用。 

 

三、 民國一○七年度營運計畫： 

(一) 經營方針 

宇瞻科技專注數位儲存本業核心技術發展，落實信賴與創新的核心價值，積極開拓資訊儲 

存、接收、分析、控制、分享之整合服務生態系，在持續成長的雲端及物聯網發展趨勢中 

率先佈局。 

(二) 營業目標 

以儲存核心技術優勢，擴展軟硬體及虛實整合應用服務，建構綠色自動化智慧生產及服務， 

並以數位儲存為核心，聚焦在電競市場、消費型應用產品、雲端運算、工業自動化、國防 

軍用與航太工程、光學應用產品領域等應用發展，持續朝科技化資訊服務整合企業願景目 

標邁進。 

(三) 重要產銷政策 

隨著工業 4.0 來臨，雲端運算、工業自動化等巨量資料存載需求大幅增加，建立差異化優勢， 

透過即時的管理指標，並以精實流程管理與優化服務系統來提昇配銷服務效率。 

(四) 發展策略 

「人才」是企業的重要資源也是永續經營的關鍵，關鍵人才選用創造企業價值，宇瞻將持 

續實踐幸福企業理念，透過完善員工福利、全方位企業人才產業鏈，為宇瞻建立穩固的發 

展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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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瞻科技成立至今正好屆滿 20年，為更落實永續經營之目標，宇瞻科技積極走進社區、學 

校，傾聽在地需求，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理念以志工活動、企業贊助回饋社區及校園；

一○六年度首次獲得「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的肯定，再次證明宇瞻科技 20年來專注在儲存應用領

域上的亮眼表現與堅持永續發展的政策。 

放眼未來，宇瞻以「精實創新、贏在前瞻」，持續在資訊快速且大量累積的市場環境中站 

穩領先優勢，朝向「以數位儲存為核心，成為科技化資訊服務整合翹楚」之企業願景邁進。 

 

 

 

 

董 事 長 

 

 

  

經 理 人 

 

 

會 計 主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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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監察人審查報告 
 

    本公司董事會造具一○六年度之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含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

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等)，業經董事會委託之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唐慈杰、陳

玫燕計師共同出具查核報告，本監察人等對於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董事會依公司法第二二

八條規定編造之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之議案等，經

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報請  鑒察。 

          此致 

 

                      

 

                                   

中 華 民 國 一 ○ 七 年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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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簡稱宇瞻集團)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

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

經 

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

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宇瞻集團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民

國一○六年及一○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與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

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

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宇瞻集團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

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宇瞻集團民國一○六年度合併財務報告之查核

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

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在查核報告上溝通之關鍵查核事項如下： 

一、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五)收入認列；收入之相關揭露，請詳

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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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宇瞻集團主要係從事記憶體模組與快閃記憶體相關應用產品之製造與銷售，具有產品 

    多元化特性且行銷通路遍布全球，對客戶之銷售涉及不同種類之交易條件，並依據個別銷售 

    條件辨認商品所有權之風險及報酬移轉情形，據以認列銷貨收入，具有較高的複雜度，故收 

    入認列的測試為本會計師執行宇瞻集團合併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瞭解並測試宇瞻集團認列銷貨收入 

    之相關內部控制；瞭解宇瞻集團主要收入之型態、合約條款及交易條件，以評估宇瞻集團收 

    入認列時點之會計政策是否適當；抽樣測試銷貨交易之原始憑證，以評估收入認列之會計處 

    理是否適當；另抽樣測試年度結束前後期間銷售交易之樣本，覆核期後銷貨退回及折讓之相 

    關憑證，查明並分析其原因，以評估宇瞻集團收入認列期間之適當性。 

二、存貨評價 

    有關存貨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八)；存貨評價之會計估計及假設不確定 

性，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五；存貨跌價損失之提列情形，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四)。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宇瞻集團因存貨須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者衡量，故合併公司管理當局須運用判斷 

及估計決定報導日存貨之淨變現價值。由於宇瞻集團主要原料之價格波動幅度大，且佔存 

貨成本比重高，加以產品更新速度快，存貨可能因無法及時反映市場變化，導致存貨成本 

超過其淨變現價值，致產生存貨跌價或呆滯損失，故存貨評價為本會計師執行宇瞻集團合 

併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取得並瞭解合併公司管理當局存 

貨跌價及呆滯損失提列政策，並執行回溯性測試瞭解存貨期後沖銷情形，以驗證存貨跌價 

及呆滯損失提列政策之合理性；抽核公司管理階層所採用最近期之銷售價格，以評估存貨 

淨變現價值之合理性，及有關存貨備抵之提列是否允當。 

其他事項 

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六年度及一○五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本會計

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

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告，且維

持與合併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

大不實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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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宇瞻集團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

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宇瞻集團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

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宇瞻集團之治理單位(含獨立董事及監察人)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

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

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

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

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 

  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   

  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 

  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 

  宇瞻集團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宇瞻集團繼續經 

  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 

  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 

  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 

  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宇瞻集團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 

  力。 

5.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達 

  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告表示意見。本 

  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團查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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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

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

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宇瞻集團民國一○六年度合併財務報告查

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

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

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金管證六字第 0940100754號 

(88)台財證(六)第 18311號 

民  國  一○七  年  二  月  二十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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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十一條 

股東會之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

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

意行之，但公司法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 

第十一條 

股東會之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

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公司法另

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股東會得採行電子投票列為本公司股

東行使表決權管道之一，其相關作業

依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依「臺灣證券

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有價證

券上市審查準

則」第二條之

二辦理 

第二十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六

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

年七月三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六

年十一月十一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八

年十月十四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

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年

四月三十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

年六月二十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

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

年五月二十四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

年十二月六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

年六月二十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

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

第二十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

三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一

月十一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

十四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

二十二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三

十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

二十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二十三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

二十四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

月六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二十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五

月三十一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九

增列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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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六年九月十四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

八年六月十六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

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

一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

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

五年六月三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

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本次修訂中有關審計委員會替

代監察人之相關條文，自民國

107 年 6 月現任董事或監察人

任期屆滿辦理全面改選時，始

適用之) 

月十四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

月十六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五

月二十六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一年六

月十三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二年六

月二十五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五年六

月三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六年五

月二十六日 

(本次修訂中有關審計委員會替代監

察人之相關條文，自民國 107 年 6 月

現任董事或監察人任期屆滿辦理全面

改選時，始適用之) 

第十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O七年五

月三十日 



 

35 

附錄五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十二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

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

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

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

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

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第十

三條及第十四條規定評估預

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

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

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及關係人

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

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

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

之合理性。 

六、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規定取得

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

要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六條

第十二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

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外，應將下列資料，先經審計委員會

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交

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

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

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第十三

條及第十四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

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

對象及其與公司及關係人之關係

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

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

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

性。 

六、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規定取得之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

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六條第

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

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

配合公司未來審

計委員會之設置

需要，刪除條文

中之監察人部分

文字並新增審計

委員會審核程序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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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

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處

理程序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

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溯推算一年，已依本處理程序經審計

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並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

免再計入。 

第十五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

按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規定評估

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理

下列事項： 

一、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

間之差額，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二、監察人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

規定辦理。 

三、將第一款及第二款處理情形提

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

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第十五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按

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規定評估結果均

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

之差額，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二、監察人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

員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理。 

三、將第一款及第二款處理情形提報

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於年

報及公開說明書。 

配合公司未來審

計委員會之設置

需要，刪除條文

中之監察人部分

文字並新增審計

委員會之獨立董

事成員替代監察

人職權部分條

文。 

第十九條  

本公司應建立備查薄，就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之種類、金額、董事會

通過日期及依十七條第四款、十八

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第一款

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於備

查簿備查。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

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

性，並按月稽核交易部門對從事衍

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之遵循情

形，作成稽核報告，如發現重大違

規情事，應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第十九條  

本公司應建立備查薄，就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之種類、金額、董事會通過

日期及依十七條第四款、十八條第一

項第二款及第二項第一款應審慎評估

之事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

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按

月稽核交易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處理程序之遵循情形，作成稽核報

告，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書面

通知各監察人審計委員會委員。 

配合公司未來審

計委員會之設置

需要，刪除條文

中之監察人部分

文字。 

第二十八條 其他事項 

一、本處理程序未盡事宜部分，依

有關法令及本公司相關規章

辦理。若主管機關對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程序有所修正原

發佈函令時，本公司應從其新

第二十八條 其他事項 

一、本處理程序未盡事宜部分，依有

關法令及本公司相關規章辦理。

若主管機關對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程序有所修正原發佈函令時，

本公司應從其新函令之規定。 

配合公司未來審

計委員會之設置

需要，刪除條文

中之監察人部分

文字並新增審計

委員會之獨立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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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函令之規定。 

二、本處理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

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

意，修正時亦同。如有董事表

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者，本公司應將董事異議資料

送各監察人 

三、本公司依本處理程序或其他法

律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者，如

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

書面聲明，本公司應將董事異

議資料送各監察人。 

四、本公司如已依法設置獨立董事

者，依前二項規定將本處理程

序、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提報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

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

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五、本公司如已依法設置審計委員

會者，訂定或修正本處理程

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

會決議。 

六、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

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

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七、第五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及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

際在任者計算之。 

八、本公司如已依法設置審計委員

會者，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對於審計委員會之獨立

董事成員準用之，餘對於監察

二、本處理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

各監察人並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

決議通過後，再提報股東會同

意，修正時亦同。如有董事表示

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

公司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察

人各審計委員會委員。。 

三、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

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

會之決議。前項所稱審計委員會

全體成員及前項所稱全體董事，

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四三、本公司依本處理程序或其他法

律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者，如有

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

明，本公司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

各監察人各審計委員會委員。。 

五四、本公司如已依法設置獨立董事

者，依前二項規定將本處理程

序、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提報董

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

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

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 

五、本公司如已依法設置審計委員會

者，訂定或修正本處理程序，應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六、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

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

決議。 

事成員替代監察

人職權部分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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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人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

之。 

九、董事長得依據本處理程序另擬

訂更保守管理原則，經董事會

以三分之二董事出席及出席

董事以三分之二表決通過後

優先實施，修正時亦同。 

七、第五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及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

者計算之。 

八、本公司如已依法設置審計委員會

者，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對於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

準用之，餘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

審計委員會準用之。 

六九、董事長得依據本處理程序另擬

訂更保守管理原則，經董事會以三

分之二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以三

分之二表決通過後優先實施，修正

時亦同。 

第二十九條  

本處理程序於民國八十九年四月

二十四日訂定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二十三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五月

三十一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九月

二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一年六

月十三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二年六

月二十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三年六

月二十三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六年五

月二十六日 

 

第二十九條 

本處理程序於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

四日訂定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

三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五月三十

一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二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十

三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二

十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二

十三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二

十六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七年五月三

十日 

新增修訂時間與

適用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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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從事營業性之外匯風險管理相關金融商品之規範」 

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1. 目的及依據 

目的：為有效管理公司外幣收支、資

產及負債等部位，因應外匯變動所產

生之風險，以達成無匯兌損失之目

標。 

依據：依據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程序』第二款第一項規定訂立本

規範。 

1.第一條 目的及依據 

目的：為有效管理公司外幣收支、資產及

負債等部位，因應外匯變動所產生之風

險，以達成無匯兌損失之目標。依據：並

依據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第十八條第二款項第一項款規定訂立本

規範。 

 

條文項次及文字

修正以臻完善。 

2. 適用範圍 

於下列公司之正常營運範圍內適用： 

一、 2-1 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二、 2-2 持股90%以上之子公

司。 

2.第二條  適用範圍 

於下列公司之正常營運範圍內適用： 

2-1 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

本公司)。2-2 及本公司持股 90%以上

之子公司。 

條文項次及文字

修正以臻完善。 

3.原則與方針 

三、 3-1 交易原則與方針 

3-1-1 交易種類：(以下略) 

3-1-2 經營或避險策略：(以下

略) 

3-1-3. 權責劃分： 

3-1-3-1營運單位：(以下略)。 

3-1-3-2財務部門：(以下略)。 

3-1-4 交易額度： 

(以下略) 

3-1-5 績效評估要領： 

(以下略)。 

3-1-6 損失上限金額： 

如損失金額達額度表之

上限時，應即報告相關

授權人員，並由被授權

主管指示相關因應措

第三條  原則與方針 

四、 3-1 交易原則與方針 

3-1-1一、交易種類：(以下略)。 

3-1-2二、經營或避險策略： 

(以下略)。 

3-1-3三、權責劃分： 

3-1-3-1 1.營運單位：(以下略) 

3-1-3-2 2.財務部門：(以下略)。 

3-1-4四、交易額度：(以下略)。 

3-1-5 五、績效評估要領：(以下

略)。 

3-1-6六、損失上限金額：(第一項略) 

如損失金額達額度表之

上限時，應即報告相關

授權人員，並由被授權

主管指示相關因應措

施；如損失金額佔全部

條文項次及文字

修正以臻完善。 

配合公司未來審

計委員會之設置

需要，刪除條文中

之監察人部分條

文並新增審計委

員會審議核決與

呈送董事會等相

關規範。 



 

40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施；如損失金額佔全部

或單筆契約金額達 25%

時，應依法令規定辦理

公告，且應檢送相關資

料予監察人並向董事會

報告。 

或單筆契約金額達 25%

時，應依法令規定辦理

公告，且應檢送相關資

料予監察人審計委員會

委員並向董事會報告。 

五、 3-2 作業程序 

3-2-1 授權額度：(以下略) 

授權額度表的產生，依

據公司營業額的成長及

風險部位的變化訂定，

經總經理及財務長核准

生效，並依第 3-7 條辦

理，如有修正亦同。授

權額度表如附件一，依

此額度表管控公司之操

作及部位。 

3-2-2 執行單位：(以下略)。 

六、 3-2第四條  作業程序 

3-2-1 一、授權額度： 

授權額度表的產生，依據

公司營業額的成長及風

險部位的變化訂定，經總

經理及財務長核准生

效，並依第 3-7 九條辦

理，如有修正亦同。授權

額度表如附件一，依此額

度表管控公司之操作及

部位。 

3-2-2 二、執行單位：(以下略)。 

條文項次及文字

修正以臻完善。 

 

七、 3-3 公告申報程序 

3-3-1 各子公司應於每月結束

後三個營業日前將一個

月交易狀況送母公司財

務部彙總處理，以利合

併公告。 

3-3-2 母公司財務部收集各公

司資料，並確認無誤

後，以為公告。 

3-3-3 財務部應於每月十日前

辦理公告。 

八、 3-3第五條  公告申報程序 

3-3-1一、各子公司應於每月結束後

三個營業日前將一個月

交易狀況送母公司財務

部彙總處理，以利合併公

告。 

3-3-2二、母公司財務部收集各公司

資料，並確認無誤後，以

為公告。 

3-3-3三、財務部應於每月十日前辦

理公告。 

條文項次及文字

修正以臻完善。 

 

九、 3-4 會計處理方式(以下節

錄)。 

十、 避免務用金融商品風險。 

十一、 3-4第六條  會計處理方式(以

下節錄)。 

十二、 避免務誤用金融商品風險。 

條文項次及文字

修正以臻完善。 

3-5風險管理措施(以下略)。 

 

3-5第七條 風險管理措施(以下略)。 條文項次及文字

修正以臻完善。 

十三、 3-6 內部稽核制度 

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內部控

十四、 3-6第八條  內部稽核制度 

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內部控制之

配合公司未來審

計委員會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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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制之允當性，並定期查核交易部

門對「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之遵循情形，作成稽核報告，如

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書面通

知各監察人。 

允當性，並定期查核交易部門對「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之遵循情

形，作成稽核報告，如發現重大違規

情事，應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審計委

員會委員。 

需要，刪除條文中

之監察人部分條

文並新增審計委

員會委員之書面

通知程序條文。 

3-7 本規範應經董事會通過，送

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

正時亦同。 

3-7第九條  施行 

本規範應經董事會通過，送各監察

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

同。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後， 

再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 

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

面聲明者， 本公司應將董事異議

資料送審計委員會。 前項如未經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

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前二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及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

者計算之。 

配合公司未來審

計委員會之設置

需要，刪除條文中

之監察人部分條

文並新增審計委

員會審議核決與

呈送董事會等相

關規範。 

民國 93年 8月 30日頒訂 

民國 97年 9月 2日第一次修

訂 

民國 99 年 5月 26日第二次

修訂 

 

第十條  附則 

本規範訂立於民國九十三年八月三十

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二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五月二十

六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七年五月

三十日 

條文項次及文字

修正以臻完善。 

附件一 

從事外匯避險金融商品交易授權

額度表 

 

授權額度表依據「從事營業性之

外匯風險管理相關金融商品之規

範」第 3-2-1 條訂定如下：(以下

附件一 

從事外匯避險金融商品交易授權額度

表 

 

授權額度表依據「從事營業性之外匯風

險管理相關金融商品之規範」第3-2-1

四條第一項訂定如下： 

條文項次及文字

修正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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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略)。 

1. 外匯交易額度(以下略)。 

2. 其他商品額度： 

如欲從事其他商品交易時，應以

專案簽呈董事會核准後，方得為

之。 

1. 外匯交易額度(以下略)。 

2. 其他商品額度： 

如欲從事其他商品交易時，應以專

案簽呈送董事會核准後，方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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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十二條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

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

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記錄，如

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

通知各監察人。 

 

第十二條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

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

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記錄，如

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

通知各監察人審計委員會各委

員。 

配合公司未來審計委

員會之設置需要，刪除

條文中之監察人部分

文字並新增審計委員

會委員之程序。 

第十四條  

本公司資金貸與對象原符合第一

條規定而嗣後不符規定，或資金

貸與金額因據以計算限額之基礎

變動致超過所訂額度時，應訂定

改善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

監察人，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

善，並報告於董事會。 

第十四條  

本公司資金貸與對象原符合第一

條規定而嗣後不符規定，或資金

貸與金額因據以計算限額之基礎

變動致超過所訂額度時，應訂定

改善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

監察人審計委員會各委員，並依

計畫時程完成改善，並報告於董

事會。 

配合公司未來審計委

員會之設置需要，刪除

條文中之監察人部分

文字並新增審計委員

會委員之程序。 

第十五條  

本作業程序，呈奉董事長核准及

提報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

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其修

正時亦同。 

第十五條  

本作業程序，呈奉董事長核准及

提報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

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其修

正時亦同。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

會決議後， 再提報股東會同意，

修正時亦同。 

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

面聲明者， 本公司應將董事異議

資料送審計委員會。 前項如未經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

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前二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及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

配合公司未來審計委

員會之設置需要，刪除

條文中之監察人部分

條文並新增審計委員

會審議核決與呈送董

事會等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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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任者計算之。 

第十八條  

本程序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

十四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四月

十五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二十三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

十六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五月

二十六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月

二十五日。 

 

第十八條 

本程序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

十四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四月

十五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二十三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

十六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五月

二十六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月

二十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七年五月

三十日。 

新增修訂時間與適用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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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十三條  

二、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

少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

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

成書面記錄，如發現重大

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

知各監察人。 

 

第十三條  

二、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

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

形，並作成書面記錄，如發現重大違

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審

計委員會各委員。 

配合公司未來審計

委 員 會 之 設 置 需

要，刪除條文中之監

察人部分文字並新

增審計委員會委員

之程序。 

第十五條  

本公司背書保證對象原符合第

二條規定而嗣後不符規定，或

背書保證金額因據以計算限額

之基礎變動致超過所訂額度

時，應訂定改善計畫，將相關

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依計畫

時程完成改善，並報告於董事

會。 

 

第十五條  

本公司背書保證對象原符合第二條規

定而嗣後不符規定，或背書保證金額

因據以計算限額之基礎變動致超過所

訂額度時，應訂定改善計畫，將相關

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審計委員會各委

員，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並報告於

董事會。 

 

配合公司未來審計

委 員 會 之 設 置 需

要，刪除條文中之監

察人部分文字並新

增審計委員會委員

之程序。 

第十六條  

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

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六條  

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決議通過送各監

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後， 

再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 

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

明者， 本公司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審

計委員會。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

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

議。  

前二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

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

之。 

配合公司未來審計

委 員 會 之 設 置 需

要，刪除條文中之監

察人部分條文並新

增審計委員會審議

核決與呈送董事會

等相關規範。 

第十九條  

本辦法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

二十二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

月二十三日。 

第十九條 

本辦法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二

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

三日。 

新增修訂時間與適

用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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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五

月二十四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五

月三十一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

月十六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五

月二十六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

月二十五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二十

四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五月三十

一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六

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五月二十

六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月二十

五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七年五月三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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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董事候選人名單 
職稱 候選人 學歷/經歷 現職 持有股數

(股) 

董事 陳益世 交大管理科學研

究所碩士 

宏碁(股)公司副總

經理 

新記有限公司副

理 

宇瞻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Apacer Technology (BVI) Inc. 

Director 

達運精密工業(股)公司獨立董事 

虹映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 

1,525,633 

群聯電子

(股)公司 

不適用 不適用 10,050,000 

呂理達 加州大學電機工

程所及企管碩士 

交大電子物理學

士 

宏碁(股)公司經營

暨投資管理事業

處總經理 

智融品牌顧問(股)公司法人董事長 

台灣優燈(股)公司法人董事長 

龍一創業投資(股)公司法人董事 

全球策略創業投資(股)公司法人董

事 

宇瞻科技(股)公司董事 

碩天科技(股)公司董事 

智融(股)公司董事 

金麗科技(股)公司董事 

新眾電腦(股)公司董事 

財團法人智榮文教基金會董事 

台灣超微光學(股)公司法人董事代

表 

虹映科技(股)公司董事 

晟明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 

5,699,906 

張家騉 Baruch College, 

CUNY MBA 企管

碩士 

New York 

University 

Polytechnic 

School of 

Engineering電機

工程碩士 

Apacer Memory 

America Inc. 

General Manager 

宇瞻科技(股)公司董事暨總經理 

Apacer Technology B.V. Director 

Apacer Technology Japan Corp.

取締役 

宇瞻電子(上海)有限公司法人董事

代表 

196,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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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候選人 學歷/經歷 現職 持有股數

(股) 

董事 黃少華 交大電信工程學

士 

宏碁 (股 )公司董

事長 

宏碁 (股 )公司總

財務長 

宏碁 (股 )公司共

同創辦人 

宏碁(股)公司董事 

宇瞻科技(股)公司監察人 

麗嬰房(股)公司董事 

茂迪(股)公司董事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公司獨立董

事 

訊聯生物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1,207,041 

謝宏波 大同大學電機系 

宏碁 (股 )公司手

攜式電腦事業群

總經理、資深副

總 

緯創資通 (股 )公

司資深副總 

啟碁科技 (股 )公

司執行長 

啟碁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緯創資通(股)公司/董事 

育碁數位科技(股)公司/董事 

瑞鼎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宇瞻科技(股)公司/董事 

0 

獨立 

董事 

吳廣義 交通大學電子工

程學系學士 

華南金管理顧問

(股)公司董事長 

旭揚創投公司合

夥人 

宏碁電腦美國公

司總裁 

旭樺管理顧問(股)公司董事長 

財團法人交大思源基金會董事長 

聯詠科技(股)公司董事 

台灣優燈(股)公司董事 

宇瞻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啟碁科技(股)公司董事 

安鈦克科技(股)公司監察人 

立達國際電子(股)公司獨立董事 

68,325 

彭錦彬 政治大學企業管

理研究所 

智融 (股 )公司董

事暨總經理 

宏碁 (股 )公司法

人董事代表人 

宏碁 (股 )公司資

深副總暨財務長 

緯創資通 (股 )公

司董事 

啟碁科技 (股 )公

司監察人 

友達光電(股)公司獨立董事 

宏碁(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建碁(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啟碁科技(股)公司/董事 

緯創軟體(股)公司/董事 

智融(股)公司/董事暨總經理 

智星(股)公司/董事長 

全球策略創投(股)公司/法人董事代

表人 

龍一創投(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智融創新顧問(股)公司/法人監察人

代表人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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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候選人 學歷/經歷 現職 持有股數

(股) 

獨立 

董事 

謝惠娟 美國休士頓大學財

務金融博士 

合作金庫資產管理

(股)公司/總經理 

中華開發資產管理

(股)公司/總經理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

投資部協理 

友達光電(股)公司獨立董事 

達運精密工業(股)公司獨立董

事 

 

0 

提名已連續擔任 3屆獨立董事之說明: 

本公司訂有完備之董事選舉制度，同時參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董事會成員組成均考量多元

化、具備產業、財務等專業技能及經歷。獨立董事吳廣義於科技產業累積多年豐富經驗，對

於產業面風險與企業經營均能提供精闢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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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董事兼任他公司職務情形 
職稱 候選人 兼任職務情形 

董事 陳益世 
虹映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 

達運精密工業(股)公司獨立董事 

董事 呂理達 

智融品牌顧問(股)公司法人董事長 

台灣優燈(股)公司法人董事長 

龍一創業投資(股)公司法人董事 

全球策略創業投資(股)公司法人董事 

台灣超微光學(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 

晟明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 

碩天科技(股)公司董事 

智融(股)公司董事 

金麗科技(股)公司董事 

新眾電腦(股)公司董事 

虹映科技(股)公司董事 

財團法人智榮文教基金會董事 

董事 黃少華 

宏碁(股)公司董事 

麗嬰房(股)公司董事 

茂迪(股)公司董事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公司獨立董事 

訊聯生物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董事 謝宏波 

啟碁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緯創資通(股)公司董事 

育碁數位科技(股)公司董事 

瑞鼎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獨立 

董事 
吳廣義 

旭樺管理顧問(股)公司董事長 

財團法人交大思源基金會董事長 

聯詠科技(股)公司董事 

台灣優燈(股)公司董事 

啟碁科技(股)公司董事 

立達國際電子(股)公司獨立董事 

安鈦克科技(股)公司監察人 

獨立 

董事 
彭錦彬 

智融(股)公司/董事暨總經理 

智星(股)公司/董事長 

友達光電(股)公司獨立董事 

啟碁科技(股)公司/董事 

緯創軟體(股)公司/董事 

宏碁(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建碁(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全球策略創投(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龍一創投(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智融創新顧問(股)公司/法人監察人代表人 

獨立 

董事 謝惠娟 
友達光電(股)公司獨立董事 

達運精密工業(股)公司獨立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