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  間：民國 102 年 6月 19 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整 

地  點：新北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 189 號 3樓（馥都飯店會議室) 

出席股數：出席股東暨股東代理人所代表之股份總數計 252,698,661 股，佔本公司流通

在外股份總數 337,565,111股之 74.85%，已達法定出席股數。 

列  席：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徐永堅會計師 

主  席：鄭文宗董事長                                         紀錄：汪雅靜 

開會如儀 

主席致詞：（略） 

一、報告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101年度營業報告，敬請  公鑑。   

說 明：1.本公司 101 年度營業狀況，請總經理報告。 

2.檢附本公司 101 年度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財務報表及合併財

務報表，請參閱附件一至附件三。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監察人審查報告，敬請 公鑑。 

說 明：檢附監察人審查報告書，請參閱附件四。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s），可分配盈餘調整之情形及

特別盈餘公積提列數額報告，敬請  公鑑。 

說 明：1.依據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101 年 4 月 6 日金管證發字第 1010012865 號

令規定辦理。 

2.本公司自 102 年度開始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因轉換致 102 年 1 月 1

日未分配盈餘減少新台幣 24,920,283 元，本公司股東權益項下並無未

實現重估增值及累積換算調整數利益項目，故免提列特別盈餘公積。

102年 1月 1日可分配盈餘減少新台幣 24,920,283元。 
 

二、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101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說 明：1.本公司 101 年度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 102 年 3 月 22 日之董事會

決議通過在案，並經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徐永堅會計師、徐聖忠會計

師查核簽證完竣。上述財務報表、合併財務報表暨營業報告書已送請監察

人審查完竣，出具審查報告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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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 年度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暨前項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

請參閱附件一至附件三。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徴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101年度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說 明：1.101 年度盈餘分配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監察人審查完竣，請參

閱附件五。 

2.本次盈餘分配案經股東常會通過後，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息

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3.如嗣後因本公司普通股發生變動影響流通在外股份數量，致配息率因此發

生變動時，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調整之。 

4.現金股利每股配發新台幣 2.1 元，計新台幣 708,886,740 元，計算至元為

止，元以下捨去。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三、討論暨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辦理現金增資發行新股案，提請 公決。 

說    明：1.為充實營運資金及償還銀行借款，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視市場狀況及

公司資金需求，於適當時機在增資 4,000 萬股額度內一次或分次辦理現

金增資發行新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整。擬採公開申購配售或詢價

圈購擇一辦理： 

(1)若採公開申購配售方式： 

A.除依公司法第 267 條規定，保留發行新股總數 10﹪～15﹪由員工優

先認購，並依證券交易法第 28 條之 1 規定，提撥發行新股總數 10

﹪對外公開承銷外，餘由原股東按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股東之

持有股份比例認購，認購不足壹股之畸零股，由股東自停止過戶日

起五日內至股務代理機構辦理合併湊成整股之登記，逾期未併湊者

視為放棄。 

B.本次發行價格依主管機關規定訂定之，實際發行價格及發行條件授

權董事長視市場狀況與證券承銷商共同議定之。 

(2)若採詢價圈購方式： 

A.除依公司法第 267 條規定，保留發行新股總數 10﹪～15﹪由員工優

先認購外，其餘擬依證券交易法第 28 條之 1 規定，全數提撥公開

承銷，原股東放棄按原持有股份比例認購。 

B.本次發行價格依主管機關規定訂定之，實際發行價格於圈購期間完

畢，授權董事長與主辦承銷商參考彙總圈購情形及發行市場狀況後

共同議定，並呈報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核備後發行之。 

2.以上公開承銷銷售方式，擬請授權董事會依法辦理相關事宜。 



3.本次現金增資放棄認購或認購不足之股份，擬請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

認購。 

4.本次現金增資發行之新股，其權利義務與原有股份相同。 

5.本次現金增資所訂發行價格，授權董事會基於營運評估及客觀環境全

權處理之。 

6.本次現金增資所訂發行條件、發行股數、資金運用項目、進度、效益

及其他相關事宜，如法令變更，或因應客觀環境而需修正時，擬請股

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理之。 

7.本次現金增資發行普通股，俟呈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核准

後，再行召開董事會另訂認股基準日暨其他相關事宜。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徴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資金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案，提請    公決。 

說    明：依據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101 年 7 月 6 日金管證審字第 1010029874 號

令，修正「公開發行公司資金貸與及背書保證處理準則」部分條文，擬

配合修正本公司「資金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請參閱附件六。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徴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選舉董事、監察人案，提請  選舉。 

說 明：1.本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於 102 年 6 月 14 日屆滿，擬於 102 年股東常會

中進行改選，惟本次股東常會於 102 年 6 月 19 日召開，故全體董事及

監察人依法延任至本次股東常會選任新任董監事時止。 

2.依本公司章程第 13 條規定，本次應選董事 5 人、監察人 2 人，採單記

名累積式投票制。 

3.新任董事及監察人自選任之日起就任，任期三年，自 102 年 6 月 19 日

起至 105 年 6月 18 日止。 

選舉結果：本次董事、監察人選舉當選名單如下，計董事五席、監察人二席： 

 

職稱  戶號/身份證字號 戶名/姓名  當選權數 

董    事  1  鄭文宗  213,104,147 
董    事  3  許文紅  183,937,913 
董    事  55806  高新明  137,758,166 

董    事  A1212*****  鄭更義  132,958,184 
董 事  11079  孫繼文  132,725,645 
監察人  9029  唐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67,125,803 

監察人  E1213*****  蔡高忠  152,955,945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提請    公決。 

說 明：1.依公司法第 209 條之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

行為，應對股東會說明其行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經由本公司 102 年股東常會選任之董事，如有公司法第 209 條所述董

事競業之行為，擬同意並解除該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 

3.新任董事兼任他公司職務如下： 

 

新任董事  兼任他公司名稱及所擔任職務 

鄭文宗  新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暨總經理 
超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JCD Optical Corporation Limited法人董事代表人 
文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唐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許文紅  新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文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唐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紹陽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鄭更義  禾伸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獨立董事 
旺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立董事 
首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協易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鉅泉光電科技上海(股)公司獨立董事 

高新明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旭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吉宣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聖暉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宇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華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MARKETECH INTEGRATED PTE LTD.法人董事代表人 
Marketech International Sdn.Bhd.法人董事代表人 
MARKET GO PROFITS LTD.法人董事代表人 
HEADQUARTER INTERNATIONAL LTD.法人董事代表人 
TIGER UNITED FINANCE LTD.法人董事代表人 
MIC‐TECH Global Corp.法人董事代表人 
MIC‐TECH VENTURES ASIA PACIFIC INC.法人董事代表人 
RUSSKY H.K. LIMITED 法人董事代表人 
上海茂華電子工程技術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無錫啟華電子科技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華友化工國際貿易(上海)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福州吉威系統科技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及總經理 
上海吉威電子系統工程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無錫韓華電子科技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宜眾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TPP‐MIC CO., LIMITED 法人董事代表人 
啟創半導體設備技術（無錫）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FRONTKEN MIC CO., LIMITED 法人董事代表人 



新任董事  兼任他公司名稱及所擔任職務 

無錫前進半導體科技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瑞宣國際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太倉建瑞光電科技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BMR Technology Corporation 法人董事代表人 
MIC‐Tech越南責任有限公司董事長 
住科集成系統工程（上海）有限公司董事 
SCEC International(HK) Company Limited 董事 

孫繼文  Ethertronics Inc., U.S.A.董事 
S Square System Limited  董事長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徴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四、臨時動議：無。 

 
五、散    會（上午 9點 36分） 

 
（本股東常會議事錄，僅就議事經過要領記載，會議進行時股東發言仍以會議現場影

音紀錄為準）



【附件一】 

 
一、101 年度營業報告 

（一） 營運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 101 年度營業收入淨額新台幣 63,820,650 仟元，較 100 年度新

台幣 61,616,471 仟元成長 3.58%，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利新台幣 1,201,984

仟元，較 100 年度新台幣 1,563,452 仟元減少新台幣 361,468 仟元，下降

23.1%。因 101 年全球景氣低迷，整體半導體供應鏈在營收及獲利上普遍面

臨壓力，但本公司仍憑藉完整多元的產品線、深厚的客戶基礎、專業的技

術支援能力以及跨區域、跨領域的經營能力在產業鏈上處於相對有利的位

置，除了在主流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以及新切入的車用領域均有不錯斬

獲之外，在傳統 PC 市場亦表現亮眼，全年營收逆勢成長。 

（二）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101 年度 100 年度 增減(%) 

資產報酬率(%) 4.57 7.44 -38.58% 

股東權益報酬率(%) 11.05 18.77 -41.13% 

營業利益 17.49 31.63  -44.70% 佔實收資 

本比率(%) 稅前純益 35.61 54.24  -34.35% 

純益率(%) 1.69 2.34 -27.78% 

每股盈餘(元) 註 3.23 5.30 -39.06% 

註：係以當年度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並追溯調整歷年來因盈餘及資本公積轉增資而增

加之加權流通在外股數為計算基礎。 
（三） 研究發展狀況： 

由於 IC 製程的進步及使用者對於個人手持行動裝置的需求增加，系統

單晶片(System-on-a-chip)功能提昇，過去只能在桌上型電腦及筆記型電腦完

成的事情，手持行動裝置漸漸能夠辦到，尤其平板電腦的風行，將來智慧

型手機、PND(攜帶型導航設備)、高清攝影、高解析拍照(1200 萬像素)等數

位產品已開始融合，本公司除了掌握關鍵零件，例如：影像感測器、光學

鏡頭、顯示屏、主控處理晶片、光機電引擎，更投入無數系統整合人員實

際開發參與設計及完整解決方案，以期掌握此行動世代所衍生之龐大商

機。而根據產品特性及定位，有些已具備無線上網功能、無線連接、WiFi

行動雲端儲存系統、智慧照明、高畫素螢幕顯示、多媒體播放、MEMS 感測

器等等。另外，由於高畫質電視的普及與消費者愈來愈習慣高解析度的影

像，從而要求周邊裝置都要具備攫取或播放高畫質的影像，本公司因具備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影像技術基礎再加上掌握關鍵性零件，投入系統整合完成多種高清解決的

方案服務客戶，尤其開發出專利高清寬動態處理技術應用於車載監控，獲

得市場極高評價，目前本公司的技術應用於高清行車紀錄器為市佔率第

一。目前已經打入汽車預前裝市場，本公司將加緊開發更新更先進的功

能，例如：前後雙高清行車即時監控、車牌自動辨識、無線連結及雲端車

隊資訊管理、各種行車安全主動/被動科技等等。另外將致力於把寬動態影

像處理技術應用於網路監控，利用寬動態技術提高物件識別率，目前已開

發完參考設計。有鑑於超高清(4Kx2K)時代即將來臨，我們也開始在布局系

統解決方案，像超高清監控攝影系統。此外，我們也在微投影技術創造加

值應用，利用數位光線及光學元件控制可以進行無接觸式 3D 量測、光譜分

析、螢光顯微鏡、數位印刷術。此外，高效率電源管理元件是支持行動裝

置成功的重要元素，在綠色節能方面除了繼續致力於高效率電源管理元件

外，同時開發出智慧節能電網管理系統與數位式電源管理解決方案，用以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達節能減碳之目的。為了能提供足夠技術支持在上述新

平台的系統設計及產品開發，本公司持續投資及累積系統整合知識及技

術，以提高整體研發之技術質量，並持續與世界級晶片設計廠商合作，以

期提供客戶高品質之技術服務與整體解決方案。以下為最近三年度研究發

展支出：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營業收入淨額 54,597,348 61,616,471 63,820,650 

研發費用 100,202 139,321 146,097 

研發費用佔營收比例 0.18% 0.23% 0.23% 

二、102 年度營運計劃 

2013 年，全球經濟景氣仍然不明，產業鏈上能見度較以往為低，本公司將根據整

體經濟情勢及市場狀況擬定業務策略，繼續完善在亞太半導體市場的整體佈局，擴

大市場占有率；對內則持續推動營運效率提升，達成深化管理的目標。 

（一）業務策略： 

1. 供應商/代理線—加強產品與市場規劃能力，按產業需求及技術變動趨勢

佈局引入產品線，完善在智慧手機、平板電腦、觸控等領域的產品佈

局，以提升競爭優勢。同時，亦繼續規劃引進符合市場需求且具有較高

毛利率的新應用產品，比如綠能、汽車電子、醫療、工業控制等領域，

為公司發展出新的成長動能。 

2. 客戶滲透與拓展—與既有客戶繼續維持緊密的合作關係，提高其滿意

度，提升公司產品對其滲透率；同時積極拓展新客戶，尤其是新興市場

的新客戶、特定需求客戶，為其提供高品質之專業技術支援服務及完整

解決方案，協助其以更快速之時效將其產品推廣至市場，經由良好互動

過程培養出信賴專業服務之客戶關係。 



3. 客戶滲透與拓展—與既有客戶繼續維持緊密的合作關係，提高其滿意

度，提升公司產品對其滲透率；同時積極拓展新客戶，尤其是新興市場

的新客戶、特定需求客戶，為其提供高品質之專業技術支援服務及完整

解決方案，協助其以更快速之時效將其產品推廣至市場，經由良好互動

過程培養出信賴專業服務之客戶關係。 

4. 加值服務—藉由厚實的客戶關係及迅速的市場反應協助原廠創造需求；

藉由強力的技術支援以及協助客戶研發新產品提高產品銷售之附加價

值，增加公司整體之獲利。 

（二）營運管理： 

1. 有效因應總體經濟環境變化，穩健經營—全球經濟景氣不明、匯率變

動、政府所引導或制定之相關經濟政策、金融政策變化等皆會影響到公

司財務及業務運營管理，因此舉凡存貨、客戶帳期、應收帳款、匯率避

險、現金流量等管控能力，亦須隨之提升，以穩定公司在市場之競爭

力。 

2. 加強財務管控，建立穩健而靈活的財務制度—本公司與子公司採用全面

風險管理與控制系統，使管理階層能有效辨識並控制衡量市場風險、信

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及現金流量風險。透過穩健的內部控制制度與作業

流程，適時考量經濟環境、競爭狀況及市場價值風險之影響，由業務與

財務主管定期追蹤應收帳款收現進度，達到最佳化之風險部位及維持適

當的流動性部位，並透過多元化的資金取得管道，增加資金運用的靈活

性，以降低資金取得成本及經營風險。 

（三）人力資源： 

1. 強化組織體質—視外部市場環境變化、內部運營狀況及未來發展需要，

適時調整組織架構及人員配置，使其更加合理、有效，從而在面對持續

變動的市場時，可以迅速有效的反應以順利因應市場的挑戰。 

2. 吸收優秀人才—依公司下一步的發展策略，積極吸收具備資深的專業背

景，能夠洞悉客戶需求，透過產業情勢找到商機，確實訂定目標、追蹤

工作進度、確保目標達成並創造效益的關鍵人才。 

3. 強化員工素質，落實經營理念—持續加強員工教育訓練，使其充分熟悉

各經銷品牌之產品與相應之應用技術，以滿足客戶服務要求，提供專

業、加值服務。同時，營造管理者和員工之間和睦的溝通管道，並傳達

企業組織文化、經營理念之所在。 

4. 強化績效管理—檢視營運成果與人員生產力，並根據現況設定更為務

實、具體的績效目標及衡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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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之ㄧ】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民國101年度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徐永堅會計師及徐聖忠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併同民國101年度營業報告書，復經

本監察人等審查，認為尚無不合，爰依公司法第219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 鑒察。 

此致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2 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蔡  高  忠 

 

 

監察人：唐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胡秀杏
 

 

 

 

 

 

 

 

 

 

 

 

中  華  民  國  一 ○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附件四之二】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民國101年度盈餘分配議案，復經本監察人等審查，認為尚無不合，

爰依公司法第219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 鑒察。 

此致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2 年股東常會 
             

 

 

 

 

 

 

 

 

 

 

 

 

 

中  華  民  國  一 ○ 二  年  五  月  六  日 

 

 

 

 

監察人：蔡  高  忠 

 

 

監察人：唐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胡秀杏
 

 

 

 

 



 

【附件五】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 718,797,632

     

加：101 年度稅後純益 $ 1,076,575,679 

減：提撥法定盈餘公積（10%）  (107,657,568)   

加：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63,596,400   

101 年度可分配盈餘 1,032,514,511

截至 101 年底累積可分配盈餘 1,751,312,143

減：分配項目  

 現金股利（每股 2.1 元）   (708,886,740)

期末未分配盈餘  $ 1,042,425,403

   

註一：優先分派 101 年度盈餘。 

註二：依公司章程規定提列員工現金紅利計新台幣 9,500,000 元及董監事酬勞計新台幣 

10,000,000 元。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101 年度

董事長：鄭文宗
     

經理人：鄭文宗
     

主辦會計：楊幸瑜 



 【附件六】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法令依據 
本作業程序係依中華民國證券

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及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

管會)所頒「公開發行公司資

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有關規定訂定。 

第一條：法令依據 
本作業程序係依中華民國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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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頒「公開發行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

則」有關規定訂定。 
 

配合主管機關改制酌作文字

修正。 
 

第二條：資金貸與對象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十五條規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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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

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

之百分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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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第一項第

二款之限制。但仍應依第九條

及第十條所訂定資金貸與之限

額及期限辦理。 
 

第二條：資金貸與對象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十五條規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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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

金額不得超過貸與企業淨

值之百分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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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第一項第

二款之限制。 
 

一、 酌作文字修正。 
二、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資金

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

則第三條修正。 

第五條：淨值之定義 
本作業程序所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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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淨值之定義 
本作業程序所稱「淨值」，係

以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為準。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第六條

修正。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母、子公司之認定 
本作業程序所稱子公司及母公

司，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之規定認定之。 
 

第六條：母、子公司之認定 
本作業程序所稱子公司及母公

司，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

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布之財務

會計準則公報第五號及第七號

之規定認定之。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第六條

修正。 

第七條：公告申報之定義 
本作業程序所稱之公告申報，

係指輸入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

報網站。 
本作業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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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公告申報之定義 
本作業程序所稱之公告申報，

係指輸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一、配合主管機關改制酌作

文字修正。 
二、配合公開發行公司資金

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

則第七條修正。 

第九條：資金貸與限額 
本公司資金貸與總額以不超過

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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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間最近一年業務往來金額

為限。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

雙方間因經常營業活動而銷售

商品或提供勞務之營業收入及

勞務收入或進貨金額及勞務支

出孰高者為限。 
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或

行號，本公司資金貸與總額以

不超過貸與企業淨值之百分之

四十為限；其對個別公司或行

號貸與金額不得超過貸與企業

淨值之百分之三十為限，但依

第八條第二項辦理與子公司

間，或子公司間之資金貸與，

除符合第二條第四項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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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本公司或子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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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資金貸與限額 
本公司資金貸與總額以不超過

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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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間最近一年業務往來金額

為限。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

雙方間因經常營業活動而銷售

商品或提供勞務之營業收入及

勞務收入或進貨金額及勞務支

出孰高者為限。 
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或

行號，本公司資金貸與總額以

不超過貸與企業淨值之百分之

四十為限；其對個別公司或行

號貸與金額不得超過貸與企業

淨值之百分之三十為限，但依

第八條第二項辦理與子公司

間，或子公司間之資金貸與，

除符合第二條第四項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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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本公司或子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 
 

增訂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

公司間之資金貸與限額。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從事資金貸與總額以不超過貸

與企業淨值之百分之百為限；

其對單一企業貸與金額不得超

過貸與企業淨值之百分之百為

限。 
 
第十條：資金貸與期限及計息

方式 
本公司資金之貸與，以短期融

通為原則，最長不得超過一

年，如需續借，應再行向本公

司重新申請。國外子公司間資

金之貸與，期限亦以一年為

限，亦得續借。 
 

第十條：資金貸與期限及計息

方式 
資金之貸與，以短期融通為原

則，最長不得超過一年，借款

人已償還之借款，如需續借，

應另行向本公司重新申請。 

酌作文字修正並增訂國外子

公司間之資金貸與期限規

定。 

第十二條：公告申報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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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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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公告申報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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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貸與達下列標準之一

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二日內公告申報：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第二十

二條修正。 

第十三條：會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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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會計處理 
本公司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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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第二十

三條修正。 

第二十條：背書保證之辦理與

審查程序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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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單位應對其

執行續後管控措施，如有

債權逾期或發生損失之虞

時，應採行適當之保全措

施，以保障公司權益。若

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

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

實收資本額應以股本加計

第二十條：背書保證之辦理與

審查程序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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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單位應對其

執行續後管控措施，如有

債權逾期或發生損失之虞

時，應採行適當之保全措

施，以保障公司權益。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第十二

條修正。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資本公積-發行溢價之合

計數為之。 
 
第二十二條：對子公司辦理背

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本公司所屬之子公司若因營業

需要，擬為他人背書保證者，

亦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訂定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並應依所

定作業程序辦理。如子公司設

於國外者，其背書保證用印，

得採當地登記之公司背書保證

專用印鑑或任一董事簽名有

效。 
 

第二十二條：對子公司辦理背

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本公司所屬之子公司若因營業

需要，擬為他人背書保證者，

亦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訂定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並應依所

定作業程序辦理。如子公司設

於國外者，其背書保證用印，

採當地登記之公司背書保證專

用印鑑。 
 

配合子公司實際作業修正。

第二十三條：公告申報程序 
二、背書保證達下列標準之一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

即日起算二日內公告申

報：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

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

十以上。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

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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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數達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

十以上。 
（四）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

書保證金額達新臺幣三

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五以上。 

第二十三條：公告申報程序 
二、背書保證達下列標準之一

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二日內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

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

十以上。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

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

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對

其背書保證、長期投資

及資金貸與餘額合計數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

上。 
（四）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

書保證金額達新臺幣三

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五以上。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第二十

五條修正。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四條：會計處理 
本公司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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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會

計師相關資料，以供會計師執

行必要查核程序。 
 

第二十四條：會計處理 
本公司應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

第九號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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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供會計師執行必要查核程

序。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第二十

六條修正。 

第二十七條：懲處 
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反金管會

所頒「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或本作

業程序之規定，依本公司獎懲

作業程序予以處罰。 
 

第二十七條：懲處 
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反證期會

所頒「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或本作

業程序之規定，依本公司獎懲

作業程序予以處罰。 
 

配合主管機關改制酌作文字

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