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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暨選舉事項 

第 一 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一、配合「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及業務需要， 

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 

附件。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 

 

第 二 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一、配合法令修訂及業務需要，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         

業程序』部分條文。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 

件。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 

 

第 三 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一、配合公司營運需要，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二、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 

 

第 四 案 

案    由：全面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 (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現任董事及監察人任期於一○一年五月五日屆滿，擬配合本 

股東常會召開辦理全面改選。按公司法第 195 條及第 217 條規定， 
任期屆滿不及改選時，得延長職務至改選董事、監察人就任時 
止。 

二、本公司章程第 16 條及第 17 條規定，應選董事七人(含獨立董事三人， 

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監察人三人(含具獨立職能監察人二人)，任 

期三年，自一○一年六月五日起至一○四年六月四日止。 

 三、原任董事及監察人任期依法延至股東會完成時止。 

 四、本公司獨立董事依公司章程第十七條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獨 

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四月二十三日董事會審 

查通過，茲將相關資料載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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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 

候選人 
一 二 三 

姓  名 吳清在 謝國煌 陳輝雄 

戶號/身分證 

明文件編號 
R100***501 D100***783 H100***558 

學  歷 
美國紐約市大學會計博

士 

美國底特律大學工學博

士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管理

研究所碩士 

經  歷 

職   稱 起始年月 職   稱 起始年月 職稱 起始年月 

國立成功

大學會計

系主任 

91.08 94.07 
台大化工

系教授 
72.08 在職 

曾任國立

成功大學

工業管理

系所教師 

58.08 92.08 

國立成功

大學會計

研究所所

長 

91.08 94.07 

台大高分

子研究所

所長 

91.08 94.07 

統一企業

股份有限

公司經營

管理顧問 

60.09 62.08 

財務金融

研究所所

長 

91.08 94.07 

台大前瞻

性高分子

奈米科技

研究中心

主任 

92.08 94.07 

美達工業

股份有限

公司經營

管理顧問 

93.04 在職 

國立成功

大學教授 
85.02 

 

在職 

台大化工

系、高分

子研究所

教授 

78.08 在職 

農友種苗

股份有限

公司經營

管理顧問 

72.06 在職 

            

新偉祥工

業有限公

司經營管

理顧問 

93.04 在職 

 

五、本次改選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為之，請參閱議  

事手冊。 
  六、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 

董事及監察人當選名單如下： 

 

 

 



 4

                                                                 

職稱 
戶號或身份證明文

件編號 
戶名或姓名 當選權數 

董事 1 
明安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鄭錫潛 40,523,949 

董事 1 
明安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朱國棟 39,025,774 

董事 1 
明安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元祐 38,503,133 

董事 3 
福致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瑞章 37,894,644 

獨立董事 R100***501 吳清在 36,748,527 

獨立董事 D100***783 謝國煌 35,647,378 

獨立董事 H100***558 陳輝雄 33,782,144 

監察人 2 
億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政羲 37,949,220 

監察人 R102***457 董登富 37,307,145 

監察人 C100***240 李鴻琦 37,083,156 

 

第 五 案 

案    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案，提請 討論。(董事 

會提) 

說    明：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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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為借助本公司董事及其代表人之專才與相關經驗，擬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及其代表行使董事職權之自然人， 

擔任其他事業有關本公司「公司章程」營業項目所列相關業務競業

禁止之限制。 

 三、在不影響本公司正常業務及無損及本公司之利益下，擬依法提請股

東常會同意解除本次所選出之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

制。 

新任董事擬請求股東會解除競業禁止明細如下： 

 

 

 

 

 

 



 5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 
 
陸、臨時動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臨時動議提出。 

柒、散會：同日上午十時五十二分，主席宣布散會，獲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 

 

 

職稱 姓名 目前擔任與競業禁止有關之公司及職務 

董事 
明安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鄭錫潛 

1.明安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總經理 

2.明安複合材料科技(常熟)有限公司董事 

3.富國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4.Advanced Int’l Multitech(VN) Corporation Ltd.

董事 

董事 
明安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朱國棟 
1.富國國際科技(股)公司董事 

2.富國運動器材(東莞)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明安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元祐 

1.明安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2.明安複合材料科技(常熟)有限公司監察人 

3.明安運動器材(東莞)有限公司董事 

4.東莞沙田明安運動器材有限公司董事 

5.Advanced Int’l Multitech(VN) Corporation Ltd.

董事 

6.富國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總經理 

董事 
福致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瑞章 

1.台灣福興工業(股)公司董事長 

2.Ingersoll-Rand Fu Hsing Holdings Limited 董事 

3.福興工業(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長 

4.福加五金製品(上海)有限公司董事 

5.Ingersoll Rand Fu Hsing Ltd.董事 

6.朕豪工業(股)公司董事長 

7.Fu Hsing Americas, Inc.董事 

8.至興精機(股)公司董事 

9.Map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董事 

10.銘異科技(股)公司董事之代表人 

11.銘鈺精密工業(股)公司董事 

12.德芝美國際事業(股)公司董事 

13.華南創業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14.成大創業投資(股)公司董事 

15.台貿國際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16.福元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17.福昇國際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18.福訊投資(股)公司董事  

獨立董事 吳清在 
1.明安國際企業(股)公司獨立董事 

2.晉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3.順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謝國煌 明安國際企業(股)公司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陳輝雄 

1.東台精機(股)公司獨立董事 

2.森田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3.農友種苗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管理顧問 

4.新偉祥工業有限公司經營管理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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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明明    揚揚揚揚    國國國國    際際際際    科科科科    技技技技    股股股股    份份份份    有有有有    限限限限    公公公公    司司司司    
一一一一    百百百百    年年年年    度度度度    營營營營    業業業業    報報報報    告告告告    書書書書    

    
(一) 一○○年度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一○○年度主要業務為高爾夫球之外銷，全年營業淨額為 773,255 仟

元，較九十九年減少 37.88%，扣除營業成本 781,257仟元，營業費用 88,540

仟元，營業外收(支)淨損 4,420仟元，本期稅前淨損為 100,962仟元。預計所

得稅利益 9,246仟元，本期稅後淨損為 91,716仟元，每股稅後淨損新台幣 2.02

元。 

(二) 一○○年度預算執行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預計損益表 預算金額 實際金額 達成率% 

營業淨額 1,022,615 773,255 75.62 

營業成本 947,564 781,257 82.45 

營業毛利(損) 75,051 (8,002)      - 

營業費用 92,475 88,540 95.74 

營業淨利(損) (17,424) (96,542)      - 

營業外收入 785 3,747 477.32 

營業外支出 2,263 8,167 360.89 

稅前淨利(損) (18,902) (100,962)       - 

(三)損益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分  析  項  目 
100 年 99 年 

增(減) 

比率% 

損
 
益

 
分

 
析

 

營業收入淨額 773,255 1,244,839 (37.88) 

營業毛利(損) (8,002) 196,594 (104.07) 

營業(損)益 (96,542) 110,789 (187.14) 

營業外收支淨利(損) (4,420) (18,079) (75.55) 

稅前淨利(損) (100,962) 92,710 (208.90) 

本期淨利(損) (91,716) 84,950 (207.96) 

獲
 
利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8.73) 10.09 (186.52) 

股東權益報酬率(%) (17.41) 16.63 (204.69) 

占實收資本

比率(%) 

營業利益 (21.30) 25.18 (184.59) 

稅前純益 (22.28) 21.07 (205.74) 

純益率(%) (11.86) 6.82 (273.90) 

每股盈餘（元） (2.02) 1.98 (202.02)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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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研究發展狀況 

（1）實心塑膠料射出成型球心。 

（2）浮水球配方技術。 

（3）單層球配方技術。 

（4）射出模具逃氣頂針加工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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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揚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明揚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明揚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明揚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監察人查核報告書監察人查核報告書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議案

等；其中財務報表嗣經董事會委任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邱慧吟、 龔俊

吉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議案經本監察人查核，認為符合

公司法相關法令規定，爰依照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及證券交易法第三十

六條之規定報告如上。 

敬請  鑒核 

此    致 

本公司一○一年股東常會  
                          明揚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  華  民  國  一○一  年  三 月 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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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揚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明揚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明揚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明揚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修訂後修訂後修訂後    修訂前修訂前修訂前修訂前    
修訂說明修訂說明修訂說明修訂說明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第六條 本公司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訂定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經董

事會通過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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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

送各監察人。 

已依證交法規定設置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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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本公司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訂定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經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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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

各監察人。 

已依證交法規定設置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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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依證交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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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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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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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未設置

審計委員會，

故刪除審計委

員會之相關規

定。 

第七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訂處

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

會通過者，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

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公司並應將

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 

已依證交法規定設置獨立董事

第七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訂處

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

會通過者，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

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公司並應將

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 

已依證交法規定設置獨立董事

本公司未設置

審計委員會，

故刪除審計委

員會之相關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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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修訂後修訂後修訂後    修訂前修訂前修訂前修訂前    
修訂說明修訂說明修訂說明修訂說明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者，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

產交易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

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者，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

產交易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

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已依證交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

者，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

易，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準用第六條第四項及第五項

規定。 

第十一

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

固定資產，除與政府機構交易、

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外，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

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

特定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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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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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

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

固定資產，除與政府機構交易、

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外，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應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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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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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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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情形之一者，應洽請會計

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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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差異原因

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

配 合 法 令 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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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修訂後修訂後修訂後    修訂前修訂前修訂前修訂前    
修訂說明修訂說明修訂說明修訂說明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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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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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交易金額之計算，

應依第三十二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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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本處

理程序規定取得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意見部份免再計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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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成立日前估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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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

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

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

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告

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

第十二

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

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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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洽請

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

意見。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

之公開報價或行政院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

配 合 法 令 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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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修訂後修訂後修訂後    修訂前修訂前修訂前修訂前    
修訂說明修訂說明修訂說明修訂說明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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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條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三

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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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取得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

見部份免再計入。 

限。 

第 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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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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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條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三

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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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取得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

見部份免再計入。 

 

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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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

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

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配 合 法 令 修

訂。 

 ------------關關關關係人係人係人係人交易交易交易交易------------  ------------向關向關向關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係人取得不動產係人取得不動產係人取得不動產------------ 配 合 法 令 修

訂。 

第十六

條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

產，除依第十一條處理程序辦理

外，尚應依以下規定辦理相關決

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

等事項。另外在判斷交易對象是

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

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交易

第十六

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購買或交換而

取得不動產，應將下列資料，提

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

後，始得為之： 

一、取得不動產之目的、必要性

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

配 合 法 令 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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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修訂後修訂後修訂後    修訂前修訂前修訂前修訂前    
修訂說明修訂說明修訂說明修訂說明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金額達本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

以上者，亦應依第十一條第一項

第四款及第十一條至第十四條

之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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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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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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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第

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定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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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

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

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

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

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本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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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辦

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

原因。 

三、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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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

重要約定事項。 

已依證交法規定設置獨立董事

者，依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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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依證交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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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用第六條第四項及

第五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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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修訂後修訂後修訂後    修訂前修訂前修訂前修訂前    
修訂說明修訂說明修訂說明修訂說明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

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

處理程序規定提交董事會通

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免再計

入。 

本公司與母公司間，取得或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

備，董事會得依第十五條第

一項授權董事長在新台幣   

xxxx元內先行決行，事後再

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已依證交法規定設置獨立董事

者，依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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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

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

經按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定評

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

辦理下列事項：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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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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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

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

經按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定評

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

辦理下列事項：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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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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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 合 法 令 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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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修訂後修訂後修訂後    修訂前修訂前修訂前修訂前    
修訂說明修訂說明修訂說明修訂說明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第 二 十

條 
(五) 契約總額及損失上限之訂

定 

(1) 契約總額：外幣之遠

期外匯交易契約總額

不得超過公司實際進

出口之外幣需求總額。 

(2) 損失上限之訂定 

A.避險性交易乃在規避

風險，個別契約損失

以不超過交易合約金

額 10%為上限，全部契

約損失以不超過全部

交易合約金額 10%為

上限。 

B.如屬特定目的之交易

契約，其全部契約損

失金額超過交易金額

百分五時，需即刻召

相關管理階層商議因

應之道。 

C.投資性交易合約損

失，總損失不得超過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五；個別契約損失金

額以不超過美金伍萬

元或交易合約金額百

分之五何者為低之金

額為損失上限。 

 

第二十

條 
(五) 契約總額及損失上限之訂

定 

(1) 契約總額：外幣之遠

期外匯交易契約總額

不得超過公司實際進

出口之外幣需求總額。 

(2) 損失上限之訂定 

A.避險性交易乃在規避

風險，故無損失上限

設 定 之 必 要    

性。 

B.如屬特定目的之交易

契約，其全部契約損

失金額超過交易金額

百分五時，需即刻召

相關管理階層商議因

應之道。 

C.投資性交易合約損

失，總損失不得超過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五；個別契約損失金

額以不超過美金伍萬

元或交易合約金額百

分之五何者為低之金

額為損失上限。 

 

配合法令增訂

避險性交易之

上限。 

第 二 十

六條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

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

素事先報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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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股份受讓之本公司除其他法

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

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外，應於同一

天召開董事會。 

第二十

六條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

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

素事先報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同意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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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股份受讓之本公司除其他法

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

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同

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

配 合 法 令 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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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修訂後修訂後修訂後    修訂前修訂前修訂前修訂前    
修訂說明修訂說明修訂說明修訂說明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之公司，……備供查核：

(以下略)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之公司，應於董事會決議

通過之即日起算二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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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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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之公司，……(以下略)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之公司，應於董事會決議

通過之日起二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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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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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

二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

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

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

相關資訊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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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公債或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 

第三十

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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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將相關

資訊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

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二、從事大陸地區投資。 

三、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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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除前四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

金融機構處分債權，其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配合法令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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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修訂後修訂後修訂後    修訂前修訂前修訂前修訂前    
修訂說明修訂說明修訂說明修訂說明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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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

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

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買賣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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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

屬供營業使用之機器

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

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

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處分供

營建使用之不動產且

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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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交易金額未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

之：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買賣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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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

屬供營業使用之機器

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

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

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處分供

營建使用之不動產且

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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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

之：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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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修訂後修訂後修訂後    修訂前修訂前修訂前修訂前    
修訂說明修訂說明修訂說明修訂說明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以下略) 

 

第三十
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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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資訊於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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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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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

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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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將相關資

訊於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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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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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法令修

訂。 

第三十

四條 

本公司之子公司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以下略) 

 

四、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中，

所稱「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總資產百分之

十」規定，係以母(本)公司

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本公司之子公司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以下略) 

 

四、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中，

所稱「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係以母(本)公司

之實收資本額為準 

配合法令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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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揚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明揚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明揚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明揚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修訂後修訂後修訂後    修訂前修訂前修訂前修訂前    
修訂說明修訂說明修訂說明修訂說明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第三條 資金貸與限額 

一、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總

額，除因背書保證而發生之

代償行為及本作業程序生

效前已貸放款項外，以不超

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之百分之四十為限。至

於個別對象之限額以不超

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之百分之十為限。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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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金

額以不超過貸與企業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的百分之五十

為限。 

第三條 資金貸與限額 

一、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總

額，除因背書保證而發生之

代償行為及本作業程序生效

前已貸放款項外，以不超過

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之百分之二十為限。至於個

別對象之限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

分之五為限。 

二、融資金額不得超過貸與企業

淨值的百分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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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

資金貸與，不受前項第二款之限

制。 

 

1.調高個別及

總 額 之 上

限，以增加

集團資金調

度之彈性。 

2.因第一項已

訂 貸 與 上

限，第二項

係 重 複 贅

述，故予以

刪除。 

3.依法增訂子

公司間資金

貸與之上

限。 

第七條 授權範圍 

一、資金貸與他人時，應提董事

會決議後，始得為之，不得

授權其他人決定。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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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符合第三

條第二項規定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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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 

第七條 授權範圍 

一、資金貸與他人時，應提董事

會決議後，始得為之，不得

授權其他人決定。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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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符合第三

條第三項規定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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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 

1.因原第三條

第三項刪除

故配合修正

第七條內容

為第三條第

二項。 

2.原嚴謹訂定

本公司或子

公司對單一

企業之資金

貸與之授權

額度，放寬

修訂與法令

規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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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修訂後修訂後修訂後    修訂前修訂前修訂前修訂前    
修訂說明修訂說明修訂說明修訂說明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第八條 作業程序 

貸與他人之作業程序如下： 

申貸人提出申請�財務單位審核

額度及徵信�總經理核准�董事

長核准�董事會提案審核�申貸

人動撥申請填具「資金貸與事項

申請書」(附表一)�財務課完成

保全、撥款 

第八條 作業程序 

貸與他人之作業程序如下： 

貸款人填據資金貸與他人申請

書。(附表一) 

 

1.配合法令貸

與金額可循

環使用，故

增加申貸人

動撥申請之

程序。 

2.作業程序由

圖示改為文

字敍述。 

第十三

條 
辦理資金貸與他人應注意事項 

一、本公司將公司資金貸與他人

前，應審慎評估是否符合本

作業程序之規定，併同評估

結果提董事會決議後辦

理，不得授權其他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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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

對象不符本準則規定或餘額

超限時，稽核單位應督促財

務部訂定改善計畫，將該改

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計

畫時程完成改善。 

四、財務部門應就資金貸與事項

建立備查簿，對資金貸與對

象之名稱、承諾擔保事項、

金額及累積額度、利率、期

限等詳予登載備查。 

 

第十三

條 
辦理資金貸與他人應注意事項 

一、本公司將公司資金貸與他人

前，應審慎評估是否符合本

作業程序之規定，併同評估

結果提董事會決議後辦

理，不得授權其他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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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

對象不符本準則規定或餘

額超限時，稽核單位應督促

財務部訂定改善計畫，將該

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

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四、財務單位應按月編製「資金

貸與關係法人或團體明細

表」(附表二)，於每月十日

前填列有關資料，分送各有

關單位。 

 

刪除「資金貸與

關係法人或團

體明細表」之

適用改以備查

簿替代，以符

合主管機關之

要求及作業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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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修訂後修訂後修訂後    修訂前修訂前修訂前修訂前    
修訂說明修訂說明修訂說明修訂說明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第十七

條 
使用表單 

資金貸與事項申請書(附表一) 

 

第十七

條 
使用表單 

資金貸與他人申請書 

資金貸與關係法人或團體明細

表 

 

因第十三條已

刪除資金貸與

關係法人或團

體明細表，本

條配合修正。 

表一 明揚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資金

貸與事項申請書 

 

表一 

 
 增設表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