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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達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Patec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於開曼群島設立之有限責任公司) 

 
2018 年度第一次股東會議事錄 

2018 Annual Shareholders’ Meeting Minutes 
                                 
 
時    間：2018 年 6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整 

 
地    點：台北市松山區復興北路 99 號 6 樓(犇亞會議中心) 
 
出席股東：出席股東代表股份共計29,541,577股(普通股，每股面額新台幣10元)，

占本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 37,593,196 股(普通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之 78.58%。 

 
主    席：吳美德  董事長               記    錄：許書祥 
 
出席董事：吳美德、黃亮茳、獨立董事嚴俊德 
 
列  席：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陳晉昌會計師 
 
宣布開會：出席股數已達法定股數，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壹、主席致詞（略） 

 
貳、報告事項 
  一、2017 年度本公司營業狀況報告，詳附件一。 
  二、2017 年度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詳附件二。 
  三、2017 年度本公司董事及員工酬勞分配情形報告：詳議事手冊第 3 頁。 
    四、買回公司股份情形報告：詳議事手冊第 3 頁。 
    五、訂定 2017 年度第一次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報告，詳附件三。 
 
参、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本公司2017年度營業報告書及2017年度合併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

認。 
說  明：1、本公司 2017 年度財務報表，業經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杜佩玲及梁

華玲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在案，連同營業報告書及決算

表冊，提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畢，

提請股東常會承認。 
 2、檢附營業報告書暨上述表冊，請參閱附件一及附件四。 

決  議：本議案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數為 29,541,577 權；經票決結果，贊成



 
 

- 2 - 

權數 28,899,163 權，反對權數 33 權，無效權數 0 權，棄權/未投票權數

642,381 權；贊成權數占出席總表權數 97.82 %，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本公司 2017 年度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說  明：1、本公司 2017 年度盈餘分配，業經董事會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

擬具分派。 

2、本公司 2017 年稅後純益為新台幣 130,246,605 元，加計 2017 年度

期初未分配盈餘新台幣 337,245,474 元，加計確定福利計畫精算利益

新台幣 881,198 元，減計特別盈餘公積新台幣 59,408,074 元，合計

可分配盈餘新台幣 408,965,203 元，擬配發股東股息及紅利新台幣

57,343,797 元，其中股票股利新台幣 28,671,900 元(依面值分派每

股新台幣 0.75 元)，現金股利 28,671,897 元(依面值分派每股新台幣

0.75 元)。 

3、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除權、息基準日及其他相

關事宜。 

4、本次盈餘分派於除權除息基準日前，若基於法令變更、主管機關要

求或本公司普通股股數發生變動(如：本公司買回公司股份轉讓或註

銷、執行員工認股權憑證換發新股、可轉換公司債行使轉換為普通股、

辦理國內現金增資等)，影響流通在外股份數量，致使股東配股配息

率發生變動者，授權董事會全權處理之。 
5、盈餘分配表請參閱附件五。 

決  議：本議案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數為 29,541,577 權；經票決結果，贊成

權數 28,861,735 權，反對權數 37,461 權，無效權數 0 權，棄權/未投票權

數 642,381 權；贊成權數占出席總表權數 97.69%，本案照案通過。 
 
 
肆、討論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討論修訂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論。 
說  明：1、為配合現行版本之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外國發行人註冊地

國股東權益保護事項檢查表及中華民國公司法及證券交易法等規

定。 
2、反映本公司註冊辦公室地址變更。 
3、擬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條文對照表請參閱本手冊附件六。 

決  議：本議案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數為 29,541,577 權；經票決結果，贊成

權數 28,899,163 權，反對權數 33 權，無效權數 0 權，棄權/未投票權數

642,381 權；贊成權數占出席總表權數 97.82%，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討論本公司 2017 年度盈餘轉增資發行新股案，提請 討論。 
說  明：1、本公司為考量未來業務發展需要，擬自 2017 年可分配盈餘中提撥股

東股票股利新臺幣 28,671,900 元，發行新股 2,867,190 股，每仟股無

償配發 7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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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增資發行之新股，其權利及義務與原已發行之普通股相同。 

3、本次發行新股，俟股東會通過並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由董事會另

訂定配股基準日。 

4、本次盈餘分派於除權基準日前，若基於法令變更、主管機關要求或

本公司普通股股數發生變動(如：本公司買回公司股份轉讓或註銷、

執行員工認股權憑證換發新股、可轉換公司債行使轉換為普通股、辦

理國內現金增資等)，影響流通在外股份數量，致使股東配股率發生

變動者，授權董事會全權處理之。 
決  議：本議案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數為 29,541,577 權；經票決結果，贊成

權數 28,899,163 權，反對權數 34 權，無效權數 0 權，棄權/未投票權數

642,380 權；贊成權數占出席總表權數 97.82%，本案照案通過。 
 
 

伍、臨時動議 

股東提問及發言內容暨公司之答覆略。 

 

散 會：同日上午九點二十四分，經主席宣布散會。 

  



 
 

- 4 - 

附件一 
2017 年度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女士、先生，大家好： 
首先感謝各位股東對本公司之鼓勵與支持，於百忙之中撥冗參與本公司 2018 年

度股東常會。2017 年全球汽車銷售量達 9,360 萬輛，成長率 2.8％，本公司主要

市場於中國及歐洲，其中中國汽車工業近年來受經濟平穩成長及汽車產業利多政

策影響，2017 年雖因小排汽車購置稅由 5%上調至 7.5%，汽車銷售量仍創下歷

史新高達 2,888 萬輛，占全球汽車銷量 30.2%，較 2016 年成長 3.02%；而歐洲經

濟數據表現亮眼，主要歐洲國家經濟發展優於市場估計，且受惠歐洲央行的貨幣

寬鬆政策，消費者信心走強，及多款新車發表，帶動歐洲市場車市買氣成長，2017
年歐洲汽車銷售量達 1,563 萬輛，年成長 3.3%，連續 4 年成長；綜上所述，中

國及歐洲車市在新車銷售成長帶動下，其汽車生產量分別為 2,901.54 萬輛及

1,811.81 萬輛，年成長 3.19%及 3.29%，汽車零件之需求亦隨之增長。此外，2017
年全球經濟成長優於預期，企業投資意願回升，資本支出需求擴大，亦帶動整體

工具機產業成長。 
 

一、2017 年度營業績效 
本公司 2017 年度之營運狀況，在汽車用零件方面，受惠大眾集團多款新車

發表及 MQB(Modularer Querbaukasten)平台滲透率提升帶動下，銷售金額為

17.79 億元，儘管受新台幣升值的不利影響仍較 2016 年平穩成長 5.15%；機

器設備方面，受客戶生產需求影響，銷售金額為 1.61 億元較 2016 年成長

5.53%；惟在機車用零件方面，因機車市場趨近飽和，銷售金額為 1.21 億元，

較 2016 年下滑 16.09%。綜上所述，本公司整體業績為 20.73 億元穩定成長

3.18%。 
單位：新台幣仟元；% 

年度

分析項目 
2016 年度 2017 年度 

增(減)比率

% 

損益

分析 

營業收入 2,009,440 2,073,289 3.18
營業毛利 584,272 612,108 4.76

稅後淨利 162,835 159,915 (1.79)

獲利

能力 

資產報酬率(%) 8.56 7.58 (11.45)
股東權益報酬率(%) 11.98 12.01 (0.25)
占實收資本額比

率(%) 
營業利益 68.44 60.53 (11.56)
稅前純益 62.63 59.97 (4.25)

純益率(%) 8.10 7.71 (4.81)
基本每股盈餘(元) 3.08 3.45 12.01
稀釋每股盈餘(元) 3.00 3.19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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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8 年度營運計劃 
中國汽車消費水準逐年提升，產業預估中國汽車銷售量將增長趨勢，大者恆

大的趨勢更加明顯。而本公司於中國市場之客戶佛吉亞 (Faurecia)為
Volkswagen 集團 Tier 1 供應商，Volkswagen 集團推行之 MQB 平台，係將大

量的汽車零部件實現標準化，使其可在集團中不同品牌和不同級別的車輛中

實現共享。Volkswagen 集團於未來三年將有超過十款以上 SUV 新車陸續上

市，SUV車型係中國成長最快速的車型，在新車皆使用MQB模組化平台下，

預期本公司增量表現將越來越明顯。 
此外，本公司規劃跨足醫療器材市場，已獲台灣財團法人醫院採購器械滅菌

盒，並陸續規劃全院採購事宜，中國方面也與民營醫院通路商合作，計畫提

升醫院器械滅菌環境。本公司憑藉優異的沖壓及冷成型技術，亦有效提高產

品精密度及提升生產效率，預計與國際知名大廠洽商合作生產醫療用器械，

將有望進入該廠商供應鏈，此投入將有助於業務成長。 
展望未來，本公司將在現有基礎之下穩定成長，並持續深耕汽車零部件、沖

壓生產線設備、醫療器械與醫療器械滅菌盒等產品。 
 
再次感謝各位股東之支持與鼓勵，展望 2018 年度，經營階層與全體同仁將繼續

努力，積極執行上述營運計劃，並持續投入資源做技術開發及提升，以增加產品

多樣性，期以創造新事業版圖並提高公司價值，並持續為股東創造良好之報酬。 
 
恭祝各位，身體健康、平安如意。。 
 

 

 
 

董事長 

 

吳美德 

 

總經理 

 

黃亮茳 

 

財務長 

 

許書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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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百達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Patec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 2017 年度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

中財務報表業經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杜佩玲會計師及梁華玲會計師查核完竣，

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

核，認為尚無不合，爰依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

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    致 

 

    百達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8 年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嚴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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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達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Patec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2017 年度第一次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 

 

第一條 

本公司為激勵員工及提升員工向心力，依據證券交易法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項

第一款及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發布之「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等

相關規定，訂定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除依有關法令規定外，悉依本

辦法規定辦理。 

第二條 轉讓股份之種類、權利內容及權利受限情形 

本次轉讓予員工之股份為普通股，其權利義務除有關法令及本辦法另有規定者

外，與其他流通在外普通股相同。 

第三條 轉讓期間 

本次買回之股份，得依本辦法之規定，自買回股份之日起三年內，一次或分次

轉讓員工。 

第四條 受讓人之資格及得認購股數 

本辦法之受讓人係以於認股基準日前到職之本公司及子公司之員工為原則。員

工得認購股數應考量員工職等、服務年資及對公司之特殊貢獻等標準，訂定員

工得認購之股數，並須兼顧認股基準日時公司持有之買回股份總額及單一員工

認購股數之上限等因素，且將依轉讓當時公司章程第 23 條規定及相關法令規定，

參酌公司營運需求及業務發展策略與方針所需，由各子公司總經理依前項原則

擬訂提案，就符合本公司薪酬委員會組織規範之經理人呈送薪資報酬委員會審

核，董事會核定，其餘由董事長核定之。 

本辦法所稱子公司係指符合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96年 12 月 26日金管證一字第

0960073134 號函說明一之子公司定義。 

第五條 轉讓之程序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之作業程序： 

一、依董事會之決議，公告、申報並於執行期限內買回本公司股份。 

二、有關員工認股基準日、得認購股數標準、認購繳款期間、權利內容及限制

條件等作業事項，由本公司相關部門依本辦法規定做成提案，就符合本公

司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範之經理人呈送薪資報酬委員會審核，董事會核

定，其餘由董事長核定之。 

三、員工於認購繳款期間屆滿而未認購繳款者，視為棄權；認購不足之餘額視

為棄權。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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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統計實際認購繳款股數，辦理股票轉讓過戶登記。 

第六條 約定之每股轉讓價格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以實際買回之平均價格為轉讓價格。惟轉讓前，如

遇有本公司已發行之普通股股份增加或減少時，轉讓價格得按發行股份增

加或減少比率範圍內調整之(四捨五入計算至小數點後第二位)。 

一、本公司已發行之普通股股份增加時，轉讓價格調整公式： 

調整後認股價格＝(調整前認股價格×已發行股數+每股繳款金額×新股發行

股數)/(已發行股數＋新股發行股數) 

二、本公司非因庫藏股註銷之減資致已發行之普通股股份減少時，轉讓價格調

整公式： 

調整後認股價格＝調整前認股價格×(減資前已發行普通股股數/減資後已

發行普通股股數) 

第七條 轉讓後之權利義務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並辦理過戶登記後，除另有規定者外，其權利義務與

原有股份相同。 

第八條 其他有關公司與員工權利義務事項 

依本辦法轉讓之股份，其所發生之稅捐及費用依轉讓當時之法令及公司相關作

業辦理。 

第九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生效，日後如因法令變更或主管機關核定變更或基

於客觀環境變動時，得報經董事會決議修訂。 

第十條 

本辦法應提報股東會報告，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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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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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百達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Patec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盈餘分配表 

  2017 年度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金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337,245,474 

    加：2017 年度稅後純益 130,246,605 

加：2017 年保留盈餘調整數(註 1) 881,198 

減：特別盈餘公積(註 2) (59,408,074) 

可供分配盈餘 $408,965,203 

減：分派項目 
        股東紅利-現金股利（每股 0.75 元） (28,671,897) 

股東紅利-股票股利（每股 0.75 元） (28,671,900) 

期末未分配盈餘 $351,621,406 

附註： 
1. 係指於西元 2017 年度間，因會計處理而調整保留盈餘之項目： 

確定福利計畫精算利益$881,198。 
2. 係就 2017 年其他權益項目借方餘額提列特別盈餘公積。 
3. 依公司章程規定擬配發董事及員工酬勞如下： 

配發董事酬勞新台幣 700,000 元。 
配發員工酬勞新台幣 350,000 元。 

4. 本次現金股利按分配比例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

零款合計數，列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董事長：吳美德             總經理：黃亮茳            會計主管：許書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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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PATEC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COMPARISON TABLE FOR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次 現行條文 修正條文草案 修正理由 
章程名稱 SIXTH AMENDED AND 

RESTATE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第六次修訂組織備忘錄及章程 

SEVENTH AMENDED AND 
RESTATE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第七次修訂組織備忘錄及章程 

為因應本次

組織備忘錄

及章程之修

訂。 
第 2 條 The Registered Office of the 

Company shall be situated at the 
offices of Ogier Fiduciary 
Services (Cayman) Limited, 89 
Nexus Way, Camana Bay, Grand 
Cayman KY1-9007, Cayman 
Islands or such other place within 
the Cayman Islands as the Board 
may from time to time decide, 
being the registered office of the 
Company. 
 
本公司註冊辦公處設於 Ogier 
Fiduciary Services (Cayman) 
Limited, 190 Elgin Avenue,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KY1-9007 之辦公室，或其他由

董事會決議通過，位於英屬開曼

群島作為本公司註冊辦公處之

處所。 

The Registered Office of the 
Company shall be situated at the 
offices of Intertrust Corporate 
Services (Cayman) Limited, 
190 Elgin Avenue,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KY1-9007, Cayman Islands or 
such other place within the 
Cayman Islands as the Board 
may from time to time decide, 
being the registered office of the 
Company. 
本公司註冊辦公處設於

Intertrust Corporate Services 
(Cayman) Limited, 190 Elgin 
Avenue,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KY1-9007 之辦公室，

或其他由董事會決議通過，位

於英屬開曼群島作為本公司註

冊辦公處之處所。 

反映公司註

冊辦公室地

址變更。 

第 45-1 條  Subject to the Statute, the 
resolution of the general meeting 
shall be adopted by two-thirds or 
more of the votes of the 
shareholders who represent the 
total number of issued shares of 
the Company: 
(a) if the Company participates 

in the merger/consolidation 
and is dissolved thereafter 
while the surviving company 
is not a listed or OTC 
company; 

(b) if the trading of shares on 
TSE market is terminated 

本條新增。
因應臺灣證
券交易所外
國發行人註
冊地股東權
益保護事項
檢查表第 17
頁之修正，
及參考企業
併購法第 18
條、第 27
條、第 28
條、第 29 條
和第 35
條，並參照
臺灣證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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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use the Company carries 
on the general transfer so 
that the transferee company 
is not a listed or OTC 
company anymore; 

(c) if the trading of shares on 
TSE market is terminated 
because the Company is 
acquired by any other 
surviving or newly 
incorporated company as a 
100% held subsidiary 
company by means of share 
exchange while the surviving 
or newly incorporated 
company is not a listed or 
OTC company; or 

(d) if the company carries on a 
division and the trading of 
the shares then traded on 
TSE market shall be 
terminated while the 
surviving or newly 
incorporated transferee 
company after the division is 
not a listed or OTC 
company. 

在不違反開曼公司法之情形
下，公司應經公司已發行股份
總數三分之二以上股東之同意
通過之決議： 
(a)參與合併後消滅，且存續公

司為非上市(櫃)公司者； 
(b)概括讓與而致終止上市，且

受讓公司為非上市(櫃)公司
者； 

(c)以股份轉換方式被他既存或
新設之非上市(櫃)公司收購
為其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
而致終止上市，且既存或新
設之公司為非上市（櫃）公
司者；或 

(d)分割而致終止上市，且分割
後受讓營業之既存公司或新
設公司非上市（櫃）公司者。 

易所股份有
限公司臺證
上二字第
1061703251
號公告，訂
定本條條
文。。 

第 108 條 Subject to the Law and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within seven 

Subject to the Law and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within 

為配合民國

105 年 11 月

18 日公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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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ays after the receipt of the 

notice of a public tender offer to 

purchase the Shares by the 

Company or the designated 

representative for litigious and 

non-litigious matters of the 

Company in the R.O.C. appointed 

pursuant to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the Board shall resolve to 

recommend the Members to either 

accept or object to the tender offer 

and make a public announcement 

of the following: 

(a)  the types, number and amount 

of the Shares held by the 

Directors and the Members 

holding more than ten percent 

(10%) of the total issued and 

outstanding Shares in its own 

name or in the name of other 

Persons; 

(b) th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Members on the tender offer, 

which shall set forth the 

names of the Directors who 

abstain or object to the tender 

offer and the reason(s) 

therefore; 

(c)  whether there is any material 

change in the financial 

condition of the Company 

after the delivery of its most 

recent financial report and an 

explanation of the change, if 

any; and 

(d)  the types, number and 

amount of the shares of the 

tender offer or its affiliates 

held by the Directors and the 

Members holding more than 

ten percent (10%) of the total 

issued and outstanding Shares 

seven (7) days after the receipt 

of the notice of a public tender 

offer to purchase the Shares by 

the Company or the designated 

representative for litigious and 

non-litigious matters of the 

Company in the R.O.C. 

appointed pursuant to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the 

Board shall resolve to 

recommend the Members to 

either accept or object to the 

tender offer and make a public 

announcement of the following: 

(a)  the types, number and 

amount of the Shares held 

by the Directors and the 

Members holding more than 

ten percent (10%) of the 

total issued and outstanding 

Shares in its own name or in 

the name of other Persons; 

(b) th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Members on the tender offer 

with respect to the status of 

verification of the identity 

and financial condition of 

the Offeror, fairness of the 

tender offer conditions, and 

reasonableness of the 

sources of the tender offer 

funds and, which shall set 

forth the names of the 

Directors who abstain or 

object to the tender offer the 

specific assenting and 

dissenting opinions of the 

directors and the reason(s) 

therefore; 

(c)  whether there is any material 

change in the financial 

condition of the Company 

購公開發行

公司有價證

券管理辦法

第 14 條之

修正，參照

修正後第 14

條第 1 項條

文修訂本條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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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d in its own name or in the 

name of other Persons. 

 

 

 

 

 

 

 

 

 

 

 

除開曼法令或上市（櫃）規範另

有規定外，於掛牌期間，董事會

於本公司或公司之訴訟及非訟

代理人，接獲依上市（櫃）規範

作成之公開收購申報書副本及

相關書件後七日內，應對建議股

東接受或反對本次收購做成決

議，並公告下列事項： 

(a) 董事及持有公司已發行股

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自

己或以他人名義，所持有之

股份種類及數量； 

(b) 就本次收購對股東之建

議，並應載明持棄權或反對

意見之董事姓名及其所持

理由； 

(c) 公司財務狀況於最近期財

務報告提出後，有無重大變

化及其變化之說明；及 

(d) 董事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

之股東自己及他人名義持

有公開收購人或其關係企

業之股份種類及數量。 

after the delivery of its most 

recent financial report and 

an explanation of the 

change, if any; and 

(d)  the types, number and 

amount of the shares of the 

tender offer or its affiliates held 

by the Directors and the 

Members holding more than ten 

percent (10%) of the total issued 

and outstanding Shares held in 

its own name or in the name of 

other Persons. 

除開曼法令或上市（櫃）規範

另有規定外，於掛牌期間，董

事會於本公司或公司之訴訟及

非訟代理人，接獲依上市（櫃）

規範作成之公開收購申報書副

本及相關書件後七日內，應對

建議股東接受或反對本次收購

做成決議，並公告下列事項： 

(a) 董事及持有公司已發行股

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自

己或以他人名義，所持有

之股份種類及數量； 

(b) 就本次收購人身分與財務

狀況、收購條件公平性，

及收購資金來源合理性之

查證情形，對股東提供之

建議，並應載明持棄權或

同意或反對意見之董事姓

名及其所持理由； 

(c) 公司財務狀況於最近期財

務報告提出後，有無重大

變化及其變化之說明；及 

(d) 董事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

之股東自己及他人名義持

有公開收購人或其關係企

業之股份種類及數量。 

第 108-1 條  The Board must fully disclose 

the verification measures 

adopted and the related 

為配合民國

105 年 11 月

18 日公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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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dures with respect to the 

verification conducted under 

Article 31.1(b) and if an expert 

is engaged to issue a written 

opinion, it shall be made public 

along with the disclosure. 

董事會就第 108(b)進行之查

證，須完整揭露已採行之查證

措施及相關程序，如委託專家

出具意見書亦應併同公告。 

購公開發行

公司有價證

券管理辦法

第 14 條之

修正，參照

修正後第 14

條第 3 項條

文增訂本條

條文。 

*本公司組織備忘錄及章程應以英文版本為準；如僅為公司組織備忘錄及章程中譯文之文字調

整，因未涉及本公司組織備忘錄或章程之修訂，故不予臚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