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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聯通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8 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壹、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
參、報告事項
肆、承認事項
伍、討論事項（一）
陸、選舉事項
柒、討論事項（二）
捌、臨時動議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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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聯通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8 年股東常會開會議程
時

間：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25 日（星期二）上午九時

地

點：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 516 號 6 樓（國鼎科技廣場）

開會程序：
壹、宣佈開會（報告已出席股份總數）
貳、主席致詞
參、報告事項
一、107 年度營業報告。
二、監察人審查 107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三、本公司轉投資情形報告。
四、修訂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部分條文報告。
五、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部分條文報告。
六、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報告。
七、本公司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報告。
八、本公司向實質關係人取得資產報告。
肆、承認事項
一、承認 107 年度決算表冊案。
二、承認 107 年度盈虧撥補案。
伍、討論事項（一）
一、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二、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
三、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案。
四、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辦法」部分條文案。
陸、選舉事項
一、全面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
柒、討論事項（二）
一、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案。
捌、臨時動議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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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
參、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107 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公鑒。

說明：本公司 107 年度營業報告書暨有關決算表冊，請參閱本手冊第 9 頁至第 11 頁，附件
一；第 13 頁至第 34 頁，附件三。

第二案
案由：監察人審查 107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公鑒。

說明：監察人審查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12 頁，附件二。

第三案
案由：本公司轉投資情形報告，敬請

公鑒。

說明：截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之對外投資案件，詳細投資
明細如下：
單位：除另予註明外，係新台幣仟元
原始投資金額
期末持有
本公司認列之
被投資公司名稱
本期期末金額 上期期末金額
投資（損）益
股數
比率(%)
(107/12/31)
(106/12/31)
嘉良特化股份有限公司
240,000
240,000
16,734
8,000,000
100.00
寶聯通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20,830 仟港幣 20,830 仟港幣
(485) 20,830,000
100.00
元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94,500
94,500
(5,155)
6,000,000
100.00
8,076 仟港幣
8,076 仟港幣
元宏（香港）有限公司
－
(10,632)
100.00
上海嘉旭應材科技有限公司
200 仟美元
200 仟美元
－
28,470
100.00
江蘇聯大電訊科技有限公司
2,600 仟美元 2,600 仟美元
－
(329)
100.00
蘇州宏夏電訊科技有限公司
1,000 仟美元 1,000 仟美元
－
(10,514)
100.00

第四案
案由：修訂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部分條文報告，敬請

公鑒。

說明：配合相關法令，擬修訂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
本手冊第 35 頁至第 37 頁，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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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案由：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部分條文報告，敬請

公鑒。

說明：配合相關法令，擬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
本手冊第 38 頁至第 44 頁，附件五。

第六案
案由：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報告，敬請

公鑒。

說明：配合相關法令及實際流程所需，擬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正
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45 頁至第 52 頁，附件六。

第七案
案由：本公司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報告，敬請

公鑒。

說明：（一）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及轉投資，業經 107 年 6 月 26 日股東常會決議通過，
於 80,000 仟股額度內辦理現金增資私募普通股案。
（二）經 107 年 12 月 26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本私募議案自決議日起一年內分次辦理
修改為自決議日起一年內一次辦理。
（三）本公司已於 108 年 1 月 2 日完成私募普通股 72,000 仟股，每股發行價格新台
幣 8.5 元，共募得新台幣 612,000 仟元，並於 108 年 1 月 3 日全數用於轉投資
南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其 100%股權。
（四）107 年度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請參閱本手冊第 53 頁，附件七。

第八案
案由：本公司向實質關係人取得資產報告，敬請

公鑒。

說明：
（一）為因應本公司未來長期業務發展之需求暨提升股東權益，經專案評估分析後，
以每股新台幣 60 元投資南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權，總投資股數為
10,200,000 股，總價為新台幣 612,000,000 元。
（二）本案係屬實質關係人交易，本公司已於 108 年 1 月 3 日完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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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承認 107 年度決算表冊案，敬請

承認。

說明：
（一）本公司 107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
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已編制完竣，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邱政俊
會計師與吳世宗會計師查核竣事，前項報表併同營業報告書已送請監察人查核
完竣，並出具監察人審查報告書在案。
（二）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9 頁至第 11
頁，附件一；第 13 頁至第 34 頁，附件三。
（三）敬請

承認。

決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承認 107 年度盈虧撥補案，敬請

承認。

說明：
（一）1.本公司 107 年度稅後淨損為新台幣 19,744,673 元，茲擬具 107 年度盈虧撥補
表如下：
寶聯通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7 年度盈虧撥補表

期初待彌補虧損
確定福利計劃再衡量數認列於保留盈餘
調整後待彌補虧損
107年度稅後淨損
期末待彌補虧損

單位：新台幣元
金 額
(11,728,459)
(1,113,726)
(12,842,185)
(19,744,673)
(32,586,858)

經理人：曾忠南

會計主管：蘇孟栩

項

董事長：蕭登波

目

2.本公司 107 年度擬不予配發股東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
3.本公司 107 年度擬不予分派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二）敬請

承認。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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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事項（一）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敬請

公決。

說明：
（一）配合相關法令及實際流程所需，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二）檢附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54 頁至第
61 頁，附件八。
（三）敬請

討論。

決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敬請

公決。

說明：
（一）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 年 11 月 26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703410725 號函及配
合實際作業需求，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
（二）檢附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62 頁至第 84 頁，附件九。
（三）敬請

討論。

決議：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案，敬請

公決。

說明：（一）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8 年 3 月 7 日金管證審字第 1080304826 號函及配合
實際作業需求，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二）檢附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85
頁至第 91 頁，附件十。
（三）敬請

討論。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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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辦法」部分條文案，敬請

公決。

說明：（一）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8 年 3 月 7 日金管證審字第 1080304826 號函及配合
實際作業需求，擬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辦法」部分條文。
（二）檢附本公司「背書保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92 頁至第 99
頁，附件十一。
（三）敬請

討論。

決議：

陸、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全面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敬請

公決。

說明：（一）本公司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將於 108 年 6 月 19 日屆滿，爰依法於本次股東
常會辦理改選事宜。
（二）依公司法第 195 條、第 217 條及本公司章程規定，應選出董事七人(含獨立董
事二人)、監察人二人，任期三年，自 108 年 6 月 25 日起至 111 年 6 月 24 日
止。
（三）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應選獨立董事 2 人並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獨立董事候選人
名單業經本公司董事會審查通過，茲將相關資料載明如下：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姓名
黃崇輝
黃文明
戶號、身分證
P1214*****
R1027*****
明文件編號
國立成功大學管理學院
國立成功大學管理學院
學歷
管理學碩士
管理學碩士
致遠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
主要經歷
南台科技大學兼任專業教授
台灣銀行經理
國立成功大學兼任講師
截至 108 年 4
月 27 日持有
0股
0股
本公司股數
（四）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請參閱本手冊第 105 頁，附錄二。
（五）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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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討論事項（二）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案，敬請

公決。

說明：
（一）依據公司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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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取得許可」。
（二）本公司 108 年股東常會改選之董事當選人，或有參與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
同或類似之公司經營之行為，配合事實需要，在不損及公司權益之下，爰依法
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解除本公司新任獨立董事兼任職務之競業禁止限制名單如下：
職
稱
姓
名
兼任其他公司職務
堤維西交通工業(股)公司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黃崇輝
大田精密工業(股)公司 獨立董事
萬在工業(股)公司 監察人
決議：

捌、臨時動議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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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附件

營

附件一

業 報 告 書

107 年的全球經濟仍維持在復甦趨勢上，但仍有不確定因素影響國、內外景氣，致表現上仍不
如預期。隨著市場競爭及產業擴充迅速，本公司產品結構仍不斷進行調整及多元引進具競爭力之產
品，並多角拓展其他較利基型之產業及尋找策略合作夥伴，強化核心競爭力，擴大客戶群，以提高
本公司之營收與獲利。
一、 107 年度營業結果報告
(一) 107 年度營業計畫成果：
1.收入及費用：
(1)107 年度營業收入淨額 54,667 仟元較 106 年度 43,246 仟元增加 11,421 仟元。
107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678,803 仟元較 106 年度 697,750 仟元減少 18,947 仟元。
(2)107 年度營業成本為 33,137 仟元，占營業收入淨額 60.62%。
107 年度合併營業成本為 492,147 仟元，占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72.50%。
(3)107 年度營業費用為 54,264 仟元，占營業收入淨額 99.26%。
107 年度合併營業費用為 202,855 仟元，占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29.88%。
2.純(損)益：
(1)107 年度列計稅後淨損為 19,744 仟元，每股稅後虧損 0.39 元。
(2)107 年度列計合併稅後淨損為 19,744 仟元，合併每股稅後虧損 0.39 元。
(二) 預算執行情形
不適用，本公司無編製 107 年度財務預測。
(三)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比
率
(1.78)
(4.12)
(0.67)
(2.91)
(0.39)

資產報酬率
股東權益報酬率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純益率
每股盈餘
(四) 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 107 年度所投入之研發費用(合併)為新台幣 47,039 仟元，約占合併營收淨額
6.93％。
在智能系統方面，依照規劃三個主要方向智能生產/智能安防/智能通路進行，智能
生產持續進行開發工業 4.0 產業專用機台(紡織業)及自動化量產機台(製鞋業)的專案合
作，以新的數位化機台導入傳統製程，及導入其它 3D 列印的生產技術。以開拓不同的
市場，預計以台灣市場行銷為出發，後續再跨足國際市場。智能安防方面我們也持續提
升智能安防產品的多元性及便捷性，提供客戶更完整的客製化服務。開拓不同產業的目
標客戶，如長照安養照護產業及物業管理公司以豐富客源，擴大銷售額。加強掌握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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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透過與策略夥伴結盟，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爭取市場認同度。智能通路隨著物
聯網(IoT)及雲端大數據廣泛應用的科技趨勢，我們將推出結合新媒體及線上線下引流行
銷手法的「智能販售機」
，作為建立數位化行銷平台的最佳選擇。
在電源供應器方面，為拓展產品線與增加客源，我們投入開發中高功率之產品，並
因應全球物聯網產業趨勢，規劃全系列網路供電(PoE)產品並開始投入開發，我們不但
積極開發符合新一代能源法規之產品，亦持續加強與策略夥伴合作以縮短開發週期，並
不斷提升產能效率，除提升產品之毛利率外，亦縮短產品交期；因應 107 年度電子零組
件缺貨及漲價狀況，設法做彈性備料因應，同時持續投入資源開發新供應商以控制材料
成本，對於市場上的競爭優勢皆有顯著的績效；108 年度開拓之產業仍將以商業用設備
電源供應器為主，工業用設備電源供應器為輔進行產品研發，也開始投入電源模組之開
發，並持續以符合新一代能源法規為目標開發各項節能產品。
在紡織化學部分，我們持續維持產學合作關係作為研發之基礎後盾，除研發推廣現
有之產品外，為因應全球綠色環保潮流，本公司全力投入環保型特用化學品市場，積極
開發環保的抗菌劑與水性 PU 樹脂。抗菌劑將以紡織品、塑膠射出及橡塑膠發泡為主要
推廣市場；水性 PU 樹脂則以皮革、紡織品及鞋材為主要推廣市場。在 108 年度特用化
學領域擬開發之產品包括除臭抗菌二合一配方、符合規範之 DMAC Free 型產品、水性
接著劑(EVA)貼合產品以及紡織工業用布塗層產品。
二、 108 年度經營計畫概要及重要產銷政策
(一) 經營方針
本公司將強化「整合性行銷」策略，整合外部夥伴之產品與技術，持續開發國內通
路，並積極開拓海外市場及經銷商，提升公司整體業務績效。
固態照明商品與文創系列商品的銷售策略將以開發量販通路與網路行銷為主；太陽
能光電系統方面將以建置國內自有投資案場為主，並以海外地區之系統開發設計與施工
服務為輔；在健康醫療用品方面部分，透過策略夥伴合作，初期以產品代理為主，再以
醫療院所及長期照護機構為兩大主要經營通路，並逐步開發海外銷售機會。
而工業化 4.0 所帶來「智能化的工廠」與「智能化的供應鏈」，造成傳統的生產線
大幅的變革，本公司依照產品定位及市場需求分為「智能生產」
、
「智能安防」
、
「智能通
路」三大面向，並逐步增加產品的多元性及來自同業及異業的合作夥伴，加強掌握核心
技術，透過與策略夥伴合作，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及市場認同度。
在電源供應器方面，我們看好物聯網的應用與需求量將顯著增加，故投入大量研發
資源開發全系列網路供電(PoE)產品，開發創新技術，以爭取商機。同時，工業用電源
有較好的毛利，因此，我們投入一定的資源進行產品開發。我們也預估 108 年度電子零
組件市場供貨狀況將較趨於穩定，因此，縮短產品交期，將有助於業務搶單以提升業績。
在紡織化學方面，108 年度將延續以“提供解決方案角色”(Solution Provider)積極協
助客戶與創造被需要的價值。以居家／寢具產品品牌與零售商之利基市場為主軸，積極
推廣環保型 PCM 科技溫控材料(品牌 Thermal+)。持續推廣自創材料品牌 Odorban，具防
黴抗菌與除臭之複合功能，取代毛利逐年降低的單一抗菌功能產品，以提升整體毛利
率。結盟歐美功能性化學品品牌(美國 DowDuPont Inc.、比利時 DeVan 及法國 Breyner)，
持續深耕各大成衣、寢具及鞋品牌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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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要產銷政策
1.運用核心技術，開發出具有競爭力的產品，以提升價值，並將技術服務、交期及品質
做為競爭優勢，避免與同業以低價競爭，削減產品獲利。
2.持續加強與供應商及協力廠之合作，強化訂單流程和庫存管理之功能，以降低材料成
本，提高供貨穩定性，並有效縮短交期，建立供應鏈管理及生產技術能力，減少營運
風險，滿足客戶對產品的要求。
3.持續尋找策略合作夥伴以共同開發產品，並積極拓展國內外各項產品之市場與通路。
4.建立快速開發及製樣能力，有效管控以降低庫存，提升競爭優勢，並確保產品皆須符
合綠色節能減碳、環保無毒與政府法規之規範。
5.建立客戶資料庫，透過大數據分析，以數據導向式的決策來擬訂銷售策略，作為市場
行銷之參考方針。
6.導入行銷軟體，透過行銷軟體進行精準行銷，避免大海撈針，提高行銷效益。
(三) 未來展望
展望 108 年度，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動能趨緩，貿易戰不斷延伸平添增長不確定性，
預期全球原物料上漲態勢會被抑制。當前國際經濟面臨諸多風險變數，包括美國經貿政
策走向、英國脫歐協商、地緣政治風險及美中兩國貿易戰等，皆影響國際經濟前景也將
牽動國際秩序。在此環境中，本公司將持續深化與策略夥伴結盟，提升企業競爭力，精
進研發，以強化本公司產品之競爭優勢，提升產品品質與價值，期能因應總體環境之變
化，朝永續經營之目標前進。
在瞬息萬變的世界趨勢中，寶聯通全體經營團隊及同仁將恪守公司治理，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以正確的策略目標、核心技術、管理文化以及共同的價值，創造股東、客戶、員工更好的企業共享
價值，秉持著「追求成長為責任；創新發展為動力」之積極精神，並落實「對生命之尊重、對環境
之愛護」之企業核心價值，願景矢志成為偉大(GREAT)的企業，體現對國家與社會之企業責任，向
永續經營之目標持續邁進。

感謝也期待各位股東持續給予本公司最大的支持與鼓勵。
敬祝

各位股東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此致

本公司一○八年股東常會

董事長：蕭登波

經理人：曾忠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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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主管：蘇孟栩

附件二

寶 聯 通 綠 能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監 察 人 審 查 報 告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合併財
務報表）及盈虧撥補案等有關決算表冊，其中一○七年度財務報表（含合
併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邱政俊會計師及吳世宗會計
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書。上述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
（含合併財務報表）及盈虧撥補案經本監察人等審核完竣，認為尚無不
符，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察。
此

致

寶聯通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八年股東常會

寶聯通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

華

民

國

一

○

監察人：洪

春

池

監察人：許

正

興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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ٳ୍ൔ߄ӸԖϐख़εόჴ߄ၲǶόჴ߄ၲёૈᏤӢܭᆸᄄ܈ᒱᇤǶӵό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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߄ၲϐঁձߎᚐ༼܈ᕴኧёӝႣයஒቹៜӝٳ୍ൔ߄٬Ҕ܌ޣբϐᔮ
،Ǵ߾ᇡࣁڀԖख़ε܄Ƕ
ҁीৣ٩ྣϦᇡቩीྗ߾ਡਔǴၮҔղᘐ٠ߥϐ
ᚶᅪǶҁीৣҭՉΠӈπբǺ
1. ᒣ ᇡ ٠ ຑ  ӝ  ٳ ୍ ൔ ߄ Ꮴ Ӣ  ܭᆸ ᄄ  ܈ᒱ ᇤ ϐ ख़ ε ό ჴ ߄ ၲ ॥ ᓀ ǹ ჹ ܌
ຑϐ॥ᓀीϷՉϐӢᔈჹǹ٠ڗளىϷϪϐਡᏵ
аբࣁਡཀـϐ୷ᘵǶӢᆸᄄёૈੋϷӅᒉǵଵǵࡺཀᒪᅅǵόჴ
ᖂܴⷢ܈ຫϣڋǴࡺ҂ୀрᏤӢܭᆸᄄϐख़εόჴ߄ၲϐ॥ᓀଯܭ
ᏤӢܭᒱᇤޣǶ
2. ჹ ᆶ  ਡ  ױᜢ ϐ ϣ    ڗ ڋள Ѹ ा ϐ ᕕ ှ Ǵ а  ी  ਔ   ݩΠ   ϐ 
ਡำׇǴோځҞߚޑჹᝊᖄ೯ᆘૈࣽިמҽԖज़ϦљϷځηϦљϣ
ڋϐԖਏ߄܄ҢཀـǶ
3. ຑ  ᆅ  ໘ ቫ  ܌௦ Ҕ  ी ࡹ  ϐ    ܄Ǵ Ϸ  ܌ ځբ  ी  ी ᆶ ࣬ ᜢ ඟ ៛
ϐӝ܄Ƕ
4. ٩ Ᏽ  ڗ ܌ள ϐ  ਡ  Ᏽ Ǵ ჹ ᆅ  ໘ ቫ ௦ Ҕ ᝩ ុ  ᔼ  ी ୷ ᘵ ϐ    ܄Ǵ
аϷ٬ᝊᖄ೯ᆘૈࣽިמҽԖज़ϦљϷځηϦљᝩុᔼϐૈΚёૈౢ
ғख़εᅪቾϐ٣ҹ܈ࢂݩցӸӧख़εόዴ܄ۓǴբр่ፕǶҁीৣ
ऩᇡࣁ၀٣ҹ܈ݩӸӧख़εόዴ܄ۓǴ߾ܭਡൔύගᒬӝٳ
୍ൔ߄٬Ҕݙޣཀӝٳ୍ൔ߄ϐ࣬ᜢඟ៛Ǵܭ܈၀ඟ៛߯ឦό
ਔঅ҅ਡཀـǶҁीৣϐ่ፕ߯аᄒԿਡൔВڗ܌ளϐਡ
Ᏽࣁ୷ᘵǶோ҂ٰ٣ҹ܈ݩёૈᏤठᝊᖄ೯ᆘૈࣽިמҽԖज़Ϧљ
ϷځηϦљόӆڀԖᝩុᔼϐૈΚǶ
5. ຑ  ӝ  ٳ ୍ ൔ ߄ Ȑ х ࡴ ࣬ ᜢ ߕ ຏ ȑ ϐ  ᡏ ߄ ၲ ǵ ่ ᄬ Ϸ ϣ  Ǵ а Ϸ ӝ
ٳ୍ൔ߄ࢂցϢ߄ၲ࣬ᜢҬܰϷ٣ҹǶ
6. ჹ  ܭ ი ϣ ಔ ԋ ঁ ᡏ ϐ  ୍ ၗ ૻ  ڗள   ىϷ  Ϫ ϐ  ਡ  Ᏽ Ǵ а ჹ ӝ ٳ
୍ൔ߄߄ҢཀـǶҁीৣॄೢიਡਢҹϐࡰᏤǵᅱ࿎ϷՉǴ
٠ॄೢԋიਡཀـǶ
ҁीৣᆶݯൂՏྎ೯ϐ٣Ǵхࡴ܌ೕჄϐਡጄൎϷਔ໔ǴаϷ
ख़ ε  ਡ ว  Ȑ х ࡴ   ܭਡ ၸ ำ ύ  ܌ᒣ ᇡ ϐ ϣ    ڋᡉ  લ Ѩ ȑ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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ҁीৣҭӛݯൂՏගٮҁीৣ܌ᗧឦ٣୍ڙ܌ᐱҥ܄ೕጄϐΓ
ςᒥൻीৣᙍၰቺೕጄύԖᜢᐱҥ܄ϐᖂܴǴ٠ᆶݯൂՏྎ೯܌Ԗё
ૈ  ᇡ ࣁ  ቹ ៜ  ी ৣ ᐱ ҥ  ܄ϐ ᜢ ߯ Ϸ  ځд ٣  Ȑ х ࡴ ࣬ ᜢ ٛ ៈ  ࡼ ȑǶ
ҁीৣவᆶݯൂՏྎ೯ϐ٣ύǴ،ۓჹᝊᖄ೯ᆘૈࣽިמҽԖज़
Ϧ љ Ϸ  ځη Ϧ љ ҇ ୯ 107 ԃ ࡋ ӝ  ٳ ୍ ൔ ߄  ਡ ϐ ᜢ ᗖ  ਡ ٣  Ƕ ҁ  ी ৣ
ܭਡൔύ௶ܴ၀٣ǴନߚݤзόϢϦ໒ඟ៛ۓ٣Ǵ܈ӧཱུش
ـݩΠǴҁीৣ،ۓόܭਡൔύྎ೯ۓ٣ǴӢёӝႣයԜྎ
೯܌ౢғϐॄय़ቹៜε܌ܭቚϐϦճ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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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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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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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୯

ֆ

Ш

ے

ߎᑼᅱ࿎ᆅہਡЎဦ
ߎ ᆅ  ቩ ӷ ಃ 1010028123 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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ԃ

3

Д

21

В

ᝊᖄ೯ᆘૈࣽިמҽԖज़ϦљϷηϦљ
ӝٳၗౢॄ߄
҇ ୯ 107 ԃ Ϸ 106 ԃ 12 Д 31 В
ൂՏǺཥѠჾщϡ

ж

ዸ

1100
1136
1147
1150
1160
1170
1180
1220
130X
1470
11XX

ၗ
ౢ
ࢬၗౢ
ߎϷऊߎȐߕຏѤϷϤȑ
ࡪᎍࡕԋҁᑽໆϐߎᑼၗౢɡࢬȐߕຏΟǵΐϷΒϤȑ
คࢲ๎ѱϐچπڀၗɡࢬȐߕຏΟǵΜϷΒϤȑ
ᔈԏ౻ᏵృᚐȐߕຏΟǵѤϷΜȑ
ᔈԏ౻Ᏽɡᜢ߯ΓȐߕຏΟǵѤǵΜϷΒϖȑ
ᔈԏීృᚐȐߕຏΟǵѤϷΜȑ
ᔈԏීɡᜢ߯ΓȐߕຏΟǵѤǵΜϷΒϖȑ
ҁය܌ளิၗౢȐߕຏѤϷΒȑ
ӸȐߕຏѤϷΜΒȑ
ځдࢬၗౢȐߕຏΜΟϷΒϖȑ
ࢬၗౢᕴी

1543
1546
1600
1805
1821
1840
1990
15XX

ߚࢬၗౢ
ၸཞࡪϦϢሽॶᑽໆϐߎᑼၗౢɡߚࢬȐߕຏΟǵѤϷ
Ύȑ
аԋҁᑽໆϐߎᑼၗౢɡߚࢬȐߕຏΟǵѤϷΖȑ
คࢲ๎ѱϐ୍πڀၗɡߚࢬȐߕຏΟǵΜϷΒϤȑ
όౢǵቷ܊ϷഢȐߕຏѤǵΜϖϷΒϤȑ
៉ȐߕຏѤϷΜϤȑ
คၗౢȐߕຏѤȑ
ሀ܌ۯளิၗౢȐߕຏѤϷΒȑ
ځдߚࢬၗౢ
ߚࢬၗౢᕴी

1XXX

ၗ

1510

ж

ዸ

ౢ

ᕴ

ी

2100
2150
2160
2170
2180
2219
2230
2320
2399
21XX

ॄ

Ϸ

ࢬॄ
อයॷීȐߕຏΜΎϷΒϤȑ
ᔈб౻Ᏽ
ᔈб౻Ᏽɡᜢ߯ΓȐߕຏΒϖȑ
ᔈбී
ᔈбීɡᜢ߯ΓȐߕຏΒϖȑ
ځдᔈбීȐߕຏΒϖȑ
ҁය܌ளิॄȐߕຏѤϷΒȑ
ԃϣډයߏයॷීȐߕຏΜΎϷΒϤȑ
ځдࢬॄȐߕຏΒΎȑ
ࢬॄᕴी

2540
2570
2640
25XX

ߚࢬॄ
ߏයॷීȐߕຏΜΎϷΒϤȑ
ሀ܌ۯளิॄȐߕຏѤϷΒȑ
ృዴۓᅽճॄɡߚࢬȐߕຏѤϷΜΖȑ
ߚࢬॄᕴी

2XXX

3110
3350
3410

107ԃ12Д31В
ᚐ

ߎ

(
(

ᕴी
 ᆶ   ᕴ ी

22
4
1
11
12
1
51

$ 217,294
22,717
12,545
88
113,781
220
131
92,917
20,893
480,586

24
3
1
12
10
2
52

289,247
128,946
1,362
12,354
3,996
435,905

33
15
1
49

2,023
281,723
128,946
2,460
10,138
18,908
444,198

31
14
1
2
48

$ 885,086

100

$ 924,784

100

55,834
6,482
477
79,864
25,061
53,047
2,518
34,073
12,261
269,617

6
1
9
3
6
4
1
30

126,257
12,277
8,645
147,179
416,796

503,923
32,587 )
3,046 )

(

48,824
7,805
11
101,030
30,125
56,479
5,147
11,108
10,745
271,274

5
1
11
3
6
1
1
1
29

14
2
1
17

147,332
8,802
6,958
163,092

16
1
1
18

47

434,366

47

57
4)
-

$

(
(

503,923
11,729 )
1,776 )

ΓǺම۸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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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1)
-

468,290

53

490,418

53

$ 885,086

100

$ 924,784

100

ࡕߕϐߕຏ߯ҁӝٳ୍ൔϐϩǶ

ဠ٣ߏǺᑵฦݢ

ʘ

$ 193,079
31,957
11,964
45
97,294
143
1,449
101,129
12,121
449,181

$

ᘜឦܭҁϦљЬϐȐߕຏΜΐȑ
ި
ҁ
ࡑᔆံᖝཞ
୯Ѧᔼၮᐒᄬ୍ൔ߄ඤᆉϐիඤৡᚐ

ॄ

106ԃ12Д31В
ᚐ

ߎ



ॄᕴी

3XXX

ʘ

ीЬᆅǺۏਨ

ᝊᖄ೯ᆘૈࣽިמҽԖज़ϦљϷηϦљ
ӝٳᆕӝཞ߄
҇ ୯ 107 ԃ Ϸ 106 ԃ 1 Д 1 В Կ 12 Д 31 В
ൂՏǺཥѠჾщϡǴோ
ިཞѨࣁϡ
107ԃࡋ
ж ዸ
ߎ
ᚐ
ᎍԏΕȐߕຏѤϷΒϖȑ
4100
$ 678,803
5110

ʘ
100

106ԃࡋ
ߎ
ᚐ
$ 697,750

ʘ
100

ᎍԋҁȐߕຏѤǵϖǵΜ
ϖǵΒΜϷΒϖȑ

492,147

73

483,473

69

5900

ᔼЛճ

186,656

27

214,277

31

6100
6200
6300
6000

ᔼҔȐߕຏΒΜϷΒϖȑ
ᎍҔ
ᆅҔ
ࣴزวҔ
ᔼҔӝी

62,502
93,314
47,039
202,855

9
14
7
30

60,544
91,339
40,194
192,077

9
13
6
28

6900

ᔼృճȐཞȑ

3)

22,200

3

1,343
8,147

1

1,581
11,319

2

8,039
4,491 )
225 )

1
-

11 )

-

7100
7190
7230
7510
7590
7610

7000

(

ᔼѦԏΕϷЍр
ճ৲ԏΕ
ځдԏΕȐߕຏΒϖȑ
ѦჾիඤృճȐཞѨȑ
ȐߕຏѤϷΒΜȑ
ճ৲Ҕ
(
ϙЍр
(
ೀϩόౢǵቷ܊Ϸ
ഢճȐཞѨȑ
Ȑߕຏ
Βϖȑ
(
ᔼѦԏΕϷЍр
ӝी

16,199 )

12,802

Ȑௗԛ।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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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

(

11,886 )
4,203 )
247 )

(

2)
-

991

-

2,445 )

-

Ȑ܍।ȑ

ж ዸ
ิృճȐཞȑ
7900

ߎ
($

107ԃࡋ
ᚐ
ʘ
ߎ
3,397 )
(
1)
$

106ԃࡋ
ᚐ
19,755

ʘ
3

7950

܌ளิҔȐߕຏѤϷΒȑ (

16,347 )

(

2)

(

19,920 )

8200

ҁԃࡋృཞ

(

19,744 )

(

3)

(

165 )

-

8300

ځдᆕӝཞȐߕຏѤϷΒ
ȑ
όख़ϩᜪԿཞϐҞ
ዴۓᅽճीฝϐӆ
ᑽໆኧ
ᆶόख़ϩᜪϐҞ
࣬ᜢϐ܌ளิ

(

1,446 )

-

(

848 )

-

(

332
1,114 )

-

(

144
704 )

-

(

1,655 )

-

(

1,010 )

-

(

385
1,270 )

-

(

172
838 )

-

(

2,384 )

-

(

1,542 )

-

3)

($

1,707 )

-

8310
8311
8349

8360
8361

8399

ࡕុёૈख़ϩᜪԿཞ
ϐҞǺ
୯Ѧᔼၮᐒᄬ୍
ൔ߄ඤᆉϐիඤ
ৡᚐ
ᆶёૈख़ϩᜪԿཞ
ϐҞ࣬ᜢϐ
܌ளิ
ҁයځдᆕӝཞ
Ȑิࡕృᚐȑ

8500

ҁԃࡋᆕӝཞᕴᚐ

($

22,128 )

9710

ࣦިᎩȐߕຏΒΒȑ
୷
ҁ

($

0.39 )

(

$

-

ࡕߕϐߕຏ߯ҁӝٳ୍ൔϐϩǶ

ဠ٣ߏǺᑵฦ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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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ЬᆅǺۏਨ

(

3)

ᝊᖄ೯ᆘૈࣽިמҽԖज़ϦљϷηϦљ
ӝٳᡂ߄
҇ ୯ 107 ԃ Ϸ 106 ԃ 1 Д 1 В Կ 12 Д 31 В
ൂՏǺନќϒຏܴޣѦ
Ǵ߯ཥѠჾщϡ

жዸ
A1
106 ԃ 1 Д 1 ВᎩᚐ

୯Ѧᔼၮᐒᄬ
୍ൔ߄ඤᆉ
ި
ҁ ࡑᔆံᖝཞ ϐիඤৡᚐ
ިኧȐщިȑ ȐߕຏΜΐȑ ȐߕຏΜΐȑ ȐߕຏΜΐȑ   ᕴ ᚐ
50,392
$ 503,923
( $ 10,860 ) ( $
938 )
$ 492,125

D1

106 ԃࡋృཞ

-

-

(

165 )

D3

106 ԃࡋิࡕځдᆕ
ӝཞ

-

-

(

704 )

(

106 ԃࡋᆕӝཞᕴ
ᚐ

-

-

(

869 )

Z1

106 ԃ 12 Д 31 ВᎩᚐ

50,392

503,923

(

11,729 )

D1

107 ԃࡋృཞ

-

-

(

19,744 )

D3

107 ԃࡋิࡕځдᆕ
ӝཞ

-

-

(

1,114 )

(

107 ԃࡋᆕӝཞᕴ
ᚐ

-

-

(

20,858 )

50,392

$ 503,923

($

32,587 )

D5

D5

Z1

107 ԃ 12 Д 31 ВᎩᚐ

$

-

(

165 )

838 )

(

1,542 )

(

838 )

(

1,707 )

(

1,776 )
-

(

19,744 )

1,270 )

(

2,384 )

(

1,270 )

(

22,128 )

($

3,046 )

ࡕߕϐߕຏ߯ҁӝٳ୍ൔϐϩǶ

ဠ٣ߏǺᑵฦݢ

ΓǺම۸ࠄ

-22-

490,418

ीЬᆅǺۏਨ

$ 468,290

ᝊᖄ೯ᆘૈࣽިמҽԖज़ϦљϷηϦљ
ӝٳߎࢬໆ߄
҇ ୯ 107 ԃ Ϸ 106 ԃ 1 Д 1 В Կ 12 Д 31 В
ൂՏǺཥѠჾщϡ

ж

107ԃࡋ

ዸ

A10000
A20010
A20100
A20200
A20300
A20300
A20900
A21200
A22500
A23700
A24100
A30000
A31130
A31150
A31200
A31240
A32130
A32150
A32180
A32230
A32240
A33000
A33100
A33300
A33500
AAAA

ᔼࢲϐߎࢬໆ
ҁԃࡋิృճȐཞȑ
όቹៜߎࢬໆϐԏཞҞ
שᙑҔ
ᎍҔ
քҔ
ႣයߞҔ෧ཞཞѨ
ճ৲Ҕ
ճ৲ԏΕ
ೀϩόౢǵቷ܊ϷഢཞѨ
Ȑճȑ
ӸຳሽϷքᅉཞѨȐӣϲճ
ȑ
҂ჴѦჾիඤຑሽཞѨȐճ
ȑ
ᆶᔼࢲ࣬ᜢϐၗౢʏॄᡂ
ኧ
ᔈԏ౻Ᏽ
ᔈԏී
Ӹ

ځдࢬၗౢ
ᔈб౻Ᏽ
ᔈбී
ځдᔈбී
ځдࢬॄ
ృዴۓᅽճॄ
ᔼၮౢғϐߎࢬΕ
ԏڗϐճ৲
Ѝбϐճ৲
Ѝбϐ܌ளิ
ᔼࢲϐృߎࢬΕȐрȑ

Ȑௗԛ।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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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106ԃࡋ

3,397 )
16,683
1,613
526
4,491
1,343 )

$

19,755

(

18,230
2,065
3,472
4,203
1,581 )

11

(

991 )

4,738

(

1,160 )

529 )

626
16,770
12,929 )
8,765
857 )
26,435 )
3,451 )
1,516
241
7,039
1,350
4,472 )
18,122 )
14,205 )

1,693

(
(
(
(
(

(
(

2,949 )
7,543 )
4,741
7,328 )
10,625 )
19,615
5,952 )
7,026
274
42,945
1,580
4,098 )
18,390 )
22,037

Ȑ܍।ȑ

ж

107ԃࡋ

ዸ

106ԃࡋ

B02700
B02800
B03700
B04500
B06700
BBBB

ၗࢲϐߎࢬໆ
ڗளࡪᎍࡕԋҁᑽໆϐߎᑼၗౢ
ೀϩࡪᎍࡕԋҁᑽໆϐߎᑼၗౢ
ڗளคࢲ๎ѱϐ୍πڀၗ
р୧คࢲ๎ѱϐ୍πڀၗሽ
ී
ᖼόౢǵቷ܊Ϸഢ
ೀϩόౢǵቷ܊Ϸഢሽී
Ӹрߥߎ෧ϿȐቚуȑ
ᖼคၗౢ
ځдߚࢬၗౢቚу
ၗࢲϐృߎࢬр

C00100
C00200
C01600
C01700
CCCC

ᝢၗࢲϐߎࢬໆ
อයॷීቚу
อයॷී෧Ͽ
ᖐॷߏයॷී
ᓭᗋߏයॷී
ᝢၗࢲϐృߎࢬΕ

DDDD

༊ᡂჹߎϷऊߎϐቹៜ

(

1,724 )

EEEE

ҁԃࡋߎϷऊߎቚуȐ෧Ͽȑኧ

(

24,215 )

E00100

ԃ߃ߎϷऊߎᎩᚐ

217,294

187,782

E00200

ԃۭߎϷऊߎᎩᚐ

$ 193,079

$ 217,294

B00040
B00050
B00600
B00700

($

(

(
(

(
(

38,830 )
31,690
10,070 )
33
506
515 )
17,186 )

121,339
114,329 )
13,000
11,110 )
8,900

$
(

(
(
(
(
(

(
(

21,552 )
27,108
2,713 )
1,600
2,137 )
810 )
14,406 )
12,910 )

112,162
102,898 )
69,624
57,775 )
21,113

(

728 )
29,512

ࡕߕϐߕຏ߯ҁӝٳ୍ൔϐϩǶ

ဠ٣ߏǺᑵฦݢ

ΓǺම۸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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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ЬᆅǺۏਨ

ीৣਡൔ

ᝊᖄ೯ᆘૈࣽިמҽԖज़Ϧљ

Ϧ᠙Ǻ

ਡཀـ
ᝊ ᖄ ೯ ᆘ ૈ ࣽ  ި מҽ Ԗ ज़ Ϧ љ ҇ ୯ 107 ԃ Ϸ 106 ԃ 12 Д 31 В ϐ ঁ ᡏ ၗ
ౢ ॄ  ߄Ǵᄤ ҇ ୯ 107 ԃ Ϸ 106 ԃ 1 Д 1 В Կ 12 Д 31 В ϐ ঁ ᡏ ᆕ ӝ ཞ  ߄ ǵ
ঁᡏᡂ߄ǵঁᡏߎࢬໆ߄аϷঁᡏ୍ൔߕຏȐхࡴख़εीࡹ
 ༼ ᕴ ȑǴ   ҁ  ी ৣ  ਡ ฺ ٣ Ƕ
٩ҁीৣϐཀـǴ໒ঁᡏ୍ൔӧ܌Ԗख़εБय़߯٩ྣچวՉ
Γ୍ൔጓᇙྗ߾ጓᇙǴىаϢ߄ၲᝊᖄ೯ᆘૈࣽިמҽԖज़Ϧљ҇୯
107 ԃ Ϸ 106 ԃ 12 Д 31 В ϐ ঁ ᡏ  ୍ ݩ ރǴᄤ ҇ ୯ 107 ԃ Ϸ 106 ԃ 1 Д 1 В
Կ 12 Д 31 В ϐ ঁ ᡏ  ୍ ᕮ ਏ ᆶ ঁ ᡏ  ߎ ࢬ ໆ Ƕ
ਡཀـϐ୷ᘵ
ҁीৣ߯٩ྣीৣਡᛝ୍ൔ߄ೕ߾ϷϦᇡቩीྗ߾Չ
ਡπբǶҁीৣܭ၀ྗ߾ΠϐೢҺஒܭीৣਡঁᡏ୍ൔ߄ϐೢ
ҺࢤᇥܴǶҁीৣ܌ᗧឦ٣୍ڙ܌ᐱҥ܄ೕጄϐΓς٩ीৣᙍ
ၰቺೕጄǴᆶᝊᖄ೯ᆘૈࣽިמҽԖज़ϦљߥຬฅᐱҥǴ٠ቬՉ၀ೕጄ
ϐځдೢҺǶҁीৣ࣬ߞςڗளىϷϪϐਡᏵǴаࣁ߄Ңਡ
ཀـϐ୷ᘵǶ
ᜢᗖਡ٣
ᜢᗖਡ٣߯ࡰ٩ҁीৣϐղᘐǴჹᝊᖄ೯ᆘૈࣽިמҽԖज़
Ϧ љ ҇ ୯ 107 ԃ ࡋ ঁ ᡏ  ୍ ൔ ߄ ϐ  ਡ ന ࣁ ख़ ा ϐ ٣  Ƕ ၀  ٣  ς   ܭਡ
ঁᡏ୍ൔ߄ᡏϷԋਡཀـϐၸำύϒаӢᔈǴҁीৣ٠όჹ၀
٣ൂᐱ߄Ңཀـ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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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ჹ ᝊ ᖄ ೯ ᆘ ૈ ࣽ  ި מҽ Ԗ ज़ Ϧ љ ҇ ୯ 107 ԃ ࡋ ঁ ᡏ  ୍ ൔ ߄ ϐ ᜢ ᗖ 
ਡ٣௶ܴӵΠǺ
ᔈԏී෧ཞຑ
ᔈԏී෧ཞຑ߯ᆅֽԵໆᎍ୧࠼ЊϐߞҔຑϷᔈԏჹຝၸѐ
ܦЖᒵ٠ϩځҞ୍ݩރǴаीคݤӣԏϐߎᚐϷ،ۓႣයߞҔ෧
ཞཞѨගӈКǴ၀෧ཞຑӢੋϷᆅ໘ቫϐЬᢀղᘐǴӢԜஒᔈԏී
෧ཞຑӈࣁᜢᗖਡ٣Ƕ
ᆶᔈԏී෧ཞຑ࣬ᜢीࡹǵीीϷଷϐόዴ܄ۓᆶױᜢ
ඟ៛ၗૻǴፎୖ᎙ঁᡏ୍ൔߕຏѤǵϖϷΜǶ
ҁीৣჹܭॊ܌ॊቫय़٣ӢᔈϐำׇӵΠǺ
1. ଞ ჹ ᆶ ᔈ ԏ  ී ෧ ཞ ຑ  ϐ ࣬ ᜢ բ  ำ  ׇᆶ ϣ    ڋ Չ Α ှ ᆶ ຑ  Ǵ
٠ෳ၂၀ڋϐीᆶՉݩǶ
2. ൩ Ҕ а ຑ  ᔈ ԏ  ී ෧ ཞ ϐ  ស ߄  Չ ෳ ၂ Ǵ х ֖ ᡍ   ځൔ ߄ ֹ   ܄Ϸ
ស໔ϐ҅ዴ܄Ǵ٠ख़ཥीᆉᡍගӈཞѨϐ܄ىǶӕਔୖྣа۳
ԃࡋჴሞวғϐ෧ཞཞѨϷයࡕය໔ԖคԜ෧ཞ٣ǴՉӣྉ܄ෳ
၂Ƕ
ӸຳሽϷքᅉཞѨ
ᄒ Կ ҇ ୯ 107 ԃ 12 Д 31 В З Ǵ ᝊ ᖄ ೯ ᆘ ૈ ࣽ  ި מҽ Ԗ ज़ Ϧ љ ঁ ᡏ ၗ ౢ
ॄ  ߄ ϐ Ӹ   य़ ߎ ᚐ ࣁ 9,621 щ ϡȐ ς ෧ ନ ഢ  ܢӸ  ຳ ሽ ཞ Ѩ 3,662 щ ϡ ȑǶ
ᆅ໘ቫ٩ྣ୯ሞीྗ߾Ϧൔಃ 2 ဦȨӸȩϐೕۓǴຑӸϐృᡂ
ሽॶǴҗੋܭϷख़εղᘐϷीǴӢࢂஒӸϐ෧ཞຑሽᇡࣁۓᜢᗖਡ
٣Ƕ
ᆶӸຳሽϷքᅉཞѨຑ࣬ᜢीࡹǵीीϷଷϐόዴ܄ۓ
ᆶױᜢඟ៛ၗૻǴፎୖ᎙ঁᡏ୍ൔߕຏѤǵϖϷΜΒǶ
ҁीৣჹܭॊ܌ॊቫय़٣ӢᔈϐำׇӵΠǺ
1. ଞ ჹ ᆶ Ӹ  ຑ ሽ ϐ ࣬ ᜢ բ  ำ  ׇᆶ ϣ    ڋ Չ Α ှ ᆶ ຑ  Ǵ ٠ ෳ ၂ ၀
ڋϐीᆶՉݩǶ
2. ᢀ ჸ ԃ ࡋ Ӹ  ዬ ᗺ Ǵ ᐄ ှ ჴ ᡏ Ӹ  ϐ ք ᅉ Ϸ ཞ ᚯ   Ǵ    ዴ ᇡ ࢂ ց
ගӈ࣬ჹϐӸຳሽཞѨǶ
3. ൩ Ҕ а ຑ ሽ ϐ Ӹ   ស ൔ ߄ Ϸ Ӹ  ృ ᡂ  ሽ ॶ ൔ ߄  Չ ෳ ၂ Ǵ х ֖ ᡍ 
ځൔ߄ֹ܄ᆶܜਡృᡂሽॶǴ٠ख़ཥीᆉ࣬ᜢൔ߄ϐ҅ዴ܄Ƕӕ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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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۳ԃࡋჴሞวғϐ෧ཞཞѨϷයࡕය໔ԖคԜ෧ཞ٣ǴՉ
ӣྉ܄ෳ၂Ƕ
ᆅ໘ቫᆶݯൂՏჹঁᡏ୍ൔ߄ϐೢҺ
ᆅ໘ቫϐೢҺ߯٩ྣچวՉΓ୍ൔጓᇙྗ߾ጓᇙϢ߄ၲϐঁ
ᡏ୍ൔ߄ǴЪᆢᆶঁᡏ୍ൔ߄ጓᇙԖᜢϐѸाϣڋǴаዴߥঁᡏ
୍ൔ߄҂ӸԖᏤӢܭᆸᄄ܈ᒱᇤϐख़εόჴ߄ၲǶ
ܭጓᇙঁᡏ୍ൔ߄ਔǴᆅ໘ቫϐೢҺҭхࡴຑᝊᖄ೯ᆘૈࣽިמ
ҽԖज़ϦљᝩុᔼϐૈΚǵ࣬ᜢ٣ϐඟ៛ǴаϷᝩុᔼी୷ᘵϐ௦
ҔǴନߚᆅ໘ቫཀკమᆉᝊᖄ೯ᆘૈࣽިמҽԖज़Ϧљ܈ଶЗᔼǴ܈ନ
మᆉ܈ଶѦձคჴሞёՉϐځдБਢǶ
ᝊᖄ೯ᆘૈࣽިמҽԖज़ϦљϐݯൂՏȐ֖ᅱჸΓȑॄԖᅱ࿎୍ൔ
ᏤࢬำϐೢҺǶ
ीৣਡঁᡏ୍ൔ߄ϐೢҺ
ҁीৣਡঁᡏ୍ൔ߄ϐҞޑǴ߯ჹঁᡏ୍ൔ߄ᡏࢂցӸԖᏤ
Ӣܭᆸᄄ܈ᒱᇤϐख़εόჴ߄ၲڗளӝዴߞǴ٠рڀਡൔǶӝዴߞ
߯ଯࡋዴߞǴோ٩ྣϦᇡቩीྗ߾ՉϐਡπբคߥݤѸૈୀрঁ
ᡏ୍ൔ߄ӸԖϐख़εόჴ߄ၲǶόჴ߄ၲёૈᏤӢܭᆸᄄ܈ᒱᇤǶӵόჴ
߄ၲϐঁձߎᚐ༼܈ᕴኧёӝႣයஒቹៜঁᡏ୍ൔ߄٬Ҕ܌ޣբϐᔮ
،Ǵ߾ᇡࣁڀԖख़ε܄Ƕ
ҁीৣ٩ྣϦᇡቩीྗ߾ਡਔǴၮҔղᘐ٠ߥϐ
ᚶᅪǶҁीৣҭՉΠӈπբǺ
1. ᒣ ᇡ ٠ ຑ  ঁ ᡏ  ୍ ൔ ߄ Ꮴ Ӣ  ܭᆸ ᄄ  ܈ᒱ ᇤ ϐ ख़ ε ό ჴ ߄ ၲ ॥ ᓀ ǹ ჹ ܌
ຑϐ॥ᓀीϷՉϐӢᔈჹǹ٠ڗளىϷϪϐਡᏵ
аբࣁਡཀـϐ୷ᘵǶӢᆸᄄёૈੋϷӅᒉǵଵǵࡺཀᒪᅅǵόჴ
ᖂܴⷢ܈ຫϣڋǴࡺ҂ୀрᏤӢܭᆸᄄϐख़εόჴ߄ၲϐ॥ᓀଯܭ
ᏤӢܭᒱᇤޣǶ
2. ჹ ᆶ  ਡ  ױᜢ ϐ ϣ    ڗ ڋள Ѹ ा ϐ ᕕ ှ Ǵ а  ी  ਔ   ݩΠ   ϐ 
ਡำׇǴோځҞߚޑჹᝊᖄ೯ᆘૈࣽިמҽԖज़ϦљϣڋϐԖਏ܄
߄ҢཀـǶ
3. ຑ  ᆅ  ໘ ቫ  ܌௦ Ҕ  ी ࡹ  ϐ    ܄Ǵ Ϸ  ܌ ځբ  ी  ी ᆶ ࣬ ᜢ ඟ ៛
ϐӝ܄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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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٩ Ᏽ  ڗ ܌ள ϐ  ਡ  Ᏽ Ǵ ჹ ᆅ  ໘ ቫ ௦ Ҕ ᝩ ុ  ᔼ  ी ୷ ᘵ ϐ    ܄Ǵ
аϷ٬ᝊᖄ೯ᆘૈࣽިמҽԖज़ϦљᝩុᔼϐૈΚёૈౢғख़εᅪቾ
ϐ٣ҹ܈ࢂݩցӸӧख़εόዴ܄ۓǴբр่ፕǶҁीৣऩᇡࣁ၀
٣ҹ܈ݩӸӧख़εόዴ܄ۓǴ߾ܭਡൔύගᒬঁᡏ୍ൔ߄٬
Ҕݙޣཀঁᡏ୍ൔ߄ϐ࣬ᜢඟ៛Ǵܭ܈၀ඟ៛߯ឦόਔঅ҅
ਡཀـǶҁीৣϐ่ፕ߯аᄒԿਡൔВڗ܌ளϐਡᏵࣁ୷
ᘵǶோ҂ٰ٣ҹ܈ݩёૈᏤठᝊᖄ೯ᆘૈࣽިמҽԖज़ϦљόӆڀԖ
ᝩុᔼϐૈΚǶ
5. ຑ  ঁ ᡏ  ୍ ൔ ߄ Ȑ х ࡴ ࣬ ᜢ ߕ ຏ ȑ ϐ  ᡏ ߄ ၲ ǵ ่ ᄬ Ϸ ϣ  Ǵ а Ϸ ঁ
ᡏ୍ൔ߄ࢂցϢ߄ၲ࣬ᜢҬܰϷ٣ҹǶ
6. ჹ  ܭᝊ ᖄ ೯ ᆘ ૈ ࣽ  ި מҽ Ԗ ज़ Ϧ љ ϣ ಔ ԋ ঁ ᡏ ϐ  ୍ ၗ ૻ  ڗள   ىϷ 
ϪϐਡᏵǴаჹঁᡏ୍ൔ߄߄ҢཀـǶҁीৣॄೢਡਢҹϐ
ࡰ Ꮴǵᅱ ࿎ Ϸ  ՉǴ٠ ॄ ೢ  ԋ ᝊ ᖄ ೯ ᆘ ૈ ࣽ  ި מҽ Ԗ ज़ Ϧ љ  ਡ ཀ  ـǶ
ҁीৣᆶݯൂՏྎ೯ϐ٣Ǵхࡴ܌ೕჄϐਡጄൎϷਔ໔ǴаϷ
ख़ ε  ਡ ว  Ȑ х ࡴ   ܭਡ ၸ ำ ύ  ܌ᒣ ᇡ ϐ ϣ    ڋᡉ  લ Ѩ ȑǶ
ҁीৣҭӛݯൂՏගٮҁीৣ܌ᗧឦ٣୍ڙ܌ᐱҥ܄ೕጄϐΓ
ςᒥൻीৣᙍၰቺೕጄύԖᜢᐱҥ܄ϐᖂܴǴ٠ᆶݯൂՏྎ೯܌Ԗё
ૈ  ᇡ ࣁ  ቹ ៜ  ी ৣ ᐱ ҥ  ܄ϐ ᜢ ߯ Ϸ  ځд ٣  Ȑ х ࡴ ࣬ ᜢ ٛ ៈ  ࡼ ȑǶ
ҁीৣவᆶݯൂՏྎ೯ϐ٣ύǴ،ۓჹᝊᖄ೯ᆘૈࣽިמҽԖज़
Ϧ љ ҇ ୯ 107 ԃ ࡋ ঁ ᡏ  ୍ ൔ ߄  ਡ ϐ ᜢ ᗖ  ਡ ٣  Ƕ ҁ  ी ৣ   ܭਡ ൔ 
ύ௶ܴ၀٣ǴନߚݤзόϢϦ໒ඟ៛ۓ٣Ǵ܈ӧཱུـشݩΠǴ
ҁीৣ،ۓόܭਡൔύྎ೯ۓ٣ǴӢёӝႣයԜྎ೯܌ౢғϐ
ॄय़ቹៜε܌ܭቚϐϦճǶ
༇ߞᖄӝीৣ٣୍܌
 ी ৣ
ߋ
ࡹ
ߪ

 ी ৣ

ߎᑼᅱ࿎ᆅہਡЎဦ
ߎ ᆅ  Ϥ ӷ ಃ 0930160267 ဦ

ߎᑼᅱ࿎ᆅہਡЎဦ
ߎ ᆅ  ቩ ӷ ಃ 1010028123 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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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寶聯通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道德行為準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內容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修訂依
據及理
由

配合相關
第二條 涵括之內容
涵括之內容
法令規定
一、防止利益衝突：
一、防止利益衝突：
修訂。
個人利益介入或可能介入本公
個人利益介入或可能介入公司
整體利益時即產生利害衝突，
司整體利益時即產生利害衝
如：
突，例如，當本公司董事、監察
1. 當本公司董事、監察人或經
人或經理人無法以客觀及有效
理人無法以客觀及有效率的
率的方式處理公務時，或是基於
方式處理公務時；
其在本公司擔任之職位而使得
2. 基於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而
其自身、配偶、父母、子女或二
使得其自身、配偶、父母、
親等以內之親屬獲致不當利
子女或三親等以內之親屬獲
益。本公司應特別注意與前述人
致不當利益時；
員所屬之關係企業資金貸與或
3. 應特別注意與前述人員所屬
為其提供保證、重大資產交易、
進（銷）貨往來之情事。本公司
之關係企業資金貸與或為其
提供保證、重大資產交易、
應該制定防止利益衝突之政
進（銷）貨往來之情事；
策，並提供適當管道供董事、監
4.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
察人或經理人主動說明其與本
理人應主動向本公司說明其
公司有無潛在之利益衝突。
與本公司有無潛在之利益衝 二、避免圖私利之機會：
突。
本公司應避免董事、監察人或經
二、避免圖私利之機會：
理人為下列事項：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1. 透過使用本公司財產、資訊
應避免有下列事項：
或藉由職務之便而有圖私利
1. 透過使用本公司財產、資訊
之機會；
或藉由職務之便而有圖私利
2. 透過使用本公司財產、資訊
之機會；
或藉由職務之便以獲取私
2. 透過使用本公司財產、資訊
利；
或藉由職務之便以獲取私
3. 與本公司競爭。
利；
當本公司有獲利機會時，本公司
3. 與本公司競爭。當公司有獲
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有責任
利機會時，本公司之董事、
增加本公司所能獲取之正當合
監察人或經理人有責任增加
法利益。
本公司所能獲取之正當合法 三、保密責任：
利益。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三、保密責任：
對於公司本身或其進（銷）貨客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戶之資訊，除經授權或法律規定
對於本公司之進（銷）貨客戶之
公開外，應負有保密義務。應保
資訊，除經授權或法律規定公開
密的資訊包括所有可能被競爭
外，應負有保密義務。應保密的
對手利用或洩漏之後對本公司
或客戶有損害之未公開資訊。
資訊包括所有可能被競爭對手
利用或洩漏之後對本公司或客 四、公平交易：
35

內容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修訂依
據及理
由

戶有損害之未公開資訊。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四、公平交易：
應公平對待本公司之進（銷）貨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客戶、競爭對手及員工，不得透
應公平對待本公司之進（銷）貨
過操縱、隱匿、濫用其基於職務
客戶、競爭對手及員工，不得透
所獲悉之資訊，對重要事項做不
過操縱、隱匿、濫用其基於職務
實陳述或其他不公平之交易方
所獲悉之資訊，對重要事項做不
式而獲取不當利益。
實陳述或其他不公平之交易方 五、保護並適當使用公司資產：
式而獲取不當利益。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五、保護並適當使用公司資產：
均有責任保護本公司資產，並確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保其能有效合法地使用公務
均有責任保護本公司資產，並確
上，若被偷竊、疏忽或浪費均會
保其能有效合法地使用公務
直接影響到本公司之獲利能力。
上，若被偷竊、疏忽或浪費均會 六、遵循法令規章：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影響本公司之獲利能力。
應確實遵循證券交易法及其他
六、遵循法令規章：
法令規章之規定。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應確實遵循證券交易法及其他 七、鼓勵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道德
行為準則之行為：
法令規章之規定。
本公司除加強宣導道德觀念
七、鼓勵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道德
外，並鼓勵員工於懷疑或發現有
行為準則之行為：
違反法令規章或道德行為準則
本公司除加強宣導道德觀念
時，向本公司監察人、經理人、
外，並鼓勵員工於懷疑或發現有
內部稽核主管或其他適當人員
違反法令規章或道德行為準則
呈報。為鼓勵員工呈報違法情
時，向本公司監察人、經理人、
事，其相關流程或機制另訂辦法
內部稽核主管或其他適當人員
執行。
呈報。為鼓勵員工呈報違法情
事，其相關流程或機制另訂辦法 八、懲戒措施：
執行。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八、懲戒措施：
有違反道德行為準則之情形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時，本公司應依據其於道德行為
有違反道德行為準則之情形
準則訂定之懲戒措施處理之，且
時，且經查證屬實者，本公司得
即時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違
以將其解聘或終止勞動關係，並
反道德行為準則人員之違反日
追溯法律責任，且即時於公開資
期、違反事由、違反準則及處理
訊觀測站揭露違反道德行為準
情形等資訊。本公司並應制定相
則人員之職稱、姓名、違反日
關申訴制度，提供違反道德行為
期、違反事由、違反準則及處理
準則者救濟之途徑。
情形等資訊。
配合相關
第三條 豁免適用之程序
豁免適用之程序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如有違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如有違 法令規定
修訂。
反本道德行為準則之情事而被豁免 反本道德行為準則之情事而被豁免
者，必須經由董事會決議通過，且即 者，必須經由董事會決議通過，且即
時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允許豁免 時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董事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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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修訂依
據及理
由

人員之職稱、姓名、董事會通過豁免 過豁免之日期、獨立董事之反對或保
之日期、豁免適用之期間、豁免適用 留意見、豁免適用之期間、豁免適用
之原因及豁免適用之準則等資訊，俾 之原因及豁免適用之準則等資訊，俾
利股東評估董事會所為之決議是否 利股東評估董事會所為之決議是否
適當，以抑制任意或可疑的豁免遵循 適當，以抑制任意或可疑的豁免遵循
準則之情形發生，並確保任何豁免遵 準則之情形發生，並確保任何豁免遵
循準則之情形均有適當的控管機
循準則之情形均有適當的控管機
制，以保護本公司。
制，以保護本公司。
配合相關
揭露方式
第四條 揭露方式
本道德行為準則揭露於年報、公開說 本公司應於公司網站、年報、公開說 法令規定
修訂。
明書及公開資訊觀測站，修正時亦 明書及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其所訂
定之道德行為準則，修正時亦同。
同。
第六條 民國 95 年 3 月 3 日董事會訂定通過 本準則訂立於中華民國 95 年 03 月 增列修訂
日期。
民國95年5月24日提報股東會
03 日。
本準則第一次修改訂於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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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寶聯通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內容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修訂依
據及理
由

文字修
第一條 訂定目的及適用範圍
訂定目的及適用範圍
為建立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及健全 為建立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及健全 訂。
發展，以建立良好商業運作模式，特 發展，以建立良好商業運作模式，特
訂定本守則。
訂定本守則。
本守則之適用範圍及於本子公司、直 本守則適用範圍及於其子公司、直接
接或間接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 或間接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
五十之財團法人及其他具有實質控 十之財團法人及其他具有實質控制
制能力之機構或法人等集團企業與 能力之機構或法人等集團企業與組
組織（以下簡稱集團企業與組織）。 織（以下簡稱集團企業與組織）。
配合相關
第二條 禁止不誠信行為
禁止不誠信行為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員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 法令規定
修訂。
工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者（以下簡稱 僱人、受任人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者
實質控制者），於從事商業行為之過 （以下簡稱實質控制者），於從事商
程中，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業行為之過程中，不得直接或間接提
要求或收受任何不正當利益，或做出 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不正當利
其他違反誠信、不法或違背受託義務 益，或做出其他違反誠信、不法或違
等不誠信行為，以求獲得或維持利益 背受託義務等不誠信行為，以求獲得
（以下簡稱不誠信行為）。
或維持利益（以下簡稱不誠信行
前項行為之對象，包括公職人員、參 為）。
政候選人、政黨或黨職人員，以及任 前項行為之對象，包括公職人員、參
何公、民營企業或機構及其董事（理 政候選人、政黨或黨職人員，以及任
事）
、監察人（監事）
、經理人、受僱 何公、民營企業或機構及其董事（理
人、實質控制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事）
、監察人（監事）
、經理人、受僱
人、實質控制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配合相關
第六條 （無）
防範方案
本公司制訂之誠信經營政策，應清楚 法令規定
新增。
且詳盡地訂定具體誠信經營之作法
及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以下簡稱防
範方案），包含作業程序、行為指南
及教育訓練等。
本公司訂定防範方案，應符合公司及
其集團企業與組織營運所在地之相
關法令。
本公司於訂定防範方案過程中，宜與
員工、工會、重要商業往來交易對象
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溝通。
配合相關
第七條 （無）
防範方案之範圍
本公司訂定防範方案時，應分析營業 法令規定
新增。
範圍內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
業活動，並加強相關防範措施。
本公司防範方案涵蓋下列行為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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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修訂依
據及理
由

範措施：
一、行賄及收賄。
二、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三、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四、提供或接受不合理禮物、款待或
其他不正當利益。
五、侵害營業秘密、商標權、專利權、
著作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
六、從事不公平競爭之行為。
七、產品及服務於研發、採購、製造、
提供或銷售時直接或間接損害
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
益、健康與安全。
1. 條次調
第八條 承諾與執行
承諾與執行
整(原第
本公司及其集團企業與組織應於其 本公司及其集團企業與組織應於其
六條)。
內部規章及對外文件中明示誠信經 規章及對外文件中明示誠信經營之 2. 配合相
營之政策，董事會與管理階層應承諾 政策，以及董事會與管理階層積極落 關法令
積極落實，並於內部管理及外部商業 實誠信經營政策之承諾，並於內部管 規定修
訂。
活動中確實執行。
理及商業活動中確實執行。
1. 條次調
第九條 誠信經營商業活動
誠信經營商業活動
本公司應以公平與透明之方式進行 本公司應本於誠信經營原則，以公平 整(原第
七條)。
商業活動。
與透明之方式進行商業活動。
2. 配合相
本公司於商業往來之前，應考量其代 本公司於商業往來之前，應考量其代 關法令
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 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 規定修
訂。
交易對象之合法性及是否有不誠信 交易對象之合法性及是否涉有不誠
行為，宜避免與有不誠信行為紀錄者 信行為，避免與涉有不誠信行為者進
進行交易。
行交易。
本公司與他人簽訂契約，其內容宜包 本公司與其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
含遵守誠信經營政策及交易相對人 其他商業往來交易對象簽訂之契
如涉有不誠信行為時，得隨時終止或 約，其內容應包含遵守誠信經營政策
解除契約之條款。
及交易相對人如涉有不誠信行為
時，得隨時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條款。
1. 條次調
第十條 禁止行賄及收賄
禁止行賄及收賄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 本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整(原第
八條)。
人、員工與實質控制者，於執行業務 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於執 2. 配合相
時，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要 行業務時，不得直接或間接向客戶、 關法令
求或收受任何形式之不正當利益，包 代理商、承包商、供應商、公職人員 規定修
括回扣、佣金、疏通費或透過其他途 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提供、承諾、要求 訂。
徑向客戶、代理商、承包商、供應商、或收受任何形式之不正當利益。
公職人員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提供或
收受不正當利益。但符合營運所在地
法律者，不在此限。

39

內容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修訂依
據及理
由

1. 條次調
第十一條 禁止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禁止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 本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整(原第
九條)。
人、員工與實質控制者，對政黨或參 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對政 2. 配合相
與政治活動之組織或個人直接或間 黨或參與政治活動之組織或個人直
關法令
接提供捐獻，應符合政治獻金法及公 接或間接提供捐獻，應符合政治獻金 規定修
司內部相關作業程序，不得藉以謀取 法及公司內部相關作業程序，不得藉 訂。
商業利益或交易優勢。
以謀取商業利益或交易優勢。
1. 條次調
第十二條 禁止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禁止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 本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整(原第
十條)。
人、員工與實質控制者，對於慈善捐 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對於 2. 配合相
贈或贊助，應符合相關法令及內部作 慈善捐贈或贊助，應符合相關法令及 關法令
業程序，不得為變相行賄。
內部作業程序，不得為變相行賄。
規定修

第十三條

訂。
禁止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 禁止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 1. 條次調
整(原第
利益
利益
十一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 本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條)。
人、員工與實質控制者，不得直接或 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不得 2. 配合相
間接提供或接受任何不合理禮物、款 直接或間接提供或接受任何不合理
關法令
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藉以建立商業 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藉以 規定修
關係或影響商業交易行為。
建立商業關係或影響商業交易行為。 訂。
配合相關
禁止侵害智慧財產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法令規定
新增。
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應遵
守智慧財產相關法規、公司內部作業
程序及契約規定；未經智慧財產權所
有人同意，不得使用、洩漏、處分、
燬損或有其他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行
為。
配合相關
禁止從事不公平競爭之行為
本公司應依相關競爭法規從事營業 法令規定
新增。
活動，不得固定價格、操縱投標、限
制產量與配額，或以分配顧客、供應
商、營運區域或商業種類等方式，分
享或分割市場。
配合相關
防範產品或服務損害利害關係人
本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法令規定
新增。
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於產
品與服務之研發、採購、製造、提供
或銷售過程，應遵循相關法規與國際
準則，確保產品及服務之資訊透明性
及安全性，制定且公開其消費者或其
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保護政策，並落實
於營運活動，以防止產品或服務直接
或間接損害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

第十四條 （無）

第十五條 （無）

第十六條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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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修訂依
據及理
由

人之權益、健康與安全。有事實足認
其商品、服務有危害消費者或其他利
害關係人安全與健康之虞時，原則上
應即回收該批產品或停止其服務。
1. 條次調
組織與責任
第十七條 組織與責任
本公司之董事會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 整(原第
十二
注意義務，督促公司防止不誠信行 僱人、受任人及實質控制者應盡善良 條)。
為，並隨時檢討其實施成效及持續改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督促公司防止不 2. 配合相
進，確保誠信經營政策之落實。
誠信行為，並隨時檢討其實施成效及 關法令
規定修
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理，由稽 持續改進，確保誠信經營政策之落
訂。
核室負責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方案 實。
之制定及監督執行，並定期向董事會 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理，應設
報告。
置隸屬於董事會之專責單位，負責誠
信經營政策與防範方案之制定及監
督執行，主要掌理下列事項，並定期
向董事會報告：
一、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公司
經營策略，並配合法令制度訂定
確保誠信經營之相關防弊措施。
二、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並於
各方案內訂定工作業務相關標
準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三、規劃內部組織、編制與職掌，對
營業範圍內較高不誠信行為風
險之營業活動，安置相互監督制
衡機制。
四、誠信政策宣導訓練之推動及協
調。
五、規劃檢舉制度，確保執行之有效
性。
六、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及評
估落實誠信經營所建立之防範
措施是否有效運作，並定期就相
關業務流程進行評估遵循情
形，作成報告。
1. 條次調
第十八條 業務執行之法令遵循
業務執行之法令遵循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 整(原第
十三
人、員工與實質控制者於執行業務 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於執行業 條)。
時，應遵守法令規定及防範方案。 務時，應遵守法令規定及防範方案。2. 配合相

第十九條 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利益迴避 利益迴避
本公司應制定防止利益衝突之政
本公司應制定防止利益衝突之政
策，並提供適當管道供董事、監察人 策，據以鑑別、監督並管理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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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法令
規定修
訂。
1. 條次調
整(原第
十四

內容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修訂依
據及理
由

與經理人主動說明其與公司有無潛 所可能導致不誠信行為之風險，並提 條)。
在之利益衝突。
供適當管道供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2. 配合相
關法令
本公司董事應秉持高度自律，對董事 及其他出席或列席董事會之利害關
規定修
會所列議案，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 係人主動說明其與公司有無潛在之
訂。
人有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 利益衝突。
虞者，得陳述意見及答詢，不得加入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其他
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 出席或列席董事會之利害關係人對
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 董事會所列議案，與其自身或其代表
權。董事間亦應自律，不得不當相互 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
支援。
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不得藉 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
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使其自身、配 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
偶、父母、子女或任何他人獲得不正 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
當利益。
權。董事間亦應自律，不得不當相互
支援。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
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不得藉其在
公司擔任之職位或影響力，使其自
身、配偶、父母、子女或任何他人獲
得不正當利益。
1. 條次調
第二十條 會計與內部控制
會計與內部控制
整(原第
本公司應就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 本公司應就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
十五
之營業活動，建立有效之會計制度及 之營業活動，建立有效之會計制度及 條)。
內部控制制度，不得有外帳或保留秘 內部控制制度，不得有外帳或保留秘 2. 配合相
密帳戶，並應隨時檢討，俾確保該制 密帳戶，並應隨時檢討，俾確保該制 關法令
規定修
度之設計及執行持續有效。
度之設計及執行持續有效。
訂。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查核前 本公司內部稽核單位應定期查核前
項制度遵循情形，並作成稽核報告提 項制度遵循情形，並作成稽核報告提
報董事會。
報董事會，且得委任會計師執行查
核，必要時，得委請專業人士協助。
1. 條次調
第二十一 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整(原第
條
本公司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之 本公司應依第六條規定訂定作業程
十六
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具體規範董 序及行為指南，具體規範董事、監察 條)。
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及實質 人、經理人、受僱人及實質控制者執 2. 文字修
控制者執行業務應注意事項，其內容 行業務應注意事項，其內容至少應涵 訂。
至少應涵蓋下列事項：
蓋下列事項：
一、提供或接受不正當利益之認定標 一、提供或接受不正當利益之認定標
準。
準。
二、提供合法政治獻金之處理程序。二、提供合法政治獻金之處理程序。
三、提供正當慈善捐贈或贊助之處理 三、提供正當慈善捐贈或贊助之處理
程序及金額標準。
程序及金額標準。
四、避免與職務相關利益衝突之規 四、避免與職務相關利益衝突之規
定，及其申報與處理程序。
定，及其申報與處理程序。
五、對業務上獲得之機密及商業敏感 五、對業務上獲得之機密及商業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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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修訂依
據及理
由

資料之保密規定。
資料之保密規定。
六、對涉有不誠信行為之供應商、客 六、對涉有不誠信行為之供應商、客
戶及業務往來交易對象之規範
戶及業務往來交易對象之規範
及處理程序。
及處理程序。
七、發現違反企業誠信經營守則之處 七、發現違反企業誠信經營守則之處
理程序。
理程序。
八、對違反者採取之紀律處分。
八、對違反者採取之紀律處分。
1. 條次調
第二十二 教育訓練及考核
教育訓練及考核
條
本公司應定期對董事、監察人、經理 本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或高階管理 整(原第
十七
人、員工與實質控制者舉辦教育訓練 階層應定期向董事、受僱人及受任人 條)。
與宣導，使其充分瞭解公司誠信經營 傳達誠信之重要性。
2. 配合相
之決心、政策、防範方案及違反不誠 本公司應定期對董事、監察人、經理 關法令
人、受僱人、受任人及實質控制者舉 規定修
信行為之後果。
本公司應將誠信經營政策與員工績 辦教育訓練與宣導，並邀請與公司從 訂。
效考核及人力資源政策結合，設立明 事商業行為之相對人參與，使其充分
確有效之獎懲制度。
瞭解公司誠信經營之決心、政策、防
範方案及違反不誠信行為之後果。
本公司應將誠信經營政策與員工績
效考核及人力資源政策結合，設立明
確有效之獎懲制度。
1. 條次調
第二十三 檢舉與懲戒
檢舉制度
條
本公司應提供正當檢舉管道，並對於 本公司應訂定具體檢舉制度，並確實 整(原第
十八
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應確實保密。執行，其內容至少應涵蓋下列事項： 條)。
本公司應明訂違反誠信經營規定之 一、建立並公告內部獨立檢舉信箱、2. 配合相
懲戒與申訴制度，並即時於公司內部
專線或委託其他外部獨立機構
關法令
網站揭露違反人員之職稱、姓名、違
提供檢舉信箱、專線，供公司內 規定修
訂。
反日期、違反內容及處理情形等資
部及外部人員使用。
訊。
二、指派檢舉受理專責人員或單位，
檢舉情事涉及董事或高階主
管，應呈報至獨立董事或監察
人，並訂定檢舉事項之類別及其
所屬之調查標準作業程序。
三、檢舉案件受理、調查過程、調查
結果及相關文件製作之紀錄與
保存。
四、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之保密。
五、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情事而遭不
當處置之措施。
六、檢舉人獎勵措施。
本公司受理檢舉專責人員或單位，如
經調查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或公司有
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立即作成報
告，以書面通知獨立董事或監察人。

43

內容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修訂依
據及理
由

配合相關
懲戒與申訴制度
本公司應明訂及公布違反誠信經營 法令規定
新增。
規定之懲戒與申訴制度，並即時於公
司內部網站揭露違反人員之職稱、姓
名、違反日期、違反內容及處理情形
等資訊。
1. 條次調
第二十五 資訊揭露
資訊揭露
整(原第
條
本公司應於公司網站、年報及公開說 本公司應建立推動誠信經營之量化
十九
明書揭露其誠信經營守則執行情形。數據，持續分析評估誠信政策推動成 條)。
效，於公司網站、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2. 配合相
揭露其誠信經營採行措施、履行情形 關法令
及前揭量化數據與推動成效，並於公 規定修
訂。
開資訊觀測站揭露誠信經營守則之
內容。
1. 條次調
第二十六 誠信經營守則之檢討修正
誠信經營政策與措施之檢討修正
整(原第
條
本公司應隨時注意國內外誠信經營 本公司應隨時注意國內外誠信經營
二十
相關規範之發展，並鼓勵董事、監察 相關規範之發展，並鼓勵董事、監察 條)。
人、經理人及員工提出建議，據以檢 人、經理人及受僱人提出建議，據以 2. 配合相
討改進公司訂定之誠信經營守則，以 檢討改進公司訂定之誠信經營政策
關法令
提昇公司誠信經營之成效。
及推動之措施，以提昇公司誠信經營 規定修
訂。
之落實成效。
1. 條次調
第二十七 實施
實施
整(原第
條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送各 本公司之誠信經營守則經董事會通
二十一
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修正時亦同。過後實施，並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 條)。
會，修正時亦同。
2. 配合相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者，依前項規 關法令
規定修
定將誠信經營守則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 訂。
並將其反對或保留之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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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 訂定日期：100 年 5 月 24 日董事會 本守則訂立於中華民國 100 年 05 月 增列修訂
日期。
條
通過
24 日。
本守則第一次修改訂於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06 日。

第二十四 （無）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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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寶聯通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內容

條次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修正前

修正後

修訂依
據及理
由

新增條次
訂定依據
說明。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董事會治理制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董事會治理制
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
爰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 爰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
法」之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法」之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新增條次
規範之範圍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規範，其主要議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規範，其主要議 說明。
事內容、作業程序、議事錄應載明事 事內容、作業程序、議事錄應載明事
項、公告及其他應遵循事項，應依本 項、公告及其他應遵循事項，應依本
規則之規定辦理。
規則之規定辦理。
1. 新增條
董事會召集及會議通知
次說
本公司董事會至少每季召開一次。 本公司董事會至少每季召開一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召集事由，於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召集事由，於 明。
2. 文字修
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遇有 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遇有 訂。
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3. 調整援
前項召集之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前項召集之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 引條
次。
得以E-mail電子方式為之。
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本規則第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
本規則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
項，除有突發緊急情事或正當理由 項，除有突發緊急情事或正當理由
外，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 外，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
時動議提出。
時動議提出。
1. 新增條
會議通知及會議資料
次說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議事單位為董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議事單位為財
明。
事長室。
會單位。
2. 配合公
議事單位應擬訂董事會議事內容，並 議事單位應擬訂董事會議事內容，並 司實際
提供足夠之會議資料。於召集通知時 提供充分之會議資料。於召集通知時 作業需
求。
一併寄送。
一併寄送。
董事如認為會議資料不充足，得向議 董事如認為會議資料不充分，得向議
事單位請求補足。董事如認為議案資 事單位請求補足。董事如認為議案資
料不充足，得經董事會決議後延期審 料不充足，得經董事會決議後延期審
議之。
議之。
簽名簿等文件備置及董事之委託出 新增條次
說明。
席
召開本公司董事會時，應設簽名簿供 召開本公司董事會時，應設簽名簿供
出席董事簽到，以供查考。
出席董事簽到，以供查考。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如不能親自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如不能親自
出席，得依本公司章程規定委託其他 出席，得依本公司章程規定委託其他
董事代理出席；如以視訊參與會議 董事代理出席；如以視訊參與會議
者，視為親自出席。
者，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 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
時，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 時，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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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條次

第六條

第七條

第八條

第九條

修正前

修正後

修訂依
據及理
由

集事由之授權範圍。
集事由之授權範圍。
第二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 第二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
限。
限。
新增條次
董事會開會地點及時間之原則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之地點與時間，應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之地點與時間，應 說明。
於本公司所在地及辦公時間或便於 於本公司所在地及辦公時間或便於
董事出席且適合董事會召開之地點 董事出席且適合董事會召開之地點
及時間為之。
及時間為之。
1. 新增條
董事會主席及代理人
次說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 本公司董事會應由董事長召集並擔
主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股東 任主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股 明。
2. 條次調
會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 東會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
整(原第
召集，會議主席由出席董事推選一人 事召集，會議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 十四
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 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 條)。
3. 配合「公
互推一人擔任之。
一人擔任之。
開發行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公司董
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 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 事會議
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 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
事辦法」
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 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 規定，修
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 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 正相關
文字。
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理人 互推一人代理之。
4. 文字修
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
訂。
之。
董事會參考資料、列席人員與董事會 1. 新增條
次說
召開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時，議事單位應備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時，議事單位應備 明。
妥相關資料供與會董事隨時查考。 妥相關資料供與會董事隨時查考。 2. 條次調
整(原第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相關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相關 七條)，
部門或子公司之人員列席。
並調整
部門或子公司之人員列席。
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師、律師或其 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師、律師或其 援引條
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及說明。但討論 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及說明。但討論 次。
及表決時應離席。
及表決時應離席。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並有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並有
過半數之董事出席時，應即宣布開 過半數之董事出席時，應即宣布開
會。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 會。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
數未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數未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
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二次仍 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二次仍
不足額者，主席得依第三條第二項規 不足額者，主席得依第三條第二項規
定之程序重新召集。
定之程序重新召集。
前項及第十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全 前項及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
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董事會開會過程錄音或錄影之存證 1. 新增條
本公司董事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 本公司董事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 次說
音或錄影存證。並至少保存五年，其 音或錄影存證，並至少保存五年，其 明。
2. 條次調
保存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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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修訂依
據及理
由

整(原第
前項保存期限未屆滿前，發生關於董 保存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事會相關議決事項之訴訟時，相關錄 前項保存期限未屆滿前，發生關於董 十三
條)。
音或錄影存證資料應續予保存至訴 事會相關議決事項之訴訟時，相關錄 3. 文字修
訟終結止。
音或錄影存證資料應續予保存，至訴 訂。
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視訊影音資料 訟終結止。
為會議紀錄之一部份，應於公司存續 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視訊影音資料
期間妥善保存。
為議事錄之一部份，應於公司存續期
間妥善保存。
1. 新增條
第十條
議事內容
本公司定期性董事會之議事內容，至 本公司定期性董事會之議事內容，至 次說
明。
少包括下列各事項：
少包括下列各事項：
2. 條次調
一、報告事項：
一、報告事項：
整(原第
（一）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
（一）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
十七
條)。
形。
形。
（二）重要財務業務報告。
（二）重要財務業務報告。
（三）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三）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四）其他重要報告事項。
（四）其他重要報告事項。
二、討論事項：
二、討論事項：
（一）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
（一）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
項。
項。
（二）本次會議預定討論事項。
（二）本次會議預定討論事項。
三、臨時動議。
三、臨時動議。
1. 新增條
第十一條
議案討論
次說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
之議事程序進行。但經出席董事過半 之議事程序進行。但經出席董事過半 明。
2. 條次調
數同意者，得變更之。
數同意者，得變更之。
整(原第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主席不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主席不 八條)，
並調整
得逕行宣布散會。
得逕行宣布散會。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 援引條
次。
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董事提 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董事提
議，主席應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第 議，主席應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第
七條第三項規定。
八條第三項規定。
1. 新增條
第十二條
應經董事會討論事項
次說
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應提董事會討論：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明。
一、公司之營運計畫。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2. 條次調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
整(原第
告。但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規
告。但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規 十五
定無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
定無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 條)。
3. 配合「公
在此限。
在此限。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 開發行
公司董
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
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
事會議
部控制制度。
部控制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有 事辦法」
規定，增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
效性之考核。
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 訂及修
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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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
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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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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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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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
之有價證券。
之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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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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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急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贈，得
提報下次董事會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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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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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或董事會決議事項或主管機
議或董事會決議之事項或主管
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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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行
人；所稱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 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
每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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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捐贈金額達新台幣一億元以
上，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財 對象捐贈金額達新台幣一億元以
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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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者。
開日期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事會召
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 已提董事會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屬新台幣十元者，第二項有關實收資 應有至少一席獨立董事親自出席董
本額百分之五之金額，以股東權益百 事會；對於第一項應提董事會決議事
分之二點五計算之。
項，應有全體獨立董事出席董事會，
獨立董事對於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 獨立董事如無法親自出席，應委由其
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應親自出席或 他獨立董事代理出席。獨立董事如有
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出席。獨立董 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 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
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 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
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者，除 理由外，應事先具書面意見，並載明
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具書面意見，於董事會議事錄。
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1. 新增條
第十三條
表決《一》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己達可付 主席對於董事會議案之討論，認為己 次說
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 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 明。
2. 條次調
付表決。
論，提付表決。
整(原第
本公司董事會議案表決時，經主席徵 本公司董事會議案表決時，經主席徵 九條)，
並調整
詢出席全體董事無異議者，視為通 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者，視為通
援引條
過，其效力與表決通過同。如經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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徴詢而有異議者，即應提付表決。 過。如經主席徴詢而有異議者，即應 次。
3. 配合「公
表決方式由主席就下列各款規定擇 提付表決。
開發行
一行之，但出席者有異議時，應徵求 表決方式由主席就下列各款規定擇
公司董
多數之意見定之：
一行之，但出席者有異議時，應徵求 事會議
一、舉手表決或投票器表決。
多數之意見決定之：
事辦法」
規定，增
二、唱名表決。
一、舉手表決或投票器表決。
訂及修
三、投票表決。
二、唱名表決。
正相關
四、公司自行選用之表決。
三、投票表決。
文字。
前二項所稱出席董事全體不包括依 四、公司自行選用之表決。
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 前二項所稱出席董事全體不包括依
權之董事。
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
權之董事。
1. 新增條
第十四條
表決《二》及監票、計票方式
本公司董事會議案之決議，除證交法 本公司董事會議案之決議，除證交法 次說
及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 及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 明。
2. 條次調
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 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 整(原第
之。
之。
十一
同一議案有須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 條)。
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但如其 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但如其
中一案己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 中一案己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
否決，無須再行表決。
否決，無須再行表決。
議案之表決如有設置監票及計票人 議案之表決如有設置監票及計票人
員之必要者，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 員之必要者，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
人員應具董事身分。
人員應具董事身分。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記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記
錄。
錄。
1. 新增條
第十五條
董事之利益迴避制度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 次說
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 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 明。
2. 條次調
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 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 整(原第
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 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 十二
條)。
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 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
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 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
權。
權。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項規定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項規定
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司法第 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司法第
二百零六條第三項準用第一百八十 二百零六條第三項準用第一百八十
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1. 新增條
第十六條
會議紀錄及簽署事項
次說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
明。
錄，議事錄應詳實記載下列事項： 錄，議事錄應詳實記載下列事項：
2. 條次調
一、會議屆次（或年次）及時間地點。一、會議屆次（或年次）及時間地點。 整(原第
二、主席之姓名。
二、主席之姓名。
十條)，
三、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席、請假 三、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席、請假 並調整
援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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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及缺席者之姓名與人數。
及缺席者之姓名與人數。
3. 文字修
四、列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四、列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訂。
五、記錄之姓名。
五、記錄之姓名。
4. 調整項
六、報告事項。
六、報告事項。
次。
七、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議方法與 七、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議方法與 5. 誤植更
結果、董事、監察人、專家及其 正。
結果、董事、監察人、專家及其
他人員發言摘要、依前條第一項
他人員發言摘要、依第十二條第
一項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人之董
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
事姓名、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
名、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
明、其應迴避或不迴避理由、迴
其應迴避或不迴避理由、迴避情
避情形、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
形、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
錄或書面聲明及獨立董事依第
書面聲明及獨立董事依第十二
十五條第五項規定出具之書面
條第四項規定出具之書面意見。
意見。
八、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案之
八、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案之
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監察
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監察
人、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
人、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涉及利害關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涉及利害關
係之董事姓名、利害關係重要內
係之董事姓名、利害關係重要內
容之說明、其應迴避或不迴避理
容之說明、其應迴避或不迴避理
由、迴避情形及反對或保留意見
由、迴避情形及反對或保留意見
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議決事項，如有下列情事之一
董事會之議決事項，如有下列情事之 者，除應於議事錄載明外，並應於事
一者，除應於議事錄載明外，並應於 實發生日起次一營業日交易時間開
董事會之日起次一營業日交易時間 始二小時前於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
開始前，於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申報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辦理公告申 一、獨立董事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
報：
紀錄或書面聲明。
（一）獨立董事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 二、如本公司設有審計委員會，未經
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通過之事
項，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
（二）如本公司設有審計委員會者，
未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通
同意通過。
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一部分，應
上同意通過。
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一部分，應 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員簽
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內分送各董
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員簽 事及監察人。並應列入公司重要檔
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內分送董事 案，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及監察人。並應列入公司重要檔案，第一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
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子方式為之。
第一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
子方式為之。

50

內容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修訂依
據及理
由

1. 新增條
董事會之授權原則
次說
除第十五條第一項應提本公司董事 除第十二條第一項應提本公司董事
會討論事項外，本公司董事會依法令 會討論事項外，本公司董事會依法令 明。
2. 條次調
或公司章程規定，得授權董事長行使 或本公司章程規定，得授權董事長行 整(原第
董事會職權，其授權內容如下：
使董事會職權，其授權內容如下：
十六
條)，並
一、核定各項重要契約。
一、核定各項重要契約。
二、不動產抵押借款及其他借款之核 二、不動產抵押借款及其他借款之核 調整援
引條
定。
定。
次。
三、公司一般財產及不動產購置與處 三、公司一般財產及不動產購置與處 3. 文字修
分之核定。
分之核定。
訂。
四、轉投資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指 四、轉投資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指
派。
派。
五、增資或減資基準日、現金股利配 五、增資或減資基準日、現金股利配
發基準日。
發基準日。
六、其他董事會授權董事長之職權或 六、其他董事會授權董事長之職權或
依本公司章程或相關規章規定
依本公司章程或相關規章規定
授權之事項。
授權之事項。
第十八條 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1. 配合「股
應由薪資報酬委員會提出建議後，由 應由薪資報酬委員會提出建議後，由 票上市
或於證
董事會討論決定。
董事會討論決定。
券商營
董事會對於薪資報酬委員會就董
董事會討論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
業處所
事、監察人及經理人薪資報酬之建 時，應綜合考量薪資報酬之數額、支 買賣公
司薪資
議，得不採納或予以修正，但應有全 付方式及公司未來風險等事項。
報酬委
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董 董事會不採納或修正薪資報酬委員
員會設
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並於決議說明 會之建議，應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 置及行
董事會通過之薪資報酬有無優於薪 上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 使職權
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
之，並於決議中依前項綜合考量及具 辦法」規
定，增訂
董事會通過之薪資報酬如優於薪資 體說明通過之薪資報酬有無優於薪
及修正
報酬委員會之建議，除應就差異情形 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
相關文
及原因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外，並應 董事會通過之薪資報酬如優於薪資
字。
於事實發生日起次一營業日交易時 報酬委員會之建議，除應就差異情形 2. 文字修
間開始二小時前公告申報。
及原因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外，並應 訂。
於事實發生日起次一營業日交易時
間開始二小時前於主管機關指定之
資訊申報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子公司之董事及經理人薪資報酬事
項如依子公司分層負責決行事項須
經母公司董事會核定者，應先請母公
司之薪資報酬委員會提出建議後，再
提交董事會討論。
新增條次
第十九條
附則
本議事規則之訂定及修正應經本公 本議事規則之訂定及修正應經本公 說明。
司董事會同意，並提股東會報告。未 司董事會同意，並提股東會報告。
來如有修正得授權董事會決議之。

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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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修訂依
據及理
由

第二十條 九十六年三月六日董事會修正通過 96 年 03 月 06 日董事會修正通過。 增列修訂
日期。
九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提報股東會 96 年 05 月 22 日提報股東會。
九十九年四月九日董事會修正通過 99 年 04 月 09 日董事會修正通過。
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提報股東會 99 年 06 月 29 日提報股東會。
一○○年五月二十四日董事會修正 100 年 05 月 24 日董事會修正通過。
通過
101 年 03 月 16 日董事會修正通過。
一○一年三月十六日董事會修正通 101 年 06 月 05 日提報股東會。
過
102 年 03 月 27 日董事會修正通過。
一○一年六月五日提報股東會
102 年 06 月 24 日提報股東會。
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董事會修正 105 年 08 月 10 日董事會修正通過。
通過
106 年 03 月 21 日董事會修正通過。
一○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提報股東會 106 年 06 月 28 日提報股東會。
一○五年八月十日董事會修正通過 107 年 10 月 18 日董事會修正通過。
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董事會修正 108 年 06 月 25 日提報股東會。
通過
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提報股東會
刪除原第
本公司董事會若設有常務董事，其常 （無）
十九條。
務董事會議事準用第二條、第三條第
二項、第四條至第十三條及第十七條
規定。但常務董事會屬七日內定期召
集者，得於二日前通知各常務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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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寶聯通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7 年度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
項

107 年第 1 次私募
發行日期：108 年 2 月 21 日

目

私募有價證券種類
股東會通過日期與數額

普通股
107 年 6 月 26 日股東常會；發行股數不超過 80,000 仟股

依定價日前 1、3、5 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
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
反除權後之股價，與定價日前 30 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
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
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
反除權後之股價，以上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定之，但
不得低於參考價格之八成。
依證券交易法第 43-6 條規定及主管機關函釋所訂之特
特定人選擇之方式
定人為限。
考量籌集資金之時效性、便利性及發行成本，以提高本
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
公司籌資之機動性靈活性，故採用私募方式發行普通股。
108 年 1 月 2 日
價款繳納完成日期
認購 與公司 參與公司
私募對象
資格條件
數量
關係
經營情形
應募人資料
關 係 企
子 良 興 業 股 證 券 交 易 法 72,000
業，本公
無
仟股
份有限公司 第 43-6 條
司大股東
實際認購(或轉換)價格
每股新台幣 8.5 元。
實際認購(或轉換)價格與參考價格 實際認購價格為參考價格 8.55 元之 99.42%，符合股東
差異
會通過實際價格以不低於參考價格之八成原則。
實際私募價格與面額之差額產生之累積虧損，將視未來
辦理私募對股東權益影響(如:造成
公司營運及市場狀況，以盈餘、資本公積或減資彌補等
累積虧損增加…)
方式處理。
私募資金運用情形及計畫執行進度 已全數用於轉投資南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透過南良公司在運動休閒品牌知名度，協助本公司擴增
私募效益顯現情形
市場版圖及認列對南良公司的投資收益，提升本公司整
體營運績效，對股東權益有正面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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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寶聯通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內容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修訂依
據及理
由

誤植更
第一條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
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正。
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六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除法令另有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 配合相關
規定外，應依本規則行之。
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 法令規定
修訂。
定。
1. 新增條
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第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 次說
明。
董事會召集之。
董事會召集之。
2. 配合相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
關法令
各股東，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 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 規定修
訂。
股股東，得於三十日前以輸入公開資 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
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監
訊觀測站公告方式為之；股東臨時會
察人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
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
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股
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
東，得於十五日前以輸入公開資訊觀 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
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
測站公告方式為之。
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
改選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公司 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
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 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
十五條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 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
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之事項 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
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 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
議提出。
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
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
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
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
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
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
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
以臨時動議提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
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
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
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
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54

內容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修訂依
據及理
由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
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
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
案、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
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
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
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
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
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
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
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
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第四條 本公司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委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 配合相關
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 法令規定
修訂。
出席股東會。
理人，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
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 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
本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 本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
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 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
在此限。
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
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
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
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
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新增條次
第五條
召開股東會地點及時間之原則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 說明。
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 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
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 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
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
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
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 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
獨立董事之意見。
意見。
1. 新增條
第六條
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次說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
明。
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 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 2. 配合相
到。
注意事項。
關法令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
規定修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
訂。
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
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
有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
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
之。
舉董事、監察人者，應另附選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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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修訂依
據及理
由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
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 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
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
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
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
備核對。
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 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
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
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
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
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
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
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
舉董事、監察人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
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
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1. 新增條
第七條
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 次說
明。
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 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 2. 配合相
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 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 關法令
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
規定修
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 訂。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 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
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 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 前項主席係由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
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
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 之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
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代表人者，亦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
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
事、至少一席監察人親自出席，及各
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
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
事錄。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
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
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
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
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八條
股東會開會過程錄音或錄影之存證 1. 新增條
次說
本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
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 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 明。
2. 配合相
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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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修訂依
據及理
由

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票過程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關法令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 規定修
訂。
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
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九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 配合相關
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 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 法令規定
修訂。
卡計算之。
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權之股數計算之。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
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第一次 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
延長時間為三十分鐘，第二次延長時 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
間為二十分鐘）。延後二次仍不足有 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
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 會。
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
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 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
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 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
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 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
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 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法第一日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 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
東會表決。
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
東會表決。
新增條次
第十條
議案討論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 說明。
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 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
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
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
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 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
逕行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逕行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
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 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
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 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
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 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
任主席，繼續開會。
任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
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 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
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 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
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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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增條
股東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 次說
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 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 明。
2. 配合相
號）及戶名，由主席指定其發言順 號）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關法令
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 規定修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 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 訂。
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 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 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
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 分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
分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 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代表出席股 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
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 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言。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 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
相關人員答覆。
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
相關人員答覆。
1. 新增條
第十二條
表決股數之計算、迴避制度
次說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
明。
準。
準。
2. 條次調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 整(原第
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十三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 條)。
係致有傷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 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 3. 文字修
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 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 訂。
其表決權。
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灌之股份數，不算
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
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 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
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 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
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 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
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 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
予計算。
予計算。
第十三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無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 1. 條次調
整(原第
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
十五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 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條)。
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 2. 配合相
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 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依公司法 關法令
規定修
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布出席股東之 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應
表決權總數。
採行電子投票之公司：本公司召開股 訂。
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 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

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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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 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
同；有異議者，應依前項規定採取投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
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
票方式表決。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案時，由主席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
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 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
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 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
決，勿庸再行表決。
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 原議案之修正。
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分。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之，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紀 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
錄。
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
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
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
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
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
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
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
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
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
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
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
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
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
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
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
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
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
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
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
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
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
計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
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1. 新增條
第十四條
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依 次說
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 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 明。
2. 條次調
當場宣布選舉結果。
59

內容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修訂依
據及理
由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 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 整(原第
十六
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 監察人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條)。
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 3. 配合相
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 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 關法令
為止。
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規定修
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 訂。
為止。
第十五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1. 條次調
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 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 整(原第
十七
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
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 條)。
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 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2. 文字修
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 訂。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得以輸入公開資 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
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 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記載之，在本公司
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記載之，在本公司 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前項決議方法，係經主席徵詢股東意
見，股東對議案無異議者，應記載「經
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
過」；惟股東對議案有異議時，應載
明採票決方式及通過表決權數與權
數比例。
1. 新增條
第十六條
對外公告
次說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
明。
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 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 2. 條次調
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 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 整(原第
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十八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 條)。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規定之重大訊息時，本公司應於規 心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
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 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
測站。
測站。
1. 新增條
第十七條
會場秩序之維護
次說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
明。
證臂章。
證或臂章。
2. 條次調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
整(原第
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 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 十九
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 條)。
3. 文字修
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訂。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
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 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
之。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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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
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
得由主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 得由主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
其離開會場。
其離開會場。
1. 新增條
第十八條
休息、續行集會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 次說
明。
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 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 2. 條次調
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 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 整(原第
行開會之時間。
行開會之時間。
二十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 條)。
議）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 議）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
繼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 繼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
繼續開會。
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
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 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
會。
會。
第十九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 條次調整
(原第二十
亦同。
亦同。
一條)。

第二十條 民國一○一年六月五日股東常會修 本規則訂立於中華民國 90 年 05 月 增列修訂
日期。
正通過
23 日。
本規則第一次修改訂於中華民國 91
年 05 月 24 日。
本規則第二次修改訂於中華民國 94
年 05 月 18 日。
本規則第三次修改訂於中華民國 95
年 05 月 24 日。
本規則第四次修改訂於中華民國 101
年 06 月 05 日。
本規則第五次修改訂於中華民國 108
年 06 月 25 日。
刪除原第
出席股東發言時，每次不得過五分 （無）
十二條。
鐘，但經主席許可者，得延長三分
鐘，逾時主席得停止其發言。
主席對於議案討論時，主席認為已達 （無）
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於適當期間宣
告討論終結，必要時並得宣告中止討
論，主席即提付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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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原第
十四條。

附件九

寶聯通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內容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修訂依
據及理
由

第一條 本處理程序係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三 本處理程序係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三 文字修
十六條之一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十六條之一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訂。
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訂定之「公 （以下簡稱金管會）訂定之「公開發
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
則」規定訂定。
定訂定。
配合「公
第二條 本程序所稱之「資產」範圍：
本程序所稱之資產範圍如下：
一、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一、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
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
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 處分資產
證、認購（售）權證、受益證券
證、認購（售）權證、受益證券 處理準
及資產基礎證券等投資。
及資產基礎證券等投資。
則」規定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修正。
投資性不動產、土地使用權、營
投資性不動產、營建業之存貨）
及設備。
建業之存貨）及設備。
三、會員證。
三、會員證。
四、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 四、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
權等無形資產。
權等無形資產。
五、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五、使用權資產。
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六、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
六、衍生性商品。
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七、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七、衍生性商品。
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八、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八、其他重要資產。
九、其他重要資產。
1. 條次變
第三條 本程序用詞定義如下：
本程序用詞定義如下：
一、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資產、一、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特定利 更(原第
二條之
利率、匯率、指數或其他利益等
率、金融工具價格、商品價格、 一)。
商品所衍生之遠期契約、選擇權
匯率、價格或費率指數、信用評 2. 配合「公
契約、期貨契約、槓桿保證金契
等或信用指數、或其他變數所衍 開發行
約、交換契約，及上述商品組合
生之遠期契約、選擇權契約、期 公司取
而成之複合式契約等。所稱之遠
貨契約、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換 得或處
分資產
期契約，不含保險契約、履約契
契約，上述契約之組合，或嵌入 處理準
約、售後服務契約、長期租賃契
衍生性商品之組合式契約或結
則」規定
約及長期進（銷）貨合約。
構型商品等。所稱之遠期契約， 修正。
二、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不含保險契約、履約契約、售後
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
服務契約、長期租賃契約及長期
企業併購法、金融控股公司法、
進（銷）貨契約。
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律進 二、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行合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處
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
分之資產，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五
企業併購法、金融控股公司法、
十六條第八項規定發行新股受
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律進
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
行合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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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修訂依
據及理
由

讓）者。
分之資產，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五
三、關係人、子公司：應依證券發行
十六條之三規定發行新股受讓
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
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定
之。
讓）者。
四、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或 三、關係人、子公司：應依證券發行
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定
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設備
之。
估價業務者。
五、事實發生日：指交易簽約日、付 四、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或
款日、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
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設備
估價業務者。
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
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 五、事實發生日：指交易簽約日、付
款日、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
孰前者。但屬需經主管機關核准
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
之投資者，以上開日期或接獲主
管機關核准之日孰前者為準。
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
孰前者。但屬需經主管機關核准
六、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部投資
之投資者，以上開日期或接獲主
審議委員會在大陸地區從事投
管機關核准之日孰前者為準。
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規定從
六、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部投資
事之大陸投資。
審議委員會在大陸地區從事投
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規定從
事之大陸投資。
七、以投資為專業者：指依法律規定
設立，並受當地金融主管機關管
理之金融控股公司、銀行、保險
公司、票券金融公司、信託業、
經營自營或承銷業務之證券
商、經營自營業務之期貨商、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
事業及基金管理公司。
八、證券交易所：國內證券交易所，
指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外國證券交易所，指任何有
組織且受該國證券主管機關管
理之證券交易市場。
九、證券商營業處所：國內證券商營
業處所，指依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規定證券
商專設櫃檯進行交易之處所；外
國證券商營業處所，指受外國證
券主管機關管理且得經營證券
業務之金融機構營業處所。
第四條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 1. 條次變
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 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 更(原第
十二
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律師或 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律師或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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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修訂依
據及理
由

2. 配合「公
證券承銷商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 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列規定：
開發行
係人。
一、未曾因違反證券交易法、公司
公司取
法、銀行法、保險法、金融控股 得或處
公司法、商業會計法，或有詐
分資產
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或因 處理準
業務上犯罪行為，受一年以上有 則」規定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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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估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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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評估所使用
之資訊為合理與正確及遵循相
關法令等事項。
配合公司
第五條 評估程序
價格決定方式
一、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 一、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 實際作業
需求。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
券，應考量其每股淨值、獲利能
券，應考量其每股淨值、獲利能
力、未來發展潛力、市場利率、
力、未來發展潛力、市場利率、
債券票面利率、債務人債信及當
債券票面利率、債務人債信及當
時交易價格議定之。
時交易價格議定之。
二、取得或處分已於集中交易市場或 二、取得或處分已於集中交易市場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
券，依當時之股權或債券價格決
券，依當時之股權或債券價格決
定之。
定之。
三、取得或處分前二款之其他資產，三、取得或處分衍生性金融商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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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修訂依
據及理
由

以詢價、比價、議價或公開招標
本程序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一條
方式擇一為之，並應參考公告現
之相關規定辦理。
值、評定現值、鄰近不動產實際 四、取得或處分依法律合併、分割、
交易價格等議定之，若符合本程
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
序規定應公告申報標準者，並應
之資產，依本程序第二十二條至
參考專業估價者之估價報告。
第二十九條之相關規定辦理。
五、取得或處分前四款外之其他資
產，以詢價、比價、議價或公開
招標方式擇一為之，並應參考公
告現值、評定現值、鄰近不動產
實際交易價格等議定之，若符合
本程序規定應公告申報標準
者，並應參考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報告。
配合公司
第六條 資產取得或處分程序
執行單位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承辦單位應將 一、長短期有價證券投資：財會單 實際作業
需求。
擬取得或處分之緣由、標的物、
位。
交易相對人、移轉價格、收付條 二、不動產及設備：使用單位及相關
件及價格參考依據等事項評估
權責單位。
後，呈請權責單位裁決，並由管 三、取得或處分衍生性金融商品，依
理部門執行，相關事項依本公司
本程序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一條
內部控制制度之有關作業規定
之相關規定辦理。
及本處理程序辦理之。
四、取得或處分依法律合併、分割、
二、本公司有關長短期有價證券投資
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
之執行單位為財會部門，屬不動
之資產，依本程序第二十二條至
產及其他固定資產之執行單位
第二十九條之相關規定辦理。
則為使用部門及相關權責單
五、取得或處分屬前四款以外之其他
位。非屬有價證券投資、不動產
資產：使用單位及相關權責單
及其他固定資產之其他資產，則
位。
由執行相關單位評估後方得為
之。
三、有關資產之取得或處分相關作業
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
關規定辦理之。如發現重大違規
情事，應依違反情況予以處分相
關人員。
配合公司
第七條 核決權限
授權額度與層級
本公司國內外長期股權投資之購買 一、本公司國內外長期股權投資之購 實際作業
需求。
與出售，不論金額，一律需經董事會
買與出售，不論金額，一律需經
核准。
董事會核准。
除前項敘述之長期股權交易金額
二、除前項所述之長期股權交易金額
外，其它長、短期有價證券投資或處
外，其它長、短期有價證券投資
分，均應呈請董事長核准；超過新臺
或處分，均應呈請董事長核准；
幣伍千萬者（不含），應提報董事會
超過新臺幣伍千萬者（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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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後，始得為之。
應提報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
其他資產之取得或處分應依本公司
之。
核決權限辦理。
三、取得或處分衍生性金融商品，依
本程序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一條
之相關規定辦理。
四、取得或處分依法律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
之資產，依本程序第二十二條至
第二十九條之相關規定辦理。
五、取得或處分屬前四款以外之其他
資產應依本公司核決權限辦理。
第八條 投資額度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取得非供營業使 配合公司
本公司得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 用之不動產及其使用權資產或有價 實際作業
需求。
產或有價證券，其投資總額不得超過 證券，其額度之限制如下：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百，且購買個別有 一、各公司取得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
價證券其投資金額不得超過實收資
產及其使用權資產之總額不得
本額百分之八十。
逾各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百。
二、各公司取得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
逾各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百。
三、各公司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限額
不得逾各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八十。
第九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除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 配合「公
與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 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 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
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 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資產
設備外，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 處理準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資產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則」規定
修正。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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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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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
議通過，未來交易條件變更者，
之參考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
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其嗣後有交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易條件變更時，亦同。
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估價。
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
價。
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
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
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
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
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
洽請會計師依財團法人中華民
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
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
洽請會計師依財團法人中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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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
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
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
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
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
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
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
（一）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
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
（一）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
十以上者。
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
（二）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
十以上。
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
（二）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
百分之十以上者。
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
百分之十以上。
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
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
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
個月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
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
意見書。
個月，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
見書。
第十條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 文字修
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 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 訂。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
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
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另交易金
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
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 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
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若需 性表示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
採用專家報告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 告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
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 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十號規定辦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 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
市場之公開報價或行政院金融監督 報價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另有規
管理委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 配合「公
產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交易金額達公司 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處分資產
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 處理準
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 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 則」規定
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 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 修正。
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 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
十號規定辦理。
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前三條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七條 前三條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三十 條次變更
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 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 (原第十一
條之一)，
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 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 並調整援
追溯推算一年，已依「公開發行公司 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公開發行公 引條次。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取得 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取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
師意見部分免再計入。
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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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五、本公司係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 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 條次變更
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 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 (原第九條
第一項第
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會計 替代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五款)。
師意見。
第十四條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 1. 條次變
更(原第
應依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 應依本程序之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
十三
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 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
條)，並
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 外，交易金額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 調整援
依前節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以上者，亦應依本程序之規定取得專 引條
次。
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
2.
文字修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一條 意見。
訂。
之一規定辦理。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二條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 規定辦理。
意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
係。
意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
係。
第十五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1. 條次變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 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 更(原第
十四
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
條)，並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調整援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 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 引條
次。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公
2.
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 配合「公
開發行
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 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
公司取
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 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 得或處
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 分資產
處理準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 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及預計效益。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 則」規定
修正。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及預計效益。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第十五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條及第十六條規定評估預定交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資產，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
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
對象及其與本公司和關係人之
相關資料。
關係等事項。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
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
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
係等事項。
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
性。
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
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
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性。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
約定事項。
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七條第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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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
約定事項。
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三十條
溯推算一年，已依本準則規定提交董 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
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免再計 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
入。
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程序規定提交
本公司與其母公司或子公司間，取得 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免再
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董事會得 計入。
依本公司核決權限，於額度內授權董 本公司與母公司、子公司，或其直接
事長先行決行並於事後提報最近期 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
之董事會追認。
資本總額之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
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交易，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
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 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
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董事會追認：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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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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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按下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 1. 條次變
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用權資產，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 更(原第
十五
一、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 本之合理性：
條)。
利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
一、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 2. 配合「公
本。所稱必要資金利息成本，以
利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
開發行
公司購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之
本。所稱必要資金利息成本，以 公司取
得或處
加權平均利率為準設算之，惟其
公司購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之
分資產
不得高於財政部公布之非金融
加權平均利率為準設算之，惟其 處理準
業最高借款利率。
不得高於財政部公布之非金融
則」規定
二、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
業最高借款利率。
修正。
構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 二、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
該標的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金
構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
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
該標的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金
累計值應達貸放評估總值之七
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
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逾一年以
累計值應達貸放評估總值之七
上。但金融機構與交易之一方互
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逾一年以
為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上。但金融機構與交易之一方互
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
為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前項所列 合併購買或租賃同一標的之土地及
任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房屋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前項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第一 所列任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項及第二項規定評估不動產成本，並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
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用權資產，依前二項規定評估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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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列 或其使用權資產成本，並應洽請會計
情形之一者，應依第十四條規定辦 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理，不適用前三項規定：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 用權資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
動產。
前條規定辦理，不適用前三項規定：
二、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
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三、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 二、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
委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
權資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
建不動產而取得不動產。
逾五年。
三、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
委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
建不動產而取得不動產。
四、本公司與母公司、子公司，或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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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
用權資產。
第十七條 本公司依前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本公司依前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1. 條次變
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 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 更(原第
十六
第十六之一條規定辦理。但如因下列 第十八條規定辦理。但如因下列情
條)，並
情形，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 形，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專 調整援
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理性 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理性意
引條
次。
意見者，不在此限：
見者，不在此限：
一、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行興 一、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行興 2. 配合「公
開發行
建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建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公司取
者：
者：
得或處
（一）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
（一）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 分資產
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營
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營 處理準
則」規定
建成本加計合理營建利
建成本加計合理營建利
修正。
潤，其合計數逾實際交易
潤，其合計數逾實際交易
價格者。所稱合理營建利
價格者。所稱合理營建利
潤，應以最近三年度關係
潤，應以最近三年度關係
人營建部門之平均營業
人營建部門之平均營業
毛利率或財政部公布之
毛利率或財政部公布之
最近期建設業毛利率孰
最近期建設業毛利率孰
低者為準。
低者為準。
（二）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
（二）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
或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
或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
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其
他非關係人交易案例，其
面積相近，且交易條件經
面積相近，且交易條件經
按不動產買賣慣例應有
按不動產買賣或租賃慣
之合理樓層或地區價差
例應有之合理樓層或地
評估後條件相當者。
區價差評估後條件相當
70

內容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修訂依
據及理
由

（三）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
者。
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 二、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動
租賃案例，經按不動產租
產或租賃取得不動產使用權資
賃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
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區一年
價差推估其交易條件相
內之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例相
當者。
當且面積相近者。
二、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動 前項所稱鄰近地區交易案例，以同一
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區一年 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方圓
內之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相 未逾五百公尺或其公告現值相近者
當且面積相近者。
為原則；所稱面積相近，則以其他非
前項所稱鄰近地區成交案例，以同一 關係人交易案例之面積不低於交易
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方圓 標的物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所稱
未逾五百公尺或其公告現值相近者 一年內係以本次取得不動產或其使
為原則；所稱面積相近，則以其他非 用權資產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
關係人成交案例之面積不低於交易 追溯推算一年。
標的物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所稱
一年內係以本次取得不動產事實發
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第十八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按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 1. 條次變
用權資產，如經按前二條規定評估結 更(原第
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
十六條
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理下列 之一)。
一、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 事項：
2. 配合「公
間之差額，依規定提列特別盈餘 一、應就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交易 開發行
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
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證 公司取
得或處
股。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
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
分資產
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行公
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以 處理準
司，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股比
分派或轉增資配股。對公司之投 則」規定
例依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
修正。
公開發行公司，亦應就該提列數
二、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
額按持股比例依證券交易法第
規定辦理。
三、應將第一款及第二款處理情形提
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
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
盈餘公積。
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二、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
本公司經依前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
規定辦理。
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列 三、應將前二款處理情形提報股東
跌價損失或處分或為適當補償或恢
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於年
復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
報及公開說明書。
者，並經金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 本公司經依前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
特別盈餘公積。
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或承租之資產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若有其 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終止租約
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規之 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
情事者，亦應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證據確定無不合理者，並經金管會同
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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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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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權資產，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
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者，亦應依前二
項規定辦理。
1. 條次變
第十九條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更(原第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十七
（一）交易種類
（一）交易種類
條)。
1.本公司從事之衍生性
1.本公司從事之衍生性金 2. 配合「公
金融商品，係指其價值
融商品，係指其價值由 開發行
由資產、利率、匯率、
特定利率、金融工具價 公司取
指數或其他利益等商
格、商品價格、匯率、 得或處
分資產
品所衍生之交易契約
價格或費率指數、信用 處理準
（如遠期契約、選擇權
評等或信用指數、或其 則」規定
契約、期貨契約、交換
他變數所衍生之遠期
修正。
3.
契約，及上述商品組合
契約、選擇權契約、期 配合公
而成之複合式契約
貨契約、槓桿保證金契 司實際
作業需
等）。前述所稱之遠期
約、交換契約，上述契 求。
契約，並不包括保險契
約之組合，或嵌入衍生
約、履約契約、售後服
性商品之組合式契約
務契約、長期租賃契約
或結構型商品等。所稱
及長期進（銷）貨合
之遠期契約，不含保險
約。
契約、履約契約、售後
2.有關債券保證金交易
服務契約、長期租賃契
之相關事宜，應比照本
約及長期進（銷）貨契
處理程序之相關規定
約。
辦理。
2.有關債券保證金交易之
3.本公司不從事上述之
相關事宜，應比照本程
外之其他衍生性商品
序之相關規定辦理。
交易。
3.本公司不從事上述之外
（二）經營避險策略
之其他衍生性商品交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
易。
（二）經營避險策略
交易，係以規避風險為目
的，交易商品應選擇使用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
規避公司業務經營所產
交易，係以規避風險為目
生的風險為主，以公司因
的，交易商品應選擇使用
營運所產生之曝險部位
規避公司業務經營所產
進行避險。交易對象亦應
生的風險為主，以公司因
選擇平時與公司業務往
營運所產生之曝險部位
來之銀行，以避免產生信
進行避險。交易對象亦應
用風險。
選擇平時與公司業務往
（三）權責劃分
來之銀行，以避免產生信
用風險。
1.交易人員：為衍生性商
品交易執行人員，負責
（三）權責劃分
衍生性金融商品相關
1.交易人員：為衍生性商
資料、法令之搜集，避
品交易執行人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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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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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策略之設計及風險
揭露，判斷金額市場趨
勢及風險，依公司操作
策略提出部位及避險
方式之建議報告，送交
授權主管核准後執行。
2.確認人員：負責與往來
銀行確認交易之正確
性，並於交易確認書上
用印寄回。
3.交割人員：負責衍生性
金融商品交易之交割
事宜，並定期檢視現金
流量狀況，以確保所訂
定之交易契約能如期
交割。
4.帳務人員：應根據相關
規定（財務會計準則公
報等），將有關避險交
易及損益結果，以確實
且允當地表達於財務
報表上。
5.前述之交易、確認及交
割人員不得互相兼
任。上述人員必須瞭解
避險工具及所有的交
易形態。
（四）作業程序
被授權交易人員於授權
額度內和銀行進行交
易，每筆交易後，立即填
寫交易單，註明內容、送
交董事會授權之主管簽
核。
在收到銀行交易憑證
後，確認人員須立即確認
交易內容，經確認人員確
認後，交割人員依據交易
單明細執行交割事項，並
統計部位及將交易單副
本送交會計人員，製作相
關報表。
交割與登錄之會計人員
應根據交易單位製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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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性金融商品相關
資料、法令之搜集，避
險策略之設計及風險
揭露，判斷金額市場趨
勢及風險，依公司操作
策略提出部位及避險
方式之建議報告，送交
授權主管核准後執行。
2.確認人員：負責與往來
銀行確認交易之正確
性，並於交易確認書上
用印寄回。
3.交割人員：負責衍生性
金融商品交易之交割
事宜，並定期檢視現金
流量狀況，以確保所訂
定之交易契約能如期
交割。
4.帳務人員：應根據相關
規定（財務會計準則公
報等），將有關避險交
易及損益結果，以確實
且允當地表達於財務
報表上。
5.前述之交易人員及確
認、交割等作業人員不
得互相兼任。上述人員
必須瞭解避險工具及
所有的交易形態。
（四）作業程序
1.被授權交易人員於授權
額度內和銀行進行交
易，每筆交易後，立即
填寫交易單，註明內
容、送交董事會授權之
主管簽核。
2.在收到銀行交易憑證
後，確認人員須立即確
認交易內容，經確認人
員確認後，交割人員依
據交易單明細執行交
割事項，並統計部位及
將交易單副本送交會
計人員，製作相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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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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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交易副本進行交易確
認，依交易確認之金額進
行交割及登錄明細。
（五）核決權限
有關授權額度及權限依
本公司核決權限規定為
限。執行單位應評選條件
較佳之金融機構，呈請權
責主管核准後，與其簽訂
授信額度合約，並於該額
度內從事衍生商品交易。
（六）契約總額及損失上限
1.避險性交易：係從事交
易之契約總款訂為美
金 1,200 萬元，全部契
約損失上限訂為美金
50 萬元，個別契約損
失上限金額為個別契
約金額之 5%，且不得
超過美金 10 萬元。
2.金融性操作：係建立一
資產負債或投資組合
新的部位，期望未來因
市場波動而獲得利益
者。金融性操作並無原
始交易為基礎而純係
以創造利潤為目的。本
公司暫不從事該項操
作之交易。
（七）績效評估
財會單位應每週以市價
評估檢討操作績效，並每
月定期呈報董事長以檢
討改進所採用的避險操
作策略。
（八）定期評估方式
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
之部位至少每週應評估
一次，惟若為業務需要辦
理之避險性交易至少每
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報
告應呈送董事會授權之
高階主管人員。
二、風險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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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交割與登錄之會計人員
應根據交易單位製作
之交易副本進行交易
確認，依交易確認之金
額進行交割及登錄明
細。
（五）核決權限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之授權額度及層級
授權由董事會決定，被授
權之人員應於往來金融
機構簽訂之授信額度內
從事交易。
（六）契約總額及損失上限
1.避險性交易：係從事交
易之契約總款訂為美
金 1,200 萬元，全部契
約損失上限訂為美金
50 萬元，個別契約損失
上限金額為個別契約
金額之 5%，且不得超
過美金 10 萬元。
2.金融性操作：係建立一
資產負債或投資組合
新的部位，期望未來因
市場波動而獲得利益
者。金融性操作並無原
始交易為基礎而純係
以創造利潤為目的。
（七）績效評估
財會單位應每週以市價
評估檢討操作績效，並每
月定期呈報董事長以檢
討改進所採用的避險操
作策略。
（八）定期評估方式
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
之部位至少每週應評估
一次，惟若為業務需要辦
理之避險性交易至少每
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報
告應送董事會授權之高
階主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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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用風險
二、風險管理措施
交易對象以國內外著名
（一）信用風險
之金額機構為主，並應考
交易對象以國內外著名
量其信用評等為原則。
之金額機構為主，並應考
（二）市場風險
量其信用評等為原則。
對衍生性金融商品，因利
（二）市場價格風險
率、匯率變化或其他因素
對衍生性金融商品，因利
所造成之市價變動風
率、匯率變化或其他因素
險，依前項損失上限之規
所造成之市價變動風
定加以控制管理。
險，依前項損失上限之規
（三）流動性風險
定加以控制管理。
承做之金融商品須具普
（三）流動性風險
遍性，可隨時於市場上進
從事之金融商品須具普
行反向沖銷；受委託交易
遍性，可隨時於市場上進
之金融機構必須有充足
行反向沖銷；受委託交易
的資訊及能力，可於任何
之金融機構必須有充足
市場進行交易。
的資訊及能力，可於任何
（四）現金流量風險
市場進行交易。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
（四）現金流量風險
考量交易商品於交易時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
間所產生之預計現金流
考量交易商品於交易時
量，並確保營運資金足以
間所產生之預計現金流
支應其交割需求。
量，並確保營運資金足以
（五）作業風險
支應其交割需求。
1.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五）作業風險
相關人員依前項第三
1.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相
款權責劃分之規範以
關人員依前項第三款
避免作業風險。
權責劃分之規範以避
2.風險之衡量、監督與控
免作業風險。
制人員應與前項第四
2.風險之衡量、監督與控
款交易人員分屬不同
制人員應與前項第四
部門，並應向董事會或
款交易人員分屬不同
向不負交易或部位決
部門，並應向董事會或
策責任之高階主管人
向不負交易或部位決
員報告。
策責任之高階主管人
（六）法律風險
員報告。
與金融機構簽署的文件
（六）法律風險
應經財務及法務或法律
與金融機構簽署的文件
顧問等專門人員檢視後
應經財務及法務或法律
才能正式簽署，以避免法
顧問等專門人員檢視後
律風險。
才能正式簽署，以避免法
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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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董事會 1. 條次變
第二十條 四、董事會之監管責任
更(原訂
（一）指定高階主管人員應隨時 應依下列原則確實監督管理：
於第十
注意衍生性商品交易風 一、指定高階主管人員應隨時注意衍 七條第
險之監督與控制。
生性商品交易風險之監督與控
四項)。
（二）定期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
制。
2. 文字修
交易之績效是否符合既 二、定期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 訂。
定之經營策略及承擔之
績效是否符合既定之經營策略
風險是否在公司容許承
及承擔之風險是否在公司容許
受之範圍。
承受之範圍。
（三）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 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應依下
員應依下列原則管理衍 列原則管理衍生性商品之交易：
生性商品之交易：
一、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理措
施是否適當並確實依本程序辦
1.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
理。
風險管理措施是否適
當並確實依本程序及 二、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有異
公司所訂之從事衍生
常情事時，應採取必要之因應措
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施，並立即向董事會報告，已設
辦理。
置獨立董事者，董事會應有獨立
2.監督交易及損益情
董事出席並表示意見。
形，發現有異常情事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依本程
時，應採取必要之因應 序規定授權相關人員辦理者，事後應
措施，並立即向董事會 提報最近期董事會。
報告，本公司若已設置
獨立董事時，董事會應
有獨立董事出席並表
示意見。
（四）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依
本處理程序規定授權相
關人員辦理者，事後應提
報最近期董事會。
第二十一 三、內部稽核制度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建立 1. 條次變
（一）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 備查簿，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 更(原訂
條
於第十
建立備查簿，並依從事衍 類、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及依第十 七條第
生性商品交易之種類、金 九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第 三項)。
額、董事會通過日期及相 一款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於 2. 配合「公
開發行
關法令之規定，詳予登載 備查簿備查。
公司取
於備查簿備查。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
得或處
（二）稽核單位應定期瞭解衍生 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 分資產
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 按月稽核交易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
處理準
允當性，並按月稽核交易 品交易處理程序之遵循情形，作成稽 則」規定
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品 核報告，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 修正。
交易處理程序之遵循情 書面通知各監察人及各獨立董事。
形，作成稽核報告，如發
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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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知各監察人。
（三）如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時，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
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司之
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
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
日前輸入主管機關指定
之資訊申報網站。
第二十二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條次變更
條
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 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 (原第十八
條)。
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 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
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 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
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 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
會討論通過。但本公司合併其直接或 會討論通過。但本公司合併直接或間
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 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
本總額之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 總額之子公司，或直接或間接持有百
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 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
之子公司間之合併，得免取得前開專 公司間之合併，得免取得前開專家出
家出具之合理性意見。
具之合理性意見。
第二十三 （無）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時，應 配合「公
條
將合併、分割或收購重要約定內容及 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
相關事項，於股東會開會前製作致股 處分資產
東之公開文件，併同前條第一項之專 處理準
家意見及股東會之開會通知一併交 則」規定
付股東，以作為是否同意該合併、分 新增。
割或收購案之參考。但依其他法律規
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
收購事項者，不在此限。
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任一
方之股東會，因出席人數、表決權不
足或其他法律限制，致無法召開、決
議，或議案遭股東會否決，參與合
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應立即對外公
開說明發生原因、後續處理作業及預
計召開股東會之日期。
第二十四 本公司有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情 本公司有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情 1. 條次變
條
事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 事時，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 更(原第
十九
素事先報經金管會同意者外，應於同 因素事先報經金管會同意者外，應和 條)。
一天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合 其他參與公司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 2. 文字修
併、分割或收購相關事項。
及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相 訂。
參與股份受讓之公司除其他法律另 關事項。
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金管 本公司有參與股份受讓之情事時，除
會同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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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報經金管會同意者外，應和其他參
會。
本公司有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與公司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
份受讓之情事時，應將下列資料作成 本公司有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完整書面紀錄，並保存五年，備供查 份受讓之情事時，應將下列資料作成
核：
完整書面紀錄，並保存五年，備供查
一、人員基本資料：包括消息公開前 核：
所有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一、人員基本資料：包括消息公開前
所有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計畫或計畫執行之人，其
職稱、姓名、身分證字號（如為
份受讓計畫或計畫執行之人，其
職稱、姓名、身分證字號（如為
外國人則為護照號碼）。
二、重要事項日期：包括簽訂意向書
外國人則為護照號碼）。
或備忘錄、委託財務或法律顧 二、重要事項日期：包括簽訂意向書
或備忘錄、委託財務或法律顧
問、簽訂契約及董事會等日期。
三、重要書件及議事錄：包括合併、
問、簽訂契約及董事會等日期。
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意 三、重要書件及議事錄：包括合併、
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意
向書或備忘錄、重要契約及董事
向書或備忘錄、重要契約及董事
會議事錄等書件。
會議事錄等書件。
本公司有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之情事時，應於董事會決議通 本公司有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過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前項第一款 份受讓之情事時，應於董事會決議通
及第二款資料，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 過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前項第一款
及第二款資料，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
路資訊系統申報金管會備查。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 路資訊系統申報金管會備查。
公司有非屬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
業處所買賣之公司者，上市或股票在 公司有非屬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應與其 業處所買賣之公司者，本公司應與其
簽訂協議，並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 簽訂協議，並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辦理。
第二十五 （無）
所有參與或知悉公司合併、分割、收 配合「公
購或股份受讓計畫之人，應出具書面 開發行公
條
司取得或
保密承諾，在訊息公開前，不得將計 處分資產
畫之內容對外洩露，亦不得自行或利 處理準
用他人名義買賣與合併、分割、收購 則」規定
或股份受讓案相關之所有公司之股 新增。
票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第二十六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條次變更
條
受讓，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除下列情 受讓，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除下列情 (原第二十
條)。
形外，不得任意變更，且應於合併、形外，不得任意變更，且應於合併、
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契約中訂定得 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契約中訂定得
變更之情況：
變更之情況：
一、辦理現金增資、發行轉換公司 一、辦理現金增資、發行轉換公司
債、無償配股、發行附認股權公
債、無償配股、發行附認股權公
司債、附認股權特別股、認股權
司債、附認股權特別股、認股權
憑證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
憑證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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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證券。
價證券。
二、處分公司重大資產影響公司財務 二、處分公司重大資產等影響公司財
業務之行為。
務業務之行為。
三、發生重大災害、技術重大變革等 三、發生重大災害、技術重大變革等
影響公司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
影響公司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
情事。
情事。
四、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四、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公司任一方依法買回庫藏
讓之公司任一方依法買回庫藏
股之調整。
股之調整。
五、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五、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
讓之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
六、已於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其他條 六、已於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其他條
件，並已對外公開揭露者。
件，並已對外公開揭露者。
第二十七 本公司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1. 條次變
條
契約應依規定載明相關事項，以維護 受讓，契約應載明參與合併、分割、 更(原第
二十條
參與公司之權益。
收購或股份受讓公司之權利義務，並 第二
應載明下列事項：
項)。
一、違約之處理。
2. 配合「公
二、因合併而消滅或被分割之公司前 開發行
公司取
已發行具有股權性質有價證券
得或處
或已買回之庫藏股之處理原則。 分資產
三、參與公司於計算換股比例基準日 處理準
後，得依法買回庫藏股之數量及 則」規定
修正。
其處理原則。
四、參與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之
處理方式。
五、預計計畫執行進度、預計完成日
程。
六、計畫逾期未完成時，依法令應召
開股東會之預定召開日期等相
關處理程序。
第二十八 （無）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 配合「公
條
公司任何一方於資訊對外公開後，如 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
擬再與其他公司進行合併、分割、收 處分資產
購或股份受讓，除參與家數減少，且 處理準
股東會已決議並授權董事會得變更 則」規定
權限者，參與公司得免召開股東會重 新增。
行決議外，原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案中，已進行完成之程序或法
律行為，應由所有參與公司重行為
之。
第二十九 （無）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 配合「公
條
公司有非屬公開發行公司者，公開發 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
行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第二十 處分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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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條、第二十五條及前條規定辦理。處理準
則」規定
新增。
1. 條次變
公告申報標準及時限
第三十條 應辦理公告及申報標準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 更(原第
七條)。
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 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 2. 配合「公
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 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
開發行
金管會指定之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公司取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 得或處
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 分資產
處理準
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
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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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
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3. 配合公
司實際
上。但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
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但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 作業需
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求。
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
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
場基金，不在此限。
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
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
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定
約損失上限金額。
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
約損失上限金額。
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 四、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
關係人，交易金額並達下列規定
其使用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非
之一：
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一）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一
五、本公司有經營營建業務之情事
百億元之公開發行公
司，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
時，取得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
億元以上。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且其交易
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
（二）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
臺幣五億元以上。
億元以上之公開發行公
司，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
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
億元以上。
得不動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本公司取得或處
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且其交
係人，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
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
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
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
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得不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
（一）買賣國內公債。
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
（二）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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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
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賣，或於初級市場認購募
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集發行之普通公司債及
（一）買賣公債。
未涉及股權之一般金融
（二）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
債券（不含次順位債
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
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
券），或申購或買回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或期貨信
買賣，或於國內初級市場
認購募集發行之普通公
託基金，或證券商因承銷
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一
業務需要、擔任興櫃公司
般金融債券，或證券商因
輔導推薦證券商依財團
承銷業務需要、擔任興櫃
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
公司輔導推薦證券商依
買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價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認購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之有價證券。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貨幣市場基金。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貨幣市場基金。
一、每筆交易金額。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
一、每筆交易金額。
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之金額。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動產之金額。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金額。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 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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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 年，已依本程序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
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入。
年，已依本程序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
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
入。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 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
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 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金管會
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 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金管會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
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於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 知悉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目
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於 重行公告申報。
知悉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目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
重行公告申報。
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 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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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 置於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 外，至少保存五年。
置於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外，至少保存五年。
1. 條次變
已公告申報事項之變更
第三十一 應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更(原第
本公司依前條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 本公司依前條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
條
八條)。
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 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 2. 文字修
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 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
訂。
證期會指定之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一、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
終止或解除情事。
終止或解除情事。
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 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
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三、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三、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第三十二 子公司資產取得或處分之規定
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控管程 1. 條次變
更(原第
條
一、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亦應依 序
二十一
母公司規定辦理。
一、本公司應督促子公司依主管機關 條)。
二、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
所訂「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 2. 配合「公
取得或處分資產達第七條所訂
資產處理準則」規定訂定並執行 開發行
公司取
應公告申報標準者，由母公司辦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理公告申報事宜。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 得或處
分資產
三、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中所稱
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依規 處理準
「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定應公告申報情事者，由本公司 則」規定
總資產百分之十」，係以母公司
為之。
修正。
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三、上述子公司適用第三十條第一項
所稱子公司為本公司直接持有逾百
之應公告申報標準有關實收資
分之五十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之被
本額或總資產規定，以本公司之
投資公司或公司經由子公司間接持
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有逾百分之五十已發行有表決權股
份之各被投資公司，餘類推，或公司
直接及經由子公司間接持有逾百分
之五十已發有表權股份之各被投資
公司，餘類推。
1. 條次變
第三十三 本程序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規
本程序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規
條
定，以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定，以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更(原第
二十一
規定之最近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 規定之最近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
條之
中之總資產金額計算。公司股票無面 中之總資產金額計算。
一)。
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本 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 2. 文字修
準則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之 臺幣十元者，本程序有關實收資本額 訂。
交易金額規定，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百分之二十之交易金額規定，以歸屬
之權益百分之十計算之。
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百分之十計算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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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 本處理程序經董事通過後，送各監察 本處理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 1. 條次變
更(原第
條
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
二十三
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 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 條)。
聲明者，公司應將其異議資料送各監 面聲明者，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 2. 文字修
察人。如已設置獨立董事者，依前項 送各監察人。
訂。
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提 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 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
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 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
明。如已設置審計委員會者，訂定或
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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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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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理程
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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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 （無）
本公司相關執行人員有違反本程序 配合「公
開發行公
時，依本公司獎懲辦法處理。
條
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
處理準
則」規定
新增。
本處理程序如有未盡事宜，應依相關 本條新
增。
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六 （無）
條
第三十七 本處理程序訂立於中華民國 87 年 03 本處理程序訂立於中華民國 87 年 03 增列修訂
日期。
條
月 26 日。
月 26 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88年09月01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88年09月01
日。
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88年11月05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88年11月05
日。
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92年02月21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92年02月21
日。
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95年05月24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95年05月24
日。
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96年05月22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96年05月22
日。
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101年06月05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101年06月05
日。
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103年06月23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103年06月23
日。
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106年06月28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06 年 0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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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揭露事項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達本處理程
序第七條所定應公告申報標準，且其
交易對象為實質關係人者，應將公告
之內容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揭露，並提
股東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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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08 年 06 月
25 日。
刪除原第
（無）
二十二
條。

附件十

寶聯通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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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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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修
第一條 （目的）
為因應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他 為因應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有 訂。
人作業程序有所依循，特訂立本程 所依循，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
一規定，訂定本程序。
序。
配合「公
第二條 （資金貸與對象）
資金貸與對象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十五條規定，其資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十五條規定，其資 開發行公
司資金貸
金除有下列各款情形外，不得貸與股 金除有下列各款情形外，不得貸與股 與及背書
東或任何他人：
東或任何他人：
保證處理
（一）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業務往來 （一）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業務往來 準則」規
定修正。
者。
者。
（二）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 （二）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
資金之必要者。
資金之必要者。融資金額不得
前項所稱短期，係指一年。但公司之
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四
營業週期長於一年者，以營業週期為
十。
準。
前項所稱短期，係指一年。但公司之
營業週期長於一年者，以營業週期為
準。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融資金額，係指本
公司短期融通資金之累計餘額。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
與，或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本公司
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一項第二款之
限制。但仍應依第三條規定辦理。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規定時，應與
借用人連帶負返還責任；如公司受有
損害者，亦應由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1. 條次變
第三條 （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本公司資金貸與總金額，以不得 一、本公司資金貸與總額，以不得超 更(原第
四條)。
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四十
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四十為 2. 文字修
為限。
限。
訂。
二、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 二、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
號，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
號，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
間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稱業務
間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稱業務
往來金額係指最近一年度雙方
往來金額係指最近一年度雙方
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但最
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但最
高金額不得超過前項規定。
高金額不得超過前項規定。
三、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或行 三、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或行
號，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
號，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淨值的百分之十五為限。
司淨值的百分之十五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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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總金額、個別貸與金額，係指本
公司短期融通資金之累計餘額。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
與，其金額雖不受第一項之限制，但
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四十
五為限；整體資金貸放期間不得逾二
年，有特殊原因需延長者，需事前提
報董事會核准後，方得為之。
1. 條次變
第四條 （融通期限與計息方式）
資金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一）資金貸放期間：以一年為限，一、資金貸與期限：以一年為限，但 更(原第
六條)。
但公司營業週期長於一年
公司營業週期長於一年者，以營 2. 文字修
者，以營業週期為準。
業週期為準。
訂。
借款到期者，須於期滿前提出
借款到期者，須於期滿前提出請
請求、完成呈報，並得經董事
求、完成呈報，並得經董事會決
會決議通過後方可續借，惟展
議通過後方可續借，惟展期後總
期後總借款期限仍應符合前
借款期限仍應符合前述資金貸
述資金貸放一年為限之規定。
放一年為限之規定。
（二）貸款利息之計收，以每月收息 二、計息方式：以每月收息一次為原
一次為原則，每月月底為計息
則，每月月底為計息基準日，按
基準日，按撥款基數計算，利
撥款基數計算，利率不得低於中
率不得低於中央銀行公佈之
央銀行公佈之短期放款最低利
短期放款最低利率及高於年
率及高於年息百分之二十。
息百分之二十。
文字修
第五條 （貸與作業程序）
資金貸與辦理及審查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 一、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由 訂。
由借款人先提供必要之財務
借款人先提供必要之財務及保
及保證資料，向本公司具函申
證資料，向本公司具函申請融資
請融資額度。
額度。
（二）本公司受理申請後，應由財會 二、本公司受理申請後，應由財會單
單位擬具報告，述明貸放對
位擬具報告，述明貸放對象、原
象、原因、貸放之必要性及合
因、貸放之必要性及合理性、金
理性、金額、償還方式、還款
額、償還方式、還款資金來源
資金來源（含：財務狀況、獲
（含：財務狀況、獲利能力及償
利能力及償債能力與信用
債能力與信用等），並對該貸放
等），並對該貸放對象作徵信
對象作徵信及風險評估，以及分
及風險評估，以及分析該項資
析該項資金貸與對本公司之營
金貸與對本公司之營運風
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
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
影響。
響。
三、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時，應
取得同額之擔保本票，必要時並
（三）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時，
應取得同額之擔保本票，必要
辦理動產或不動產之抵押設定。
時並辦理動產或不動產之抵
前項債權擔保，債務人如提供相
押設定。
當資力及信用之個人或公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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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債權擔保，債務人如提供
保證，以代替提供擔保品者，董
相當資力及信用之個人或公
事會得參酌財會單位之徵信報
司為保證，以代替提供擔保品
告辦理；以公司為保證者，應注
者，董事會得參酌財會單位之
意其章程是否訂有得為保證之
徵信報告辦理；以公司為保證
條款。
者，應注意其章程是否訂有得
擔保品價值應由財會單位審慎
為保證之條款。
評估後決定之。
擔保品價值應由財會單位審 四、本公司資金貸與事項，經本公司
慎評估後決定之。
財會單位依本程序進行審查徵
（四）本公司資金貸與事項，經本公
信提出前三項貸與作業程序報
司財會單位依本程序進行審
告後，連同擬定計息利率及融資
期限，呈總經理、董事長核閱
查徵信提出前述第一至三項
貸與作業程序報告後，連同擬
後，報請董事會核准，決議通過
定計息利率及融資期限，呈總
後交財會單位辦理。
經理、董事長核閱後，報請董
事會核准，決議通過後交財會
單位辦理。本公司與母公司或
子公司間，或子公司間之資金
貸與，應依前項規定提董事會
決議，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
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一
定額度及不超過一年之期間
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第六條 （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逾期 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逾期債 1. 條次變
更(原第
權處理程序
債權處理程序）
七條)。
（一）貸款撥放後，應經常注意借款 一、貸款撥放後，應經常注意借款人 2. 文字修
人及保證人之財務、業務以及
及保證人之財務、業務以及相關 訂。
相關信用狀況等，如有提供擔
信用狀況等，如有提供擔保品
保品者，並應注意其擔保價值
者，並應注意其擔保價值有無變
有無變動情形，遇有重大變化
動情形，遇有重大變化時，應立
時，應立刻通報董事長，並依
刻通報董事長，並依指示為適當
指示為適當之處理。
之處理。
（二）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或到期前償 二、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或到期前償還
還借款時，應先計算應付之利
借款時，應先計算應付之利息，
息，連同本金一併清償後，方
連同本金一併清償後，方可將本
可將本票借款等註銷歸還借
票借款等註銷歸還借款人或辦
款人或辦理抵押權塗銷。
理抵押權塗銷。
（三）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時，應即還 三、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時，應即還清
清本息。經董事會核准可延期
本息。經董事會核准可延期償還
償還者，以不超過三個月，並
者，以不超過三個月，並以兩次
以兩次為限，違者本公司得就
為限，違者本公司得就其所提供
其所提供之擔保品或保證
之擔保品或保證人，依法逕行處
人，依法逕行處分及追償。
分及追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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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貸與作業程序）
本公司將公司資金貸與他人前，應審 1. 條次變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前，應審慎評 慎評估是否符合主管機關所訂「公開 更(原第
五條部
估是否符合證券主管機關所訂「公開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
分)，並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 準則」及本程序之規定，併同第五條 調整援
準則」及本程序之規定，併同評估結 之評估結果提董事會決議後辦理，不 引條
次。
果提董事會決議後辦理，不得授權其 得授權其他人決定。
2.
他人決定。已設置獨立董事時，其將 本公司與母公司或子公司間，或子公 文字修
訂。
資金貸與他人，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 司間之資金貸與，應依前項規定提董
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 事會決議，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
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議事 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度及
錄。
不超過一年之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
本公司與母公司或子公司間，或子公 環動用。
司間之資金貸與，應依前項規定提董 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第二條第
事會決議，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 四項規定者外，本公司或子公司對單
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度及 一企業之資金貸與之授權額度不得
不超過一年之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 超過本公司或子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環動用。
表淨值百分之十。
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第四條第 將資金貸與他人，應充分考量各獨立
三項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100% 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
表決權股份之國外子公司間之貸與 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議
限額之條件規定外，本公司或子公司 事錄。
對單一企業之資金貸與之授權額度
不得超過該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十。
第八條 （內部控制）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建立備 1. 條次變
（一）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 查簿，就資金貸與之對象、金額、董 更(原第
八條第
建立備查簿，就資金貸與之對 事會通過日期、資金貸放日期及依前 一項及
象、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條第一項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
第二
資金貸放日期及依規定應審 予登載備查。
項)，並
調整援
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
引條
（二）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 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執行
次。
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 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 2. 配合「公
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 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開發行
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及各獨立董事。
公司資
金貸與
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如
及背書
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視違反
保證處
情況予以處分經理人及主辦
理準則」
人員。
規定修

第九條

正。
3. 文字修
訂。
1.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 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符 條次變
象不符本作業程序規定或餘 本程序規定或餘額超限時，應訂定改 更(原第
八條第
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畫，善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 三項)。
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
及各獨立董事，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 2. 配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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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行
公司資
金貸與
及背書
保證處
理準則」
規定修
正。
3. 文字修
訂。
1.
條次變
（公告申報）
公告申報
更(原第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 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
九條第
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資金貸 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資金貸與餘額。 一項、第
本公司資金貸與達下列標準之一
與餘額。
二項及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達下列標準之一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 第四
項)。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 內公告申報：
2.
二日內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 文字修
訂。

人，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善。

第十條

（一）本公司及其子公司資金貸
之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與他人之餘額達該公開
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發行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資
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金貸與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
（二）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以上。
企業資金貸與餘額達該 （三）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資金貸與
公開發行公司最近期財
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以
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二以上。
上。
（三）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新增資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
金貸與金額達新臺幣一 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應公告申報
千萬元以上且達該公開 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發行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二以上。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
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三款應公
告申報之事項，應由該本公司為之。
第十一條 二、本公司應評估資金貸與情形並提 本公司應評估資金貸與情形並提列 1. 條次變
列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 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適 更(原第
十條第
告中適當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 當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予 二項)。
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必 簽證會計師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2. 文字修
要之查核程序，出具允當之查核
訂。
報告。
第十二條 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與他人 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與他人 1. 條次變
者，本公司應命該子公司依本程序之 者，本公司應命該子公司依主管機關 更(原第
十條第
規定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並 所訂「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 一項)。
應依所定作業程序辦理。
保證處理準則」規定訂定資金貸與他 2. 文字修
人作業程序，並應依所定作業程序辦 訂。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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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重要名詞定義）
本程序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應依證 1. 條次變
更(原第
本準則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應依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
十一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 認定之。
條)。
認定之。
本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務報導 2. 文字修
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 準則編製，本程序所稱之淨值，係指 訂。
務報導準則編製者，本準則所稱之淨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
值，係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
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 權益。
業主之權益。
第十四條 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易簽約日、本程序所稱之公告申報，係指輸入金 1. 條次變
更(原第
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
九條第
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 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三項)。
孰前者。
本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簽約 2. 配合「公
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 開發行
公司資
資確定資金貸與對象及金額之日等
金貸與
日期孰前者。

第十五條

第十六條

第十七條

第十八條

及背書
保證處
理準則」
規定修
正。
配合「公
（無）
本公司相關執行人員有違反本程序
開發行公
時，依本公司獎懲辦法處理。
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
保證處理
準則」規
定新增。
本作業程序未盡事宜部份，依有關法 本處理程序如有未盡事宜，應依相關 1. 條次變
更(原第
令及本公司相關規章辦理。
法令規定辦理。
十條第
三項)。
2. 文字修
訂。
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 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 1. 條次變
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 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 更(原第
十二
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 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 條)。
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 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 2. 配合「公
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已設立獨 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開發行
立董事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 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公司資
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 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 金貸與
及背書
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保證處
明。
理準則」
規定修
正。
1.
本作業程序訂立於中華民國 87 年 03 本作業程序訂立於中華民國 87 年 03 條次變
更(原第
月 26 日。
月 26 日。
十三條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88 年 09 月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88 年 09 月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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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十
01 日。
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91 年 02 月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91 年 02 月 25 四條)。
2. 增列修
25 日。
日。
訂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92 年 02 月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92 年 02 月 21 期。
21 日。
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96 年 05 月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96 年 05 月 22
22 日。
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98 年 06 月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98 年 06 月 26
26 日。
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99 年 06 月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99 年 06 月 29
29 日。
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02 年 06 月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02 年 06 月
24 日。
24 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05 年 06 月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05 年 06 月
20 日。
20 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08 年 0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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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寶聯通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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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公司為管理對外背書保證作業，特 為因應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作業有 文字修
訂定本辦法，本辦法未詳盡之處悉依 所依循，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 訂。
相關法規辦理。
一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背書保證範圍如下：
本辦法所稱背書保證係指下列事項：1. 條次變
更(原第
（一）融資背書保證：
（一）融資背書保證，包括：
三條)。
1.客票貼現融資。
1.客票貼現融資。
2. 文字修
2.為他公司融資之目的所為
2.為他公司融資之目的所為之 訂。
之背書或保證。
背書或保證。
3.為本公司融資之目的而另
3.為本公司融資之目的而另開
開立票據予非金融事業作
立票據予非金融事業作擔
擔保者。
保者。
（二）關稅背書保證：係指為本公司 （二）關稅背書保證：係指為本公司
或他公司有關關稅事項所為
或他公司有關關稅事項所為
之背書或保證。
之背書或保證。
（三）其他背書保證：係指無法歸類 （三）其他背書保證：係指無法歸類
列入前兩項之背書或保證事
列入前二款之背書或保證事
項。
項。
（四）本公司提供動產或不動產為他 本公司提供動產或不動產為他公司
公司借款之擔保設定質權、扺 借款之擔保設定質權、抵押權者，亦
押權者。
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辦法之對外背書保證對象如下： 本公司得對下列公司為背書保證： 1. 條次變
更(原第
本公司除得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條)。
業間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約規定互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 2. 文字修
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訂。
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出資股
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
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
保證，或同業間依消費者保護法規範
司。
從事預售屋銷售合約之履約保證連
帶擔保者外，得背書保證之對象僅限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
下列公司：
書保證，且其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 值之百分之十。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
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 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
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 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出資股東依
書保證，且其金額不得超過公開發行 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
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但本公司直接 證，或同業間依消費者保護法規範從
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 事預售屋銷售合約之履約保證連帶
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擔保者，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得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接出資 為背書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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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接出資
公司出資。
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
公司出資。
1. 條次變
第四條 背書保證之額度：
背書保證之額度
（一）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以 一、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以不 更(原第
四條)。
不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五十
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五十 2. 文字修
為限，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
為限，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限 訂。
限額為當期淨值百分之二十。
額為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二十。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對外背書 二、與本公司因業務往來關係而從事
保證之總額以不超過當期整
背書保證者，除上述限額規定
體淨值百分之五十為限，對單
外，其個別背書保證金額以不超
一企業背書保證之限額為當
過雙方間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
期整體淨值百分之二十。
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訂定整體得為
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背書保證之總額達本公司淨
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應於股
東會說明其必要性及合理性。
（四）與本公司因業務往來關係而從
事背書保證者，除上述限額規
定外，其個別背書保證金額以
不超過雙方間業務往來金額
為限。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
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
者。
1. 條次變
第五條 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背書保證辦理及審查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時，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時，應 更(原第
六條第
應由被背書保證公司出具申
由被背書保證公司出具申請書
一項至
請書向本公司財會單位提出
向本公司財會單位提出申請，並 第三項
申請，並檢附必要之財務資料
檢附必要之財務資料及保證資
及第六
及保證資料，以利公司評估其
料，以利公司評估其背書保證之 項至第
背書保證之必要性與合理
必要性與合理性，評估其風險性 七項)。
2. 文字修
性，評估其風險性並作成評估
並作成評估紀錄報告，再呈報董 訂。
紀錄報告，再呈報董事會決議
事會決議通過後辦理。
通過後辦理。
二、公司辦理對外背書保證時，應要
（二）公司辦理對外背書保證時，應
求被背書保證公司出具同額之
要求被背書保證公司出具同
保證本票交存本公司，必要時並
額之保證本票交存本公司，必
辦理動產或不動產之抵押設
要時並辦理動產或不動產之
定，作為相對保證之用。
抵押設定，作為相對保證之 三、財務單位針對被背書保證公司，
其報告中應審查評估之事項應
用。
（三）財務單位針對被背書保證公
包括：
司，其報告中應審查評估之事
（一）說明背書保證對象之借款
項應包括：
目的與用途，及本公司背
1.說明背書保證對象之借款
書保證之限額及餘額，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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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
目的與用途，及本公司背書
合理性。
保證之限額及餘額，評估背
（二）以被背書保證對象之所營
書保證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2.以被背書保證對象之所營
事業、財務狀況、獲利能
事業、財務狀況、獲利能
力、償債能力、信用情況
力、償債能力、信用情況及
及還款來源，衡量背書保
證對象之徵信及風險評
還款來源，衡量背書保證對
象之徵信及風險評估，並要
估，並要求適當之擔保
求適當之擔保品。擔保品之
品。擔保品之價值應由財
價值應由財會單位應審慎
會單位應審慎評估之。
評估之。
（三）累積背書保證金額是否仍
3.累積背書保證金額是否仍
在限額內。
在限額內。
（四）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背書
4.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背書
保證，應評估其背書保證
保證，應評估其背書保證金
金額是否仍在額度內。
（五）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
額是否仍在額度內。
5.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
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
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響。
（六）本公司或子公司之背書保證對 四、背書保證對象若為淨值低於實收
象若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
資本額二分之一之子公司，本公
二分之一之子公司，本公司或
司應按季追蹤審閱其財務報
子公司應按季追蹤審閱其財
表，如發現異常之情事應以書面
務報表，如發現異常之情事應
報告處理建議，並責其提出財務
改善計畫與因應措施。
以書面報告處理建議，並責其
提出財務改善計畫與因應措 五、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
施。
屬新臺幣十元者，依前項規定計
（七）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
算之實收資本額，應以股本加計
非屬新臺幣十元者，依前項規
資本公積-發行溢價之合計數為
定計算之實收資本額，應以股
之。
本加計資本公積-發行溢價之
合計數為之。
1. 條次變
第六條 背書保證註銷：
背書保證註銷程序
（一）背書保證有關證件或票據如因 一、背書保證有關證件或票據如因債 更(原第
七條)。
債務清償或展期換新而需解
務清償或展期換新而需解除
2. 文字修
除時，被背書保證公司應備正
時，被背書保證公司應備正式函 訂。
式函文將原背書保證有關證
文將原背書保證有關證件交付
件交付本公司財務單位加蓋
本公司財務單位加蓋『註銷』印
『註銷』印章後退回，申請函
章後退回，申請函文則留存備
文則留存備查。
查。
（二）財務單位應隨時將註銷背書保 二、財務單位應隨時將註銷背書保證
證記入「背書保證備查簿」，
記入「背書保證備查簿」，減少
減少累計背書保證金額。
累計背書保證金額。
（三）在票據展期換新時，若金融機 三、在票據展期換新時，若金融機構
構要求先出具背書新票據再
要求先出具背書新票據再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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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票據，財務單位應作跟催記
錄，追回舊票。

1. 條次變
第七條 印鑑保管及用印程序
印鑑使用及保管程序
（一）本公司以向經濟部申請登記之 一、本公司以向經濟部申請登記之公 更(原第
九條)。
公司印鑑為對外背書保證之
司印鑑為對外背書保證之專用 2. 文字修
專用印鑑章。該印鑑章保管人
印鑑章。該印鑑章保管人應由經 訂。
應由經董事會同意之指定人
董事會同意之指定人員負責管
員負責管理，變更時亦同，空
理，變更時亦同，空白票據由財
白票據由財會單位負責保管。
會單位負責保管。
（二）背書保證經董事會同意後，財 二、背書保證經董事會同意後，財務
務部門應填寫「用印申請
單位應填寫「用印申請單」，連
單」，連同核准記錄及背書保
同核准記錄及背書保證契約書
證契約書或票據等用印文件
或票據等用印文件經權責主管
經權責主管及董事長核准
及董事長核准後，始得至印鑑保
後，始得至印鑑保管人處用
管人處用印。
印。
三、印鑑保管人用印時，應核對有無
（三）印鑑保管人用印時，應核對有
核准記錄、「用印申請單」及申
無核准記錄、「用印申請單」
請用印文件等是否相符後，始得
用印。
及申請用印文件等是否相符
後，始得用印。
四、對國外公司為背書保證行為時，
（四）對國外公司之背書保證行為，
公司所出具之保證函應由董事
公司所出具之保證函應由董
會授權董事長簽署之。
事會授權董事長簽署之。
本公司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前，應 1. 條次變
第八條 背書保證作業決策及授權層級：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時，應審 審慎評估是否符合主管機關所訂「公 更(原第
五條第
慎評估是否符合「公開發行公 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
一項及
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 理準則」及本辦法之規定，併同第五 第二
準則」及本辦法之規定，併同 條之評估結果提報董事會決議後辦
項)，並
調整援
第六條背書保證辦理程序之 理。
引條
評估結果，由經辦部門提送報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次。
告，提報董事會決議後辦理。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子公司依第三 2. 文字修
已設立獨立董事時，其為他人 條第二項規定為背書保證前，並應提 訂。
背書保證，除應充分考量各獨 報本公司董事會決議後始得辦理。但
立董事之意見外，並需將其同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 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
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限。
（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為他人背書保證，應充分考量各獨立
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子 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
公司依第二條規定為背書保 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議
證前，應提報本公司董事會決 事錄。
議後始得辦理。但本公司直接
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
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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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限。

第九條 （四）財會單位應建立備查簿，就背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應建立備 1. 條次變
書保證對象、金額、董事會通 查簿就背書保證對象、金額、董事會 更(原第
六條第
過或董事長決行日期、背書保 通過或董事長決行日期、背書保證日 四項及
證日期及依前項規定應審慎 期及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應審慎評估
第八條
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第一
項)，並
（一）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 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
調整援
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
引條
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 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 次。
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 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及 2. 配合「公
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各獨立董事。
開發行

第十條

公司資
金貸與
及背書
保證處
理準則」
規定修
正。
3. 文字修
訂。
（三）除因業務需要，本公司辦理背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務需要，而 1. 條次變
更(原第
書保證金額不得超過本辦法 有超過本辦法所訂額度之必要且符
五條第
所規定之額度。有超過限額之 合本辦法所訂條件者，應經董事會同 三項)。
必要且符合本辦法所訂條件 意並由半數以上之董事對公司超限 2. 文字修
者，應經董事會同意，並由半 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聯保，並修正本 訂。

數以上董事對公司超限可能 辦法，報經股東會追認之；股東會不
產生之損失具名聯保，並修正 同意時，應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內銷
本背書保證辦法，報經股東會 除超限部分。
追認之；股東會不同意時，應 於前項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
訂定計劃於一定期限銷除超 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
限部份。已設立獨立董事於前 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
項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 會議事錄。
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
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
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第十一條 （四）若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背書 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 1. 條次變
保證對象不符本準則規定或 不符本辦法規定或金額超限時，應訂 更(原第
五條第
金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 定改善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 四項)。
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 察人及各獨立董事，並依計畫時程完 2. 配合「公
人，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成改善。
開發行
公司資
金貸與
及背書
保證處
理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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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修
正。
3. 文字修
訂。
1. 條次變
本公司除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 公告申報
更(原第
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餘 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
十條)。
額。背書保證餘額達下列標準之一 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餘額。2. 配合「公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 本公司背書保證達下列標準之一
開發行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 公司資
內公告申報：
金貸與
（一）本公司及其子公司背書保證餘 內公告申報：
額達該公開發行公司最近期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 及背書
保證處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
理準則」
值百分之五十以上。
上。
規定修
（二）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企業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 正。
背書保證餘額達該公開發行
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 3. 文字修
訂。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上。
分之二十以上。
（三）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企業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
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千萬
背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千
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採用
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
期性質之投資及資金貸與餘
權益法之投資帳面金額及資
額合計數達該公開發行公司
金貸與餘額合計數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三十以上。
三十以上。
（四）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新增背書保 （四）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
證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
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
上且達該公開發行公司最近
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
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上。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 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應公告申報
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四款應公 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告申報之事項，應由該公開發行公司
為之。
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易簽約日、
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
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
孰前者。
第十三條 （五）財會單位應依財務會計準則之 本公司應評估或認列背書保證之或 1. 條次變
更(原第
規定，評估或認列背書保證之 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背
六條第
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適 書保證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 五項)。
當揭露背書保證資訊，並提供 會計師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2. 文字修
簽證會計師相關資料，以供會
訂。
計師採行必要查核程序，出具
允當之查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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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修訂依
據及理
由

第十四條 本公司之子公司擬為他人背書或提 本公司之子公司擬為他人背書或提 1. 條次變
供保證者，本公司應命該子公司依規 供保證者，本公司應命該子公司依主 更(原第
十二
定訂定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並應依所 管機關所訂「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 條)。
定作業程序辦理。
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規定訂定背書 2. 文字修
保證作業程序，並應依所定作業程序 訂。
辦理。
本辦法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應依證 1. 條次變
第十五條 定義：
更(原第
（一）本準則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
十一條
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認定之。
第一項
製準則之規定認定之。
本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務報導
及第二
（二）本準則所稱之淨值，係指證券 準則編製，本辦法所稱之淨值，係指 項)。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 2. 文字修
訂。
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 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
司業主之權益。
權益。
第十六條 （三）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易簽 本程序所稱之公告申報，係指輸入金 1. 條次變
更(原第
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
十一條
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 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第三
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本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簽約
項)。
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 2. 配合「公
開發行
資確定背書保證對象及金額之日等
公司資
日期孰前者。

第十七條

第十八條

金貸與
及背書
保證處
理準則」
規定修
正。
1.
條次變
（二）本公司從事背書保證時，應依 本公司相關執行人員有違反本辦法
更(原第
規定程序辦理，如發現重大違 時，依本公司獎懲辦法處理。
八條第
規情事，應視違反情事影響公
二項)。
司營運之重大程度，依公司規
2. 配合公
定予以處分經理人及主辦人
司實際
作業需
員。
求。
本條新
（無）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應依相關法令
增。
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 1. 條次變
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異 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異 更(原第
十三
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 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 條)。
將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 將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 2. 配合「公
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開發行
已設立獨立董事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公司資
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 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 金貸與
及背書
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 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保證處
紀錄。
明。
理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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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修訂依
據及理
由

規定修
正。
1.
條次變
本辦法訂立於中華民國 87 年 03 月 26
更(原第
日。
十四條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88 年 09 月 01 及第十
日。
五條)。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92 年 02 月 21 2. 增列修
訂日
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95 年 03 月 03 期。

第二十條 本辦法訂立於中華民國 87 年 03 月
26 日。
修訂：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88 年 09 月
01 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92 年 02 月
21 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95 年 03 月 日。
03 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98 年 06 月 26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98 年 06 月 日。
26 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99 年 06 月 29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99 年 06 月 日。
29 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02 年 06 月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02 年 06 月 24 日。
24 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05 年 06 月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05 年 06 月 20 日。
20 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08 年 0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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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附錄
附錄一

寶聯通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寶聯通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 二 條：本公司經營之事業如左：
1.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2.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3.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4.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5.F219010 電子材料零售業。
6.F401010 國際貿易業。
7.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8.E701030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裝設工程業。
9.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10.F213060 電信器材零售業。
11.F213010 電器零售業。
12.F113020 電器批發業。
13.E601020 電器安裝業。
14.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15.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16.C801010 基本化學工業。
17.C801030 精密化學材料製造業。
18.C801100 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業。
19.C801990 其他化學材料製造業。
20.F107200 化學原料批發業。
21.F107990 其他化學製品批發業。
22.F207200 化學原料零售業。
23.F207990 其他化學製品零售業。
24.IG03010 能源技術服務業。
25.D101060 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業。
26.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27.E605010 電腦設備安裝業。
28.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29.F601010 智慧財產權業。
30.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31.I103060 管理顧問業。
32.F113990 其他機械器具批發業。
33.F399040 無店面零售業。
34.IZ13010 網路認證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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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36.I301040 第三方支付服務業。
37.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38.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39.F102040飲料批發業。
40.F102170食品什貨批發業。
41.F106020日常用品批發業。
42.F201010農產品零售業。
43.F203010食品什貨、飲料零售業。
44.F204110布疋、衣著、鞋、帽、傘、服飾品零售業。
45.F205040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零售業。
46.F206010五金零售業。
47.F206020日常用品零售業。
48.F207030清潔用品零售業。
49.F208040化粧品零售業。
50.F301010百貨公司業。
51.F301020超級市場業。
52.F399010便利商店業。
53.F399990其他綜合零售業。
54.F501030飲料店業。
55.I101090食品顧問業。
56.I401010一般廣告服務業。
57.F501060餐館業。
58.F501990其他餐飲業。
59.EZ05010儀器、儀表安裝工程業。
60.F113030精密儀器批發業。
61.CC01120資料儲存媒體製造與複製業。
62.F113010機械批發業。
63.F116010照相器材批發業。
64.F117010消防安全設備批發業。
65.F213030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
66.F213040精密儀器零售業。
67.F216010照相器材零售業。
68.F217010消防安全設備零售業。
69.IZ99990其他工商服務業。
70.JE01010租賃業。
71.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及主管機關同意後，依法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第三條之一:本公司因業務需要得為對外保證。
第 四 條：本公司轉投資總額得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有關轉投資比例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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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股份
第 五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貳拾億元整，分為貳億股，每股新台幣壹拾元，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第 六 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含）以上簽名或蓋章，經主管機關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構
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並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 七 條：股份轉讓之登記，於股東常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
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不得為之。
第七條之一：本公司股務處理依主管機關所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規定辦理。

第三章 股東會
第 八 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兩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
臨時會於必要時依相關法令召集之。
第 九 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依有關法令規定，委託代理人出席之。
第 十 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者除外。
第 十一 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親自或代理出席，
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一條之一：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遇董事長缺席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
之，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股東會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時，主席由
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十一條之二：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股東會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
分發各股東。前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四章 董事及監察人
第 十二 條：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七人，監察人二至三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或法人股東或法人股東之
代表人選任，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二條之一：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或監察人全體解任時，董事會應於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其任
期以補足原任之期限為限。
第十二條之二：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規定，本公司董事席次中獨立董事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低於董事
席次五分之一，其選任方式採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
第 十三 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之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推董事長一人，得
以同一方式互選一人為副董事長，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第 十四 條：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董事因故不能出席
時，得出具委託書，列明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代理人以受一人委託為限。
第 十五 條：監察人單獨依法行使監察權，並得列席董事會議，但不得加入表決。
第 十六 條：刪除
第 十七 條：刪除

第五章 經理人
第 十八 條：本公司得設總經理一人及經理人若干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本公司得依董事會決議設執行長、副執行長、事業群總經理、事業部總經理及顧問若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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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會計
第 十九 條：本公司每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會應編造左列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交監察人查核，提交
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 二十 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二且不高於百分之二十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
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其具體辦法授權董事會訂
定之；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二為董監酬勞。員工酬勞及董
監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第二十條之一：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應依下列優先順序提撥：
(一)提繳稅款。
(二)彌補以往年度虧損。
(三)提列10%為法定盈餘公積。
(四)視公司營運需要及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五)就一至四款分配後之餘額除由董事會酌予保留外，得併同以往年度累積盈餘，作為可供分
配股東股息及紅利，其分派數額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
本公司分配股利之政策，須視公司目前及未來之投資環境、資金需求、國內外競爭狀況、
資本支出需要及健全財務規劃等因素，以求永續發展，董事會擬定股東紅利分派案時得視
公司營運需求，決定股東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之比例，其中股東現金紅利分派之比率不得
低於股東股利總額之10%。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本公司股利發放方式採盈餘轉增資、資本公積轉增資與現金股利三種方式配合，本公司視未來發
展及健全公司財務結構並保障投資人權益，其股利發放政策之比率為股票股利（含盈轉及資本公
積配股）佔百分之七十以下，現金股利則在百分之三十以上。
第二十二條：本公司得為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購買責任保險，其保險範圍，保險金額等事項，授權董事會辦
理。
董事、監察人執行本公司職務時，不論盈虧，公司得支給報酬，其報酬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
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同業通常水準，授權董事會議定之。
第二十三條：本章程未定事項者，悉依照公司法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八月八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七十九年十月二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 七十九年十一月二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 八十四年七月二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 八十五年七月廿六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 八十六年八月十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 八十六年九月廿六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 八十七年四月三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 八十七年五月十二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 八十九年四月十五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 八十九年四月十五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 九十年五月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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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 九十一年五月廿四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 九十二年五月十五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 九十三年五月十八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 九十四年五月十八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 九十五年五月廿四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 九十六年五月廿二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 九十八年六月廿六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 九十九年六月廿九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 一○○年六月廿四日
第廿一次修訂於民國 一○一年六月五日
第廿二次修訂於民國 一○二年六月廿四日
第廿三次修訂於民國 一○三年六月廿三日
第廿四次修訂於民國 一○四年六月廿六日
第廿五次修訂於民國 一○五年六月廿日
第廿六次修訂於民國 一○六年六月廿八日
第廿七次修訂於民國 一○七年六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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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寶聯通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九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 二 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於股東會行之。
第 三 條 凡有行為能力之人，得被選為董事或監察人。
第 四 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名額以本公司章程所訂定之董事及監察人名額為準。
第 五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用記名累積選舉法，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
配選舉數人。監察人之選舉照前項規定辦理。
第 六 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依本公司章程所訂定之名額，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依次當選。一
人同時當選為董事及監察人時，應自行決定充任董事或監察人，其缺額由原選次多數之被選舉人遞
充。如有二人或二人以上得權相同因而超過選出名額時，應由得權相同者抽籤決定之，如得權相同
者未出席時，概由主席代為抽籤。
第 七 條 董事會應負責製備與應選出董事或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票，選舉票應加蓋董事會印章，並填明選
舉人之股東出席證號碼及選舉權數，分發出席股東會之股東。
第 八 條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計票員、監票人各若干人，執行各項有關職務。
第 九 條 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用票箱應由董事會製備。票箱應於投票前由監票人當眾開驗。
第 十 條 選舉人須在選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名並加註股東戶號，如非股東身份者，應填明被選
舉人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惟政府或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
府或法人名稱，亦須填明該政府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
姓名。
第十一條 有下列任一情形之選舉票，一概視作廢票：
一、 不用本辦法所規定之選舉票者。
二、 以空白選舉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 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 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身分、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所填被選舉人如非股
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經核對不符者。
五、 除填被選舉人之姓名及股東戶號或身分證統一編號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六、 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相同者，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統一編號以資識別者。
七、 同一選舉票填入被選舉人二人或二人以上者。
第十二條 投票完畢後應即當眾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佈之。
第十三條 當選之董事或監察人由本公司董事會分別發給當選通知書。
第十四條 本辦法未依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由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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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寶聯通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修正前

道德行為準則
民國 95 年 3 月 3 日董事會訂定通過
民國 95 年 5 月 24 日提報股東會
第一條：訂定目的及依據
為使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包括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財會部門主
管、以及其他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利之人）之行為符合道德標準，並使本公
司之利害關係人更加瞭解本公司道德標準，特訂定本準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涵括之內容
一、防止利益衝突：
個人利益介入或可能介入公司整體利益時即產生利害衝突，如：
1. 當本公司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無法以客觀及有效率的方式處理公務時；
2. 基於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而使得其自身、配偶、父母、子女或三親等以內
之親屬獲致不當利益時；
3. 應特別注意與前述人員所屬之關係企業資金貸與或為其提供保證、重大資
產交易、進（銷）貨往來之情事；
4.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應主動向本公司說明其與本公司有無潛在
之利益衝突。
二、避免圖私利之機會：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應避免有下列事項：
1. 透過使用本公司財產、資訊或藉由職務之便而有圖私利之機會；
2. 透過使用本公司財產、資訊或藉由職務之便以獲取私利；
3. 與本公司競爭。當公司有獲利機會時，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有
責任增加本公司所能獲取之正當合法利益。
三、保密責任：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對於本公司之進（銷）貨客戶之資訊，除經授
權或法律規定公開外，應負有保密義務。應保密的資訊包括所有可能被競爭對
手利用或洩漏之後對本公司或客戶有損害之未公開資訊。
四、公平交易：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應公平對待本公司之進（銷）貨客戶、競爭對
手及員工，不得透過操縱、隱匿、濫用其基於職務所獲悉之資訊，對重要事項
做不實陳述或其他不公平之交易方式而獲取不當利益。
五、保護並適當使用公司資產：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均有責任保護本公司資產，並確保其能有效合
法地使用公務上，若被偷竊、疏忽或浪費均會影響本公司之獲利能力。
六、遵循法令規章：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應確實遵循證券交易法及其他法令規章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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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鼓勵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
本公司除加強宣導道德觀念外，並鼓勵員工於懷疑或發現有違反法令規章或道
德行為準則時，向本公司監察人、經理人、內部稽核主管或其他適當人員呈報。
為鼓勵員工呈報違法情事，其相關流程或機制另訂辦法執行。
八、懲戒措施：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有違反道德行為準則之情形時，且經查證屬實
者，本公司得以將其解聘或終止勞動關係，並追溯法律責任，且即時於公開資
訊觀測站揭露違反道德行為準則人員之職稱、姓名、違反日期、違反事由、違
反準則及處理情形等資訊。
第三條：豁免適用之程序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如有違反本道德行為準則之情事而被豁免者，必須經
由董事會決議通過，且即時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允許豁免人員之職稱、姓名、董
事會通過豁免之日期、豁免適用之期間、豁免適用之原因及豁免適用之準則等資
訊，俾利股東評估董事會所為之決議是否適當，以抑制任意或可疑的豁免遵循準則
之情形發生，並確保任何豁免遵循準則之情形均有適當的控管機制，以保護本公司。
第四條：揭露方式
本道德行為準則揭露於年報、公開說明書及公開資訊觀測站，修正時亦同。
第五條：施行
本公司之道德行為準則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並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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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寶聯通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修正前

誠信經營守則
訂定日期：100 年 5 月 24 日董事會通過
第一條：訂定目的及適用範圍
為建立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及健全發展，以建立良好商業運作模式，特訂定本守則。
本守則之適用範圍及於本公司之子公司、直接或間接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
之財團法人及其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機構或法人等集團企業與組織（以下簡稱集
團企業與組織）。
第二條：禁止不誠信行為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員工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者（以下簡稱實質控制
者），於從事商業行為之過程中，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不
正當利益，或做出其他違反誠信、不法或違背受託義務等不誠信行為，以求獲得或
維持利益（以下簡稱不誠信行為）。
前項行為之對象，包括公職人員、參政候選人、政黨或黨職人員，以及任何公、民
營企業或機構及其董事（理事）
、監察人（監事）
、經理人、受僱人、實質控制者或
其他利害關係人。
第三條：利益的態樣
本守則所稱利益，其利益係指任何有價值之事物，包括任何形式或名義之金錢、餽
贈、佣金、職位、服務、優待、回扣等。但屬正常社交禮俗，且係偶發而無影響特
定權利義務之虞時，不在此限。
第四條：法令遵循
本公司應遵守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商業會計法、政治獻金法、貪污治罪條例、政
府採購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上市上櫃相關規章或其他商業行為有關法
令，以作為落實誠信經營之基本前提。
第五條：政策
本公司應本於廉潔、透明及負責之經營理念，制定以誠信為基礎之政策，並建立良
好之公司治理與風險控管機制，以創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
第六條：承諾與執行
本公司及其集團企業與組織應於其內部規章及對外文件中明示誠信經營之政策，董
事會與管理階層應承諾積極落實，並於內部管理及外部商業活動中確實執行。
第七條：誠信經營商業活動
本公司應以公平與透明之方式進行商業活動。
本公司於商業往來之前，應考量其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交易對象
之合法性及是否有不誠信行為，宜避免與有不誠信行為紀錄者進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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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與他人簽訂契約，其內容宜包含遵守誠信經營政策及交易相對人如涉有不誠
信行為時，得隨時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條款。
第八條：禁止行賄及收賄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員工與實質控制者，於執行業務時，不得
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形式之不正當利益，包括回扣、佣金、疏
通費或透過其他途徑向客戶、代理商、承包商、供應商、公職人員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提供或收受不正當利益。但符合營運所在地法律者，不在此限。
第九條：禁止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員工與實質控制者，對政黨或參與政治活
動之組織或個人直接或間接提供捐獻，應符合政治獻金法及公司內部相關作業程
序，不得藉以謀取商業利益或交易優勢。
第十條：禁止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員工與實質控制者，對於慈善捐贈或贊助，
應符合相關法令及內部作業程序，不得為變相行賄。
第十一條：禁止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員工與實質控制者，不得直接或間接提
供或接受任何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藉以建立商業關係或影響商
業交易行為。
第十二條：組織與責任
本公司之董事會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督促公司防止不誠信行為，並隨時
檢討其實施成效及持續改進，確保誠信經營政策之落實。
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理，由稽核室負責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方案之制定及
監督執行，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第十三條：業務執行之法令遵循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員工與實質控制者於執行業務時，應遵
守法令規定及防範方案。
第十四條：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利益迴避
本公司應制定防止利益衝突之政策，並提供適當管道供董事、監察人與經理人主
動說明其與公司有無潛在之利益衝突。
本公司董事應秉持高度自律，對董事會所列議案，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
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者，得陳述意見及答詢，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
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董事間亦應自
律，不得不當相互支援。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不得藉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使其自身、配偶、父
母、子女或任何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
109

第十五條：會計與內部控制
本公司應就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建立有效之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
制度，不得有外帳或保留秘密帳戶，並應隨時檢討，俾確保該制度之設計及執行
持續有效。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查核前項制度遵循情形，並作成稽核報告提報董事
會。
第十六條：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本公司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之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具體規範董事、監察
人、經理人、受僱人及實質控制者執行業務應注意事項，其內容至少應涵蓋下列
事項：
一、提供或接受不正當利益之認定標準。
二、提供合法政治獻金之處理程序。
三、提供正當慈善捐贈或贊助之處理程序及金額標準。
四、避免與職務相關利益衝突之規定，及其申報與處理程序。
五、對業務上獲得之機密及商業敏感資料之保密規定。
六、對涉有不誠信行為之供應商、客戶及業務往來交易對象之規範及處理程序。
七、發現違反企業誠信經營守則之處理程序。
八、對違反者採取之紀律處分。
第十七條：教育訓練及考核
本公司應定期對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員工與實質控制者舉辦教育訓練與宣導，
使其充分瞭解公司誠信經營之決心、政策、防範方案及違反不誠信行為之後果。
本公司應將誠信經營政策與員工績效考核及人力資源政策結合，設立明確有效之
獎懲制度。
第十八條：檢舉與懲戒
本公司應提供正當檢舉管道，並對於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應確實保密。
本公司應明訂違反誠信經營規定之懲戒與申訴制度，並即時於公司內部網站揭露
違反人員之職稱、姓名、違反日期、違反內容及處理情形等資訊。
第十九條：資訊揭露
本公司應於公司網站、年報及公開說明書揭露其誠信經營守則執行情形。
第二十條：誠信經營守則之檢討修正
本公司應隨時注意國內外誠信經營相關規範之發展，並鼓勵董事、監察人、經理
人及員工提出建議，據以檢討改進公司訂定之誠信經營守則，以提昇公司誠信經
營之成效。
第二十一條：實施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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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寶聯通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修正前

董事會議事規則
九十六年三月六日董事會修正通過
九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提報股東會
九十九年四月九日董事會修正通過
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提報股東會
一○○年五月二十四日董事會修正通過
一○一年三月十六日董事會修正通過
一○一年六月五日提報股東會
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董事會修正通過
一○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提報股東會
一○五年八月十日董事會修正通過
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董事會修正通過
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提報股東會
第一條：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董事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公開發
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之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規範，其主要議事內容、作業程序、議事錄應載明事項、公告
及其他應遵循事項，應依本規則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本公司董事會至少每季召開一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召集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遇有緊急情事
時，得隨時召集之。
前項召集之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 E-mail 電子方式為之。
本規則第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除有突發緊急情事或正當理由外，應在召集事
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第四條：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議事單位為董事長室。
議事單位應擬訂董事會議事內容，並提供足夠之會議資料。於召集通知時一併寄送。
董事如認為會議資料不充足，得向議事單位請求補足。董事如認為議案資料不充
足，得經董事會決議後延期審議之。
第五條：召開本公司董事會時，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董事簽到，以供查考。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如不能親自出席，得依本公司章程規定委託其他董事代理
出席；如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時，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
權範圍。
第二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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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本公司董事會召開之地點與時間，應於本公司所在地及辦公時間或便於董事出席且
適合董事會召開之地點及時間為之。
第七條：本公司董事會召開時，議事單位應備妥相關資料供與會董事隨時查考。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相關部門或子公司之人員列席。
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師、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及說明。但討論及表決時
應離席。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並有過半數之董事出席時，應即宣布開會。已屆開會
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數未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
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者，主席得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程序重新召集。
前項及第十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第八條：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之議事程序進行。但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
得變更之。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董事提議，主席應
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第七條第三項規定。
第九條：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己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本公司董事會議案表決時，經主席徵詢出席全體董事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
與表決通過同。如經主席徴詢而有異議者，即應提付表決。
表決方式由主席就下列各款規定擇一行之，但出席者有異議時，應徵求多數之意見
定之：
一、舉手表決或投票器表決。
二、唱名表決。
三、投票表決。
四、公司自行選用之表決。
前二項所稱出席董事全體不包括依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
第十條：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議事錄應詳實記載下列事項：
一、會議屆次（或年次）及時間地點。
二、主席之姓名。
三、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席、請假及缺席者之姓名與人數。
四、列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五、記錄之姓名。
六、報告事項。
七、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監察人、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
要、依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人之董事姓名、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
說明、其應迴避或不迴避理由、迴避情形、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
明及獨立董事依第十五條第五項規定出具之書面意見。
八、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監察人、專家及其他
人員發言摘要、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利害關係重要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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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之說明、其應迴避或不迴避理由、迴避情形及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
面聲明。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之議決事項，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除應於議事錄載明外，並應於董事
會之日起次一營業日交易時間開始前，於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資
訊申報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獨立董事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二）如本公司設有審計委員會者，未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
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過。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一部分，應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內分送董事及監察
人。並應列入公司重要檔案，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第一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十一條：本公司董事會議案之決議，除證交法及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
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同一議案有須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但如其中一案
己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無須再行表決。
議案之表決如有設置監票及計票人員之必要者，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
董事身分。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記錄。
第十二條：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
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
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司法第二百零
六條第三項準用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本公司董事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音或錄影存證。並至少保存五年，其保存得
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保存期限未屆滿前，發生關於董事會相關議決事項之訴訟時，相關錄音或錄
影存證資料應續予保存至訴訟終結止。
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視訊影音資料為會議紀錄之一部份，應於公司存續期間妥
善保存。
第十四條：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股東會所得選
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會議主席由出席董事推選一人擔任之，召集權人
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
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
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
人代理之。
113

第十五條：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應提董事會討論：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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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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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提報下次董事會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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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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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提報董事
會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台幣十元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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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董事對於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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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第十六條、除第十五條第一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事項外，本公司董事會依法令或公司章
程規定，得授權董事長行使董事會職權，其授權內容如下：
一、核定各項重要契約。
二、不動產抵押借款及其他借款之核定。
三、公司一般財產及不動產購置與處分之核定。
四、轉投資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指派。
五、增資或減資基準日、現金股利配發基準日。
六、其他董事會授權董事長之職權或依本公司章程或相關規章規定授權之事項。
第十七條、本公司定期性董事會之議事內容，至少包括下列各事項：
一、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二）重要財務業務報告。
（三）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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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重要報告事項。
二、討論事項：
（一）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
（二）本次會議預定討論事項。
三、臨時動議。
第十八條、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應由薪資報酬委員會提出建議後，由董事會
討論決定。
董事會對於薪資報酬委員會就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薪資報酬之建議，得不採納
或予以修正，但應有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並於決議說明董事會通過之薪資報酬有無優於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
董事會通過之薪資報酬如優於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除應就差異情形及原因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外，並應於事實發生日起次一營業日交易時間開始二小時前公
告申報。
第十九條、本公司董事會若設有常務董事，其常務董事會議事準用第二條、第三條第二項、
第四條至第十三條及第十七條規定。但常務董事會屬七日內定期召集者，得於二
日前通知各常務董事。
第二十條、本議事規則之訂定及修正應經本公司董事會同意，並提股東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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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寶聯通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修正前

股東會議事規則
民國一○一年六月五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一、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六
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二、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依本規則行之。
三、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股東，得於三十日前以輸入
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方式為之；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
一千股股東，得於十五日前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方式為之。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
改選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
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四、本公司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
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五、本公司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
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六、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
選舉董事、監察人者，應另附選舉票。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
件，以備核對。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
席。
七、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
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
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八、本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
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九、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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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第一次延長時間為三十分鐘，第二次延長時間為二十分鐘）。延後二次仍
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
公司法第一日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十、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
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
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
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
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十一、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名，由主席指定其發
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
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十二、出席股東發言時，每次不得過五分鐘，但經主席許可者，得延長三分鐘，逾時主席得停止其發言。

十三、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傷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
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
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十四、主席對於議案討論時，主席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於適當期間宣告討論終結，必要時並得宣告
中止討論，主席即提付表決。

十五、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
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布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
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有異議者，應依前項規定採
取投票方式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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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
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
之，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紀錄。

十六、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十七、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
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記載之，在
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前項決議方法，係經主席徵詢股東意見，股東對議案無異議者，應記載「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
議通過」
；惟股東對議案有異議時，應載明採票決方式及通過表決權數與權數比例。

十八、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
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之重大訊息時，本公司
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十九、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
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
其離開會場。

二十、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
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
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二十一、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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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寶聯通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修正前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第一條：本處理程序係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
簡稱金管會）訂定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訂定。
第二條：本程序所稱之「資產」範圍：
一、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證、認購（售）
權證、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等投資。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資性不動產、土地使用權、營建業之存貨）
及設備。
三、會員證。
四、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五、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六、衍生性商品。
七、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八、其他重要資產。
第二條之一：本程序用詞定義如下：
一、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資產、利率、匯率、指數或其他利益等商品所衍生之
遠期契約、選擇權契約、期貨契約、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及上述商品
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等。所稱之遠期契約，不含保險契約、履約契約、售後
服務契約、長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銷）貨合約。
二、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企業併購法、
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律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
處分之資產，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八項規定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
（以下簡稱股份受讓）者。
三、關係人、子公司：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定之。
四、專業估價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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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事實發生日：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事會決議日或
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但屬需經主管機關核准
之投資者，以上開日期或接獲主管機關核准之日孰前者為準。
六、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
可辦法規定從事之大陸投資。
第三條：評估程序
一、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應考量其每
股淨值、獲利能力、未來發展潛力、市場利率、債券票面利率、債務人債信及
當時交易價格議定之。
二、取得或處分已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依當時之股
權或債券價格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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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取得或處分前二款之其他資產，以詢價、比價、議價或公開招標方式擇一為之，
並應參考公告現值、評定現值、鄰近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等議定之，若符合本
程序規定應公告申報標準者，並應參考專業估價者之估價報告。
第四條：資產取得或處分程序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承辦單位應將擬取得或處分之緣由、標的物、交易相對人、
移轉價格、收付條件及價格參考依據等事項評估後，呈請權責單位裁決，並由
管理部門執行，相關事項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關作業規定及本處理程序
辦理之。
二、本公司有關長短期有價證券投資之執行單位為財會部門，屬不動產及其他固定
資產之執行單位則為使用部門及相關權責單位。非屬有價證券投資、不動產及
其他固定資產之其他資產，則由執行相關單位評估後方得為之。
三、有關資產之取得或處分相關作業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關規定辦理之。
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依違反情況予以處分相關人員。
第五條：核決權限
本公司國內外長期股權投資之購買與出售，不論金額，一律需經董事會核准。
除前項敘述之長期股權交易金額外，其它長、短期有價證券投資或處分，均應呈請
董事長核准；超過新臺幣伍千萬者（不含），應提報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其他資產之取得或處分應依本公司核決權限辦理。
第六條：投資額度
本公司得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或有價證券，其投資總額不得超過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百，且購買個別有價證券其投資金額不得超過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八十。
第七條：應辦理公告及申報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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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會指定之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人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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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買賣公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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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
額。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
金額並達下列規定之一：
（一）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二）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上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額達新臺幣
十億元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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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公
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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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買賣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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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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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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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
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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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本程
序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
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於知悉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計師、律
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第八條：應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本公司依前條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
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證期會指定之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三、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第九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除與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
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外，交易金額達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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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交易條件變更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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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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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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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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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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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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公司係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
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第十條：公開發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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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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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之一：前三條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
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
入。
第十二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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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或證券承銷商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
第十三條：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應依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件
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依前節規定取得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一條之一規定辦理。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第十四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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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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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第十五條及第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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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對象及其與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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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準則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
察人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其母公司或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董事會得依本公
司核決權限，於額度內授權董事長先行決行並於事後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本公司若有設置獨立董事者，依第一項規定提報董事會討論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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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已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依第一項規定應經監察人承認事項，應先經審計委員會
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準用第二十三條第三項及第四項
規定。
第十五條：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一、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利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本。所稱必要資
金利息成本，以公司購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之加權平均利率為準設算之，惟
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布之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二、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構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
貸放評估總值，惟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計值應達貸放評估總值
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逾一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易之一方互為關係人
者，不適用之。
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前項所列任一方法評
估交易成本。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評估不動產成本，並應洽請
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第十四條規定辦理，不適
用前三項規定：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
二、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三、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委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產而
取得不動產。
第十六條：本公司依前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第十六之
一條規定辦理。但如因下列情形，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專業估價者與會
計師之具體合理性意見者，不在此限：
一、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行興建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營建成本加計合理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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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其合計數逾實際交易價格者。所稱合理營建利潤，應以最近三年
度關係人營建部門之平均營業毛利率或財政部公布之最近期建設業毛
利率孰低者為準。
（二）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
其面積相近，且交易條件經按不動產買賣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或地區價
差評估後條件相當者。
（三）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租賃案例，經按不動產
租賃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價差推估其交易條件相當者。
二、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動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
關係人成交案例相當且面積相近者。
前項所稱鄰近地區成交案例，以同一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方圓未逾五百
公尺或其公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積相近，則以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之
面積不低於交易標的物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取得不動產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第十六條之一：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按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
辦理下列事項：
一、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
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
行公司，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二、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理。
三、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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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經依前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
或處分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者，並經金管會同
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者，
亦應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交易種類
1.本公司從事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係指其價值由資產、利率、匯率、
指數或其他利益等商品所衍生之交易契約（如遠期契約、選擇權契
約、期貨契約、交換契約，及上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等）。
前述所稱之遠期契約，並不包括保險契約、履約契約、售後服務契
約、長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銷）貨合約。
2.有關債券保證金交易之相關事宜，應比照本處理程序之相關規定辦
理。
3.本公司不從事上述之外之其他衍生性商品交易。
（二）經營避險策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係以規避風險為目的，交易商品應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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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規避公司業務經營所產生的風險為主，以公司因營運所產生之曝
險部位進行避險。交易對象亦應選擇平時與公司業務往來之銀行，以
避免產生信用風險。
（三）權責劃分
1.交易人員：為衍生性商品交易執行人員，負責衍生性金融商品相關
資料、法令之搜集，避險策略之設計及風險揭露，判斷金額市場趨
勢及風險，依公司操作策略提出部位及避險方式之建議報告，送交
授權主管核准後執行。
2.確認人員：負責與往來銀行確認交易之正確性，並於交易確認書上
用印寄回。
3.交割人員：負責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之交割事宜，並定期檢視現金
流量狀況，以確保所訂定之交易契約能如期交割。
4.帳務人員：應根據相關規定（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等），將有關避險
交易及損益結果，以確實且允當地表達於財務報表上。
5.前述之交易、確認及交割人員不得互相兼任。上述人員必須瞭解避
險工具及所有的交易形態。
（四）作業程序
被授權交易人員於授權額度內和銀行進行交易，每筆交易後，立即填
寫交易單，註明內容、送交董事會授權之主管簽核。
在收到銀行交易憑證後，確認人員須立即確認交易內容，經確認人員
確認後，交割人員依據交易單明細執行交割事項，並統計部位及將交
易單副本送交會計人員，製作相關報表。
交割與登錄之會計人員應根據交易單位製作之交易副本進行交易確
認，依交易確認之金額進行交割及登錄明細。
（五）核決權限
有關授權額度及權限依本公司核決權限規定為限。執行單位應評選條
件較佳之金融機構，呈請權責主管核准後，與其簽訂授信額度合約，
並於該額度內從事衍生商品交易。
（六）契約總額及損失上限
1.避險性交易：係從事交易之契約總款訂為美金 1,200 萬元，全部契
約損失上限訂為美金 50 萬元，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為個別契約
金額之 5%，且不得超過美金 10 萬元。
2.金融性操作：係建立一資產負債或投資組合新的部位，期望未來因
市場波動而獲得利益者。金融性操作並無原始交易為基礎而純係以
創造利潤為目的。本公司暫不從事該項操作之交易。
（七）績效評估
財會單位應每週以市價評估檢討操作績效，並每月定期呈報董事長以
檢討改進所採用的避險操作策略。
（八）定期評估方式
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位至少每週應評估一次，惟若為業務需要
辦理之避險性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應呈送董事會授
權之高階主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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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險管理措施
（一）信用風險
交易對象以國內外著名之金額機構為主，並應考量其信用評等為原
則。
（二）市場風險
對衍生性金融商品，因利率、匯率變化或其他因素所造成之市價變動
風險，依前項損失上限之規定加以控制管理。
（三）流動性風險
承做之金融商品須具普遍性，可隨時於市場上進行反向沖銷；受委託
交易之金融機構必須有充足的資訊及能力，可於任何市場進行交易。
（四）現金流量風險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考量交易商品於交易時間所產生之預計現金
流量，並確保營運資金足以支應其交割需求。
（五）作業風險
1.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相關人員依前項第三款權責劃分之規範以避免
作業風險。
2.風險之衡量、監督與控制人員應與前項第四款交易人員分屬不同部
門，並應向董事會或向不負交易或部位決策責任之高階主管人員報
告。
（六）法律風險
與金融機構簽署的文件應經財務及法務或法律顧問等專門人員檢視
後才能正式簽署，以避免法律風險。
三、內部稽核制度
（一）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建立備查簿，並依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
類、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
查。
（二）稽核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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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
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
每月十日前輸入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四、董事會之監管責任
（一）指定高階主管人員應隨時注意衍生性商品交易風險之監督與控制。
（二）定期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績效是否符合既定之經營策略及承擔
之風險是否在公司容許承受之範圍。
（三）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應依下列原則管理衍生性商品之交易：
1.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理措施是否適當並確實依本程序及公司
所訂之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辦理。
2.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有異常情事時，應採取必要之因應措施，
並立即向董事會報告，本公司若已設置獨立董事時，董事會應有獨
立董事出席並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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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依本處理程序規定授權相關人員辦理者，事後
應提報最近期董事會。
第十八條：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師、
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
表示意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過。但本公司合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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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
額之子公司間之合併，得免取得前開專家出具之合理性意見。
第十九條：本公司有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情事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
經金管會同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相
關事項。
參與股份受讓之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金管會同意者
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
本公司有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情事時，應將下列資料作成完整書
面紀錄，並保存五年，備供查核：
一、人員基本資料：包括消息公開前所有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
或計畫執行之人，其職稱、姓名、身分證字號（如為外國人則為護照號碼）。
二、重要事項日期：包括簽訂意向書或備忘錄、委託財務或法律顧問、簽訂契約
及董事會等日期。
三、重要書件及議事錄：包括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意向書或備忘
錄、重要契約及董事會議事錄等書件。
本公司有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情事時，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之即
日起算二日內，將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資料，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
報金管會備查。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之公司者，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第
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除下列情形外，
不得任意變更，且應於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情況：
一、辦理現金增資、發行轉換公司債、無償配股、發行附認股權公司債、附認股
權特別股、認股權憑證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二、處分公司重大資產影響公司財務業務之行為。
三、發生重大災害、技術重大變革等影響公司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情事。
四、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任一方依法買回庫藏股之調整。
五、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
六、已於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其他條件，並已對外公開揭露者。
本公司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契約應依規定載明相關事項，以維護參與公
司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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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子公司資產取得或處分之規定
一、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亦應依母公司規定辦理。
二、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達第七條所訂應公告申報標
準者，由母公司辦理公告申報事宜。
三、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中所稱「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總資產百分之
十」，係以母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所稱子公司為本公司直接持有逾百分之五十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之被投資公司
或公司經由子公司間接持有逾百分之五十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之各被投資公
司，餘類推，或公司直接及經由子公司間接持有逾百分之五十已發有表權股份之
各被投資公司，餘類推。
第二十一條之一：本程序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規定，以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
之最近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金額計算。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
非屬新臺幣十元者，本準則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之交易金額規定，以歸屬
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百分之十計算之。
第二十二條：財務報表揭露事項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達本處理程序第七條所定應公告申報標準，且其交易對象
為實質關係人者，應將公告之內容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揭露，並提股東會報告。
第二十三條：本處理程序經董事通過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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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應將其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如
已設置獨立董事者，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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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已設置審計委員會者，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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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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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理程序所稱審計委員
會全體成員及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第二十四條：本處理程序訂立於中華民國 87 年 03 月 26 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88 年 09 月 01 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88 年 11 月 05 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92 年 02 月 21 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95 年 05 月 24 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96 年 05 月 22 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01 年 06 月 05 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03 年 06 月 23 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06 年 0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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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寶聯通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修正前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第一條：（目的）
為因應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有所依循，特訂立本程序。
第二條：（資金貸與對象）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十五條規定，其資金除有下列各款情形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
他人：
（一）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業務往來者。
（二）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
前項所稱短期，係指一年。但公司之營業週期長於一年者，以營業週期為準。
第三條：刪除。
第四條：（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本公司資金貸與總金額，以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四十為限。
二、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號，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業務往來金
額為限，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最近一年度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但
最高金額不得超過前項規定。
三、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或行號，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的百分
之十五為限。
所稱總金額、個別貸與金額，係指本公司短期融通資金之累計餘額。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其金額雖
不受第一項之限制，但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四十五為限；整體資金貸放期
間不得逾二年，有特殊原因需延長者，需事前提報董事會核准後，方得為之。
第五條：（貸與作業程序）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前，應審慎評估是否符合證券主管機關所訂「公開發行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及本程序之規定，併同評估結果提董事會決議後辦
理，不得授權其他人決定。 已設置獨立董事時，其將資金貸與他人，應充分考量
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議事
錄。
（一）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由借款人先提供必要之財務及保證資料，向本
公司具函申請融資額度。
（二）本公司受理申請後，應由財會單位擬具報告，述明貸放對象、原因、貸放之
必要性及合理性、金額、償還方式、還款資金來源（含：財務狀況、獲利能
力及償債能力與信用等），並對該貸放對象作徵信及風險評估，以及分析該
項資金貸與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三）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時，應取得同額之擔保本票，必要時並辦理動產或
不動產之抵押設定。
前項債權擔保，債務人如提供相當資力及信用之個人或公司為保證，以代替
提供擔保品者，董事會得參酌財會單位之徵信報告辦理；以公司為保證者，
應注意其章程是否訂有得為保證之條款。
擔保品價值應由財會單位審慎評估後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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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公司資金貸與事項，經本公司財會單位依本程序進行審查徵信提出前述第
一至三項貸與作業程序報告後，連同擬定計息利率及融資期限，呈總經理、
董事長核閱後，報請董事會核准，決議通過後交財會單位辦理。本公司與母
公司或子公司間，或子公司間之資金貸與，應依前項規定提董事會決議，並
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度及不超過一年之期
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第四條第三項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100%表決
權股份之國外子公司間之貸與限額之條件規定外，本公司或子公司對單一企
業之資金貸與之授權額度不得超過該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
第六條：（融通期限與計息方式）
（一）資金貸放期間： 以一年為限，但公司營業週期長於一年者，以營業週期為
準。
借款到期者，須於期滿前提出請求、完成呈報，並得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方
可續借，惟展期後總借款期限仍應符合前述資金貸放一年為限之規定。
（二）貸款利息之計收，以每月收息一次為原則，每月月底為計息基準日，按撥款
基數計算，利率不得低於中央銀行公佈之短期放款最低利率及高於年息百分
之二十。
第七條：（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逾期債權處理程序）
（一）貸款撥放後，應經常注意借款人及保證人之財務、業務以及相關信用狀況等，
如有提供擔保品者，並應注意其擔保價值有無變動情形，遇有重大變化時，
應立刻通報董事長，並依指示為適當之處理。
（二）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或到期前償還借款時，應先計算應付之利息，連同本金一
併清償後，方可將本票借款等註銷歸還借款人或辦理抵押權塗銷。
（三）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時，應即還清本息。經董事會核准可延期償還者，以不超
過三個月，並以兩次為限，違者本公司得就其所提供之擔保品或保證人，依
法逕行處分及追償。
第八條：（內部控制）
（一）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建立備查簿，就資金貸與之對象、金額、董事
會通過日期、資金貸放日期及依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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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如發現
重大違規情事，應視違反情況予以處分經理人及主辦人員。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符本作業程序規定或餘額超限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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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資金貸與餘額。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公告申
報：
（一）本公司及其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餘額達該公開發行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二）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資金貸與餘額達該公開發行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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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新增資金貸與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達該公開
發行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以上。
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
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三款應公告申報之事
項，應由該本公司為之。
第十條：（其他事項）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與他人者，本公司應命該子公司依本程序之規定訂
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並應依所定作業程序辦理。
二、本公司應評估資金貸與情形並提列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
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出具允當之查
核報告。
三、本作業程序未盡事宜部份，依有關法令及本公司相關規章辦理。
第十一條：（重要名詞定義）
本準則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認定之。
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者，本準則所稱之淨值，係
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第十二條：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
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
正時亦同。已設立獨立董事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
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第十三條：本作業程序訂立於中華民國 87 年 03 月 26 日。
第十四條：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88 年 09 月 01 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91 年 02 月 25 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92 年 02 月 21 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96 年 05 月 22 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98 年 06 月 26 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99 年 06 月 29 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02 年 06 月 24 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05 年 0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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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寶聯通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修正前

背書保證辦法
一、本公司為管理對外背書保證作業，特訂定本辦法，本辦法未詳盡之處悉依相關法規辦理。
二、本辦法之對外背書保證對象如下：
本公司除得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
關係由全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或同業間依消費者保護法規
範從事預售屋銷售合約之履約保證連帶擔保者外，得背書保證之對象僅限下列公司：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書保證，且其金
額不得超過公開發行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
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接出資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出資。
三、本辦法所稱背書保證範圍如下：
（一）融資背書保證：
1.客票貼現融資。
2.為他公司融資之目的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3.為本公司融資之目的而另開立票據予非金融事業作擔保者。
（二）關稅背書保證：係指為本公司或他公司有關關稅事項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三）其他背書保證：係指無法歸類列入前兩項之背書或保證事項。
（四）本公司提供動產或不動產為他公司借款之擔保設定質權、扺押權者。
四、背書保證之額度：
（一）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以不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五十為限，對單一企業背書
保證之限額為當期淨值百分之二十。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以不超過當期整體淨值百分之五十為
限，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限額為當期整體淨值百分之二十。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訂定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達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應於股東會說明其必要性及合理性。
（四）與本公司因業務往來關係而從事背書保證者，除上述限額規定外，其個別背書保
證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
銷貨金額孰高者。
五、背書保證作業決策及授權層級：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時，應審慎評估是否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
證處理準則」及本辦法之規定，併同第六條背書保證辦理程序之評估結果，由經
辦部門提送報告，提報董事會決議後辦理。已設立獨立董事時，其為他人背書保
證，除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外，並需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
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子公司依第二條規定為背
書保證前，應提報本公司董事會決議後始得辦理。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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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三）除因業務需要，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金額不得超過本辦法所規定之額度。有超過
限額之必要且符合本辦法所訂條件者，應經董事會同意，並由半數以上董事對公
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聯保，並修正本背書保證辦法，報經股東會追認之；
股東會不同意時，應訂定計劃於一定期限銷除超限部份。已設立獨立董事於前項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
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四）若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不符本準則規定或金額超限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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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時，應由被背書保證公司出具申請書向本公司財會單位
提出申請，並檢附必要之財務資料及保證資料，以利公司評估其背書保證之必要
性與合理性，評估其風險性並作成評估紀錄報告，再呈報董事會決議通過後辦理。
（二）公司辦理對外背書保證時，應要求被背書保證公司出具同額之保證本票交存本公
司，必要時並辦理動產或不動產之抵押設定，作為相對保證之用。
（三）財務單位針對被背書保證公司，其報告中應審查評估之事項應包括：
1.說明背書保證對象之借款目的與用途，及本公司背書保證之限額及餘額，評估
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2.以被背書保證對象之所營事業、財務狀況、獲利能力、償債能力、信用情況及
還款來源，衡量背書保證對象之徵信及風險評估，並要求適當之擔保品。擔保
品之價值應由財會單位應審慎評估之。
3.累積背書保證金額是否仍在限額內。
4.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背書保證，應評估其背書保證金額是否仍在額度內。
5.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四）財會單位應建立備查簿，就背書保證對象、金額、董事會通過或董事長決行日期、
背書保證日期及依前項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五）財會單位應依財務會計準則之規定，評估或認列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
告中適當揭露背書保證資訊，並提供簽證會計師相關資料，以供會計師採行必要
查核程序，出具允當之查核報告。
（六）本公司或子公司之背書保證對象若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之子公司，本
公司或子公司應按季追蹤審閱其財務報表，如發現異常之情事應以書面報告處理
建議，並責其提出財務改善計畫與因應措施。
（七）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依前項規定計算之實收資本
額，應以股本加計資本公積-發行溢價之合計數為之。
七、背書保證註銷：
（一）背書保證有關證件或票據如因債務清償或展期換新而需解除時，被背書保證公司
應備正式函文將原背書保證有關證件交付本公司財務單位加蓋『註銷』印章後退
回，申請函文則留存備查。
（二）財務單位應隨時將註銷背書保證記入「背書保證備查簿」，減少累計背書保證金
額。
（三）在票據展期換新時，若金融機構要求先出具背書新票據再退回舊票據，財務單位
應作跟催記錄，追回舊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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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內部控制及懲處罰責
（一）本公司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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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二）本公司從事背書保證時，應依規定程序辦理，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視違反情
事影響公司營運之重大程度，依公司規定予以處分經理人及主辦人員。
九、印鑑保管及用印程序
（一）本公司以向經濟部申請登記之公司印鑑為對外背書保證之專用印鑑章。該印鑑章
保管人應由經董事會同意之指定人員負責管理，變更時亦同，空白票據由財會單
位負責保管。
（二）背書保證經董事會同意後，財務部門應填寫「用印申請單」，連同核准記錄及背
書保證契約書或票據等用印文件經權責主管及董事長核准後，始得至印鑑保管人
處用印。
（三）印鑑保管人用印時，應核對有無核准記錄、「用印申請單」及申請用印文件等是
否相符後，始得用印。
（四）對國外公司之背書保證行為，公司所出具之保證函應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簽署之。
十、本公司除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餘額。背書保證餘額
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及其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該公開發行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
十以上。
（二）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該公開發行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三）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
證、長期性質之投資及資金貸與餘額合計數達該公開發行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三十以上。
（四）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且達該公開發行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四款應公告申報之事項，
應由該公開發行公司為之。
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
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十一、定義：
（一）本準則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認定之。
（二）本準則所稱之淨值，係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
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三）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
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十二、本公司之子公司擬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者，本公司應命該子公司依規定訂定背書保
證作業程序，並應依所定作業程序辦理。
十三、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
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已設立獨立董事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
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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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本辦法訂立於中華民國 87 年 03 月 26 日。
十五、修訂：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88 年 09 月 01 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92 年 02 月 21 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95 年 03 月 03 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98 年 06 月 26 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99 年 06 月 29 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02 年 06 月 24 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05 年 0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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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寶聯通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持股情形

一、 依「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第 2 條規定：本公
司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最低應持有股數暨股東名簿紀載持有股數明細表如下：
職

稱

最低應持有股數

股東名簿登記股數

董

事

10,000,000 股

88,759,261 股

人

1,000,000 股

2,938,000 股

監

察

二、 董事及監察人持有股數明細表：
職稱

姓名

董 事 長

子良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蕭登波
子良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蕭崇湖
長衍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楊豐彰

股東名簿登記股數

持股比率

88,221,501

72.08%

537,760

0.44%

董

事

董

事

董

事

蕭

宇

喬

0

0%

董

事

白

景

仁

0

0%

獨立董事

黃

崇

輝

0

0%

88,759,261

72.52%

2,888,000

2.36%

50,000

0.04%

2,938,000

2.40%

全體董事持股小計(1)
監 察 人
監 察 人

宏利織造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洪春池
許

正

興

全體監察人持股小計(2)

註 1：停止過戶日：108 年 4 月 27 日。
註 2：本表之持股比率係以本公司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之流通在外股數計算之（122,392,250 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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