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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716,050,308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66,706,115權)；贊成權數為

703,581,232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5,274,627

權)，占表決權數之98.26 %；反對權數為50,731權(其中以電子

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0,731權)；棄權權數為12,418,345權(其中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1,380,757權)。】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案案案案((((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    

案由：謹擬具本公司章程修正案，敬請  公決。 

說明：一、依政府法令規定，本公司應於本年股東常會董事改選時強

制設置獨立董事，並得依法選擇設置審計委員會時，毋庸

設置監察人；如已設置監察人，於審計委員會成立當日，

同時解任監察人，公司章程有關監察人相關規定，亦隨即

失效。 

二、擬於本年獨立董事當選後，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

會取代監察人，另配合公司實務作業，爰修正公司章程。 

三、檢具公司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后，是否可行，提請

公決。 
台灣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 

(前略) 

股東常會於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

內，由董事會召集之。股東臨時會於

遇有重要事項，經董事會之決議，或

經董事二人以上，或經繼續一年以上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

股東之書面請求，由董事會召集之。

股東常會及臨時會，均得於中華民國

領域內或領域外舉行之。 

第十條 

(前略) 

股東常會於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

內，由董事會召集之。股東臨時會於

遇有重要事項，經董事會之決議，或

經董事二人以上，或經繼續一年以上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股

東之書面請求，由董事會召集之。監

察人認為必要時亦得召集股東臨時

會。股東常會及臨時會，均得於中華

民國領域內或領域外舉行之。 

設置審計委

員會時，毋庸

設 置 監 察

人。爰刪除監

察人相關規

定。 

第十七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決議錄，

由股東會主席簽章，並應連同出席股

東簽名簿，及代表出席委託書，一併

保存於本公司。 

第十七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決議錄，

由股東會主席簽名，並應連同出席股

東簽名簿，及代表出席委託書，一併

保存於本公司。 

配合實務修

正。 

第四節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四節  董事及監察人 設置審計委

員會時，毋庸

設 置 監 察

人。爰刪除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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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人，並新增

審計委員會

相關規定。 

第十八條 

本公司設置董事九至十一人，由股東

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全體董

事所持有本公司記名股票之股份總

額各不得少於證券主管機關規定之

成數。 

第十八條 

本公司設置董事九至十一人及監察人

二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

任之。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二者所持有

本公司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各不得少

於證券主管機關規定之成數。 

同上說明。 

第十八條之一 

前條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事至少

三人。獨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採候選

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

中選任之。 

(後略) 

第十八條之一 

前條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事二至

三人。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及監察

人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候

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後略) 

同上說明。 

第十八條之二 

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

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

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

成員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

其他法令規定監察人之職權。 

第十八條之二 

本公司得依據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

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

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

成員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

其他法令規定監察人之職權，監察人

制度於審計委員會依法成立之日廢除

之。已當選之監察人，其任期至本公

司審計委員會成立之日為止。 

於審計委員

會 成 立 當

日，本章程有

關監察人之

規定亦隨即

失效。 

第十八條之三 

本公司董事會得另設其他功能性委

員會，其組織規程由董事會制定之。 

 配合公司治

理董事會功

能性分工，新

增本條條文。 

第十九條 

董事之任期為三年，並得連選連任。 

第十九條 

董事及監察人之任期均為三年。董事

及監察人均得連選連任。 

設置審計委

員會時，毋庸

設 置 監 察

人。爰刪除監

察人相關規

定。 

第十九條之一 

董事之報酬，不論公司營業盈虧，依

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

之價值，並參酌國內業界水準，授權

由董事會議定之。 

 為強化公司

治理，明訂董

事報酬議定

方式，新增本

條條文。 

第二十三條 

除每屆新當選之第一次董事會，由所

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數最多之董事召

集外，董事會應由董事長召集之，並

應由召集人至少於會議七日前載明

會議日期地點及議程通知各董事，此

第二十三條 

除每屆新當選之第一次董事會，由所

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數最多之董事召集

外，董事會應由董事長召集之，並應

由召集人至少於會議七日前載明會議

日期地點及議程通知各董事及監察

設置審計委

員會時，毋庸

設 置 監 察

人。爰刪除監

察人相關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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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通知，任何董事得以書面於會前或

會後，申明放棄。董事會得於中華民

國領域內或領域外舉行之。 

(後略) 

人，此項通知，任何董事得以書面於

會前或會後，申明放棄。董事會得於

中華民國領域內或領域外舉行之。 

(後略) 

第二十六條 

董事得以書面授權其他董事代理出

席董事會，並得依法代為行使表決

權，但每一董事僅以代理其他董事一

人為限。 

第二十六條 

董事得以書面授權其他董事代表出席

董事會，並得對提出於會議之所有事

項代為行使表決權，但每一董事僅以

代表其他董事一人為限。 

文字修正。 

第二十八條 

(刪除) 

第二十八條 

監察人之職權如左： 

一、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 

二、查核公司財務狀況； 

三、審查稽核會計簿冊及文件； 

四、其他依法令所授予之職權。 

同上說明，刪

除監察人相

關條次。 

第二十九條 

(刪除) 

第二十九條 

監察人，除依法執行其職務外，得列

席董事會陳述意見；但不得參加表決。 

同上說明。 

第三十二條之一 

本公司得於董事及重要職員之任期

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

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第三十二條之一 

本公司得於董事、監察人及重要職員

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

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設置審計委

員會時，毋庸

設 置 監 察

人。爰刪除監

察人相關規

定。 

第三十三條 

本公司之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

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會計年

度終了董事會應造具下列各項表

冊，提出於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第三十三條 

本公司之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至

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會計年度

終了董事會應造具下列各項表冊送請

公司監察人查核後，提出於股東常會

請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同上說明，刪

除監察人相

關規定。 

第三十四條 

本公司每年決算後如有稅後盈餘，應

先彌補以往年度虧損，如尚有餘額，

於提撥百分之十法定盈餘公積後，為

當年度可分配盈餘，再連同以前年度

累積未分配盈餘及依法令或主管機

關規定提列或轉回特別盈餘公積後

之餘額，作為累積可分配之盈餘，由

董事會擬定盈餘分配案後，依法定程

序提請股東會決議，股東會得視業務

狀況保留全部或部分盈餘。如股東會

決議分派盈餘者，其中董事酬勞不超

第三十四條 

本公司每年決算後如有稅後盈餘，應

先彌補以往年度虧損，如尚有餘額，

於提撥百分之十法定盈餘公積後，為

當年度可分配盈餘，再連同以前年度

累積未分配盈餘及依法令或主管機關

規定提列或轉回特別盈餘公積後之餘

額，作為累積可分配之盈餘，由董事

會擬定盈餘分配案後，提請股東會決

議，股東會得視業務狀況保留全部或

部分盈餘。如股東會決議分派盈餘

者，其中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不超過當

1.配合實務

修正。 

2. 同 上 說

明，刪除監

察 人 相 關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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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當年度可分配盈餘數之百分之

一，員工紅利不低於當年度可分配盈

餘數之千分之一。 

(後略) 

年度可分配盈餘數之百分之一，員工

紅利不低於當年度可分配盈餘數之千

分之一。 

(後略) 

第三十七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中華民國公

司法及有關法令辦理。 

第三十七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中華民國公司

法辦理。 

配合實務修

正。 

第三十八條   

(前略) 

一○二年六月十日第四十六次修

正，一○三年六月六日第四十七次修

正。 

第三十八條   

(前略) 

一○二年六月十日第四十六次修正。 

新增修正日

期。 

      【本案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716,050,308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66,706,115權)；贊成權數為

703,604,010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5,295,405

權)，占表決權數之98.26%；反對權數為5,185權(其中以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數5,185權)；棄權權數為12,441,113權(其中以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1,405,525權)。】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案案案案((((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    

案由：謹擬具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案，敬請  公決。 

說明：一、配合公司章程修正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取代監

察人，並於審計委員會成立當日起，有關章程中之監察人

規定亦隨即失效，爰一併修正「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部分條文。 

二、另將「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標題修正為「董事選舉辦

法」。 

三、檢具「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后，

是否可行，提請公決。 

台灣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董事選舉辦法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配合公司章程

之修正，設置審

計委員會時，毋

庸 設 置 監 察

人。爰刪除監察

人相關規定。 

一、本公司董事之選舉，依本辦法辦

理之。 

一、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依

本辦法辦理之。 

同上說明。 

二、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記名累積二、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同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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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法。股東會現場投票，選舉

人之記名以在選舉票上所印之

出席證號碼代之。本公司董事之

選舉，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

條之ㄧ及第二百一十六條之一

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第二項略)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股東得選擇

採行以電子或現場投票方式之

一行使其選舉權。 

(後略) 

記名累積投票法。股東會現場投

票，選舉人之記名以在選舉票上

所印之出席證號碼代之。本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應依公司

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ㄧ及第二

百一十六條之一規定採候選人

提名制度。 

(第二項略)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股

東得選擇採行以電子或現場投

票方式之一行使其選舉權。 

(後略) 

三、本公司董事，除其他相關法令另

有規定外，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

力之人選任之，並依公司章程所

規定之名額，由所得選舉票代表

選舉權較多者，分別當選為獨立

董事、非獨立董事。董事之選

舉，依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一

倂選舉，分別計票，分別當選。

如有二人或二人以上得權數相

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應就此得

權數相同者,當場再進行投票表

決決定。 

(後略) 

三、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除其他相

關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股東會就

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並依公

司章程所規定之名額，由所得選

舉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依次分

別當選為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

或監察人。董事之選舉，依獨立

董事與非獨立董事一倂選舉，分

別計票，分別當選。如有二人或

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

定名額時，應就此得權數相同

者,當場再進行投票表決決定。 

依前項同時當選為董事與監察人

者，應自行決定充任董事或監察

人。 

(後略) 

1.同上說明。 

2. 取 消 監 察

人，故予以刪

除第二項條

文內容。 

八、股東會現場投票，董事、獨立董

事選舉票，設投票櫃一個，並分

別進行開票。 

八、股東會現場投票，董事、獨立董

事及監察人選舉票，各設投票櫃

一個，並分為三組進行開票。 

1.同上 1.說明。 

2.配合公司實

務。 

十三、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分別發給

當選通知書。 

十三、當選之董事及監察人由本公司

分別發給當選通知書。 

同上 1.說明。 

      【本案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716,050,308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66,706,115權)；贊成權數為

703,604,285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5,295,680

權)，占表決權數之98.26%；反對權數為4,187權(其中以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數4,187權)；棄權權數為12,441,836權(其中以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1,406,248權)。】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案案案案((((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    

案由：謹擬具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案，敬請 公決。 

說明：一、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擬修改「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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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規則」第 9條。 

二、檢具「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后，是否

可行，提請公決。 

台灣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九、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者，議程由董

事會訂定之，會議悉依排定之議

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

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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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

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

但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

者，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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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被推選人以具有董事身分者

為限。 

九、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者，議程由董

事會訂定之，會議悉依排定之議

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

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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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

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

但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

者，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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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被推選人以具有董事或監察

人身分者為限。 

配合公司章

程之修正，設

置審計委員

會時，毋庸設

置監察人。爰

刪除監察人

相關規定。 

     【本案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716,050,308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66,706,115權)；贊成權數為

703,596,83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5,288,226

權)，占表決權數之98.26%；反對權數為12,364權(其中以電子

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2,364權)；棄權權數為12,441,113權(其中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1,405,525權)。】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案案案案((((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    

案由：謹擬具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案，敬請 公決。 

說明：一、本公司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部分條文；另，配合本公司設置獨

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等實務運作所需，擬修改本公司之「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二、檢具「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

后，是否可行，提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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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資產範圍 

一、略。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

投資性不動產、土地使用權)

及設備。 

    (餘略) 

 

第四條：名詞定義 

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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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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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六、大陸地區投資：略 

七、所稱「最近期財務報表」…. 之

財務報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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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

臺幣十元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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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

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設

第三條：資產範圍 

一、略。 

二、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 

    (餘略) 

 

 

 

第四條：名詞定義 

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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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六項規定

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

下簡稱股份受讓）者。 

三、關係人：指依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

簡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

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六

號所規定者。 

四、子公司：指依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

第五號及第七號所規定者。 

五、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

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

其他固定資產估價業務者。 

六、事實發生日：略 

七、大陸地區投資：略 

八、 所稱「最近期財務報表」….. 

之財務報表。 

     

 

 

 

 

第八條：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

固定資產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

依據金管會民

國 102年 12月

30日金管證發

字第

1020053073號

函及配合本公

司審計委員會

實務運作，進行

新增及文字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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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

固定資產循環程序辦理。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

序 

(一)略 

(二)取得或處分設備，應以詢

價…..，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始

得為之。 

三、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設備時，應依前項核決權限呈

核後，由使用部門及相關權責

單位負責執行。 

四、不動產或設備估價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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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五

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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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本條規定取得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入)，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

出具之估價報告（估價報告應

行記載事項詳如附件一），並

符合下列規定： 

（一）~(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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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固定資產，悉依本公司內

部控制制度固定資產循環程

序辦理。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

序 

(一)略 

(二)取得或處分其他固定資產，應

以詢價…..，提經董事會通過

後始得為之。 

三、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其他固定資產時，應依前項核

決權限呈核後，由使用部門及

相關權責單位負責執行。 

四、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估價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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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金額之計

算，應依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五

款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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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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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估價報告應行記載事項詳

如附件一），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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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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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

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

十以上。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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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略 

 

第十條：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一、略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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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金

額之計算，應依第十五條第一

項第五款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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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

計委員會同意並提交董事會

通過部分免再計入)，除買賣

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

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經審

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並提交董事會通過

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

款項： 

(餘略) 

三、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一)~(四)略 

(五)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如經按本項第（一）、（二）

款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

格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１‧略 

２‧審計委員會應依公司法第二

百十八條規定辦理。 

３‧略 

(餘略) 

(六)、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依本條第二項有關評估及

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

十以上。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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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略 

 

 

第十條：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一、略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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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金

額之計算，應依第十五條第一

項第五款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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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

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

分免再計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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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略) 

 

 

 

 

 

三、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一)~(四)略 

(五)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如經按本項第（一）、（二）

款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

格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１‧略 

２‧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

八條規定辦理。 

３‧略 

(餘略) 

(六)、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依本條第二項有關評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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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規定辦理即可，不

適用本項（一）、（二）、

（三）款有關交易成本合理

性之評估規定： 

１‧略。 

２‧略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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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略) 

 

第十一條：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

形資產之處理程序 

一 、略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

程序 

比照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設

備之處理程序辦理。 

三 、略 

四、會員證或無形資產專家評估

意見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

無形資產之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交易金額

之計算，應依第十五條第一項

第五款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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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本條規定取得會計師

意見部分免再計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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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

之處理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交易種類 

１‧本公司從事之衍生性商品係

指其價值由資產、利率、匯率

作業程序規定辦理即可，不

適用本項（一）、（二）、

（三）款有關交易成本合理

性之評估規定： 

１‧略 

２‧略 

３‧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而取

得不動產。 

(餘略) 

 

 

 

第十一條：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

形資產之處理程序 

一 、略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

程序 

比照本公司取得或處分其

他固定資產之處理程序辦

理。 

三 、略 

四、會員證或無形資產專家評估

意見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

無形資產之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交易金

額之計算，應依第十五條第

一項第五款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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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本條規定取

得會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

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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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

之處理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交易種類 

１‧本公司從事之衍生性商品係

指其價值由資產、利率、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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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利益等商品所衍生之

交易契約(專指遠期契約、選

擇權、利率或匯率、交換，暨

上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

契約等)。如需從事其他重大

衍生性商品交易，應先經審計

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並提交董事會通過後

始得為之。 

(餘略) 

二~三、略 

四、內部稽核制度 

（一）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

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

允當性，並按月查核交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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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書面通知審計委

員會。 

（二）略 

五、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董事

會之監督管理原則 

（一）~（二）略 

（三）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時，依所訂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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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略 

 

第十四條：重大之取得或處分資產

交易，應先經審計委員

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並提交董事

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依本處理程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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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

審計委員會。另本公司

已設置獨立董事時，於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

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率或其他利益等商品所衍

生之交易契約(專指遠期契

約、選擇權、利率或匯率、

交換，暨上述商品組合而成

之複合式契約等)。 

(餘略) 

 

 

 

二~三、略 

四、內部稽核制度 

（一）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

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

允當性，並按月查核交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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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書面通知監察

人。 

（二）略 

五、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董事

會之監督管理原則 

（一）~（二）略 

（三）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時，依所訂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處理程序規定授權相

關人員辦理者，事後應提報

董事會。 

(四)略 

 

 

第十四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依本處理程序規定應

經董事會通過者，如有

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

錄或書面聲明，公司應

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

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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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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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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買賣公債、或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

內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三）略 

(四) 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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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買賣公債。 

２‧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

場基金。 

３‧略 

４‧略 

(餘略) 

 

第十八條：實施與修訂 

本處理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並提董事會決議及提報股東

會同意後實施，如有董事表

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資料

併送審計委員會及提報股東

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另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

時，於董事會討論本作業程

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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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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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買賣公債或附買回、賣回條

件之債券，不在此限。 

 

（二）~（三）略 

(四) 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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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買賣公債。 

２‧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 

３‧略 

４‧略 

 

(餘略) 

 

第十八條：實施與修訂 

本處理程序經董事會通過，送各監

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施行，修

正時亦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董事

異議資料併送各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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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716,050,308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66,706,115權)；贊成權數為

703,595,108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5,286,503

權)，占表決權數之98.26%；反對權數為13,364權(其中以電子

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3,364權)；棄權權數為12,441,836權(其中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1,406,248權)。】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案案案案((((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    

案由：謹擬具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案，敬請 公決。 

說明：一、配合本公司將設立審計委員會，依據審計委員會職權事項

內容，擬修正本公司之「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二、檢具「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后，

是否可行，提請公決。 

台灣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貸金貸與作業 

(一) 辦理程序 

1、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或

短期融資事項，經本公

司財務部審核後，呈董

事長核准並提報董事會

決議通過後辦理。但重

大之資金貸與須經審計

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

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

子公司間之資金貸與，

應提董事會決議通過後

辦理，並得授權董事長

對同一貸與對象於董事

會決議之ㄧ定額度及不

超過一年之期間內分次

撥貸或循環動用。 

(餘略) 

 2、 略 

3、 內部稽核人員應每季稽

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

第五條：貸金貸與作業 

(一)辦理程序 

1、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或

短期融資事項，經本公司

財務部審核後，呈董事長

核准並提報董事會決議

通過後辦理。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子

公司間之資金貸與，應提

董事會決議通過後辦

理，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

一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

議之ㄧ定額度及不超過

一年之期間內分次撥貸

或循環動用。 

(餘略) 

 2、 略 

3、內部稽核人員應每季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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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本公司審計委

員會職權事項，進

行新增及文字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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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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4、 略 

5、 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

象不符合本程序規定或

餘額超限時，財務部應

訂定改善計畫，並將相

關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

會，並依計畫時程完成

改善。 

(餘略) 

 

第十一條：本作業程序經審計

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

並提董事會決議及

提報股東會同意後

實施，如有董事表

示異議且有紀錄或

書面聲明者，公司

應將其異議資料併

送審計委員會及提

報股東會討論，修

正時亦同。 

另本公司已設置獨

立董事時，於董事

會討論本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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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略 

5、 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

象不符合本程序規定或

餘額超限時，財務部應

訂定改善計畫，並將相

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

人，並依計畫時程完成

改善。 

(餘略) 

 

 

 

 

第十一條：本作業程序經董事

會決議通過後，送

各監察人並提報

股東會同意後實

施，如有董事表示

異議且有記錄或

書面聲明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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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本公司已設置獨

立董事時，於董事

會討論本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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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716,050,308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66,706,115權)；贊成權數為

703,586,789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5,278,184

權)，占表決權數之98.26%；反對權數為25,783權(其中以電子

方式行使表決權數25,783權)；棄權權數為12,437,736權(其中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1,402,148權)。】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 

第第第第八八八八案案案案((((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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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謹擬具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案，敬請 公決。 

說明：一、配合本公司將設立審計委員會，依據審計委員會職權事項

內容，擬修正「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二、檢具「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后，是

否可行，提請公決。 

台灣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決策及授權層級 

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額度，應先呈

董事長審核，再提請董事會決議通

過後據以為之。但重大之背書保證

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通過後始

得為之。董事會休會期間，在總額

度內授權董事長得先行決行，事後

報經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之。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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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背

書保證前，應提報本公司董事會決

議通過後始得辦理。但本公司直接

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

之子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時，為他人

背書保證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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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辦理背書保證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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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即以書面通知審計委

員會。 

本公司如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

對象不符合本程序規定，或背書保

證金額超限時，則稽核單位應督促

財務部對於該對象所背書保證之金

額或超限部份應訂定改善計畫，並

將該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會，以及

第五條：決策及授權層級 

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額度，應先呈

董事長審核，再提請董事會決議通

過後據以為之。董事會休會期間，

在總額度內授權董事長得先行決

行，事後報經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之。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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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間背書保證前，應提報本公司董

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得辦理。但本公

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

分之百之子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

此限。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時，為他人

背書保證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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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辦理背書保證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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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如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

對象不符合本程序規定，或背書保

證金額超限時，則稽核單位應督促

財務部對於該對象所背書保證之

金額或超限部份應訂定改善計

畫，並將該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

依 據 本 公

司 審 計 委

員 會 職 權

事項，進行

新 增 及 文

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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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於董事會，並依計畫時程完成

改善。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務需要，

而有超過本程序所訂額度之必要且

符合本程序所訂條件者，應經審計

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董事會通過並由半數以上

之董事對公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

具名聯保，並修正本程序，報經股

東會追認之；股東會不同意時，應

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內銷除超限部

分。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者，於

前項董事會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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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略) 

 

第十條：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

管程序 

一、~二、略 

三、公開發行之子公司內部稽核人

員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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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稽核

單位，本公司稽核單位應將書

面資料送交審計委員會。 

(餘略) 

第十二條：實施與修訂 

本作業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及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如有

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資料併送審

計委員會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

時亦同。 

另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於董事

會討論本作業程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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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報告於董事會，並依計畫時程

完成改善。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務需

要，而有超過本程序所訂額度之必

要且符合本程序所訂條件者，應經

董事會同意並由半數以上之董事

對公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

聯保，並修正本程序，報經股東會

追認之；股東會不同意時，應訂定

計畫於一定期限內銷除超限部

分。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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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略) 

 

第十條：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

管程序 

一、~二、略 

三、公開發行之子公司內部稽核人

員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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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稽核單位，本公司稽核單位應

將書面資料送交各監察人。 

(餘略) 

第十二條：實施與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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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時，依前

項規定將本作業程序提報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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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716,050,308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66,706,115權)；贊成權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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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585,465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5,276,860

權)，占表決權數之98.26%；反對權數為25,784權(其中以電子

方式行使表決權數25,784權)；棄權權數為12,439,059權(其中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1,403,471權)。】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    

參參參參、、、、選選選選    舉舉舉舉（（（（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 

案由：改選本公司董事。 

說明：一、本公司現任董事暨監察人任期將於103年6月9日屆滿，敬請

依公司章程規定，選出董事九人(含獨立董事三人)。 

二、配合本公司去年股東常會修章通過在案，若依法選擇設置

審計委員會時，毋庸設置監察人；故本年股東常會將不再

另行提名選任監察人。 

三、本屆董事選舉將於本年股東常會選任，擬依公司章程第18

條規定選出董事九人(含獨立董事三人)組織董事會，並採候

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常會就候選人名單選任之。董事(含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及學經歷資料請參閱議事手冊。 

四、新任董事於當選後即日就任，任期三年，自103年6月6日起

至106年6月5日止。 

五、本屆董事任期屆滿前於股東常會選任新任董事時同時解

任，本屆監察人於選任新任獨立董事時同時解任。 

選舉結果： 

一、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戶號／ 

身分證號 
戶名或姓名 當選權數 

13518 吳亦圭（香港商誠利置業有限公司代表人） 703,978,401 

13518 余經壽（香港商誠利置業有限公司代表人） 679,442,612 

13518 吳壽松（香港商誠利置業有限公司代表人） 677,411,324 

13518 張繼中（香港商誠利置業有限公司代表人） 676,041,172 

13518 周新懷（香港商誠利置業有限公司代表人） 673,106,068 

13518 黃光哲（香港商誠利置業有限公司代表人） 667,729,376 

二、獨立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戶號／ 

身分證號 
戶名或姓名 當選權數 

A103XXX337 陳冲 659,241,640 

A102XXX306 蔡力行 657,631,895 

D100XXX952 海英俊 657,177,215 

肆肆肆肆、、、、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二二二二）（）（）（）（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 

案由：董事競業許可，敬請 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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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一、 因本公司新任董事中，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

相同或類似之行為，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之前提下，爰依公司

法第209條之規定，提請許可新任董事得為自己或他人經營屬於

本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二、 是否可行，提請公決。 

本公司新任董事於當選日為自己或為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

內行為之公司計有： 
公司名稱或姓名 當選日為自己或為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行為之公司 

香港商誠利置業有

限公司 

無 

吳亦圭（香港商誠

利置業有限公司代

表人） 

A.S. Holdings (UK) Limited、Acme Components (Malaysia) Sdn. 

Bhd. 、 ACME Electronics (BVI) Corporation 、 Acme Electronics 

(Cayman) Corp.、Acme Ferrite Products Sdn. Bhd.、Acme Magnetic 

Products Sdn. Bhd.、APC (BVI) Holding Co., Ltd、CGPC (BVI) Holding 

Co., Ltd.、CGPC America Corporation、China General Plastics (Hong 

Kong) Ltd.、Curtana Company Limited、Forever Young Co., Ltd.、Forum 

Pacific Trading Ltd.、Golden Amber Enterprises Ltd.、Krystal Star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wanlake Traders Ltd.、Swanson International 

Limited、Swanson Plastics (India) Private Limited、Swanson Plastics 

(Malaysia) Sdn. Bhd.、Swanson Plastics (Singapore) Pte. Ltd.、Taita 

(BVI) Holding Co., Ltd. 、 USI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 USIM 

Corporation Sdn. Bhd.、PT. Swanson Plastics Indonesia、中華電訊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台亞(上海)貿易有限公司、

台達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聚(香港)有限公司、台聚光電股份有

限公司、台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台聚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氯乙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越峯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旭騰投資

有限公司、亞洲聚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亞洲聚合股份有限公司、

昌隆貿易股份有限公司、恆凱環球有限公司、柏年有限公司、財團

法人台聚教育基金會、連勝環球有限公司、華夏海灣塑膠股份有限

公司、華夏聚合股份有限公司、華運倉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越峰

電子(昆山)有限公司、越峰電子(廣州)有限公司、順安塗佈科技(昆山)

有限公司、順昶先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順昶塑膠(天津)有限公司、

順昶塑膠(昆山)有限公司、順昶塑膠(南通)有限公司、順昶塑膠股份

有限公司、聚利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聚利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環球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聯聚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鑫特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聚森股份有限公司、達勝創業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達勝壹乙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余經壽（香港商誠

利置業有限公司代

表人） 

香港商誠利置業有限公司、聯聚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吳壽松（香港商誠

利置業有限公司代

表人） 

蜜佛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