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民國 106 年 6 月 19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整 

地點：台北市南港區成功路一段 76 號 B1(會議室) 

出席：出席及受託代理出席股東代表股份總數 1,528,299,861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

決權者 932,037,336 股），占已發行股份總數 1,745,420,665 股之 87.56%。 

出席董事：黃偉祥董事長、曾國棟副董事長、林再林董事、張蓉崗董事、陳國源董事、葉福

海董事、富爾特科技(股)公司法人代表：吳長青董事、獨立董事杜榮瑞、獨立董

事黃日燦、獨立董事于泳泓，出席董事合計 10 席(內含獨立董事 3 席)。 

主席：黃偉祥 董事長                             紀錄：郭淑賢 

一、主席致詞：(略)。 

二、報告事項 
1、民國 105 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一。 
2、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請參閱附件二。 
3、民國 105 年度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4、發行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執行情形報告，請參閱附件三。 

三、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民國 105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含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1、本公司民國 105 年度財務報告(含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曾惠瑾會計師及林鈞堯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出具查核報告書。 
2、 本公司民國 105 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附

件一及附件四~五。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527,529,918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承認權數 1,347,667,146 權 

(含電子投票 752,516,430 權) 
88.23% 

反對權數 802,263 權 

(含電子投票 802,263 權)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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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權數 0 權 

(含電子投票 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179,060,509 權 

(含電子投票 178,718,643 權) 
 11.72%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民國 105 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1、茲依據本公司章程第 31 條規定，擬將本公司民國 105 年度盈餘分配表列如下。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5,487,128,189

加： 105 年度之稅後淨利 5,312,875,252

減： 民國 105 年度保留盈餘調整(註一) (65,915,041)

減： 法定盈餘公積(註二) (531,287,525)

累積可分配盈餘                  10,202,800,875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 每股 2.4 元 4,178,311,349

期末未分配盈餘(註三)                    6,024,489,526

註一： 民國 105 年度確定福利計劃再衡量數減少保留盈餘 65,915,041 元。 

註二： 5,312,875,252 * 10% = 531,287,525 元。 

註三： 本年度分派盈餘順序，於計算所得稅法第 66-9 條規定，係優先分派民國 105

年度盈餘，計算所得稅法第 66-6 條時則優先分派民國 87 年度以後之盈餘。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2、擬自民國 105 年度之累積可分配盈餘中，提撥股東紅利計新台幣 4,178,311,349
元，每股配發 2.4 元(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

之其他收入)提請股東會決議以現金方式發放，並授權董事會另訂配息基準日及

其他相關事宜。 
3、有關股東紅利之配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於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授

權董事長另定之。(經濟部 100 年 4 月 7 日經商字第 10002407180 號函參照) 
4、股利分派如嗣後因本公司股本發生變動，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致配息率因

此發生變動者，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長依公司法或其相關法令規定全權處理

之。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527,735,153 權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05 年度盈餘分配表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承認權數 1,353,091,708 權 

(含電子投票 758,647,992 權) 
88.57% 

反對權數 7,263 權 

(含電子投票 7,263 權) 
 0.00% 

無效權數 0 權 

(含電子投票 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174,636,182 權 

(含電子投票 173,382,081 權) 
 11.43%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四、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提請 討論。 

說 明：為配合法令修訂及實際運作需要，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修正內容詳如修正條文對照表所載，請參閱附件六。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527,750,153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322,999,747 權 

(含電子投票 728,556,031 權) 
86.60% 

反對權數 7,264 權 

(含電子投票 7,264 權) 
 0.00% 

無效權數 0 權 

(含電子投票 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204,743,142 權 

(含電子投票 203,474,041 權) 
 13.4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五、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選舉本公司第五屆董事案。 

說 明： 

1. 本公司現任第四屆董事於民國 106 年 6 月 17 日任期屆滿，擬於民國 106 年股

東常會全面改選選舉第五屆董事共 11 席，其中獨立董事 3 席。 



 

2. 本次新選任之第五屆董事，自民國 106 年股東常會選任即就任，任期三年自民

國 106 年 6 月 19 日至民國 109 年 6 月 18 日止；第四屆董事任期至民國 106 年

股東常會改選完成即卸任。 
3. 本公司章程規定，董事之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本公司

106 年 4 月 25 日董事會審查通過，其相關資料如下： 
(非獨立董事，依姓氏筆劃排序) 
姓  名 學 歷 及 專 業 資 格 經     歷 持有股數 

林再林 台北工專電機科(台北科技大

學電機系) 

世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世平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24,951,707

黃偉祥 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 

捷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46,512,508

陳國源 交通大學電子物理系 品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阿波羅電子有限公司董事 

佳揚生物科技董事 

Leadsun New Star Corp. 董事 

5,015,933

張蓉崗 台北工專電機科 世平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捷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法人代

表) 

台北市電子零件商業同業公會

(TECSA)監事 

美商台灣晶技(C&T) 遠東區總經

理 

德州儀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業務

經理 

27,358,674

曾國棟 海洋學院電子系 友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

董事長 

台北市電子零件商業同業公會

(TECSA)理事長 

10,494,000

葉福海 逢甲大學電子工程系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執

行長 

詮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明基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億科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美商艾睿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  

雙盟科技董事長  

宏碁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1,300,584

富爾特科技

股份有限公

司 
代表人： 
吳長青 

逢甲大學電子系 富爾特科技(股)公司董事長兼總

經理  

富爾特數位影像(股)公司董事

(法人代表)  

利達數位科技(股)公司董事(法

人代表)  

Spire Technology Limited 董事

(法人代表)  

喜德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法人代表)  

柏昇科技(股)公司董事 

45,135,951



 

姓  名 學 歷 及 專 業 資 格 經     歷 持有股數 

蕭崇河 政治大學企管研究所 永威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資深

合夥人 

良欣財務(股)公司董事長 

406,618

(獨立董事，依姓氏筆劃排序) 

姓  名 學 歷 及 專 業 資 格 經     歷 持有股數 

于泳泓 中國廣州中山大學博士 
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企管碩士 

深圳愛德管理諮詢股份有限公司總

裁 
富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武漢大學深圳產學研中心創業導師 
安元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中華策略管理會計學會(IMA)理事 
安永企業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

司執行董事 

0

杜榮瑞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會計學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企管研究所碩士 

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

長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理事長 

0

黃日燦 國立台灣大學法學學士 
美國西北大學法學碩士 
美國哈佛大學法學博士 
律師資格： 
 台灣(1976 年迄今) 
 美國紐約州(1983 年迄今)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大聯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裕隆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

事代表 

0

選舉結果 

第五屆董事當選名單及得票權數如下： 

身分別 
被選舉人 

當選權數 
戶號 戶名 

董事 1 黃偉祥 1,157,775,858 權 

董事 134074 曾國棟 1,070,805,555 權 

董事 2 林再林 1,063,408,570 權 

董事 5 張蓉崗 1,048,976,559 權 

董事 14 葉福海 1,027,425,369 權 

董事 3 陳國源 1,015,505,615 權 

董事 4 
富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長青) 
1,003,312,728 權 

董事 11 蕭崇河 989,825,193 權 

獨立董事 7 黃日燦 855,745,614 權 

獨立董事 73824 杜榮瑞 846,933,075 權 

獨立董事 73828 于泳泓 842,545,213 權 

六、其他議案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1、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

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就本次新選任董事及其代表人，擬提請解除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之詳細資料如

下表： 
當選別 姓名 兼任公司 擔任職務 備註 

董事 林再林 鑫聯大投資控股(股)公司 董事(法人代表) 已於 106/6/15 選任

董事 陳國源 
鑫聯大投資控股(股)公司 董事(法人代表) 已於 106/6/15 選任

LeadSun New Star Corp. 董事 已就任 
董事 黃偉祥 鑫聯大投資控股(股)公司 董事(法人代表) 已於 106/6/15 選任

董事 曾國棟 

鑫聯大投資控股(股)公司 董事(法人代表) 已於 106/6/15 選任

駿躍投資(股)公司 董事(法人代表) 已就任 
能率壹創業投資(股)公司 董事(法人代表) 已就任 
能率管理顧問(股)公司 董事 已就任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解除林再林董事競業禁止限制部分，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502,798,446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196,917,187 權 

(含電子投票 627,425,178 權) 
79.65% 

反對權數 968,259 權 

(含電子投票 968,259 權) 
 0.06% 

無效權數 0 權 

(含電子投票 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304,913,000 權 

(含電子投票 303,643,899 權) 
 20.29% 

       解除陳國源董事競業禁止限制部分，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522,734,220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216,852,961 權 

(含電子投票 627,425,178 權) 
79.91% 

反對權數 968,477 權 

(含電子投票 968,477 權) 
 0.06% 

無效權數 0 權 

(含電子投票 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304,912,782 權 

(含電子投票 303,643,681 權) 
 20.02% 

解除黃偉祥董事競業禁止限制部分，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481,237,645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171,613,372 權 

(含電子投票 623,682,164 權) 
79.10% 

反對權數 4,711,477 權 

(含電子投票 4,711,477 權) 
 0.32% 

無效權數 0 權 

(含電子投票 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304,912,796 權 

(含電子投票 303,643,695 權) 
 20.59% 

解除曾國棟董事競業禁止限制部分，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517,256,153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211,374,881 權 

(含電子投票 627,425,165 權) 
79.84% 

反對權數 968,478 權 

(含電子投票 968,478 權) 
 0.06% 

無效權數 0 權 

(含電子投票 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304,912,794 權 

(含電子投票 303,643,693 權) 
 20.1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 

（本次股東常會紀錄僅載明會議進行要旨，會議進行內容及程序以會議影音為準。） 



＜附件一＞

營業報告書

本公司在產品佈局正確、員工生產力提高，營運規模持續擴大下，2016年半導體電子通路
營收持續蟬聯全球第一。集團代理半導體品牌逾250家，涵括半導體大廠INTEL、TI、SAMSUNG、
NXP、TOSHIBA等知名品牌，目前行銷據點以台灣、大陸、香港及南亞為主，並逐步擴展行銷
據點至東北亞、東協、印度及北美等120餘處，其中北美地區年營業額突破US2.5億元，開始獲利。
展望2017年全球半導體營收成長，行動通訊、汽車電子、工業電子等三大領域，將成為市場的中
流砥柱。本公司經過多年積極佈局與耕耘，已充分掌握市場成長契機，在市場應用成長，持續提
供加值型供應鏈管理服務、具競爭力之零件及整機解決方案，協助客戶開發及投資未來市場，與
供應商、客戶共創三贏的局面。

一、2016 年度回顧

本公司2016年合併營收及營運淨現金流入均創新高達NT5,369.19億元(美金167億元)及
NT76億元，營業淨利創歷年次高達NT79.76億元，稅後淨利達NT53.13億元。基本每股盈餘為新
台幣3.18元；關鍵績效指標合併營運資產報酬率(ROWC)為8.44%，母公司股東權益報酬率(ROE)
為10.77%。

綜觀去年，4G、3G 等中高階至平價智慧型手機、無線寬頻及雲端伺服器等 3C 產品成為出
貨主力產品，非 3C 領域如汽車電子、工業用電子及電源節能表現穩健帶動銷售持續成長；員工
人數約 5,400 人，其中技術支援工程師(FAE)團隊人員佔 15%，提供「方案在線」高達 404 項；
產品行銷、業務及供應鏈跨區支援，全球供應鏈跨區支援約 505 個 VMI 後勤專案，具體實現一
站式服務，提供客戶更高附加價值服務。

本公司連續 2 年公司治理評鑑得分排名在上市公司前 20%；並入選「臺灣公司治理 100 指
數」成分股；2016 年【富比士雜誌】全球 2000 大企業排名上升 79 名至第 1735 名；2016 年【天
下雜誌】「2000 大調查-600 大服務業」排名上升至第 2 名，2016 年度 ESMC 國際電子商情蟬聯
中國電子元器件分銷商卓越表現獎【Top 10 海外授權分銷商】。由此可知，本集團在半導體供
應鏈中所提供之附加價值服務，已深受客戶、供應商及投資者的肯定。

二、2017 年度展望

2017 年本集團將持續提高人均產值、控管營運資產及提升稅後獲利為重點目標，持續調整
組織、產線組合與管理制度，期落實各營運單位之最大產值與效能。今年各項策略重點：

財務指標：致力於稅後獲利的提升及營業費用的有效控制；以營運資產報酬率(ROWC)
作為集團重點財務指標，積極提升產線營運效能，加強應收帳款及擔保品管理；確保資
產品質及流動性，強固資產結構及獲利能力以提升股東權益報酬率及股利發放。
積極布局擴大市場：因應上游原廠整併大勢，為擴大市場影響力，主動積極檢視相關產
線與客戶版圖變化，針對目標市場，加強資訊收集、分析與協調，整合各集團之優勢，
發展各式資源運用或產線、業務合作；前端業務效能透過系統化與風險控管點的設定，
優化整體業務流程；提升客戶服務品質，擴大影響力，加強對全球市場之滲透率；針對
目標客群，優化管理能力，不斷追求產值；嚴格管控海外事業群業務發展之策略進程及
資源配置，以服務全球客戶為重點方向。

增強組合管理：大聯大物聯網平台預計 2017 年第三季正式上線，以物聯網方案、電商
與論壇三大區塊，建構粉絲平台。以應用方案建構此平台的信息流，將方案平台化，吸
引參與者與合作者在平台上合作，活化集團方案、極大化效能與市場媒合機會。以物聯
網、車聯網、機器人、VR 等高成長產業為平台經營重點；以個性化電商建構平台金流



及物流，將服務平台化, 解決微小客戶痛點；並輔以論壇經營技術與知識共享社群，培
養粉絲忠誠度與使用習慣。持續推廣品牌，以提升感知質量服務，深耕市場品牌形象，
促進深度交流，創造客戶長期價值。

營運風險管理：2016 年通過修訂版「大聯大控股風險管理政策與指導原則」，確定各層
級風險管理組織架構、權責與與執掌。成立風險管理小組，每季開會，進行每季風險管
理報告。並於同年 6 月通過「大聯大控股風險管理作業辦法」，明確規範控股風險管理
作業內容，以有效執行風險管理活動。2017 年起設立風險管理專責部門，持續深化風險
管理工作。其中重點項目包含人力資源風險性管理指標與機制建立、優化法務流程及加
強法律風險意識、信用管理功能整合與強化、貿易合規管理。

人才培育與員工關係：控股高階人才的培育訓練，延續 2016 年的平台策略研討方向與
數據運用分析的營運策略展開，2017 年將針對實際展開的行動計劃與策略佈局，進行產
學合作，協助高階主管建立更具前瞻與創新的思維與知識。中堅人才的培育訓練主軸設
定為提升決策力，包含透過大數據分析加速決策，以對接高階主管擬訂的經營策略。進
一步協助各單位同仁達成績效目標及提升產值，並透過軟性機制的建立與推動，讓同仁
及團隊之工作氛圍朝向高熱忱、高士氣的正向發展。

整合流程與資訊平台：延續 2016 提出之 mis2.0 (Mobility、Intelligence、Simplicity)的三
年計劃，mis2.0 以 Outside-In 的顧客導向出發，藉由企業數位化轉型建構供應鏈的新平
台。針對跨區運籌物流管理，將延續 2015 年提出的三年工作計劃，另擬訂未來三年的
策略目標：提昇整體效能、達成品質目標及提昇客戶滿意度，以期提昇服務品質與效能，
滿足整體公司營運之需求。

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持續提升資訊透明度，本公司 2016 年公司治理評鑑得分排
名在上市公司前 20%之列，2017 年以維持評鑑得分排名在上市公司之前 20%為目標。
持續落實董事會與審計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新事業策略委員會之功能並確實執行年度
工作計畫。2017 年大聯大控股企業社會責任暨永續發展(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Report，簡稱 CSR)之工作重點包含 2016 年「大聯大控股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之編撰 、未來三年 CSR 的策略目標擬訂及推廣、持續發展及推動「供應鏈管
理」的教育推廣與產學合作。

展望未來，本公司將持續維持全球的領導地位，透過 O2O+與長尾市場平台搭建，希冀以
「創建共同的產業生態系統，協助提升產業整體效能」為目標，透過工業 4.0 的流程智能化，虛
實整合與數據分析客戶需求，串連上下游，驅動供應鏈管理，輔以供應鏈金融，產出創新商業模
式，提供客戶更高附加價值服務。

本公司經營團隊暨全體同仁特別感謝各位股東女士先生的支持與鼓勵，也期望新的一年裡，
能繼續給予指導與建議，本公司將秉持一貫的經營理念及服務，以「產業首選．通路標竿」為願
景，全面推行「團隊、誠信、專業、效能」之核心價值觀，創造供應商、客戶與股東共榮共贏，
呈現豐盛的經營成果與大家分享。

在此，誠摯歡迎各位先進與股東女士先生們不吝愛護與指教。

董事長 黃偉祥

經理人         葉福海

會計主管 袁興文



＜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百零五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告及盈餘分派表，經

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 14-4、14-5 及公司法第 219

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審計委員會 

獨立董事 杜榮瑞  

獨立董事 黃日燦  

獨立董事 于泳泓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4 月 2 5 日



<附件三> 

發行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執行情形報告

一.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經103年5月13日董事會決議通過發行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

司債，業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3年7月9日金管證發字第1030025140號函及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03年7月22日證櫃債字第1030400476號函核准在案。

二.本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業已於民國103年7月25日募集完成並發行，發行總額為新台幣陸

拾億元整，每張面額新台幣壹拾萬元整，票面利率0%，發行期間三年。

三. 截至106年3月28日止，該公司債餘新台幣2,982,000仟元尚未轉換為普通股。



<附件四> 























<附件五> 



























<附件六>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條文修正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條文 理由

第 五 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評估程序如下：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設備，除與政府

機構交易、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外，交易金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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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特

殊價格作為交易價格之參考依據時，該項

交易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未來交易

條件變更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二)如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與交易金額差

距達百分之二十以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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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請會計師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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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交易金額達新台幣十億元以上者，應請二

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如二家以上專

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達交易金額百

分之十以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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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請會計師依審計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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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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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且交易金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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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交易金

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構交易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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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並應依審計準

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第 五 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評估程序如下：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設備，除與政府

機構關交易、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

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外，交易金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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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符合下列規

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特

殊價格作為交易價格之參考依據時，該項

交易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未來交易

條件變更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二)如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與交易金額差

距達百分之二十以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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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請會計師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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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交易金額達新台幣十億元以上者，應請二

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如二家以上專

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達交易金額百

分之十以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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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請會計師依審計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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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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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且交易金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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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交易金

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構關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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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並應依審

配合法

令修正



原條文 修正條文 理由

四、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金額達

本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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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並應依審計準則公報第

二十號規定辦理。 

五、前四款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三十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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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得

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意見。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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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公司或交易他方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

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四、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金額達

本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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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並應依審計準則公報第

二十號規定辦理。 

五、前四款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三十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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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得

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意見。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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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公司或交易他方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

第十三條：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凡依規定應向主管

機關申報或公告者，本公司均應依相關規

定辦理之。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

發行公司者，依規定有應公告申報之事

項，由本公司代為公告申報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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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全部項目重行

公告申報。

三、本公司依前二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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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指定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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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凡依規定應向主管

機關申報或公告者，本公司均應依相關規

定辦理之。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

發行公司者，依規定有應公告申報之事

項，由本公司代為公告申報之。 

二、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事宜悉依項目如於公告

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或相

關法律規定辦理內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

報。

三、(刪除) 

配合法

令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