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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1年 5月 31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整 

開會地點：新竹科學園區科技生活館四樓巴哈廳 

(新竹市科學園區工業東二路 1號)  

出    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計 381,147,854股， 

占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541,718,460股之 70.35%。 

列    席：獨立董事暨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李書行 

          獨立董事暨薪資報酬委員會召集人謝明得 

          獨立董事江誠榮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海寧會計師 

          宏鑑法律事務所李映怡律師 

主    席：黃文芳                                 紀    錄：陳韶伶  

 

壹、宣佈開會：出席股東及代表股份總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一、 民國 110年度營業報告。 

說  明：請參閱附件一。 

 

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說  明：1. 審計委員會對本公司 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告、個

體財務報告及盈餘分派案之查核報告。 

2. 請參閱附件二。 

 

三、 民國 110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  明：本公司經 111年 3月 4日董事會決議，以現金分派員工及董事酬金

分別為新台幣 55,501,093元及 4,162,582元。 

 

四、民國 110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 

說  明：1.依據公司章程第 30 條之 1 規定，本公司應分派之股息及紅利以

發放現金方式為之時，授權董事會決議並於股東會報告。 

2.本公司業經 111年 3月 4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自民國 110年度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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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分派盈餘中，提撥股東現金紅利計新台幣（以下同）

379,202,922 元，每股配發 0.7元，以現金方式發放，每位股東

配發之現金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

數，由小數點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

金股利分配總額，並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

相關事宜。 

3.本次現金股利發放案，如因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發生變動，致使

配息率異動而需修正時，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五、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情形報告。 

說  明：1. 依據公司章程第 30條之 1規定，本公司依法得分派之資本公積

以發放現金方式為之時，授權董事會決議並於股東會報告。 

2. 本公司業經 111 年 3 月 4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自超過面額發行普

通股溢價之資本公積中，提撥新台幣（以下同）54,171,846 元，

每股配發 0.1 元，以現金方式發放，每位股東配發之現金按分

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由小數點數

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

額，並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3. 本次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如因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發生變

動，致使股東配發現金比率異動而需修正時，授權董事長全權

處理。 

 

六、其他報告事項：110年度董事酬金發放數報告。 

說  明：1. 依據民國 111 年 04 月 15 日臺灣證券交易所臺證上一字第

1111801594號函辦理，說明本公司 110年度董事酬金發放之合

理性。 

2. 本公司董事酬金係依公司章程第卅條規定及董事及功能性委員

會委員薪酬辦法辦理，同時參考同業薪資水準、公司整體營運

績效與各董事貢獻度核予酬金。109 年度因配合投資案之會計

處理差異，沖減保留盈餘致其為負數，依法令及章程規定 109

年度不發放董事酬勞，110 年度獲利穩定，保留盈餘為正數，

依章程規定提撥 110 年度董事酬勞，致 110 年度整體及平均董

事酬金較 109年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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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戶號 2427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保護中心發言： 

針對 110 年度董事酬金發放之合理性，110 年與 109 年稅後純益對比，110

年稅後純益其實是減少的，在這狀況下發放董事酬金給予建議，希望淨利下

相關發放是與績效連結的。 

主席親自及指定人員說明：主要係因 109年配合會計處理，產生累虧無法發

放董事酬勞，110 年無此情事，而導致產生二年度差異性，特此說明。 

(經主席親自及指示相關人員回覆，詳盡內容以會議影音記錄為準。)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擬承認民國 110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董事會提) 

說 明：1. 本公司 110年度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委託安侯建業會計師事

務所黃海寧及陳振乾會計師查核完竣，認為足以允當表達明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年 12月 31日之財務狀況暨 110年度之

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情形，併同營業報告書經審計委員會查

核。 

2. 各項表冊請參閱附件一、附件三及附件四。 

3. 謹提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381,147,854 權 

贊成權數：371,710,765權，占表決權數 97.52%； 

反對權數：171,761權，占表決權數 0.04%； 

無效權數：0 權，占表決權數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9,265,328權，占表決權數 2.43%。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案 由：擬承認民國 110年度盈餘分派案。(董事會提) 

說 明： 1. 謹擬具本公司 110年度盈餘分派表，請參閱附件五。 

2. 謹提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381,147,854 權 

贊成權數：371,956,630 權，占表決權數 97.58%； 

反對權數：175,518 權，占表決權數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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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權數：0 權，占表決權數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9,015,706 權，占表決權數 2.36%。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擬修訂「公司章程」案。(董事會提) 

說 明：1. 配合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29 日華總一經字第 11000115851 號

函令修訂「公司法」部分條文及實際需要，擬修訂公司章程。 

        2.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3. 謹提請  討論。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381,147,854 權 

贊成權數：371,882.,999 權，占表決權數 97.56%； 

反對權數：247,106 權，占表決權數 0.06%； 

無效權數：0 權，占表決權數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9,017,749 權，占表決權數 2.36%。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案  由：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董事會提) 

說 明：1. 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111 年 1 月 28 日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0465 號函令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部分條文及實際需要，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程序」。 

2.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 

3. 謹提請  討論。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381,147,854 權 

        贊成權數：365,123,157權，占表決權數 95.79%； 

        反對權數：7,005,045 權，占表決權數 1.83%； 

        無效權數：0 權，占表決權數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9,019,652 權，占表決權數 2.36%。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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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案  由：擬解除現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案。(董事會提) 

說 明：1. 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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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因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或有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

類似之公司，爰依法提請股東會同意。 

3. 擬提請 111 年股東常會解除之董事競業限制項目，請參閱附件

八。 

4. 謹提請  討論。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381,147,854  權 

        贊成權數：371,848,690 權，占表決權數 97.56%； 

       反對權數： 270,992 權，占表決權數 0.07%； 

       無效權數：0 權，占表決權數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9,028,172 權，占表決權數 2.36%。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陸、臨時動議： 無。 

 

柒、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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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110年度營業結果 

(一)110年度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回顧過去一年，受到 COVID 19 新變種病毒持續肆虐及擴散影響，導致

缺工、缺料影響加劇，致 110年營運績效較 109年下滑，惟在產品組合

優化下，產品毛利率較 109年改善，加上新產品的開發及新客戶的拓展

仍持續有斬獲，客戶接單的動能及可見度都沒有問題，也為後疫情時代

公司營運做好隨時反彈突破的準備。 

展望今年，在企業專網及車聯網新事業啟動，以及網路交換器、Wi-Fi 6

與 5G 等各主力產品動能推升下，期待 111 年的營收及獲利能較 110 年

改善，整體營運回到成長軌道上。 

(二)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 110年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10年全年度合併營收為新台幣 278.62億元，較前一年度減少 13.4%；

合併毛利率為 16.5%，較前一年度毛利率 15.6%增加約 0.9%；合併營業

淨利為新台幣 7.08 億元；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淨利為新台幣 4.34 億

元，相當於每股盈餘新台幣 0.8元。 

(四)研究發展狀況 

公司擁有完整的網路通訊軟硬體技術，110年度的研究發展重點如下： 

1.以 5G/6G、Fiber及 MEC & AI (天羅地網、神機妙算) 技術研發及產

品開發的三大主軸，再加上環繞三大主軸衍生出的關鍵技術和產品。 

(1) 5G：著重於開發 5G專網基站之無線電單元（RU）、分布單元（DU）、

中央單元（CU）、Sub-6G及 Millimeter Wave 5G CPE、5G Small Cell

設備，並結合 Wi-Fi 6/Wi-Fi 6E無線網路技術，深入企業與家庭。 

(2) 6G：著重於開發低軌道衛星的地面通訊設備。 

(3) Fiber：著重於開發 10G-PON 光纖網路 OLT (局端)及 ONT (用戶

端)設備，以及 G.fast電信局端和終端設備。 

(4) MEC & AI：著重於 MEC 軟體整合 Server 伺服器平台的開發，AI 

DevOps 自動化部署應用的導入，銜接 5G Core Network穩定度及

相容性的提升。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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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善用 5G、Fiber 及 MEC & AI 整合的優勢，提供具高性價比的 5G 專網

端對端解決方案。初期以智慧工廠、智慧醫療、智慧農業及智慧建築

為主要的市場切入點。 

3.因應 5G及物聯網趨勢，持續發展電信級交換器及工業等級交換器。 

4.發展 400G資料中心高速乙太網路交換器，進行高速網路的訊號與電源

完整性工程開發測試與模擬。 

5.家庭監控設備導入 24GHz 毫米波雷達應用於移動偵測；另外，導入邊

緣運算以提高影像辨識的準確率。 

6.開發遵循聯合國法規 UN/ECE R151的側邊盲區偵測角雷達、L3 以上的

AI Dashcam、Radar+AVM Sensor Fusion和工業用內嵌雷達。 

二、本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本年度經營方針 

1.致力於集團整合，發揮綜效。 

2.提升公司服務品質，強化核心競爭優勢。 

3.持續深耕與客戶及供應商之策略合作夥伴關係。 

4.加速新產品開發及量產時程，貢獻公司獲利及競爭力。 

5.持續尋求合適的策略合作對象，拓展公司版圖。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本年度公司各事業體的銷售預計狀況及規劃大致如下： 

1.區域都會網路事業體 

持續在資料中心級、企業級、電信級及工業交換器等領域的乙太高

速網路交換器發展。因應資料中心數據流量之需求，將驅動 100G 及

400G交換器滲透率的逐漸提升，也驅使 800G高速交換器的技術將逐

漸成熟。不斷演進的 Wi-Fi 技術與速度，將提升 Multi-Gigabit 的

交換器需求，上傳介面的頻寬也將提升，搭配高功率的乙太網路供

電(PoE++)，將使得 Wi-Fi佈建更容易，進而提高供電型交換器的成

長率。公司不斷開發電信等級的 5G xHaul 傳輸交換器及 OLT 光纜

局端設備，滿足高頻寬、低延遲的需求特性，提高需求客戶的競爭

力。 

2.無線寬頻網路事業體 

因應 COVID-19 造成全球發生不可逆的趨勢改變，遠距或在家上班需

求快速興起並成為不可逆之職場趨勢，然而全方位之遠距工作或協作

高度依賴大量數據及影像資料和語音之及時傳遞，因應在家辦公等高

頻寬需求及智能居家環境的建置需求快速成長，導致全球電信運營商

加速光纖固網基礎建設的升級、加快部署 5G 網路及大幅提升無線基

地台(Wi-Fi AP)的建置數量。因此，公司除了持續專注於在 5G 企業

垂直市場的拓展，發展終端射頻單元(RU)，亦同時發展端到端

(End-to-End)解決方案，可客製化及彈性化應用於各種垂直場域，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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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發展 5G電信市場的應用服務需求如 5G CPE (FWA)、5G small cell

及發展光纖網路 10G-PON的解決方案。此外，電信運營商因應企業遠

距工作及智能家庭網路高頻寬需求激增，大幅提升無線基地台(Wi-Fi 

AP)的建置數量及高速無線網路 Wi-Fi 6 路由器、延伸器等的終端裝

置，也將持續帶動公司 Wi-Fi 6/E 企業級無線 AP 及家用路由器的新

需求。另外，110年因半導體產能供應發生巨大變化導致通訊產業缺

料嚴重，無法及時滿足上述因素造成大幅成長的需求，預估 111 年無

線、光纖及行動等相關網通產品的需求成長將延續 110 年的強勁需

求。 

3.數位多媒體網路事業體 

在 IoT 物聯網及 5G 的成長需求帶動下，智慧家庭及居家安全監控影

像產品會是數位多媒體未來持續成長的動能。除了垂直整合新的關鍵

技術如毫米波雷達的應用外，AI 深度學習及軟體相關演算法如人臉

辨識，移動偵測以及對公有雲，私有雲的對接都將會是提高產品差異

化及 ODM/OEM/JDM 競爭力的重要項目。產品組合除 IP Cam 外，會持

續加重在智慧家庭及居家安全監控方面的佈局。 

4.企業行動方案事業線 

跟隨電動車與智(自)駕車的市場趨勢，本公司針對商用車遵循聯合國

法規，目前已著手開發 UN/ECE R151的側邊盲區偵測角雷達與目前普

及率愈來愈高的重型機車專用的後方來車盲區監測警報系統。同時也

提升我們的設計能量，開始規劃適用於商用/乘用的高規格前後方防

撞雷達與長距離雷達，並結合 AI 影像辨識功能和 360 度車輛環景監

測。此外，本公司亦自行開發用於 4D 雷達演算法，為未來 L2+自駕

功能做好準備。除了車用 ADAS市場外，也切入工業用內嵌 Radar，應

用在監控攝影機的內嵌雷達模組，來降低傳統使用紅外線監控攝影機

的誤報率。 

(三)本年度重要產銷政策 

1.強化供應商關係，開發料件替代方案以穩定料源與出貨動能。 

2.配合 111 年將加入量產的越南子公司，進行產能配置優化，提升整

體產品製造品質及成本競爭優勢。 

3.積極拓展核心事業，並結合集團資源，提供客戶整體解決方案。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為提升獲利及永續經營，本公司長期發展策略如下： 

(一)深耕與客戶及供應商的長期合作夥伴關係，開拓銷售市場。 

(二)嚴格控管製造的品質及成本，提升營運效率及公司獲利能力。 

(三)持續投資發展前瞻技術，強化核心競爭優勢。 

(四)提升公司治理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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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公司將持續深耕核心技術及發展高階整合型產品，以提升產品價值，避免陷

於低階產品之價格競爭，並積極拓展銷售通路及提供客戶完整解決方案；在

經營環境方面，雖然新冠疫情持續延燒以及供應鏈瓶頸揮之不去，加上通膨

危機及提前升息等因素，使得全球經濟存在高度不確定性，但在新冠疫苗的

新藥開發速度加快、各國陸續強制接種，以及全球經濟與人們習慣與病毒共

處下，恐慌氣氛與過度反應的狀況將大為降低，為 111年的經濟復甦及前景

提供了潛在的支撐，加上 5G、車聯網及人工智慧等科技應用發展，以及遠

距居家辦公工作也是必然的趨勢，對網通產業帶來成長商機。 

 

衷心感謝各位股東長期以來給予公司的支持與鼓勵。明泰經營團隊及全體員工將

持續以前瞻及科技創新為核心，秉持「德行」、「客戶價值」、「敏捷」、「協作績效」

的企業文化，為公司及股東繼續帶來最大利益。 

 

 

敬祝您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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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本公司董事會造具民國 110年度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委託之安侯建業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黃海寧、陳振乾兩位會計師共同出具查核報告書。前述財務報表、營業

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暨盈餘分派之議案等，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

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 14條之 4及公司法第 219條之規定，特此報告，謹報請 鑒

核。 

 

 

 

 

此   致 

 

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中華民國 111年 03月 04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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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理由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CC01100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 
 
 
 
二、CC01070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三、CF01011醫療器材設備製造業。 
四、F108031醫療器材批發業。 
五、F401010國際貿易業。 
六、研究、開發、設計、製造及銷售下

列產品： 
(一)電腦網路系統設備及其零組件。 
 
(二)都會網路及企業網路產品。 
(三)寬頻產品。 
(四)無線網路產品。 
(五)醫療器材設備產品及其零組件。 
 
(六)前項有關產品之進出口貿易業務

及醫療之運用。 
(七)前項有關產品維修測試及售後服

務。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CC0110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

業。 
二、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

業。 
三、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

業。 
四、CF01011醫療器材設備製造業。 
五、F108031醫療器材批發業。 
六、F401010國際貿易業。 
七、研究、開發、設計、製造及銷

售下列產品： 
(一)電腦網路系統設備及其零組

件。 
(二)都會網路及企業網路產品。 
(三)寬頻產品。 
(四)無線網路產品。 
(五)醫療器材設備產品及其零組

件。 
(六)前項有關產品之進出口貿易業

務及醫療之運用。 
(七)前項有關產品維修測試及售後

服務。 

配合法令修訂 

第七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為新台幣捌拾億元
整，分為捌億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十元
整，授權董事會視公司實際需要，分次
發行。本公司得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
在前項股份總額內保留新台幣伍億元
範圍內，分為伍仟萬股為發行員工認股
權憑證之股份，得分次發行。 
本公司依法發行新股時之保留優先承
購對象、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及限制員
工權利新股之發給對象，或收買之股份
之轉讓對象，均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
從屬公司員工，該一定條件授權董事會
訂定之。 

本公司資本總額為新台幣陸拾陸億
元整，分為陸億陸仟萬股，每股面
額新台幣十元整，授權董事會視公
司實際需要，分次發行。本公司得
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在前項股份
總額內保留新台幣伍億元範圍內，
分為伍仟萬股為發行員工認股權憑
證之股份，得分次發行。 
本公司依法發行新股時之保留優先
承購對象、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及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發給對象，或
收買之股份之轉讓對象，均得包括
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該
一定條件授權董事會訂定之。 

配合實際需要
調高額定資本
總額 

第十二條之一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新增。 配合法令修訂 

第卅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二年八月十六日。 
（略） 
第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九年六
月十二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八
月二十六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五
月三十一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二年八月十六
日。 
（略） 
第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九年
六月十二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
八月二十六日。 

增列修訂日期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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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理由 

第四條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

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

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

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法、

銀行法、 保險法、金融控

股公司法、商業會計法，或

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

文書或因業務上犯罪行

為，受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

宣告確定。但執行完畢、緩

刑期滿或赦免後已滿三年

者，不在此限。 

二、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

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

估價者之估價報告，不同專

業估價者或估人員不得互為

關係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

形。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

見書時，應依其所屬各同業公會

之自律規範及下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

身專業能力、實務經驗及獨

立性。 

二、執行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

執行適當作業流程，以形成

結論並據以出具報告或意見

書；並將所執行程序、蒐集

資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案

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

數及資訊等，應逐項評估其

適當性及合理性，以做為出

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之基

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

具備專業性與獨立性、已評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

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

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

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法、

銀行法、 保險法、金融控股

公司法、商業會計法，或有

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

書或因業務上犯罪行為，受

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告確

定。但執行完畢、緩刑期滿

或赦免後已滿三年者，不在

此限。 

二、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

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

估價者之估價報告，不同專

業估價者或估人員不得互為

關係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

形。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

書時，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

身專業能力、實務經驗及獨

立性。 

二、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

執行適當作業流程，以形成

結論並據以出具報告或意見

書；並將所執行程序、蒐集

資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案

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

數及資訊等，應逐項評估其

完整性、正確性及合理性，

以做為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

書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

具備專業性與獨立性、已評

配合法令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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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理由 

估所使用之資訊為適當且

合理及遵循相關法令等事

項。 

估所使用之資訊為合理與正

確及遵循相關法令等事項。 

第五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應取得估價報告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除與

國內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

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外，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

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

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

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

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

會決議通過，其嗣後有交易

條件變更者，亦同。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

以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

業估價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

下列情形之一，除取得資產

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

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

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

會計師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

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

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

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

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

分之十以上者。 

二、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應取得估價報告 

一、不動產或設備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

或其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

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

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

易價格之參考依據時，該項

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

過，其嗣後有交易條件變更

者，亦同。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

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

估價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

列情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

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

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

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

師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

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

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

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

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

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

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

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

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

分之十以上者。 

二、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

配合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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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理由 

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

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

現值且未逾六個月者，得由

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三、所稱專業估價者，係指不動

產估價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

事不動產、設備估價業務者。 

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

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

現值且未逾六個月者，得由

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第六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應取

得會計師意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

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

格之參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

理性表示意見。但該有價證券具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應取得

會計師意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

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

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告

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

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

定辦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

場之公開報價或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配合法令 

第七條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或會員證應取得會計師

意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

國內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

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或會員證應取得會計師意見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或會員證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政府機關

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

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

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配合法令 

第十條 

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略) 

二、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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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略) 

二、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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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第 四 項 併

入修正條文

第二項並修

正先行決行

金 額 

2.增 訂 第 二

項條文內容 



35 

 

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理由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

內公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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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董

事會決議通過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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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其使用權資產，依本條

第三項規定評估預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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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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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條第一項規定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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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列至第二項後段) 

 

 

 

 

本公司與母公司、子公司

間，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

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

額之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

交易，董事長得於新台幣四

億元以內先行決行，事後再

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公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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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下列資料提交審計委

員會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通

過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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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其使用權資產，依本條第

三項第（一）款至（四）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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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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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項規定取得之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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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三

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辦理，已

依規定提交審計委員會並董

事會通過部份免再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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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本公司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

商品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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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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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依所訂處理程序或其他法

律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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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

任者計算之。 

 

本公司或本公司非屬國內公

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有本條

第二項交易，交易金額達本

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

者，本公司應將本條第二項

所列各款資料提交股東會同

意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

支付款項。但本公司與其母

公司、子公司，或其子公司

彼此間交易，不在此限。 

 

第本條第二項及前述交易金

額之計算，應依第十三條第

一項第七款規定辦理，已依

本程序規定提交股東會、審

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部份

免再計入。 

 

三、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略) 

 

(移列至第二項中段) 

 

 

 

本公司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

商品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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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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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依所訂處理程序

或其他法律規定，將取得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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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

算之。 

 

 

(新增) 

 

 

 

 

 

 

 

 

 

 

 

 

 

 

 

 

 

三、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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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公司與母公司、子公司間，

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

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

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

易，董事長得於新台幣三億元

以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

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本公司之子公司與其母公

司、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

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

資本總額之子公司彼此間，

從事前項交易時，董事長得

於新台幣一億五千萬元以內

先行決行，並依前項規定辦

理。 

第十三條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事項及公告申報

標準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

下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

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網站

辦理公告申報： 

(略)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

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

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

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

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

評等不低於我國主權

評等等級之外國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

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

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

券買賣，或於國內初級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事項及公告申報

標準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

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

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

告申報： 

(略)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

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

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

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

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

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

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

券買賣，或於國內初級

配合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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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認購外國公債或

募集發行之普通公司

債及未涉及股權之一

般金融債券(不含次順

位債券)，或申購或買

回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或期貨信託基金，或申

購或賣回指數投資證

券，或證券商因承銷業

務需要、擔任興櫃公司

輔導推薦證券商依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認

購之有價證券。 

3.買賣附買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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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認購募集發行之

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

股權之一般金融債券

(不含次順位債券)，或

申購或買回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或期貨信託

基金，或證券商因承銷

業務需要、擔任興櫃公

司輔導推薦證券商依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

認購之有價證券。 

 

 

3買賣附買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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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條 

本處理程序於中華民國九十三

年三月二日經股東臨時會通過。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

年五月十七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

年六月八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

年六月十三日。 

(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

年八月二十六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

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本處理程序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

三月二日經股東臨時會通過。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

五月十七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

六月八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

六月十三日。 

(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

八月二十六日。 

 

增列修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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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現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項目 

 

董事 解除競業限制項目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黃文芳 

仲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艾普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明基文教基金會 

法人董事長代表人 

法人董事長代表人 

法人董事代表人 

董事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其宏 

鳳凰創新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貳創新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參創新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法人董事代表人 

法人董事代表人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洪秋金 

佳世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費爾特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法人董事代表人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裕欽 

艾普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長代表人 

 

 

《附件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