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公司一百零二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一、時間：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十九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整 

二、地點：台北市南港區成功路一段 76 號 B1(會議室) 

三、出席股東：出席及受託代理出席股東代表股份總數 1,067,623,899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

席行使表決權者 556,981,498 股），占已發行股份總數 1,655,709,212 股之

64.48%。 

四、主席：黃偉祥 董事長                             紀錄：郭淑賢 

五、主席致詞：(略)。 

六、報告事項 
1、民國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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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s)相關事項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七、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民國 101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1、本公司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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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惠瑾會計師及周建宏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出具查核報告書。 
2、本公司民國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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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一及附件三~四。 

決 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 872,664,57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69,491,607
權），反對 854,59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854,590 權），棄權 194,104,73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86,635,301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總表決權數

81.74%，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民國 101 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1、茲依據本公司章程第三十一條規定，擬將本公司民國 101 年度盈餘分配表列如

下。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01 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1,682,462,698

加： 101 年度之稅後淨利  4,465,710,845

減： 法定盈餘公積(註一)  (446,571,085)

減：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1,457,596,785)

累積可分配盈餘          4,244,005,673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 2.40        3,973,702,109

期末未分配盈餘             270,303,564

註   

 董監事酬勞 0.91%              37,000,000 

 員工紅利-現金 1.18%              48,000,000 

註一：4,465,710,845 x 10% = 446,571,085 

註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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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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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年度之累積可分配盈餘中，提撥股東紅利計新台幣 3,973,702,109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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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經濟部 100 年 4 月 7 日經商字第 10002407180 號函) 

決 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 873,514,19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70,341,229
權），反對 15,82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5,821 權），棄權 194,093,88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86,624,448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總表決權數

81.82%，本案照案通過。 

八、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為配合實際運作需要，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修正內容詳如修正條文對照

表所載，請參閱附件五。 

決 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 872,697,99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69,525,028
權），反對 866,206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866,206 權），棄權 194,059,70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86,590,264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總表決權數

81.74%，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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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選舉辦法」，修正內容詳

如修正條文對照表所載，請參閱附件六。 

決 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 872,704,71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69,531,748
權），反對 859,486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859,486 權），棄權 194,059,70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86,590,264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總表決權數

81.74%，本案照案通過。 

第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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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附件七。 

決 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 868,600,21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65,427,246
權），反對 1,025,98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025,988 權），棄權

197,997,70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90,528,264 權），贊成權數占出

席總表決權數 81.36%，本案照案通過。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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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

正內容詳如修正條文對照表所載，請參閱附件八。 

決 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 868,577,94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65,404,979
權），反對 1,034,78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034,784 權），棄權

198,011,17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90,541,735 權），贊成權數占出

席總表決權數 81.36%，本案照案通過。 

第五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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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內

容詳如修正條文對照表所載，請參閱附件九。 

決 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 868,563,06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65,390,097
權），反對 1,049,666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049,666 權），棄權

198,011,17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90,541,735 權），贊成權數占出

席總表決權數 81.35%，本案照案通過。 

 

 



 

第六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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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司法第二 O 九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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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公司現任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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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 黃偉祥 裕基創業投資(股)公司 監察人 

董事 曾國棟 能率壹創業投資(股)公司 董事 
(法人代表)

董事 林再林 開發文創價值創業投資(股)公司 董事 
(法人代表)

董事 
(法人代表)

賴如鎧 臺科大創新(股)公司 董事 

董事 陳國源 台驊國際投資控股(股)公司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游朝堂 Stella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獨立非執

行董事 

決 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解除黃偉祥董事競業禁止限制部分，贊成 827,049,727 權（其
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65,389,271 權），反對 4,932,477 權（其中以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數 4,932,477 權），棄權 194,129,18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數 186,659,750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總表決權數 80.60%；解除曾國棟董事競
業禁止限制部分，贊成 856,448,06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65,375,099
權），反對 4,932,47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932,477 權），棄權
194,143,359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86,673,922 權），贊成權數占出
席總表決權數 81.14%；解除林再林董事競業禁止限制部分，贊成 840,566,356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65,375,099 權），反對 4,932,477 權（其中以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932,477 權），棄權 194,143,359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數 186,673,922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總表決權數 80.85%；解除賴如鎧董
事競業禁止限制部分，贊成 848,826,68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65,375,099 權），反對 4,937,92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937,927 權），
棄權 213,859,29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86,668,472 權），贊成權數
占出席總表決權數 79.51%；解除陳國源董事競業禁止限制部分，贊成 840,111,44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65,375,800 權），反對 4,937,927 權（其中以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937,927 權），棄權 213,858,59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數 186,667,771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總表決權數 79.34%；解除游朝堂
董事競業禁止限制部分，贊成 848,827,38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65,375,800 權），反對 4,932,47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932,477 權），
棄權 213,864,04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86,673,221 權），贊成權數
占出席總表決權數 79.51%。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九、臨時動議 

股東發言：股東戶號 111810 詢問 101 年度財報比率及子公司大傳企業之營運狀況，經主席及
主席指定之相關人員回覆後洽悉。 

十、散會。



 

＜附件一＞ 

營業報告書 

受惠於中國大陸及印度等新興國家在平板電腦及智慧型手機等出貨量持續成長，本

集團持續蟬聯為亞太區最大專業零組件通路商。所代理的產品線涵括半導體大廠 Intel、

NXP、TI、Infineon、Samsung、聯發科等知名品牌，行銷據點遍佈台灣、香港、大陸、

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及印度等 130 餘處。在亞太半導體零組件市場有

效整合電腦、通訊、數位消費性、LED 節能產品…等市場，持續提供加值型供應鏈管

理服務、具競爭力之零件、產品、整機解決方案，協助客戶開發及投資未來市場，共創

與供應商、客戶三贏之局面。 

  一、一百零一年度回顧 

本公司 101 年度合併營收繼續創下大聯大控股成立以來新高，達新台幣 3 仟 6 佰億

元(美金 122 億元)，年成長 8.51%；稅後純益約新台幣 44 億 5 仟 8 佰萬元；稀釋每股盈

餘為新台幣 2.71 元；關鍵績效指標營運資產報酬率(ROWC)為 10.38%，股東權益報酬

率(ROE)為 11.73%。 

本集團在技術支援部分，相關工程師人員已逾 850 人，為同業之最；並能掌握市場

熱點，提供包括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機頂盒(STB)、智慧型手機、3G 手機、多媒體

播放器、液晶電視、行動電視、電源管理、車用電子、電子書、工業用電腦、安防監控

設備、LED 照明、醫療電子、綠色節能…等多項「方案在線」協助客戶產品解決方案；

並透由大聯大集團發行電子報，即時分享集團代理的最新產品新聞、市場資訊、解決方

案，具體實現一站式資訊共用。 

本集團自 2007 年起已連續六年獲產業媒體《EETimes》選為「全球第三大電子通

路商」及「亞太第一電子通路」殊榮；連續六年蟬聯《國際電子商情》「讀者最滿意分

銷商」獎項，證明了大聯大持續深耕中國大陸地區已廣受當地客戶供應商的肯定，並連

年獲得各大財經雜誌評選為「IC 通路產業 No.1」。由評選結果可知，本公司在半導體供

應鏈中提供之附加價值服務，已深受客戶及供應商肯定。 

  二、一百零二年度展望 

延續前一年，本公司持續為全球第三大、亞太地區第一大專業零組件通路商，今年

各項策略重點如下： 

 財務指標：持續以營運資產報酬率(ROWC)作為集團重點財務指標，並輔以營

運資金指標管理；持續提升大聯大於亞洲通路市場的獲利佔比，並保持獲利佔

比大於營業額佔比的態勢。 
 擴大市場影響力：針對目標市場，發展各式資源共用及業務合作方案；提升中

小客戶及特定內需市場客戶的滲透率；透過提升大型客戶滿意度與集團合作方



 

案及持續優化電子化行銷 (E-Marketing) 能力、建立並經營技術(Technical)職系

社群溝通平台以建立服務品牌及形象。 
 持續併購與策略結盟：持續透過各式併購與策略聯盟，加強海內外併購，改善

客戶、產品與市場組合，提升盈餘品質；整合流程與資訊平台，加強商業智慧

管理報表的應用及倉儲管理系統整合；強化後勤資源分享機制(Service Sharing 
Mechanism)；提升併購後的整合效能，優化集團合併綜效。 

 營運風險管理及組合管理：持續在信用風險、營運資金、匯兌風險、財務報表

表達品質、合約風險辨識與管控、降低倉儲過度集中及集團銀行額度管理等風

險管理面向更加深化，並建立異常管理機制以降低集團營運風險；此外，對於

不同的產品及不同地區的客戶群將增強組合管理。 
 人才培育與員工關係：推動人資效能指標、建置集團訓練體系，訂定「人才本

地化」目標，落實集團核心價值觀之內化。 
 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提升資訊透明度，持續參加「資訊揭露評鑑系統」

評鑑，並以A+為目標；持續落實董事會與審計、薪酬委員會之功能；持續透過

大聯大教育基金會，與各大學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持續強化企業社會責任工作

小組的互動與合作，協力推動跨集團與各子集團之企業承諾、社會參與及環境

保護等面向之工作。 
 新事業布局：成立大聯大雲端服務有限公司，以雲端概念提供小量多樣的零件

買賣服務，滿足客戶一次購足的需求，並提供完整的技術支援與諮詢服務。 

隨著亞太市場的持續成長，「大者恆大、強者恆強」仍為市場共識及大勢之所趨。

透過上述措施，本公司將一方面透過併購後的整合以期能擴大營運規模、降低營運成

本，另一方面亦專注開發客戶與產品線，此將使得集團客戶/產品代理線/市場應用組合

更加廣泛與完整；並藉由投資控股集團的管理模式，協助各子公司快速取得各式人才、

整合不同資源、提高客戶覆蓋率，進而提昇整體競爭力，充分發揮經濟規模等合併綜效，

並持續提高股東投資報酬率。 

迎向未來，大聯大期許以「產業首選 • 通路標竿」為集團願景，持續全面推行「團

隊、誠信、專業、效能」為核心價值觀；主張在「大聯大大家庭」、「我們都是一家人」

的前提下，持續完成現行業務組織檢討及海外發展策略之全盤規劃。好還要更好，大還

要更大，聯手齊心，追求從優秀(A)到卓越(A+)的企業服務標竿，期使大聯大成為永續

經營，基業長青的百年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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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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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暨總經理 黃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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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零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

派表，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

條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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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欽勇 

 

獨立董事 于泳泓 

 

獨立董事 游朝堂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零 二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附件三> 









 







<附件四> 





 











 

<附件五>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條文修正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條文 理由 

第五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十七條  

本公司設董事十一至十九人，董事人數由董事

會議定之，並由股東會依公司法及有關法令之

規定，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中選任之。  

本公司全體董事合計之持股比例，應符合證券

管理機關之規定。  

第一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名額至少三人，採

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

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

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五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十七條  

本公司設董事九十一至十九人，董事人數由董

事會議定之，並由股東會依公司法及有關法令

之規定，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中選任之。本公司

董事自第四屆起，其選舉依公司法第192條之1

之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股東應就董事候選

人名單中選任之。 

本公司全體董事合計之持股比例，應符合證券

管理機關之規定。  

第一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名額至少三人，採

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

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

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依實際需要修

正 

第六章 經理人  

第二十八條  

本公司得依董事會決議設總經理或總裁一

人，其他經理人若干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 

均應提請董事會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總經理或總裁對

董事會負責，並應執行董事長或董事會所指定

之職務。 

前項總經理或總裁之委任及解任，由董事長提

請董事會依前項規定辦理。 

其他經理人之委任及解任，由總經理或總裁提

請董事會依本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第六章 經理人  

第二十八條  

本公司得依董事會決議設總經理或總裁執行

長一人，其他經理人若干人，其委任、解任及

報酬， 均應提請董事會以董事過半數之出

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總經

理或總裁執行長對董事會負責，並應執行董事

長或董事會所指定之職務。 

前項總經理或總裁執行長之委任及解任，由董

事長提請董事會依前項規定辦理。 

其他經理人之委任及解任，由總經理或總裁執

行長提請董事會依本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依實際需要修

正 
 

第卅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四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六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卅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四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六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增列修訂日期



 

<附件六>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條文 理由 

第 二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於股東會中行之，由董事會

備製選舉票，且加註選舉權數。  

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票上所印之出席證號代

之。 

第 二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於股東會中行之，由董事

會備製選舉票，且加註選舉權數。  

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票上所印之出席證號

代之。電子投票記錄視為選票之圈選。 

依實際需要修

正 

第三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舉，依章程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時，依法令及章程規定辦理提名程序，股東應

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第三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舉，應依公司法第192條之

1規定依章程採候選人提名制度時，依法令及章

程規定辦理提名程序，股東應就獨立董事候選

人名單中選任之。 

依實際需要修

正 

 



 

<附件七>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條文修正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修文 理由 

第十一條：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程

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五)損失上限之訂定 

1.避險性操作 

有關於避險性交易乃在規避風險，

故無損失上限設定之必要。 

2.交易性操作 

本公司不從事交易性操作。 

第十一條：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程

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五)損失上限之訂定 

1.避險性操作 

有關於避險性交易損失上限不得逾

契約金額 30%，適用於個別契約與

全部契約。 

2.交易性操作 

本公司不從事交易性操作。 

參「公開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以下

簡稱「準則」)第
十八條及「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準則

問答集」(以下簡

稱「問答集」)修
改內容 

第十一條：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程

序 

四、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情形處理 

財務單位為業務需要辦理之避險性交

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並呈報總經

理。董事會除指派總經理負責衍生性

金融商品交易風險之監督與控制之

外，並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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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總經理承董事會之指派，

應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理程序

是否適當及確實依本處理程序之規定

辦理。如有異常情形，應即向董事長

或董事會報告，並採取必要之因應措

施。 

第十一條：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程

序 

四、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情形處理 

財務單位為業務需要辦理之避險性交

易，其交易及損益情形至少每月應評

估二次，並呈報總經理。董事會除指

派總經理負責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風

險之監督與控制之外，並應定期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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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總經理

承董事會之指派，應定期評估目前使

用之風險管理程序是否適當及確實依

本處理程序之規定辦理。如有異常情

形，應即向董事長或董事會報告，並

採取必要之因應措施。 

參「準則」第二十

條修改 

第十一條：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程

序 

五、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建立

備查簿，並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記載相

關事宜，除其他法律另有規定者外，

至少保存五年。 

第十一條：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程

序 

五、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建立

備查簿，並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記載相

關事宜，除其他法律另有規定者外，

至少保存五年。 

依實際作業需求

修改 



 

原條文 修正修文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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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申報程序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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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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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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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

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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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申報程序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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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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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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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ㄧ)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

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2. (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3. (三)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依實際作業需求

修改 

第十三條之一：(刪除) 
 

第十三條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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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留存期限悉依證

券主管機關所訂「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或相關法律規定。 

依實際作業需求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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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條文修正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修文 理由 

 第二條之一：本公司自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

起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財務報

告，故本程序所稱淨值，係指依證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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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項目。 

參「公開發行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

保證處理準則」

(以下簡稱「準則」)

第六條修正內容 

第三條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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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融通資

金必要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二條及第

三條有關短期及資金貸與限額之限制。

 

第三條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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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融通資

金必要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二條及第

三條有關短期及資金貸與限額之限

制。但仍應依法令規定訂定資金貸與之

限額及期限。 

參「準則」第三條

修改 

第 九 條：資訊公開 
一、有關資金貸與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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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九 條：資訊公開 
一、有關資金貸與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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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準則」第二十

三條修改 

 



 

<附件九>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條文修正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修文 理由 

 第二條之一：本公司自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

起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財務報

告，故本程序所稱淨值，係指依證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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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項目。 

參「公開發行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

保證處理準則」

(以下簡稱「準則」)

第六條修正內容 

第 三 條：背書保證對象 

本公司得對下列公司為背書保證：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關係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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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基於承攬業務工程需要之同業

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

由各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

公司背書保證者，不受前項規定之限

制，得為背書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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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

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書保

證。 

第 三 條：背書保證對象 

本公司得對下列公司為背書保證：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關係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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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基於承攬業務工程需要之同業

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

由各全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

投資公司背書保證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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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前項規定之

限制，得為背書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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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

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書保

證。 

參「公開發行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

保證處理準則」

(以下簡稱「準則」)

第五條修正內容 

 

第 六 條：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五、會計部門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理原則，

定期評估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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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六 條：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五、會計部門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理原則，

定期評估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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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準則」第二十

六條修改 



 

原條文 修正修文 理由 

第 十 條：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本公司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擬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

證者，公司應命子公司依規定訂定背書

保證作業程序；子公司依第三條第四項

為背書保證時，其背書保證對象之淨值

若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亦應訂定

相關控管程序，並依相關法律規定送其

董事會及/或股東會決議後實施。 

二、本公司稽核人員依年度稽核計劃至子公

司進行查核時，應一併了解子公司為他

人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執行情形，若發現

有缺失事項應持續追蹤其改善情形，並

作成追蹤報告呈報本公司。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若擬為他人背書或提供

保證者，應提供相關資料予本公司備

查。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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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控管程序： 

一、該子公司從事重大財務、業務事項，包

括事業計畫及預算、重大設備投資及轉

投資、舉借債務、資金貸與他人、背書

保證、債務承諾、有價證券及衍生性金

融商品之交易、重要契約、重大財產變

動等，應於事實發生前經該子公司董事

會決議通過，並陳報本公司相關權責主

管。 

二、本公司應至少按月取得該子公司月結之

管理報告，包括相關重要財務報表及分

析、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月報表

等，進行分析檢討。 

 

第 十 條：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本公司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擬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

證者，公司應命子公司依規定訂定背書

保證作業程序；子公司依第三條第四項

為背書保證時，其背書保證對象之淨值

若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亦應訂定

相關控管程序，並依相關法律規定送其

董事會及/或股東會決議後實施。 

二、本公司稽核人員依年度稽核計劃至子公

司進行查核時，應一併了解子公司為他

人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執行情形，若發現

有缺失事項應持續追蹤其改善情形，並

作成追蹤報告呈報本公司。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若擬為他人背書或提供

保證者，應提供相關資料予本公司備

查。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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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控管程序： 

一、該子公司從事重大財務、業務事項，包

括事業計畫及預算、重大設備投資及轉

投資、舉借債務、資金貸與他人、背書

保證、債務承諾、有價證券及衍生性金

融商品之交易、重要契約、重大財產變

動等，應於事實發生前經該子公司董事

會決議通過，並陳報本公司相關權責主

管。 

二、本公司應至少按月取得該子公司月結之

管理報告，包括相關重要財務報表及分

析、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月報表

等，進行分析檢討。 

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

十元者，實收資本額之計算，應以股本加計

資本公積-發行溢價之合計數為之。 

參「準則」第十二

條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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