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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股東常會會議程序
一、宣佈開會
二、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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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達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Patec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2020 年股東常會會議議程
時間：2020 年 6 月 22 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整
地點：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99 號 2 樓(犇亞會議中心)
出席：全體股東及股權代表人
議程：一、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權）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一) 2019 年度本公司營業狀況報告。
(二) 2019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三) 2019 年度本公司董事及員工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四) 修訂「董事會議事規範」報告。
(五) 修訂「誠信經營守則」報告。
四、承認事項
(一) 承認本公司 201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 2019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案。
(二) 承認本公司 2019 年度盈餘分配案。
五、討論事項
(一) 討論修訂公司章程案。
(二) 討論本公司 2019 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三) 討論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四) 討論修訂「背書保證辦法」案。
上述議案之投票表決。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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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2019 年度本公司營業狀況報告，報請 公鑒。
說明：2019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
二、2019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報請 公鑒。
說明：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二。
三、2019 年度本公司董事及員工酬勞分配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明：1、依本公司章程第 99 條規定，本公司依當年度獲利狀況(即稅前利
益扣除分配員工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彌補累積虧損後，如尚有餘
額應提撥員工酬勞最低 0.1%及董事酬勞不超過 3%。
2、本公司 2019 年度董事及員工酬勞分別為新台幣 700,000 元及
250,000 元。
四、修訂「董事會議事規範」報告，報請 公鑒。
說明：為配合實務需求及法令修訂，修訂「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條文對
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三。
五、修訂「誠信經營守則」報告，報請 公鑒。
說明：為配合實務需求及法令修訂，修訂「誠信經營守則」，修訂條文對照
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四。

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本公司 201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 2019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
認。
說 明：1、本公司 2019 年度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晉昌會計
師及林一帆會計師查核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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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及附件五。
決 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本公司 2019 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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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稅後純益為新台幣 38,797,030 元，加計 2019 年度期
初未分配盈餘新台幣 373,037,520 元，減計保留盈餘調整數新台幣
797,285、特別盈餘公積新台幣 52,359,953 元，合計可分配盈餘新台
幣 358,677,312 元，擬配發股東股息及紅利新台幣 18,378,976 元，其
中股票股利新台幣 15,689,370 元(依面值分派每股新台幣 0.35 元)，現
金股利 2,689,606 元(依面值分派每股新台幣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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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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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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分配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六。
決

議：

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說

決

由：討論修訂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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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議事手冊附
件七。
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討論本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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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可分配盈餘新臺幣
358,667,312 中提撥股東股票股利新臺幣 15,689,370 元，發行新股
1,568,937 股，每仟股無償配發約 3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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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討論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為配合實務需求及法令修訂，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修訂
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八。
決 議：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討論修訂「背書保證辦法」案，提請 討論。
說 明：為配合實務需求及法令修訂，擬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辦法」
，修訂條
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九。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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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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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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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度股東常會。2019 年全球汽車銷量約 9,030 萬輛，較 2018 年衰退 4.3%，係自 2018
年攀登頂峰後首度呈現負成長。全球車市萎縮主要來自中國車市走軟，其消費動
能不振，許多車廠停產裁員，並進行結構性調整去化庫存；此外，原全球第四大
車市印度亦因經濟放緩及非銀行金融機構減少放款，衝擊其汽車銷售量年減 13%，
市場規模退居為全球第五位。多數產業觀察推測，2020 年全球汽車銷售很可能
持續下滑，對公司營運的挑戰也將越大。
本公司主要市場於中國及歐洲，其中中國汽車工業全年受到中美貿易攻防戰及中
國經濟成長更加放緩影響，降低民眾購買汽車意願，使得消費動能疲弱，導致中
國車市銷售下滑 8.2%，總銷量約 2,576.9 萬輛，占全球汽車銷量 28.5%。而歐洲
市場受全球經濟疲軟、中美貿易戰牽連及產業景氣不振影響，銷售量於 1 至 8
月呈現衰退，但 2020 將實施的排放標準法規趨於嚴格，反而刺激消費者購車，
全年小幅成長 1.3%。
一、2019 年度營業績效
本 公 司 2019 年度之營運狀況，在汽車用零件方面，雖然在大眾集團
MQB(Modularer Querbaukasten)平台之滲透率有提升，但受全球車市萎縮、
中美貿易戰及客戶去化庫存影響，銷售金額為 15.33 億元；機器設備方面，
受客戶生產需求影響，銷售金額為 1.66 億元；而在機車用零件方面，因機
車市場趨近飽和，銷售金額為 0.8 億元。綜上所述，本公司整體業績為 17.96
億元減少 18.08%。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增(減)比率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分析項目
%
損
益
分
析

獲
利
能
力

營業收入

2,191,727

1,795,565

(18.08)

營業毛利

608,758

437,621

(28.11)

稅後淨利

164,086

52,296

(68.13)

7.83
12.57
53.38
54.41
7.49
3.57
3.31

2.74
3.90
25.21
24.96
2.91
0.88
0.88

(65.01)
(68.97)
(52.77)
(54.13)
(61.15)
(75.35)
(73.41)

資產報酬率(%)
股東權益報酬率(%)
占 實 收 資 本 營業利益
額比率(%)
稅前純益
純益率(%)
基本每股盈餘(元)
稀釋每股盈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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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20 年度營運計劃
首季因新冠肺炎造成停工影響出貨，全球疫情快速蔓延，對各國經濟造成重
大衝擊，加上中美貿易攻防戰尚未平息，更增添對全球景氣影響之不確定性。
但產業預估全球汽車消費市場需求將持續減緩，本公司考量整體經濟環境，
已開始調整產業政策方向，以專屬的沖壓設備開發更多沖壓工件的應用，且
積極改善生產流程期以製造優勢優化成本，並以客戶需求為導向，期以掌握
市場應用趨勢，提供更優質且具競爭力之產品創造雙贏。另外，本公司跨足
醫療器材市場，已在台灣、韓國及中國與醫院通路商展開合作。
展望未來，本公司將透過上述營運計畫之執行，以科學管理提升效率及強化成本
控制，並以沖壓核心技術持續發展多樣性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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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雖有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景氣，但經營階層與全體同仁仍將繼續努
力，期以創造新事業版圖提高公司價值，並為股東謀求更高投資報酬。

恭祝各位，身體健康、平安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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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

吳美德

總經理

黃亮茳

財務長

許書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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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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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晉昌會計師及林一帆會計師查核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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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嚴俊德
西元 2020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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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百達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第七條：
第七條：
本公司董事會應由董事長召集並 本公司董事會應由董事長召集
擔任主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
者，由董事長擔任主席。但每屆
會，由股東會所得選票代表選舉 第一次董事會，由股東會所得選
權最多之董事召集，會議主席由 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
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 者，會議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
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
互推一人擔任之。
依公司法第二百零三條第四項或
第二百零三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董
事會由過半數之董事自行召集
者，由董事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 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
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 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
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 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
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 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
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 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
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 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
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十五條：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
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
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
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
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
討論及表決時應予回避，並不得
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項
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依
公司法第二百零六條第三項准用
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
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
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
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
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
討論及表決時應予回避，並不得
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
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
司，就前項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
係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
利害關係。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二
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
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六條第四項准
用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辦
理。

-9-

說明
1.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2.配合公司法第二百零
三條第四項，及第二百
零三條之一第三項增
訂。
3.現行項次修正為第三
項。

1.配合公司法第二百零
六條第三項增訂。

2.現行項次修正為第三
項。

附件四
百達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誠信經營守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第六條：政策
第六條：政策
本公司應本於廉潔、透明及負責 本公司應本於廉潔、透明及負責
之經營理念，制定以誠信為基礎 之經營理念，制定以誠信為基礎
之政策，並建立良好之公司治理 之政策，經董事會通過，並建立
與風險控管機制，以創造永續發 良好之公司治理與風險控管機
展之經營環境。
制，以創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
第八條：防範方案之範圍
第八條：防範方案之範圍
本公司訂定防範方案時，應分析 本公司訂定防範方案時，應建立
營業範圍內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 不誠信行為風險之評估機制，定
險之營業活動，並加強相關防範 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具較高
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據
方案並定期檢討防範措施。
以訂定防範方案並定期檢討防範
方案之妥適性與有效性。
本公司訂定防範方案至少應涵蓋 本公司宜參酌國內外通用之標準
下列行為之防範措施：
或指引訂定防範方案至少應涵蓋
一、行賄及收賄。
下列行為之防範措施：
二、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一、行賄及收賄。
三、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二、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四、提供或接受不合理禮物、款 三、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四、提供或接受不合理禮物、款
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第九條：承諾與執行
第九條：承諾與執行
本公司應要求董事與高階管理階
層出具遵循誠信經營政策之聲
明，並於僱用條件要求受僱人遵
守誠信經營政策。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與組織應於管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與組織應於管
理規章及對外檔中明示誠信經營
理規章、及對外文件及公司網站
之政策，董事會與管理階層應承
中明示誠信經營之政策，以及董
諾積極落實，並於內部管理及外
事會與高階管理階層應承諾積極
部商業活動中確實執行。
落實，並於內部管理及外部商業
活動中確實執行。
本公司公司針對第一、二項誠信
經營政策、聲明、承諾及執行，
應製作文件化資訊並妥善保存。
第十五條：組織與責任
本公司之董事會應盡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督促公司防止不誠
信行為，並隨時檢討其實施成效
及持續改進，確保誠信經營政策
之落實。

第十五條：組織與責任
本公司之董事會應盡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督促公司防止不誠
信行為，並隨時檢討其實施成效
及持續改進，確保誠信經營政策
之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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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參酌國際標準組織 ISO
37001 企業反賄賂管理
機制修訂。

1.參酌 ISO 37001 企業
反賄賂管理機制修訂第
一項。

2.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

1.參酌 ISO 37001 企業
反賄賂管理機制增訂第
一項。
2.現行項次修正為第二
項。

3.參酌 ISO 37001 企業
反賄賂管理機制增訂第
三項。

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理，
宜由專責單位負責誠信經營政策
與防範方案之制定及監督執行，
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第十八條：會計與內部控制
本公司應就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
險之營業活動，建立有效之會計
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不得有外
帳或保留秘密帳戶，並應隨時檢
討，俾確保該制度之設計及執行
持續有效。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查核
前項制度遵循情形，並作成稽核
報告提報董事會。

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理，
由管理部負責誠信經營政策與防
範方案之制定及監督執行，定期
（至少一年一次）向董事會報告：
一、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
公司經營策略，並配合法令
制度訂定確保誠信經營之相
關防弊措施。
二、定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
不誠信行為風險，並據以訂
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及
於各方案內訂定工作業務相
關標準作業程序及行為指
南。
三、規劃內部組織、編制與職
掌，對營業範圍內較高不誠
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安
置相互監督制衡機制。
四、誠信政策宣導訓練之推動及
協調。
五、規劃檢舉制度，確保執行之
有效性。
六、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
及評估落實誠信經營所建立
之防範措施是否有效運作，
並定期就相關業務流程進行
評估遵循情形，作成報告。
第十八條：會計與內部控制
本公司應就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
險之營業活動，建立有效之會計
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不得有外
帳或保留秘密帳戶，並應隨時檢
討，俾確保該制度之設計及執行
持續有效。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依不誠信
行為風險之評估結果，擬訂相關
稽核計畫，內容包括稽核對象、
範圍、項目、頻率等，並據以查
核防範方案遵循情形，且得委任
會計師執行查核，必要時，得委
請專業人士協助。
前項查核結果應通報高階管理階
層及誠信經營專責單位，並作成
稽核報告提報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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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酌 ISO 37001 企業反
賄賂管理機制修訂第二
項。

1.參酌 ISO 37001 企業
反賄賂管理機制修訂第
二項。

2.參酌 ISO 37001 企業
反賄賂管理機制增訂第
三項。

附件五

ीৣਡൔ!
)21:*ቩൔӷಃ 2:116218 ဦ!
ԭၲᆒஏπިҽԖज़Ϧљ!!Ϧ᠙Ǻ!

ਡཀ!ـ
ԭၲᆒஏπިҽԖज़ϦљϷηϦљ)аΠᙁᆀȨԭၲიȩ*҇୯ 219 ԃϷ 218 ԃ
23 Д 42 Вϐӝٳၗౢॄ߄Ǵᄤ҇୯ 219 ԃϷ 218 ԃ 2 Д 2 ВԿ 23 Д 42 Вϐӝٳᆕ
ӝཞ߄ǵӝٳᡂ߄ǵӝٳߎࢬໆ߄ǴаϷӝٳ୍ൔ߄ߕຏ)хࡴख़εीࡹ
༼ᕴ*Ǵҁीৣਡฺ٣Ƕ!
٩ҁीৣϐཀـǴ໒ӝٳ୍ൔ߄ӧ܌Ԗख़εБय़߯٩ྣȨچวՉΓ୍ൔ
ጓᇙྗ߾ȩᄤߎᑼᅱ࿎ᆅہᇡёϐ୯ሞ୍ൔᏤྗ߾ǵ୯ሞीྗ߾ǵှញϷ
ှញϦጓᇙǴىаϢ߄ၲԭၲი҇୯ 219 ԃϷ 218 ԃ 23 Д 42 Вϐӝٳ୍ރ
ݩǴᄤ҇୯ 219 ԃϷ 218 ԃ 2 Д 2 ВԿ 23 Д 42 Вϐӝٳ୍ᕮਏϷӝٳߎࢬໆǶ!

ਡཀـϐ୷ᘵ!
ҁीৣ҇୯ 219 ԃࡋ߯٩ྣȨीৣਡᛝ୍ൔ߄ೕ߾ȩ
ǵ
Ȩߎᑼᅱ࿎ᆅہ
҇୯ 21: ԃ 3 Д 36 Вߎᆅቩӷಃ 21:1471916 ဦڄȩϷύ҇୯Ϧᇡቩीྗ
߾Չਡπբǹ҇୯ 218 ԃࡋ߯٩ྣȨीৣਡᛝ୍ൔ߄ೕ߾ȩϷύ҇୯
Ϧᇡቩीྗ߾ՉਡπբǶҁीৣܭ၀ྗ߾ΠϐೢҺஒܭीৣਡӝٳ୍
ൔ߄ϐೢҺࢤᇥܴǶҁीৣ܌ᗧឦ٣୍ڙ܌ᐱҥ܄ೕጄϐΓς٩ύ҇୯
ीৣᙍၰቺೕጄǴᆶԭၲიߥຬฅᐱҥǴ٠ቬՉ၀ೕጄϐځдೢҺǶҁीৣ࣬
ߞςڗளىϷϪϐਡᏵǴаբࣁ߄Ңਡཀـϐ୷ᘵ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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ᜢᗖਡ٣
ᜢᗖਡ٣߯ࡰ٩ҁीৣϐղᘐǴჹԭၲი҇୯ 219 ԃࡋӝٳ୍ൔ߄
ϐਡനࣁख़ाϐ٣Ƕ၀٣ςܭਡӝٳ୍ൔ߄ᡏϷԋਡཀـϐၸำύ
ϒаӢᔈǴҁीৣ٠όჹ၀٣ൂᐱ߄ҢཀـǶ!
ԭၲი҇୯ 219 ԃࡋӝٳ୍ൔ߄ϐᜢᗖਡ٣ӵΠǺ!
ᜢᗖਡ٣.୯ѦวঊᎍԏΕϐᇡӈ!
٣ᇥܴ!
ԖᜢԏΕᇡӈीࡹፎ၁ӝٳ୍ൔ߄ߕຏѤ)ΒΜΖ*Ƕ!
ԭၲიϐεഌηϦљ.คᒴЈᆒஏᐒఓԖज़Ϧљ)аΠᙁᆀȨคᒴЈᆒஏȩ*
Ӣ୯Ѧᎍ୧࠼ЊϐሡǴஒӸӸܭܫ୯ѦಃΟБߥᆅϐঊǴҗঊߥᆅΓॄೢӸ
ϐᗺԏϷߥᆅǴ٠ۓයଌӸൔ๏คᒴЈᆒஏॄೢൂՏՉኧໆਡჹǹคᒴ
Јᆒஏ٩ᏵঊߥᆅΓ܌ගٮϐӸൔύӈҢ࠼ЊᆄჴሞሦҔӸኧໆᇡӈᎍ
ԏΕǶ!
җܭคᒴЈᆒஏ୯ѦวঊණѲኻࢪӦǴԜᇡӈԏΕࢬำ೯தੋϷӭΓπ
բǴӢԜஒឦ୯ѦวঊᎍԏΕϐᇡӈӈࣁᜢᗖਡ٣ϐǶ!
Ӣᔈϐਡำ!ׇ
ҁीৣჹ໒ᜢᗖਡ٣ܴ௶܌ϐۓቫय़ςՉϐਡำ༼ׇᕴᇥܴӵΠǺ!
2/ ᕕှϷຑคᒴЈᆒஏ୯ѦวঊᎍԏΕբำׇǴ٠ܜᎍԏΕᇡӈϐϢ
܄Ƕ!
3/ ڗளၗౢॄ߄ВϐӸൔǴᔠຎԏΕᇡӈਔᗺϐӝ܄Ƕ!
4/ ଞჹӸߎᚐख़εϐวঊՉวڄ၌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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ᜢᗖਡ٣.ᐒѠԏΕϐӸӧ!܄
٣ᇥܴ!
ԖᜢԏΕᇡӈीࡹፎ၁ӝٳ୍ൔ߄ߕຏѤ)ΒΜΖ*Ƕ!
ԭၲიϐཥуڵηϦљ.QBUFD!QUF/!MUE/!)аΠᙁᆀȨQBUFDȩ*ЬाᔼҞࣁ
ᎍ୧ؑᓸᐒѠǴҗܭᎍ୧ᐒѠϐՉ܄Ǵ࣬ᜢҬܰచҹϷᎍԏΕϐᇡӈ߯а࠼Њঁ
ձӝऊచීຑǴЪҁԃࡋᎍ୧ᐒᏔഢߎᚐख़εϷ۳ٰ࠼ЊၨԃࡋӸԖቚ෧ᡂ
ǴӢԜஒ QBUFD ϐҁԃࡋᐒѠᎍԏΕϐӸӧ܄ӈࣁᜢᗖਡ٣ϐǶ!
Ӣᔈϐਡำ!!ׇ
ҁीৣჹ໒ᜢᗖਡ٣ܴ௶܌ϐۓቫय़ςՉϐӢᔈਡำ༼ׇӈӵΠǺ!
2/
3/

ຑ୍ൔ߄ය໔ᐒѠᎍҬܰϐϣڋǶ!
ᔠຎҁԃࡋᐒѠᎍ୧ჹຝϐ࣬ᜢౢङඳၗૻǶ!

4/

ᔠຎϦљᆶ࠼ЊᛝुϐҬܰӝऊǴਡ࠼ЊᛝᇡϐᡍԏൔǵϦљ࣬ᜢԏීϷҬ
ܰइᒵၗǶ!

ᆅ໘ቫᆶݯൂՏჹӝٳ୍ൔ߄ϐೢҺ
ᆅ໘ቫϐೢҺ߯٩ྣȨچวՉΓ୍ൔጓᇙྗ߾ȩᄤߎᑼᅱ࿎ᆅہᇡ
ёϐ୯ሞ୍ൔᏤྗ߾ǵ୯ሞीྗ߾ǵှញϷှញϦጓᇙϢ߄ၲϐӝٳ୍ൔ߄Ǵ
Ъᆢᆶӝٳ୍ൔ߄ጓᇙԖᜢϐѸाϣڋǴаዴߥӝٳ୍ൔ߄҂ӸԖᏤӢܭᆸ
ᄄ܈ᒱᇤϐख़εόჴ߄ၲǶ!
ܭጓᇙӝٳ୍ൔ߄ਔǴᆅ໘ቫϐೢҺҭхࡴຑԭၲიᝩុᔼϐૈΚǵ࣬
ᜢ٣ϐඟ៛ǴаϷᝩុᔼी୷ᘵϐ௦ҔǴନߚᆅ໘ቫཀკమᆉԭၲიଶЗᔼ
Ǵ܈ନమᆉ܈ଶѦձคჴሞёՉϐځдБਢǶ!
ԭၲიϐݯൂՏ)֖ቩीہ*ॄԖᅱ࿎୍ൔᏤࢬำϐೢҺ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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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ਡӝٳ୍ൔ߄ϐೢҺ
ҁीৣਡӝٳ୍ൔ߄ϐҞޑǴ߯ჹӝٳ୍ൔ߄ᡏࢂցӸԖᏤӢܭᆸᄄ܈
ᒱᇤϐख़εόჴ߄ၲڗளӝዴߞǴ٠рڀਡൔǶӝዴߞ߯ଯࡋዴߞǴோ٩ྣύ
҇୯Ϧᇡቩीྗ߾ՉϐਡπբคߥݤѸૈୀрӝٳ୍ൔ߄ӸԖϐख़ε
όჴ߄ၲǶόჴ߄ၲёૈᏤӢܭᆸᄄ܈ᒱᇤǶӵόჴ߄ၲϐঁձߎᚐ༼܈ᕴኧёӝႣ
යஒቹៜӝٳ୍ൔ߄٬Ҕ܌ޣբϐᔮ،Ǵ߾ᇡࣁڀԖख़ε܄Ƕ!
ҁीৣ٩ྣύ҇୯Ϧᇡቩीྗ߾ਡਔǴၮҔղᘐ٠ߥϐᚶ
ᅪǶҁीৣҭՉΠӈπբǺ!
2/ᒣᇡ٠ຑӝٳ୍ൔ߄ᏤӢܭᆸᄄ܈ᒱᇤϐख़εόჴ߄ၲ॥ᓀǹჹ܌ຑϐ॥ᓀ
ीϷՉϐӢᔈჹǹ٠ڗளىϷϪϐਡᏵаբࣁਡཀـϐ୷ᘵǶӢ
ᆸᄄёૈੋϷӅᒉǵଵǵࡺཀᒪᅅǵόჴᖂܴⷢ܈ຫϣڋǴࡺ҂ୀрᏤӢܭᆸ
ᄄϐख़εόჴ߄ၲϐ॥ᓀଯܭᏤӢܭᒱᇤޣǶ!
3/ჹᆶਡױᜢϐϣڗڋளѸाϐᕕှǴаीਔݩΠϐਡำׇǴோځ
ҞߚޑჹԭၲიϣڋϐԖਏ߄܄ҢཀـǶ!
4/ຑᆅ໘ቫ܌௦Ҕीࡹϐ܄ǴϷ܌ځբीीᆶ࣬ᜢඟ៛ϐӝ܄Ƕ!
5/٩Ᏽڗ܌ளϐਡᏵǴჹᆅ໘ቫ௦Ҕᝩុᔼी୷ᘵϐ܄ǴаϷ٬ԭၲ
იᝩុᔼϐૈΚёૈౢғख़εᅪቾϐ٣ҹ܈ࢂݩցӸӧख़εόዴ܄ۓǴբр่
ፕǶҁीৣऩᇡࣁ၀٣ҹ܈ݩӸӧख़εόዴ܄ۓǴ߾ܭਡൔύගᒬӝٳ
୍ൔ߄٬Ҕݙޣཀӝٳ୍ൔ߄ϐ࣬ᜢඟ៛Ǵܭ܈၀ඟ៛߯ឦόਔঅ҅ਡ
ཀـǶҁीৣϐ่ፕ߯аᄒԿਡൔВڗ܌ளϐਡᏵࣁ୷ᘵǶோ҂ٰ٣ҹ܈
ݩёૈᏤठԭၲიόӆڀԖᝩុᔼϐૈΚǶ!
6/ຑӝٳ୍ൔ߄Ȑхࡴ࣬ᜢߕຏȑϐᡏ߄ၲǵ่ᄬϷϣǴаϷӝٳ୍ൔ߄ࢂ
ցϢ߄ၲ࣬ᜢҬܰϷ٣ҹǶ!
7/ჹܭიϣಔԋঁᡏϐ୍ၗૻڗளىϷϪϐਡᏵǴаჹӝٳ୍ൔ߄߄Ң
ཀـǶ!
ҁीৣᆶݯൂՏྎ೯ϐ٣Ǵхࡴ܌ೕჄϐਡጄൎϷਔ໔ǴаϷख़εਡว
Ȑхࡴܭਡၸำύ܌ᒣᇡϐϣڋᡉલѨȑ
Ƕ!
ҁीৣҭӛݯൂՏගٮҁीৣ܌ᗧឦ٣୍ڙ܌ᐱҥ܄ೕጄϐΓςᒥൻύ
҇୯ीৣᙍၰቺೕጄύԖᜢᐱҥ܄ϐᖂܴǴ٠ᆶݯൂՏྎ೯܌Ԗёૈᇡࣁ
ቹៜीৣᐱҥ܄ϐᜢ߯Ϸځд٣Ȑхࡴ࣬ᜢٛៈࡼȑ
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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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ҁीৣவᆶݯൂՏྎ೯ϐ٣ύǴ،ۓჹԭၲი҇୯ 219 ԃࡋӝٳ୍ൔ߄
ਡϐᜢᗖਡ٣Ƕҁीৣܭਡൔύ௶ܴ၀٣ǴନߚݤзόϢϦ໒ඟ៛
ۓ٣Ǵ܈ӧཱུـشݩΠǴҁीৣ،ۓόܭਡൔύྎ೯ۓ٣ǴӢёӝ
ႣයԜྎ೯܌ౢғϐॄय़ቹៜε܌ܭቚϐϦճ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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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百達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Patec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盈餘分配表
2019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金額
$373,037,520
38,797,030
(797,285)
(52,359,953)
$358,677,312

項目

期初未分配盈餘
加：2019 年度稅後純益
減：2019 年保留盈餘調整數(註 1)
減：特別盈餘公積(註 2)
可供分配盈餘
減：分派項目
(2,689,606)
股東紅利-現金股利（每股 0.06 元）
(15,689,370)
股東紅利-股票股利（每股 0.35 元）
$340,298,336
期末未分配盈餘
附註：
1. 係指於西元 2019 年度間，因會計處理而調整保留盈餘之項目：
(1)確定福利計畫精算損失$797,285。
2. 係就其他權益項目借方餘額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1)2019 年提列數 52,359,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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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0 元。

董事長：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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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主管：

附件七
PATEC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COMPARISON TABLE FOR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Article Number

Current Provisions

Proposed Amendment

Explanations

條次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草案

修正理由

ARTICLES OF EIGHTH

AMENDED

ASSOCIATION

RESTATED

ARTICLES

章程名稱

ASSOCIATION

AND EIGHTH NINTH AMENDED 修 訂 章 程 名
OF AND RESTATED ARTICLES 稱。
OF ASSOCIATION

因應本次組織

第八次修訂組織備忘錄及章程 第八九次修訂組織備忘錄及 備忘錄及章程
章程
Article 7-1.

之修訂。

(1) When

第 7-1 條

the

Company 新增本條。

issuing new Shares, where 因應臺灣證券
subscriber delays payment 交易所臺證上
for Shares, the Company 二

字

第

shall fix a period of not 1080023568 號
「外國發
less than one month and 公告，
call upon each subscriber 行人註冊地股
to pay up, declaring that in 東權益保護事
case of default of payment 項檢查表」第
within

the

stipulated 2 頁之修正，

period their right shall be 爰參考公司法
第 266 條第 3

forfeited.

(2) After the Company has 項準用同法第
made the aforesaid call 142 條增訂。
under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the subscribers
who

fail

to

pay

accordingly shall forfeit
their rights and the Shares
subscribed to by them
shall be otherwise sold.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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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oresaid

compensation for loss or
damage, if any, may still
be claimed against such
defaulting subscribers.
(1) 認股人於本公司發行新
股而延欠應繳股款時，本
公司應定一個月以上之
期限催告該認股人照
繳，並聲明逾期不繳，失
其權利。
(2) 本 公 司 已 為 前 項 之 催
告，認股人不照繳者，即
失其權利，所認股份另行
募集。本公司因此而生之
損害，得向認股人請求賠
償。
Article 10.

The preceding Article shall not The preceding Article shall not 修訂本條。

第 10 條

apply whenever the new Shares apply

whenever

the

new 因應臺灣證券

are issued for the following Shares are issued for the 交易所臺證上
purpose:

following purpose:

二

字

第

1080023568 號
(a) in connection with a Merger (a) in

connection

with

a 公告，
「外國發

or a Consolidation of the

Merger or a Consolidation 行人註冊地股

Company or a Spin-off of

of the Company or a 東權益保護事

the Company's business, or

Spin-off of the Company's 項檢查表」第

pursuant

any

business, or pursuant to 7 頁之修正，

the

any reorganisation of the 爰參考企業併

to

reorganisation

of

Company;

Company;

購法第 8 條第
1 項修訂。

(b) in connection with meeting (b)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mpany’s obligation

meeting the Company’s

under

obligation

Share

warrants

subscription

and/or

options

granted to the Employees;

subscription

under

Share

warrants

and/or options grant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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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ployees;
(c) in connection with meeting
the Company’s obligation (c) in
under

corporate

connection

with

bonds

meeting the Company’s

which are convertible bonds

obligation under corporate

or vested with rights to

bonds

acquire Shares;

convertible

which

vested
(d) in connection with meeting

are

bonds

with

or

rights

to

acquire Shares;

the Company’s obligation
under

share

subscription (d) in

connection

with

warrant or Preferred Shares

meeting the Company’s

vested with rights to acquire

obligation

Shares;

subscription

under

share

warrant

or

Preferred Shares vested
(e) in connection with any share

with

swap arrangement entered

rights

to

acquire

Shares;

into by the Company, or
(e) in connection with any
(f) in

connection

with

any

share swap arrangement

Private Placement conducted

entered

into

pursuant to Article 13; or

Company;, or

by

the

(g) in connection with any other (f)(e) in connection with any
event otherwise prohibited,

Private

limited,

restricted

conducted

exempted

to

so

or
apply

Placement
pursuant

to

Article 13; or

pursuant to the Law and/or
the

Applicable

Listing (g)(f) in connection with any

Rules.

other

event

prohibited,

otherwise
limited,

restricted or exempted to
so apply pursuant to the
Law and/or the Appli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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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ing Rules.
前條規定於因下列情形發行新 前條規定於因下列情形發行
股者，不適用之：

新股者，不適用之：

(a)與合併、分割或重整有關 (a)與合併、分割或重整有關
者；

者；

(b)與員工認股權憑證或選擇 (b)與員工認股權憑證或選擇
權之義務有關者；

權之義務有關者；

(c)與可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 (c)與可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
權公司債之義務有關者；

權公司債之義務有關者；

(d)與認股權憑證或附認股權 (d)與認股權憑證或附認股權
特別股之義務有關者；

特別股之義務有關者；

(e)與股份互易有關者；

(e)與股份互易有關者；

(f)

與第 13 條私募規定有關 (f)(e)與第 13 條私募規定有關

者；或

者；或

(g) 與開曼法令及（或）上市 (g)(f)與開曼法令及（或）上
（櫃）規範所定之其他禁止、 市（櫃）規範所定之其他禁
限制或除外情事有關者。
Article 10-1.

止、限制或除外情事有關者。
(1) The pre-emptive right of 新增本條文。

第 10-1 條

the

Employees

Article

8

under 因應臺灣證券

and

pre-emptive

the 交易所臺證上

right

of 二

字

第

Members under Article 9 1080023568 號
shall not apply in the event 公告，
「外國發
that new Shares are issued: 行人註冊地股
(a) in connection with the 東權益保護事
Merger,

or

for

the 項檢查表」第

Merger

between

the 7 頁之修正，

Subordinate Company 爰參考企業併
and other companies;

購法第 8 條第

(b) in connection with the 2 增訂。
Shares issued for being
acquired;
(c)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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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

with

acquisition of issued
Shares,

business,

assets

of

or

another

company;
(d) in

connection

with

share swap; or
(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pin-off

of

the

Company.
(2) Any new Shares issued
under this Article may be
paid up in cash or assets
required in the business of
the Company.
(1) 本章程第 8 條規定之員工
優先承購權及第 9 條股東優
先認股權，於因下列情形發行
新股者，不適用之：
(a) 為合併而發行新股，
或為從屬公司與他公司
之合併而發行新股；
(b) 發行新股全數用於被
收購；
(c) 發行新股全數用於收
購他公司已發行之股
份、營業或財產；
(d) 進行股份轉換而發行
新股；或
(e) 因受讓分割而發行新
股。
(2) 本公司依前項發行之新
股，得以現金或公司事業所需
之財產為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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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45.

Subject to the Law and the (1) Subject to the Law and the 修訂本條。

第 45 條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the 因應臺灣證券
Company may by a Special Company may by a Special 交易所臺證上
Resolution:

Resolution:

二

字

第

1080023568 號
(a) enter

into,

amend,

or (a)

enter into, amend, or 公告，
「外國發

terminate any contract for

terminate any contract 行人註冊地股

lease,

or

for lease, management or 東權益保護事

regular joint operation of

regular joint operation of 項檢查表」第

its whole business;

its whole business;

management

20 頁之修正，
爰參考企業併

(b) transfer the whole or any

(b) transfer the whole or any 購法第 29 條

material part of its business

material

or assets;

business or assets;

(c) acquire the whole business

part

(c) acquire

of

the

its 修訂。

whole

or assets of a Person,

business or assets of a

which has a material effect

Person,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material effect on the

Company;

operation

which

has

of

a
the

Company;
(d) distribute dividends, bonus
or other distributions in

(d) distribute

dividends,

whole or in part by way of

bonus

issuance of new Shares;

distributions in whole or

or

other

in part by way of issuance
(e) effect any Spin-off of the

of new Shares;

Company;
(e) effect any Spin-off of the
(f) authorise a plan of Merger

Company;

or Consolidation involving
the Company;

(f) authorise

a

plan

of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g) resolve that th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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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olving the Company;

be wound up voluntarily;
(g) resolve that the Company
(h) carry

out

a

Private

be wound up voluntarily;

Placement;
(h) carry
(i) grant

a

waiver

to

a

out

a

Private

Placement;

Director’s non-competition
obligation, or approve a
Director

to

engage

in

(i) grant

a

waiver

to

a

Director’s

activities in competition

non-competition

with the Company;

obligation, or approve a
Director to engage in

(j) change its name;

activities in competition
with the Company;

(k) change

the

currency

denomination of its share

(j) change its name;

capital;
(k) change
(l) increase the share capital
by such sum, to be divided

the

currency

denomination of its share
capital;

into new Shares of such
Classes of such par value,
as

the

resolution

shall

prescribe;

(l) increase the share capital
by such

sum,

to

be

divided into new Shares
of such Classes of such

(m) consolidate and divide all
or any of its share capital

par

value,

as

the

resolution shall prescribe;

into Shares of a larger par
value

than

its

existing

Shares;

(m) consolidate and divide all
or any of its share capital
into Shares of a larger par

(n) subdivide

its

existing

Shares, or any of them,
into Shares of a smaller 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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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than its existing
Shares;

value than is fixed by the

(n) subdivide

Memorandum;

its

existing

Shares, or any of them,
into Shares of a smaller

(o) cancel any Shares that, at

par value than is fixed by

the date of the resolution,

the Memorandum;

have not been taken or
agreed to be taken by any

(o) cancel any Shares that, at

Person and diminish the

the date of the resolution,

amount of its share capital

have not been taken or

by the amount of the

agreed to be taken by any

Shares so cancelled;

Person and diminish the
amount

(p) subject to these Articles
(including

of

its

share

capital by the amount of

without

the Shares so cancelled;

limitation Articles 16 and
17), alter or amend the
Memorandum

or

(p) subject to these Articles

these

(including

without

Articles, in whole or in

limitation Articles 16 and

part;

17), alter or amend the
Memorandum or these

(q)

reduce its share capital

Articles, in whole or in

and any fund of the capital

part;

redemption reserve in any
manner authorised by the

(q)

reduce its share capital

Law and the Applicable

and any fund of the

Listing Rules; and

capital

redemption

reserve in any manner
(r) appoint an inspector to

authorised by the Law

examine the affairs of the

and the Applicable Listing

Company under the Law;

Rules; and

and
(s) issue

new

Shares

to

Employees

of

the

Company

and/or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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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appoint an inspector to
examine the affairs of the
Company under the Law;

Subordinate

Companies

and

subject to any restrictions
and

conditions

(s) issue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2.

new

Shares

to

Employees

of

the

Company

and/or

its

Subordinate

Companies

subject to any restrictions
and

condi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2.; and
(t) authorise a plan of share
swap

involving

the

Company.
(2) In case the Company has
issued Preferred Shares, any
modification or alteration in
these Articles prejudicial to the
privileges of the holders of
Preferred Shares shall also be
adopted by a meeting of the
holders of Preferred Shares.

除開曼法令或上市（櫃）規範 除開曼法令或上市（櫃）規範
另有規定外，下列事項應經股 另有規定外，下列事項應經股
東會之特別決議：

東會之特別決議：

(a) 締結、變更、終止關於出

(a) 締結、變更、終止關於

租其全部營業、委託經營

出租其全部營業、委託

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

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

契約；

經營之契約；

(b) 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 (b) 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
營業或財產；

業或財產；

(c) 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 (c) 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
而對公司之營運有重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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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而對公司之營運有重

大影響者；

響者；

(d) 以 發 行 新 股 方 式 分 派 股 (d) 以發行新股方式分派股

(e)
(f)
(g)
(h)
(i)

息、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全

息、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全

部或一部；

部或一部；

分割；

(e) 分割；

合併；

(f) 合併；

自願清算；

(g) 自願清算；

私募有價證券；

(h) 私募有價證券；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義務 (i)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義
或許可董事從事競業行

務或許可董事從事競業

為；

行為；

(j) 變更公司名稱；
(j) 變更公司名稱；
(k) 變更資本幣別；
(k) 變更資本幣別；
(l) 增加資本，分為不同類別 (l) 增加資本，分為不同類別
及面額之股份；

及面額之股份；

(m) 將全部或一部股份合併再 (m) 將全部或一部股份合併
分割為面額大於已發行股

再分割為面額大於已發

份面額之股份；

行股份面額之股份；

(n) 將全部或一部股份分割為 (n) 將全部或一部股份分割
面額小於已發行股份面額

為面額小於已發行股份

之股份；

面額之股份；

(o) 銷除在有關決議通過日仍 (o) 銷除在有關決議通過日
未被認購或同意認購之股

仍未被認購或同意認購

份，並據以減少資本額；

之股份，並據以減少資本

(p) 依本章程(包括但不限於

額；

第 16 條及第 17 條)之規 (p) 依本章程(包括但不限於
定，變更組織備忘錄或本

第 16 條及第 17 條)之規

章程之全部或一部；

定，變更組織備忘錄或本

(q) 依開曼法及上市（櫃）規

章程之全部或一部；

範所允許之方式減少資本 (q) 依開曼法及上市（櫃）規
額及資本贖回準備；

範所允許之方式減少資

(r) 依開曼法規定，指派檢查

本額及資本贖回準備；

人檢查公司事務；及

(r) 依開曼法規定，指派檢查

(s) 依據本章程第 12 條之規定

人檢查公司事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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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予 (s) 依據本章程第 12 條之規
本公司或/及其從屬公司之

定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

員工。

股予本公司或/及其從屬
公司之員工。；及
(t) 股份轉換。
(2) 本章程之變更如有損害
特別股股東之權利者，另須經
特別股股東之決議。

Article 47.
第 47 條

(1) Subject to the Law, in the (1) Subject to the Law, in the 修訂本條。
event any of the resolutions

event any of the resolutions 因應臺灣證券

with respect to the matter(s)

with respect to the matter(s) 交易所臺證上

as set out in Paragraphs (a),

as set out in Paragraphs (a), 二

(b) or (c) of Article 45 is

(b) or (c) of Article 45 is 1080023568 號

adopted

adopted

at

a

general

at

a

字

第

general 公告，
「外國發

meeting, a Member who has

meeting, a Member who 行人註冊地股

notified the Company in

has notified the Company 東權益保護事

writing of his objection to

in writing of his objection 項檢查表」第

such proposal prior to that

to such proposal prior to 19 頁之修正，

meeting and subsequently

that

raised his objection at the

subsequently

meeting may request the

objection at the meeting 修訂。

Company to purchase all of

may request the Company

his Shares at the then

to purchase all of his Shares

prevailing

price;

at the then prevailing fair

provided, however, that no

price; provided, however,

Member

that no Member shall have

fair
shall

abovementioned

have

the

and 爰參考企業併

raised

his 購法第 12 條

the

abovementioned

right if the resolution to be

appraisal

right

adopted is in relation to the

resolution to be adopted is

matter(s)

in

in relation to the matter(s)

Paragraph (b) of Article 45

set out in Paragraph (b) of

and at the same meeting the

Article 45 and at the same

resolution for the winding

meeting the resolution for

up of the Company is also

the winding up of the

set

appraisal

meeting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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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the

adopted.

Company is also adopted.

(2) In the event any part of the (2) In the event any part of the
Company’s

business

is

Company’s

business

is

involved in any Spin-Off,

involved in any Spin-Off,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a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or

Member, who has forfeited

acquisition share swap, a

his right to vote on such

Member, who has forfeited

matter and expressed his

his right to vote on such

dissent therefor, in writing

matter and expressed his

before the relevant vote,

dissent therefor, in writing

may request the Company

before the relevant vote,

to purchase all of his Shares

may request the Company

at the then prevailing fair

to purchase all of his Shares

pri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t the then prevailing fair

Law.

pri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3)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Law,

in

the

event

Law.

the (3)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Company and a Member

Law, if the Member filing a

making a request pursuant to

request under the preceding

Paragraphs (1) or (2) of this

paragraph (1) and (2) of this

Article

Article, the Member shall

fail

to

reach

agreement on the purchase

make

such

request

price within sixty (60) days

writing within twenty (20)

following the date of the

days since the resolution of

resolution, the Member may,

the general meeting was

within thirty (30) days after

made, specify the price for

such sixty (60) days period,

buying

file a petition to the Taiwan

Company

and

the

Taipei District Court of the

Shareholder

reach

an

R.O.C. if and to the extent

agreement about the price of

permitted under the Law, for

purchasing back his/her/its

a ruling on the appraisal

Shares, the Company shall

price.

pay for the Shares within

back.

If

in

the

ninety (90) days sin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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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lution of the general
meeting was made. In case
no agreement is reached, the
Company shall pay the fair
price it has recognized to
the Member who asks for a
higher price within ninety
(90)

days

since

the

resolution of the general
meeting was made. If the
Company did not pay, the
Company shall be deemed
to be agreeable to the price
requested by the Member.
(3)(4)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Law, in the event the
Company and a Member
making a request pursuant
to Paragraphs (2) of this
Article

fail

to

reach

agreement on the purchase
price within sixty (60) days
following the date of the
resolution,

the

Member

may, within thirty (30) days
after such sixty (60) days
period, file a petition to the
Taiwan

Taipei

District

Court of the R.O.C. if and
to

the

extent

permitted

under the Law, for a ruling
on the appraisal price.
(1)除開曼法令另有規定外， (1)除開曼法令另有規定外，
股東在股東會通過關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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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在股東會通過關於第

45 條(a)、(b)或(c)款所定事

45 條(a)、(b)或(c)款所定事

項之決議前，已以書面通

項之決議前，已以書面通

知本公司反對該項行為之

知本公司反對該項行為之

意思表示，並於股東會已

意思表示，並於股東會已

為反對者，得請求本公司

為反對者，得請求本公司

以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所

以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所

有之股份；但股東會為第

有之股份；但股東會為第

45 條(b)款之決議，同時決

45 條(b)款之決議，同時決

議解散時，不在此限。

議解散時，不在此限。

(2) 股東會決議本公司分割或 (2)股東會決議本公司分割或
與他公司新設合併/合併/

與他公司新設合併/合併/

吸收合併時，股東在該議

吸收合併或為收購或股份

案表決前以書面表示異

轉換時，股東在該議案表

議，並就該議案放棄其表

決前以書面表示異議，並

決權者，得請求本公司依

就該議案放棄其表決權

開曼法令按當時公平價格

者，得請求本公司依開曼

收買其持有之股份。
法令按當時公平價格收買
(3) 在不影響開曼法令規定之
其持有之股份。
情形下，依前二項行使股份收
(3)在不影響開曼法令規定之
買請求權之股東，與公司在股
情形下，依前二項行使股
東會決議日起六十日內未達成
協議者，得在此期間經過後三
份收買請求權之股東，應
十日內，在開曼法令允許之範
於股東會決議日起二十日
圍內，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聲
內以書面提出，並列明請
請為價格之裁定。
求收買價格。股東與本公
司間已達成協議者，本公
司應自股東會決議日起九
十日內支付價款。未達成
協議者，本公司應自決議
日起九十日內，依本公司
所認為之公平價格支付價
款予未達成協議之股東；
本公司未支付者，視為同
意股東請求收買之價格。
(3)(4)在不影響開曼法令規定
之情形下，依第 47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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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之股
東，與本公司在股東會決議日
起六十日內未達成協議者，得
在此期間經過後三十日內，在
開曼法令允許之範圍內，向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為價格
之裁定。
Article 81-3.

Before the Board meeting is 新增本條。

第 81-3 條

held to resolve matters of the 因應臺灣證券
Merger and acquisition, the 交易所臺證上
Audit Committee shall review 二

字

第

the fairness and reasonableness 1080023568 號
of the plan and transaction of 公告，
「外國發
the Merger or acquisition and 行人註冊地股
then report the review results 東權益保護事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項檢查表」第
the general meeting. When the 30 頁之修正，
Audit Committee reviews the 爰參考企業併
fairness and reasonableness of 購法第 6 條、
the plan and transaction of the 第 7 條、第 22
Merger and acquisition, the 條第 3 項、第
Audit Committee shall seek 31 條第 7 項、
opinions from an independent 第 38 條第 2 項
expert on the reasonableness 訂定。
of the share swap ratio or
distribution of cash or other
assets. The review results of
the Audit Committees and
opinions

of

independent

experts shall be delivered to
the Shareholders together with
the notice of a general meeting
for the Merger or acquisition.
If the Company has made a
public

announcement

publishing the same content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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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aforementioned

documents, which shall be
delivered to the Shareholders,
on the website designated by
the

R.O.C.

authorities

competent
and

the

aforementioned documents are
prepared at the venue of the
general

meeting,

those

documents shall be deemed as
having

been

sent

to

the

Shareholders.
董事會決議併購事項前，應由
審計委員會就併購計畫與交
易之公平性、合理性進行審
議，並將審議結果提報董事會
及股東會。審計委員會進行審
議時，應委請獨立專家就換股
比例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
他財產之合理性提供意見。審
計委員會之審議結果及獨立
專家意見，應於發送股東會召
集通知時，一併發送股東。應
發送股東之文件，經本公司於
中華民國證券主管機關指定
之網站公告同一內容，且備置
於股東會會場供股東查閱，對
於股東視為已發送。
Article 90.

A Director who is in any way, A Director who is in any way, 修訂本條。

第 90 條

whe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whe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因應臺灣證券
interested in a matter discussed, interested

in

a

matter 交易所臺證上

considered or proposed in a discussed,

considered

or 二

字

第

meeting of the Board shall proposed in a meeting of the 1080023568 號
declare the nature of his interest Board shall declare the nature 公告，
「外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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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ts essential contents at such of his interest and its essential 行人註冊地股
relevant meeting. Where the contents

at

such

spouse, a blood relative within meeting.

If

the

relevant 東權益保護事
Company 項檢查表」第

the second degree of kinship of participates in the Merger and 24 頁之修正，
a

Director,

or

any acquisition, a Director who has 爰參考企業併

holding/subordinate company of a personal interest in the 購法第 5 條第
a Director is interested in the transaction of Merger and 3 項修訂。
matters under discussion in the acquisition shall disclose to the
abovementioned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general
Board, such Director shall be meeting the material contents
deemed to bear a personal regarding

such

personal

interest in the matter. Any interest and the reason of
Director who bears a personal approval or dissent to the
interest that may conflict with resolution

of

Merger

or

and impair the interest of the acquisition. Where the spouse,
Company in respect of any a blood relative within the
matter

proposed

for second degree of kinship of a

consideration and approval at a Director,

or

any

meeting of Board shall abstain holding/subordinate company
from voting, on his own behalf of a Director is interested in
or as a proxy or corporate the matters under discussion in
representative, with respect to the abovementioned meeting
the said matter. Any and all of the Board, such Director
votes cast by such Director(s) shall be deemed to bear a
shall

not

be

counted

in personal interest in the matter.

determining the number of votes Any Director who bears a
for or against such matter.

personal

interest

that

may

conflict with and impair the
interest of the Company in
respect of any matter proposed
for consideration and approval
at a meeting of Board shall
abstain from voting, on his
own behalf or as a proxy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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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representative, with
respect to the said matter. Any
and all votes cast by such
Director(s)

shall

not

be

counted in determining the
number of votes for or against
such matter.
董事就董事會議之事項，具有 董事就董事會議之事項，具
直接或間接利害關係時，應於 有直接或間接利害關係時，
董事會中揭露其自身利害關係 應於董事會中揭露其自身利
之重要內容。董事之配偶、二 害關係之重要內容。；於公
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 司進行併購時，董事應向董
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前述會 事會及股東會說明，其與併
議事項有利害關係者，視為董 購交易自身利害關係之重要
事就該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 內容及贊成或反對併購決議
董事對於董事會之事項，有自 之理由。董事之配偶、二親
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 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
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 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前述
得代理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會議事項有利害關係者，視
該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其 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利害
表決權不算入已出席董事之表 關係。董事對於董事會之事
決權數。

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
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
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董事
行使其表決權。該不得行使
表決權之董事，其表決權不
算入已出席董事之表決權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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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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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百達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第三條：
第三條：
第一、二、三項略。
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
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 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
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
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
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
一、第四十三條之六之事項應在 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
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 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
議提出。
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之事
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
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
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
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
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
選董事、監察人，並載明就任日
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
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
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
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 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
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 出股東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
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 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
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 案。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
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 建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另
為議案。
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
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
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
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
東之提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
東之提案、受理處所及受理期
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
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
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 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
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
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
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
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
論。
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
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 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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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配合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二條第五項
修正。

2.配合 107 年 8 月 6
日經商字第
10702417500 號
函，增訂本條第五
項。
3.項次修正為第六
項，並配合新修正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
二條之一第一項及
增訂第五項，修正
相關文字。

4.項次修正為第七
項，並配合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二條之
一第二項修正。
5.項次修正為第八
項。

6.項次修正為第九
項。

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
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
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
未列入之理由。
第十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
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
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
不得變更之。
第二至三項略。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
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
明及討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
表決之程度時，得宣佈停止討
論，提付表決。

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
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
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
未列入之理由。
第十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
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
(包括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正)均
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
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
變更之。
第二至三項略。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
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
明及討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
表決之程度時，得宣佈停止討
論，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之投
票時間。
第十三條：
第一項略。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
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
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
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
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
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
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
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
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
之修正。

第十三條：
第一項略。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實行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
（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
一第一項但書應實行電子投票
之公司：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
應實行以電子方式並得實行以
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
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
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
以下略
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
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
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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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 107 年起上市
上櫃公司全面採行
電子投票，並落實
逐案票決精神，修
正第一項。

為免股東會召集權
人過度限縮股東投
票時間，致股東因
來不及投票而影響
股東行使投票權
利，修正第四項。

配合 107 年起上市
上櫃公司全面採行
電子投票，修正第
二項。

第十五條：
第一、二項略。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
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
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記載
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
保存。

第十五條：
第一、二項略。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
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
議事經過之要領及表決結果（包
含統計之權數）結果記載之，有
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揭露每
位候選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
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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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逐案票決精
神，參考亞洲公司
治理協會建議修正
第三項。

附件九
百達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背書保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第四條：背書保證之額度
第四條：背書保證之額度
一、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總金 一、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總金
額不得超過本公司當期淨值之 額不得超過本公司當期淨值之
百分之四十，其中對單一企業 百分之四十，其中對單一企業
之背書保證限額不得超過本公 之背書保證限額不得超過本公
司當期淨值之百分之二十。
司當期淨值之百分之二十。
二、業務關係從事背書保證
二、業務關係從事背書保證
者，則不得超過最近一年度與 者，則不得超過最近一年度與
本公司交易之總額（雙方間進 本公司交易之總額（雙方間進
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
三、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三、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 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
公司間，所為之背書保證，不 公司間，所為之背書保證，不
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
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
十；
十；
四、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背書
保證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當
期淨值之百分之四十，其中對
單一企業之背書保證限額不得
超過本公司當期淨值之百分之
二十。
四、當期淨值以最近期經會計 五、當期淨值以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
所載為准。
所載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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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依公開發行公司資
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
理準則明訂本公司及
子公司整體之背書保
證總額及對單一企業
之限額。
2.項次修正為第五項。

附錄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依英屬開曼群島公司法（修訂）所設立

Patec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修訂組織備忘錄
（於 2019 年 6 月 28 日經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本公司名稱為 Patec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2. 本公司註冊辦公處設於 Intertrust Corporate Services (Cayman) Limited,
190 Elgin Avenue,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KY1-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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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符合本備忘錄以下條款之情形下，本公司成立之目的不受限制，且本
公司按英屬開曼群島公司法（修訂）第 7（4）條規定，有完整權力實行
任何未受法令禁止之目的。
4. 在符合本備忘錄以下條款之情形下，不論所為行為是否對本公司有利，
本公司按英屬開曼群島公司法（修訂）第 27（2）條規定，具有如同自
然人之完全行為能力 。
5. 本備忘錄不允許本公司於未取得英屬開曼群島銀行及信託公司法（修訂）
許可之情形，經營銀行或信託公司業務，或於未取得英屬開曼群島保險
法（修訂）許可之情形，於英屬開曼群島經營保險業務或保險經理人、
經紀人、仲介人之業務，或於未取得英屬開曼群島公司管理法（修訂）
許可之情形，經營公司管理業務。
6. 除為推展於英屬開曼群島境外經營之業務者外，本公司不得在英屬開曼
群島境內與任何個人、商號或公司進行商業交易，但本條款不妨礙本公
司在英屬開曼群島境內成立或締結契約，以及為經營境外之業務在英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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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曼群島境內行使必要之權力。
7. 股東僅就其所認之股數，負繳納股款之義務。
8. 本公司資本總額為新台幣 1,000,000,000 元，分為普通股 100,000,000 股，
每股面額新台幣 10.00 元。公司得基於英屬開曼群島公司法（修訂）及
本章程之規定，贖回或買回任何股份且分拆、增加或減少資本額，並得
發行附有或未附有任何優先權或其他特別權利、條件、限制之原始股份、
贖回股份、增資或減資之股份，除非該發行條件須明確宣布，不論宣布
為原始或優先或其他類型之股份，任何發行均應涵蓋於本權限之內。
9. 本公司得以於英屬開曼群島境外之任何法律管轄地域以股份有限公司之
方式註冊以為延續，並於英屬開曼群島撤銷註冊。
10.本備忘錄未定義之詞彙與本公司章程中使用者為相同意義，本公司章程
規定之用辭定義亦適用於本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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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依英屬開曼群島公司法（修訂）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Patec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修訂章程
（於 2019 年 6 月 28 日依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用辭定義
1.

英屬開曼群島公司法（修訂）第一個附件中 A 表記載之規範內容不適用
於本公司。

2.

(1) 除文意另有要求者外，本章程之用辭應定義如下：

上市（櫃）規範

因股票在中華民國任何股票交易所或證券市場交
易或掛牌而應適用之相關法律、法令、規則及準則
暨其修訂版本，包括但不限於中華民國證券交易
法、公司法、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與
其他類似法律、由中華民國主管機關依法律之授權
而制定之規章、規則及法令，以及中華民國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櫃買中心與證交所頒布之規範（如
適用）；

本章程

經股東會特別決議所修改、增補或取代之本公司現
行章程；

會計師

本公司所聘任，依據本公司之委任或指示，審查公
司帳務、查核及/或簽證公司財務報表或執行其他類
似職務之註冊會計師（如有）；

審計委員會

依本章程第 81-1 條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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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由本公司全體董事組成之董事會；

資本公積

(1) 股票溢價帳戶，(2)受領贈與之所得，及(3)其他
依上市（櫃）規範所規定之資本公積項目。

董事長

依本章程第 68 條之定義；

股份類別

本公司依據本章程所發行不同類別之股份；

金管會

中華民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其他中華民國證
券交易法之主管機關；

本公司

Patec Precision Industry Co., Ltd.

新設合併

在英屬開曼群島公司法及上市（櫃）規範定義下，
由兩個以上參與合併之公司將其財產和責任移轉
於一共同設立之新公司，完成後參與合併之公司均
歸於消滅之一種合併型態；

董事

本公司組成董事會之董事或獨立董事（如有）；

折價轉讓

依本章程第 23 條第(3)項之定義；

電子

其定義，依據英屬開曼群島電子交易法（修訂）暨
其修訂或重新立法，包括被引入或取代該法之其他
法律；

興櫃市場

櫃買中心所建置之興櫃股票市場；

員工

本公司或任一從屬公司之員工，其範圍由董事會決
定之；

財務報告

依本章程第 103 條之定義；

櫃買中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獨立董事

為符合本章程以及上市（櫃）規範要求之目的，經
股東會選任並指派為獨立董事之董事；

法人

依英屬開曼群島法令及上市（櫃）規範，得作為法
律主體之企業、公司或其他組織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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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曼法令

現行有效且適用於本公司之英屬開曼群島公司法
（修訂）暨其修訂或其他變更，與其他法律、命令、
規範或其他有法規效果之文書（暨其修訂）、本公
司組織備忘錄及（或）本章程，以及本章程所引用
之英屬開曼群島法令（暨其修訂）；

股東

股東名簿上登記之股份持有人，包括登記為共同持
有人者；

組織備忘錄

本公司組織備忘錄（暨其修訂）
；

吸收合併

在英屬開曼群島公司法及上市（櫃）規範定義下，
由兩個以上參與合併之公司將其財產和責任移轉
於其中一公司，完成後僅該受讓財產和責任之參與
合併公司繼續存續，其餘則歸於消滅之一種合併型
態；

月

日曆月；

新台幣

新台幣；

普通決議

指下列決議：
(a)於依本章程召集之股東會，由股東親自出席，如
為法人股東則由其合法授權代表出席，或以委託
書方式出席之股東表決權過半數通過者；
(b)於非掛牌期間，由全體有表決權股東以書面簽認
通過者；與
(c)本公司僅有一名股東時，由該股東以書面簽認通
過者。

人

包括自然人、企業、公司、合資、合夥、股份有限
公司、團體或其他實體（不論是否具有獨立之法人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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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股

依本章程第 4 條之定義；

私募

依據上市（櫃）規範對特定人招募本公司股份、債
券或其他經金管會核定之有價證券之行為；

股東名簿

本公司依據開曼法令在英屬開曼群島境內或境外
所備置之股東名簿；

本公司註冊辦公處

本公司依據開曼法令註冊登記之辦公處；

掛牌期間

自本公司有價證券於首次公開發行或興櫃市場、櫃
買中心、證交所或任何臺灣證券交易市場掛牌日之
前一日起算之期間（該有價證券因任何理由被暫停
交易之期間仍應算入）；

中華民國或臺灣

包括中華民國之領土、屬地及其司法管轄權所及之
地區；

中華民國法院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或其他在中華民國境內有管轄
權之法院；

公司印鑑

本公司一般印鑑；

公司秘書

經董事（會）委任執行本公司秘書職責之人，包括
任何助理秘書、代理秘書、執行祕書或臨時秘書；

股份

由本公司資本分成之股份，依文意得為某一或所有
類別之股份，包括零股；

股份溢價帳戶

依本章程及開曼法令設置之本公司股份溢價帳戶；

股務代理機構

經中華民國主管機關許可，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辦
公室，依據上市（櫃）規範，特別是公開發行股票
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為本公司提供股東服務之機
構；

經簽章的

附有簽章的或以機械方式固著而表現簽章的，或由
有意在電子通訊上簽章之人所為附著於或邏輯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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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於該電子通訊之電子符號或程式；
特別盈餘公積

依本章程第 94 條之定義；

特別決議

指本公司依據開曼法令通過之下列特別決議：
(a)於依本章程召集之股東會，由股東親自出席，如
為法人股東則由其合法授權代表出席，或以委託
書方式出席之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通過，且
記載擬以特別決議通過有關議案事項之召集通
知已合法送達者；
(b)於非掛牌期間，由全體有表決權股東以書面簽認
通過者；與
(c)本公司僅有一名股東時，由該股東以書面簽認通
過者。
本章程規定應以普通決議通過之事項而以特別決
議為之者，亦為有效；

分割

讓與公司將其全部或一部獨立營運之業務讓與一
現存或新設公司，受讓之既存或新設公司發行新股
給讓與公司或其股東之行為；

從屬公司

指下列公司：
(i) 其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過半
數為本公司持有者；
(ii) 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受本公司直接或間接
控制者；
(iii)其董事與本公司之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者；或
(iv)其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與本
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有半數以上為
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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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保結算所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庫藏股

依開曼法令，經本公司買回而未銷除且繼續持有之
本公司股份；及

證交所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2) 除文意另有指明者外，業經開曼法令定義之用辭，其義應依開曼法
令定之。
(3) 本章程中，除文意另有指明者外：
(a) 單數用語應包含複數用語，反之亦然；
(b) 男性用語應包含女性及中性用語；
(c) 本章程所定之通知，除另有規定外，應以書面為之；本章程所稱
「書面」，應包括印刷、平版印刷、攝影及其他得以永久可見形
式表現或複製文字之方式；
(d) 「得」應解釋為任意規定；
「應」應解釋為強制規定。
(4) 本章程使用之標題僅為便利之目的，不應影響本章程之解釋。

股份
3.

除開曼法令、本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有決議外，對於所有本公司未
發行之股份，本公司董事會得：
(a) 依其認為適當之時間、方式、權利條件或限制，發行、提供及分
配該等股份予他人認購；但除依據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所
為者外，本公司股份不得折價發行。
(b) 依據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以該等股份授與認股選擇權、
發行認股權憑證或類似文書；且為前述目的，董事會得保留適當
數量之未發行股份。

4.

在不違反本章程第 5 條規定且於本公司授權資本額範圍內，本公司得經
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發行不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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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之股份（即「特別股」
），其所附權利得優先或劣後於普通股。
5.

(1) 本公司發行特別股時，下列事項應明定於本章程：
(a) 授權發行及已發行之特別股總數；
(b) 特別股分派股息、紅利或其他利益之順序、定額或定率；
(c) 特別股分派公司賸餘財產之順序、定額或定率；
(d) 特別股股東行使表決權之順序或限制（包括無表決權等）
；
(e) 與特別股權利及義務有關之其他事項；及
(f) 本公司被授權或強制贖回特別股時，其贖回之方法，或表示公司
無強制贖回該特別股權利之聲明。
(2) 除開曼法令另有規定外，組織備忘錄及本章程應以特別決議修訂之，
以規定所發行特別股之權利、利益與限制，以及得發行之股數。

6.

(1)在授權資本範圍內並符合本章程規定之情形下，本公司發行新普
通股，應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
意。
(2)若本公司採行無票面金額股者，不得轉換為票面金額股。

7.

(1) 本公司發行股份時不得印製股票，股東名簿之記載應為任何人對於
股份權利之絕對證據。在掛牌期間，本公司發行股份時，應於開曼
法令規定得交付股份之日起三十日內，自行或促使股務代理機構將
股份以通知集保結算所登記之方式交付予認股人。本公司並應於股
份交付前依上市（櫃）規範公告之。
(2) 本公司不得發行無記名之股份。
(3) 本公司不得發行任何未繳納股款或僅繳納部分股款之股份。

8.

於掛牌期間：
(a) 發行新股時（關於合併、分割、重整、資產收購、股份互易、員
工股份選擇權或認股權之行使、可轉換有價證券或公司債之轉換、
具優先或特別取得股份權利之認購權或其他權利之行使或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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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進行公積轉增資而發行新股予原股東、私募或非以現金增資
發行新股者除外），董事會得依據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
保留發行新股總數不超過百分之十五之股份由員工優先承購。
(b) 以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時，董事會依前項保留股份予員工優先承購
後，除金管會、興櫃市場、櫃買中心及（或）證交所（如適用）
認為無須或不適宜對外公開發行者外，本公司應提撥發行新股總
額百分之十（或依股東會普通決議決定之較高比例），在中華民
國境內對外公開發行。
9.

於掛牌期間，除股東會依普通決議另有決定外，本公司現金增資發行新
股時，於依前條保留予員工優先承購及在中華民國境內對外公開發行之
股份後，應公告並分別通知原股東，得按原有股份比例儘先分認剩餘股
份，並聲明未於指定期間內認購者喪失其權利。但：
(a) 原股東持有股份按比例不足分認一新股者，得合併共同認購或歸
併一人認購之；
(b) 原股東新股認購權利，得與原有股份分離而獨立讓與；且
(c) 原股東未認購之新股，得公開發行或洽由特定人認購。

10. 前條規定於因下列情形發行新股者，不適用之：

(a) 與合併、分割或重整有關者；
(b) 與履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或選擇權之義務有關者；
(c) 與履行可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之義務有關者；
(d) 與履行認股權憑證或附認股權特別股之義務有關者；
(e) 與股份互易有關者；
(f) 與第 13 條私募規定有關者；或
(g) 與開曼法令及（或）上市（櫃）規範所定之其他禁止、限制或除
外情事有關者。
11. 於掛牌期間，除上市（櫃）規範另有規定外，本公司得經董事會以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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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與員工簽訂認股權
契約，約定於一定期間內，員工得依約定價格認購特定數量之股份。訂
約後由公司發給員工認股權憑證。員工認股權憑證，除因繼承者外，不
得轉讓。
12. 於掛牌期間，本公司得以特別決議通過發行限制權利新股予本公司及/

或從屬公司之員工，不適用本章程第 8 條及第 9 條之規定。關於前述發
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其發行數量、發行價格、發行條件、限制及其他
事項應遵守上市（櫃）規範及開曼法令之規定。
13.

(1) 於掛牌期間，在符合上市（櫃）規範之情況下，本公司得依股
東會特別決議，於中華民國境內對下列之人進行有價證券之私募：
(a) 銀行業、票券業、信託業、保險業、證券業或其他經金管會核准
之法人或機構；
(b) 符合金管會所定條件之自然人、法人或基金；或
(c) 本公司或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
(2) 普通公司債之私募，得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
過半數之同意，於董事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次辦理。

14. 本公司得經股東會特別決議，依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所定之程序

及條件減少資本。
15. 在掛牌期間，本公司股份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有價證券（包括但不限於

認股權憑證、選擇權或公司債）之發行、轉換或銷除，以及轉增資、股
務等，應遵守開曼法令、上市（櫃）規範及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
準則之規定。

權利變更
16. 本公司資本分為不同類別股份時，包括有特別股發行之情形，任一類別

股份之特別權利之變更或廢除，除應符合第 45 條並經股東會特別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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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外，應經該類別股東會之特別決議通過之。類別股東會之召集與休
會，應準用本章程關於股東會程序之規定。
17. 除該類別股份發行辦法另有規定外，任何類別股份附具之優先權或其他

權利，均不因本公司其後創設、分配或發行同等或劣後於該等股份之股
份，或本公司贖回或買回任何類別之股份，而受重大不利之變更或廢
除。

股東名簿
18. 董事會應依開曼法令於英屬開曼群島境內或境外之適當處所備置股東

名簿。於掛牌期間，股東名簿應具備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所定應
記載事項，並應備置於中華民國境內之股務代理機構。
19. 不論本章程其他條款如何規定，在不違反開曼法令之情形下，於掛牌期

間，股東相關資訊應由集保結算所紀錄之，且本公司股東之認定，應以
集保結算所提供予本公司之紀錄為據。本公司收到該等紀錄之日起，該
等紀錄應構成本公司股東名簿之一部。

股份之贖回及買回
20. 在掛牌期間，本公司發行之特別股，得依開曼法令贖回之，但開曼法令

及上市（櫃）規範之遵循不得損害特別股股東依本章程取得之權利。
21. (1) 在不違反開曼法令、上市（櫃）規範及第(3)項之情形下，本公司得

經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之董事會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依董事
會認為適當之條件，為銷除之目的買回自己股份。
(2) 在不違反開曼法令、上市（櫃）規範及第(3)項之情形下，本公司得
經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之董事會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依董事
會認為適當之條件，買回自己股份作為庫藏股；此一買回，應依據
開曼法令完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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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掛牌期間，董事會買回股份之決議及執行情形，或因故未能依據
前述董事會決議買回者（如有），應於最近一次之股東會向股東報
告。
(4) 除開曼法令另有規定外，本公司持有庫藏股期間：
(a) 本公司應登記於股東名簿為持有該等庫藏股；
(b) 不論為何種目的，本公司均不能被認為係股東，且不能基於該等
庫藏股行使任何權利，任何行使該等權利之行為均屬無效；
(c) 不能基於該等庫藏股直接或間接於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且該等庫
藏股不算入已發行股份總數，無論係為本章程或開曼法令之目的；
且
(d) 不能基於該等庫藏股而獲股息之分派或支付，或其他資產（無論
係現金或其他）之分配（包括公司解散時剩餘財產之分配）。
(5) 於掛牌期間，除依第 22 條第(1)項買回之股份外，本公司買回股份之
數量，不得超過買回時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且收買股份之總
金額，不得逾保留盈餘加發行股份溢價及已實現之資本公積之金
額。
22. (1) 除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另有規定外，本公司得以股東會特別

決議，依據股東持股比例（小數點後四捨五入）買回股份並予銷除。
依前段買回股份時應給付之對價，得為現金或現金以外財產；以現
金以外財產為對價者，其財產類型及相應抵充之數額應經股東會特
別決議，並經該收受財產股東之同意。董事會並應於股東會前將該
財產之價值與抵充之資本數額，送交中華民國會計師查核簽證。
(2) 為避免疑義，擬買回及銷除股份非依據股東持股比例為之者，除開
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另有規定外，本公司董事會有權決定之，
無須依前項規定經股東會特別決議為之。
23. (1) 本公司持有庫藏股時，得依據開曼法令：

-57-

(a) 銷除該等庫藏股之全部或一部；或
(b) 轉讓該等庫藏股之全部或一部予員工，轉讓之條件與員工之資格，
應由董事會依第(3)項之股東會決議決定之。董事會得限制依本項
轉讓與員工之庫藏股在一定期間內不得轉讓，但其期間最長不得
超過二年。
(2) 本公司因轉讓庫藏股所取得之對價（如有）
，其金額應依據開曼法令
記入帳戶。
(3) 在不違反第(4)項及開曼法令之情形下，本公司得經最近一次股東會
之特別決議，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下稱「折
價轉讓」）
，但該次股東會召集通知中應已有下列事項主要內容之說
明，不得為臨時動議：
(a) 所定折價轉讓之轉讓價格、折價比率、計算依據及合理性；
(b) 折價轉讓之轉讓股數、目的及合理性；
(c) 認股員工之資格條件及得認購之股數；以及
(d) 對股東權益影響事項：
(i) 依據上市（櫃）規範，折價轉讓可能費用化之金額及對公司每股
盈餘稀釋情形；及
(ii) 依據上市（櫃）規範，說明折價轉讓對公司造成之財務負擔。
(4)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通過且已折價轉讓予員工之庫藏股股數，累計不
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五，且單一認股員工其認購股數累
計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零點五。

股份之轉讓
24. 除開曼法令或上市（櫃）規範另有規定外，本公司股份得自由轉讓；但

本章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25. 股份之轉讓，非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及其住所或居所，記載於股東名

簿，不得以其轉讓對抗本公司。於第 27 條之股票停止過戶期間，應暫
停股東名簿之轉讓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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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承認信託
26. 除開曼法令另有規定外，本公司無義務承認任何人係基於信託持有股份。

除本章程、開曼法令或法令另有規定，或有管轄權法院之命令外，本公
司（即使已受通知）無義務承認股份上的任何衡平法上的權利、或有、
將來或實際的權利，亦無須承認其他關於股份之權利。本公司僅有義務
承認登記之股東對於股份之全部有絕對權利。

基準日與停止過戶期間
27. (1) 董事會得預先就下列事項決定基準日：(a)確定有權收受股息、財產

分配或其他收益之股東；(b)確定有權收受股東會召集通知、有權於
股東會或其續行集會出席或參與表決之股東；及(c)董事會決定之其
他目的。
董事會依本條規定指定(b)款之基準日時，該基準日應在股東會召集
日前。
(2) 於掛牌期間，除開曼法令另有規定外，為(a)確定有權收受股息、財
產分配或其他收益之股東；與(b)確定有權收受股東會召集通知、有
權於股東會或延會出席或參與表決之股東，董事會應決定股東名簿
之過戶登記，於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
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
不得為之。前述期間，應自開會日或基準日起算。

股東會
28. 本公司應於每年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或其他經興櫃市場、櫃買中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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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交所（如適用）核准之期間內，召集股東常會。股東常會應由董事會
召集之。
29. 凡非屬股東常會之股東會均為股東臨時會。董事會得於其認為必要時召

集股東臨時會。
30. 於掛牌期間，本公司股東會均應於中華民國境內召開。於非掛牌期間，

董事會得於其認為適當之地點召集股東會。
31.

(1)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之股東，
得以書面載明召集事由及其理由，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臨時會。董
事會收受該請求後十五日內不為股東會召集之通知時，該請求之股
東得自行召集股東會。
(2) 繼續三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份之股東，得自行
召集股東臨時會。股東持股期間及持股數之計算，以停止股票過戶
時之持股為準。
(3)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除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外，得為
公司利益，於必要時，召集股東會。

32.

(1)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得請求本公司或股務代理機
構
提供股東名簿。
(2)於掛牌期間，本公司應委託中華民國之股務代理機構處理股東會相關
事宜，包括但不限於受理股東投票。

股東會召集通知
33.

(1) 於掛牌期間，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各股
東；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各股東。對於持
股未滿 1,000 股之股東，公司得以公告方式通知之。通知之寄發日
及召集日均不計入前述期間。通知應載明開會之地點、日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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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與召集事由，並依本章程之規定送達，或於取得股東事前同意
且不違反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之情形下，以電子通訊方式為
之。
(2) 於非掛牌期間，股東會之召集，應於五日前以書面通知各股東，但
該通知得經全體股東事前或事中之同意免除之，且該通知或同意得
以電傳方式送達之。於非掛牌期間，股東會之召集，得經有權出席
並參與表決之股東半數以上且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九十五以
上之同意，以較短期間通知，或不須通知。
34.

(1) 於掛牌期間，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至少三十日前或股東臨
時會開會至少十五日前，公告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
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
資料。
(2) 於掛牌期間，股東依據第 56 條採行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
本公司應將前項資料及行使表決權格式，併同寄送給股東。

35. 下列事項，非在股東會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説明其主要內容，不得在股

東會中討論或提付表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金管會、興櫃市場、櫃買中
心或證交所（如適用）或本公司指定之網站上，並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a) 選任或解任董事；
(b) 變更公司組織備忘錄及/或本章程；
(c) 減資；
(d) 申請停止公開發行；
(e) 解散、自願清算、股份轉換、合併或分割；
(f) 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
共同經營之契約；
(g) 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h) 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對本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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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j)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義務或許可董事從事競業行為；
(k) 以發行新股之方式，分派股息、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全部或一部；
及
(l) 將特別盈餘公積、股份溢價帳戶及本公司受領贈與之所得，以發
行新股或現金方式，依持股比例分配予原股東。
36. 於掛牌期間，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應編製股東會議事手冊，並應依上市

（櫃）規範之規定，於股東常會開會前二十一日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前十
五日，將議事手冊及其他會議相關資料公告於金管會、興櫃市場、櫃買
中心或證交所（如適用）指定之網站上。
37. 股東會召集通知偶發之遺漏寄送或未收到，不影響該股東會已進行程序

之效力。

股東會程序
38. 除已達章定出席數者外，股東會不得進行任何事項之討論或表決，但為

選任股東會主席者不在此限。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股東會應有代表已
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過半數之兩名以上股東之出席。
39. (1) 於掛牌期間，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不得
超過三百字，且該議案須為股東會得決議之事項。提案超過一項或
議案超過三百字或議案非股東會得決議者，均不列入議案。
(2) 於掛牌期間，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
告受理股東提案之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該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
日。
(3) 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4) 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股東所提議案，董事會應列入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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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該議案依開曼法令、上市（櫃）規範或本章程之規定，非股東會
所得決議者；
(b) 提案股東於本公司股票停止過戶期間開始時，持股未達百分之一
者；
(c) 該議案於本公司公告受理期間經過後始提出者；或
(d) 該議案超過三百字或提案超過一項者。
(5) 股東提案係為敦促本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
事會仍得列入議案。
(6) 本公司應於寄發股東常會召集通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
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召集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
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40. 由董事會召集之股東會，應由董事長擔任會議主席；由董事會以外之人

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人擔任之，召集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
任之。
41.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如董事長未能出席股東會或不願擔任主席，其應

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出席董事互推一人擔任主
席。
42. 股東會得依普通決議休會，並定五日內於其他地點續行，但續行之股東

會僅得處理休會前未完成之事項。如休會超過五日，其後之股東會，應
如同一般股東會，送達載明集會時間及地點之召集通知。
43. 股東會中提付議決之事項，均應以投票方式表決。
44. 除開曼法令、上市（櫃）規範或本章程另有明定者外，任何提付股東會

決議之事項，應以普通決議為之。
45. 除開曼法令或上市（櫃）規範另有規定外，下列事項應經股東會之特別

決議：
(t) 締結、變更、終止關於出租其全部營業、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

-63-

共同經營之契約；
(u) 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v) 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而對公司之營運有重大影響者；
(w) 以發行新股方式分派股息、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全部或一部；
(x) 分割；
(y) 合併；
(z) 自願清算；
(aa) 私募有價證券；
(bb)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義務或許可董事從事競業行為；
(cc) 變更公司名稱；
(dd)變更資本幣別；
(ee) 增加資本，分為不同類別及面額之股份；
(ff) 將全部或一部股份合併再分割為面額大於已發行股份面額之股
份；
(gg)將全部或一部股份分割為面額小於已發行股份面額之股份；
(hh)銷除在有關決議通過日仍未被認購或同意認購之股份，並據以減
少資本額；
(ii) 依本章程(包括但不限於第 16 條及第 17 條)之規定，變更組織備忘
錄或本章程之全部或一部；
(jj) 依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所允許之方式減少資本額及資本贖
回準備金；
(kk)依開曼法令規定，指派檢查人檢查公司事務；及
(ll) 依據本章程第 12 條之規定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予本公司或/及
其從屬公司之員工。
4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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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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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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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除開曼法令或上市（櫃）規範另有規定外，本公司得於不能清償到期債

務時，經股東會特別決議自願清算。
47. (1) 除開曼法令另有規定外，股東在股東會通過關於第 45 條(a)、(b)或(c)

款所定事項之決議前，已以書面通知本公司反對該項行為之意思表
示，並於股東會已為反對者，得請求本公司以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
所有之股份；但股東會為第 45 條(b)款之決議，同時決議解散時，不
在此限。
(2) 股東會決議本公司分割或與他公司新設合併/合併/吸收合併時，股東
在該議案表決前以書面表示異議，並就該議案放棄其表決權者，得
請求本公司依開曼法令按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持有之股份。
(3) 在不影響開曼法令規定之情形下，依前二項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之
股東，與公司在股東會決議日起六十日內未達成協議者，得在此期
間經過後三十日內，在開曼法令允許之範圍內，向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聲請為價格之裁定。
48. 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決議方法，違反開曼法令、上市（櫃）規範或本

章程時，在開曼法令允許之範圍內，股東得自決議之日起三十日內，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訴請適當救濟，包括但不限於訴請法院確認決議無效
或撤銷之。
49. 儘管本章程另有相反規定，於非掛牌期間，經全體有表決權股東簽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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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或數份書面決議（包括特別決議），應與股東會合法通過之決議具
有相同效力。
50. 股東會程序或表決方法，本章程未規定者，應以股東會依普通決議通過

制訂或修正之內部規章為據，該等內部規章應符合開曼法令及上市（櫃）
規範（特別是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規範）。

股東表決權
51. 除依本章程就股份之表決權有特別規定或限制者外，每一親自出席股東

會之股東（法人為股東時，由其合法授權代表出席）
，及依委託書出席
之股東，就登記於其名下之每一股份有一表決權。
52. 股份為數人共有者，其共有人應推舉一人行使表決權。
53. 股東係為他人持有股份時，其表決權無須與為其自己所持有股份之表決

權為同一之行使。關於分別行使表決權之資格條件、適用範圍、行使方
式、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應遵循上市櫃規範。
54. 股東為法人時，得經其董事會或其他管理單位之決議，授權其認為適合

之自然人出席股東會。
55. (1) 除開曼法令或上市（櫃）規範另有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

股份無表決權，於計算股東會是否已達章定出席數時，不算入已發
行股份總數：
(a) 本公司所持有之自己股份（若該持有為開曼法令所允許）
；
(b) 被本公司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
從屬公司，所持有之本公司股份；或
(c) 本公司及本公司之控制或從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他公司已發行
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合計超過半數之他公司，所持有
之本公司股份。
(2)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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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表決權。不得行使表決權之
股份數，不算入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3) 本公司董事亦為本公司股東者，如以股份設定質權(下稱「設質股份」)
超過其最近一次選任當時所持有之股份數額二分之一時，其超過之
股份不得行使表決權，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但仍應計入
股東會出席數。
56. 在開曼法令允許之範圍內，除上市（櫃）規範另有規定外，董事會得決

議股東於股東會行使表決權，得以書面或電子方式為之。股東得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式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股東
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召集二日前，依召集通
知所載方式為之；有重複時，應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於後送達者中已
明示撤銷先送達者，不在此限。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
應視為委託股東會主席為代理人依該書面或電子文件所載內容行使表
決權，但股東會主席就該等內容未論及者、臨時動議或原議案之修正案，
並無表決權。為免疑義，股東以上開方式行使投票權時，就該次股東會
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案，視為棄權。
57.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至遲應於

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先前行使表決權
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惟股
東若實際未按照本條規定寄發撤銷之通知，而仍親自出席股東會行使表
決權者，該股東親自出席並行使表決權之行為，應視為其業依本條規定
撤銷先前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

委託書
58.

(1)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
圍，委託代理人出席之。受託人不須為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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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開曼法令或本章程另有規定外，委託書格式應由本公司印發，載
明下列事項：(a)填表須知，(b)股東委託行使表決權事項，及(c)股東、
受託代理人和徵求人（如有）基本身分資料，併同股東會召集通知
於同一日送達全體股東。
59.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委託一人為限，並應於股東會開會 5 日前依前條

規定送達本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
但後送達之委託書亦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且聲明撤銷前委託書者，
不在此限。
60. 委託書送達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為撤
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61. 股東依第 56 條之規定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得依本章程規

定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於上開情形，代理人所行使之表決權應視為
股東撤回其先前向公司行使之表決權，且公司應僅得計算該受委託代理
人出席股東會行使之表決權。
62. 於掛牌期間，除依中華民國法律設立之信託事業或經中華民國證券主管

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或依本章程第 56 條規定被視為代理人之股東
會主席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
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算入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但得算入股東會開會人數。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不
同意見股東委託時，該不予計算之表決權，應按該等股東所享有表決權
數之比例，分別自該不同意見之表決權數排除之。
63. 關於委託書之使用或徵求，本章程未規定者，應以董事會制訂或修正之

內部規章為據，該等內部規章應符合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特別
是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暨其修訂、補充
或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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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董事會
64.

(1) 本公司董事（包括獨立董事）應不少於五名。每一屆董事會之
董事席次，應於選舉該屆董事之股東會召集通知中載明。
(2) 董事得為自然人或法人。法人為董事時，應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
務；該自然人得依其職務關係，隨時改派補足原任期。董事不須為
本公司股東。
(3) 董事應由股東會依本條所定累積投票制選任之。法人為股東時，得
指派一名或數名自然人為其代表人依本章程之規定分被提名並當選
為董事。股東會選任董事時，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
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
較多者，當選為董事。
(4) 選舉董事之程序及表決方式，本章程未規定者，應以股東會普通決
議制訂或修正之內部規章為據，該等內部規章應符合開曼法令及上
市（櫃）規範，特別是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董監事選舉辦法。

65. 本公司採用候選人提名制度以選舉董事。惟本公司於掛牌期間，獨立董

事之選任應採用候選人提名制度。候選人提名制度之相關規則及程序，
得由董事會依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訂定之。
66.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每一董事任期三年，得連選連任。若董事任期屆

滿而不及改選時，應延長其任期至原董事經連選連任或新董事經合法選
任並就任時為止。在董事有缺額時，經補選之新任董事任期應補足原董
事之任期。
67.

(1) 儘管有前條規定，董事得依股東會之特別決議，隨時解任之。
(2)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董事任期屆滿前得經股東會改選全部董事。
於此情形，如股東會未決議現任董事於任期屆滿或其他特定日期始
為解任，且新董事已於同次會議中選出者，現任董事應視為於該股
東會改選日提前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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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董事會應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一

名為董事長。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對內應為董事會主席及由董事會召
集之股東會主席。如董事長未能出席董事會或不能行使其職權，應指定
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69. 董事之報酬得有不同，不論本公司盈虧，每年得由董事會依下列因素酌

給之：(a)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b)其對本公司貢獻之價值；(c)
參酌同業通常水準；及(d)其他相關因素。
70.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時，本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以補

足原董事之任期。但董事缺額達該屆董事席次三分之一者，本公司應自
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71.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非獨立董事於其擔任董事期間，得同時擔任本公

司其他有給職（會計師除外）
，任職期間與條件（關於薪資報酬及其他）
由董事會決定之。董事或願任董事不因擔任本公司其他職務，而喪失其
董事資格；董事亦不因擔任本公司其他職務或因而受有利益，而須將因
擔任該職務或因而建立忠實關係之獲利歸入本公司。
72.

(1) 在不影響董事依據英屬開曼群島普通法對本公司所負義務之情
況下，除開曼法令另有規定外，董事應對本公司負忠實義務，且不
限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應以合理之注意及技能執行本公司
業務。董事如有違反其義務者，應對本公司負擔賠償責任；若該董
事係為自己或他人利益為行為時，經股東會普通決議，本公司得在
法律允許之最大範圍內，為一切適當行為，以將該行為之所得視為
本公司之所得。
(2) 董事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
人應與本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
(3) 前二項規定，於本公司之經理人在被授權執行經營階層之職務範圍
內，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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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非獨立董事得為自己或其事業向本公司提供專業

服務（會計師除外）
，且得享有相當的報酬，如同其非為本公司董事。
74. 在開曼法令允許之範圍內，除因過失或違背誠信行為所生之責任外，本

公司得為本公司、本公司之子公司以及本公司對其有直接或間接利益之
公司之現任或前任董事（包含代理董事）、秘書、經理人或會計師，按
董事會決定之保險範圍，依契約支付保險金或同意支付保險金。
75. 於掛牌期間，本公司董事（包括獨立董事）之資格條件、選任、解任、

職權行使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本章程未規範者，應遵循上市（櫃）規範。

獨立董事
76. 於掛牌期間，本公司獨立董事席次不得少於三席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

分之一，其中至少一人必須在中華民國設有戶籍。每一屆董事會之獨立
董事席次，應於選舉該屆獨立董事之股東會召集通知中載明。獨立董事
因故解任，致人數不足上述最低人數時，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均解任時，本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
時會補選之。
77. 獨立董事應具備專業知識，於執行董事業務範圍內應保持獨立性，不得

與公司有直接或間接之利害關係。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
制、獨立性之認定應遵守上市（櫃）規範之規定。董事會或其他召集股
東會之人，應確保獨立董事候選人符合本條之要求。

董事會之權限及責任
78. 除開曼法令、本章程、上市（櫃）規範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有決議外，

董事會應以其認為合適之方式，負責本公司業務之執行。董事會得支付
所有與執行業務有關之合理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因本公司設立及登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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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費用），並得行使本公司之一切權力。
79. 為管理本公司所需，董事會得任命公司經理人，並決定其合適之任職期

間、酬勞，亦得將其解任。
80. 董事會得委任公司秘書（如有需要亦可委任助理秘書）
，並決定其合適

之任期、酬勞及工作條件。董事會得隨時解任公司秘書或助理秘書。公
司秘書應出席股東會並正確製作議事錄。除上市（櫃）規範另有規定外，
公司秘書應依開曼法令或董事會決議執行職務。

委員會
81. 除開曼法令或上市（櫃）規範另有規定外，董事會得自行或經股東會普

通決議，設立並將董事會部分權限委由其認為適當之人組成之委員會
（包括但不限於審計委員會、薪資報酬委員會）行使。委員會之職權行
使與程序，應符合董事會依據上市（櫃）規範制定之規則，無相關規定
時，成員達二人以上之委員會，應準用本章程關於董事會之規定（如適
用）。
81-1. 本公司應設立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
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
專長。審計委員會之決議，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ㄧ（含）
以上之同意。審計委員會之資格條件、組成、選任、解任、職權行使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應遵循上市(櫃)規範。
81-2. (1) 下列事項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ㄧ（含）以上同意，並
提董事會決議：
(a) 訂定或修正公司內部控制制度；
(b) 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c) 訂定或修正重要財務或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例如取得或處
分資產、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或為他人背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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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
(d) 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e) 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f) 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g)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h) 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i)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j) 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及
(k) 本公司決定或中華民國主管機關所要求之其他事項。
(2) 除上述第(j)款以外，其他任何事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成員二分之
一（含）以上同意者，得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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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消極資格和解任
82. (1)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擔任董事，其已擔任者，當然解任：

(a) 曾犯重罪（包括但不限於中華民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
，尚
未執行、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
五年者；
(b) 曾犯詐欺、背信、侵占罪經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宣告之刑確定，
尚未執行、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
逾兩年者；
(c) 曾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尚未執行、尚未執行
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兩年者；
(d) 受破產之宣告或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者；
(e) 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者；
(f) 死亡或依據開曼法令及/或上市（櫃）規範為無行為能力或限制
行為能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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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
(h) 依據開曼法令及/或上市（櫃）規範作成之裁決，解任其董事職
務或禁止其擔任董事者；
(i) 依第 83 條當選無效或當然解任者；
(j) 以書面向本公司辭職者；
(k) 依本章程規定決議解任者；或
(l) 董事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本公司之行為或違反開曼法令、上
市（櫃）規範或本章程之重大事項，由本公司或股東提起訴訟，
經中華民國法院命令解任者。
(2) 於掛牌期間，如董事(不包括獨立董事)在其任期中轉讓股份超過其
選任當時所持有公司股份數額二分之一時，該董事應當然解任。
(3) 於掛牌期間，如董事(不包括獨立董事)當選後，於就任前轉讓股份
超過其選任當時所持有之公司股份數額二分之一，或於董事會依照
本章程第 27 條第 2 項所訂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期間內，轉
讓持股超過二分之一時，該董事之當選應失其效力。
83. 除經金管會、興櫃市場、櫃買中心或證交所（如適用）核准外，董事間

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下列關係之一：(1)配偶，或(2)依中華
民國法律定義之二親等以內親屬。董事間不符規定者，不符規定之董事
中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低者，其當選失其效力，已充任者，當然解任，
直至符合前段規定為止。
84. 董事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開曼法令、上市（櫃）規

範或本章程之重大事項，股東會未為決議將其解任時，持有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得於股東會後三十日內，在開曼法令與
上市（櫃）規範允許之範圍內，訴請有管轄權之法院（包括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裁判解任之。
85. 除開曼法令另有規定外，繼續六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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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之股東，得以書面請求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為本公司，向有管轄
權之法院（包括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對執行職務損害本公司或違反開
曼法令、上市（櫃）規範或本章程之董事提起訴訟。審計委員會之獨立
董事自收受前述請求日起，三十日內不提起訴訟時，於開曼法令允許之
範圍內，該請求之股東得為本公司提起訴訟並得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
第一審管轄法院。

董事會程序
86. 董事會得為執行職務而召集或休會，或以其他適當之方式規範其集會；

且應依開曼法令與上市（櫃）規範訂立相關內部規章。董事會應每季或
其他上市（櫃）規範規定之期間，至少召集一次。董事會應有過半數董
事之出席，始得開會。除開曼法令、上市（櫃）規範或本章程另有規定
外，董事會之決議，應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87. 董事會之召集，應以書面載明召集事由，掛牌期間於七日前，非掛牌期

間則於四十八小時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事者，得依過半數董事
之同意，以書面隨時召集之。儘管有前段規定，於非掛牌期間，董事會
召集通知得由全體董事事前、事中或事後之同意免除之，且該通知或同
意得以電傳方式送達之。
88. 董事得以視訊參與董事會或其為成員之一之委員會之會議。董事以視訊

參與前述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89. 董事得每次出具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

該委託董事應視為親自出席及表決。代理之董事，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董事代理其他董事出席會議時，其得同時行使該
委託董事及其本身之表決權。
90. 董事就董事會議之事項，具有直接或間接利害關係時，應於董事會中揭

露其自身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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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前述會議事項有利害關係者，視為董事就
該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董事對於董事會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
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該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其表決權不算入已出席董事之表決權數。
91.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董事會缺額不影響在職董事繼續執行其職務。
92. 儘管本章程另有相反規定，於非掛牌期間，經全體在職董事或全體委員

會成員簽章的一份或數份書面決議，應與董事會會議或委員會會議合法
通過之決議具有相同效力。
93. 關於董事會之程序，本章程未規定者，應依董事會制訂或修正並報告股

東會之內部規章為據，該等內部規章應符合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
特別是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

公積與轉增資
94. 於掛牌期間，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之盈餘中提撥一定金額用於下列目

的：(i) 繳納該會計年度之應納稅捐；(ii) 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於提撥
該等金額後分派股利前，董事會得將剩餘部分提為特別盈餘公積，用於
任何得以盈餘支應之目的。
95. 於掛牌期間，除開曼法令、上市（櫃）規範或本章程另有規定外，資本

公積除填補虧損外，不得使用之；非於以填補虧損目的提撥之特別盈餘
公積填補虧損仍有不足時，不得以資本公積填補之。
96.

(1) 於掛牌期間，本公司無虧損時，除開曼法令另有規定外，得經
股東會特別決議，將全部或一部之特別盈餘公積或資本公積中之股
份溢價帳戶或受領贈與之所得撥充資本，發行新股予股東。
(2) 於非掛牌期間，除開曼法令另有規定外，董事會得將全部或一部之
股份溢價帳戶、其他準備金帳戶或盈餘帳戶之餘額，或其他得分配
之利益，撥充資本，依股東持股比例發給新股或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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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當股東因持有零股致依本章程規定分派股息、紅利或其他利益有困難時，

董事會得為權宜之處理，而以現金代替股息、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全部或
一部給付予該股東。該等董事會之決定應有效力且對於股東具有拘束
力。

股息及紅利
98. 於非掛牌期間，除開曼法令或本章程另有規定或附於股份之權利另有規

範外，董事會得根據股東所享有之權利及利益分派股息，包括董事會認
為依本公司之狀況為合理之期中股息。
99. 本公司現處於成長階段，本公司之股利得以現金或/及股份方式配發予

本公司股東，且本公司股利之配發應考量本公司資本支出、未來業務擴
充計畫、財務規劃及其他為求永續發展需求之計畫。於掛牌期間，除開
曼法令、上市（櫃）規範或本章程另有規定，或附於股份之權利另有規
範外：
(1) 本公司於會計年度終了時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虧損
（包括先前年度之虧損），次提特別盈餘公積（如有），剩餘者（下
稱「可分配盈餘」）得由股東常會以普通決議，依下列方式分派之：
(a) 不超過百分之 3 之稅前淨利作為董事酬勞；
(b) 最低百分之 0.1 之稅前淨利作為員工酬勞；
(c) 不低於可分配盈餘之百分之 5，依股東持股比例，派付股息予股

東，其中現金股利之數額，不得低於該次派付股息總額之百分之
3。
(2) 分派股息、紅利或其他利益予股東，均應以新台幣為之。
99-1. (1) 本公司得於每半會計年度終了後分派盈餘或虧損撥補，公司前半
會計年度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應連同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交審計委員會查核後，提董事會決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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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分派盈餘時，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虧損（包
括先前年度之虧損）及提特別盈餘公積（如有）。
(3) 本公司依前二項規定分派盈餘或撥補虧損時，應依經會計師查核
或核閱之財務報表為之。
100. 除開曼法令、上市（櫃）規範或本章程另有規定外，依本章程應分派

予股東之股息與應分派予員工之酬勞，得經股東會特別決議將其全部
或一部，以發行新股之方式為之；發放現金者，應經董事會決議。
101. 股息、紅利或其他利益分派，僅得自盈餘或其他依開曼法令得用於股

息、紅利或其他利益分配之金錢支付之。本公司對於股息、紅利或其
他利益分派，或其他與股份有關之應給付款項，均不負擔利息。

公司會計
102. 董事應使會計紀錄與帳冊足以適當表達本公司之狀況、足以說明本公

司之交易行為，且符合開曼法令之要求；並依其認為適當之方式，將
之備置於本公司之註冊主營業所或其他其認為適當之處所；且應開放
供董事隨時查閱。
103. 於掛牌期間，每年會計年度終了時，董事會應造具下列表冊：(1) 營業

報告書，(2) 財務報告及其他依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所要求提出
之文件及資訊，及(3)依本章程規定之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議案，提出
於股東常會請求承認。其後，董事會應將股東常會承認之財務報報及
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決議，分發給各股東，於掛牌期間亦得以公告
方式代之。
104. 於掛牌期間，董事會依前條所造具提出於股東會之各項表冊，應於股

東常會開會十日前，備置於中華民國境內之股務代理機構，供股東於
正常營業時間內查閱。
105. 除開曼法令或上市（櫃）規範另有規定外，董事會得決定（或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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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其決定）本公司會計帳目應經查核，並委聘會計師。
106. 董事會應將組織備忘錄、本章程、歷次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告、股

東名簿及公司債存根簿備置於中華民國境內之股務代理機構，股東得
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抄錄或複製；本
公司並應令股務代理機構提供。。
107. 董事會每年應依開曼法令編製年度申報書，並提交英屬開曼群島公司

註冊處。

公開收購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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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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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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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
109. 在符合開曼法令之情形下，本公司得依股東會特別決議進行清算程序。

本公司進入清算程序，可供分派予股東之剩餘財產不足清償全部股份
資本時，該剩餘資產分配後，股東應依其持股比例承擔損失。如在清
算過程中，可供分派予股東之剩餘財產足以清償清算開始時之全部股
份資本，剩餘財產應按清算開始時股東所持股份之比例，在股東間進
行分派。本條規定不影響特別股股東之權利。
110. 在符合開曼法令之情形下，本公司清算時，清算人得經本公司股東會

特別決議同意並根據依開曼法令之授權，依股東所持股份比例，將公
司全部或部分財產之實物（無論是否為同樣性質的資產）分配予股東。
清算人並得決定所分派財產之合理價值，並決定股東間或不同股份類
別間之分派方式。經前述決議且合於開曼法令之授權下，如清算人認
為適當時，得為股東之利益將此等財產之全部或一部交付信託，惟不
應迫使股東接受負有債務之任何財產。
111. 本公司所有報表、會計紀錄和文件，應自清算完成之日起保存十年。

保管人應由清算人或本公司普通決議指定之。

通知
112. 除開曼法令或本章程另有規定外，任何通知或文件得由本公司，以當

面送交、傳真、預付郵資郵件或預付費用之知名快遞服務等方式，送
達至股東於股東名簿所登記之位址，或在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
允許之範圍內，公告於金管會、興櫃市場、櫃買中心或證交所（如適
用）指定之網站或本公司網站，或以電子方式傳送至股東曾以書面確
認得作為送達之電子郵件帳號或地址。對共同持股股東之送達，應送
達於股東名簿所記載該股份之代表股東。
113. 股東已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會者，應被視為已收到該股東會之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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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通知。
114. 通知或文件以下列方式送達時：

(a) 以郵遞者，應於其付郵或交付運送人之次日，發生送達效力；
(b) 以傳真者，應於傳真機報告確認已傳真全部資料至收件人號碼時，
發生送達效力；
(c) 以快遞服務者，應於交付快遞服務後四十八小時後，發生送達效
力；或
(d) 以電子郵件者，除開曼法令另有規定外，於傳送電子郵件時，發
生送達效力。
115. 通知或文件已依本章程送達至股東於股東名簿登記之地址者，即使該

股東當時已破產或死亡，且無論本公司是否已知悉其死亡或破產，應
視為已合法送達於持有該股份之股東。

本公司註冊辦公處
116. 本公司於英屬開曼群島之註冊辦公處應由董事會決定。

會計年度
117. 除董事會另有決議外，本公司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ㄧ日至每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公司印鑑
118. 本公司應依董事會決議及/或由董事會按照本公司依據上市（櫃）規範

採行之任何本公司印鑑使用及管理規則，置備一個或數個公司印鑑並
使用之。

-81-

中華民國境內之訴訟及非訟代理人
119. (1) 依據上市（櫃）規範，本公司應經董事會決議委任或解任一自然人

為其訴訟及非訟代理人，且該代理人應被視為本公司依照上市（櫃）
規範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
(2) 前述代理人應於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或居所。
(3) 本公司應將前述代理人之姓名、住所或居所及授權文件向中華民國
主管機關申報；變更時，亦同。

組織文件之修訂
120. 在不違反開曼法令與上市（櫃）規範之情況下，本公司得以特別決議

修改或增補本章程之全部或一部。

企業社會責任
121. 本公司經營業務，應遵守法令及商業倫理規範，得採行增進公共利益

之行為，以善盡其社會責任。

– 以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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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百達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

1

條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上
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

2

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

第

3

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
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事
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
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
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
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
公司及其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之事項
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股東
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
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受理
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
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
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
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第

4

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
人，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
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准。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
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
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准。

第

5

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
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
時間，應充分考慮獨立董事之意見。

第

6

條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
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
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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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
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
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
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監察人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
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

7

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
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
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
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
之。
前項主席系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
業務狀況之常務董事或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參與出席。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

8

條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
程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
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

9

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
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佈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
東出席時，主席得宣佈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
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
席時，由主席宣佈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
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
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
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

10

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
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准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徑
行宣佈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佈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
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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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
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佈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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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
者，以發言內容為准。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
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
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

12

條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
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
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
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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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
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實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依公司法第
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應實行電子投票之公司：本公司召開股東會
時，應實行以電子方式並得實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
；其以書面或電子
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
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
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准。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
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
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
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准。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
權為准。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
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
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
反對或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並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
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
完成後，當場宣佈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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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
場宣佈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監察人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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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
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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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
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
之要領及其結果記載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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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
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
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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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識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
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識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
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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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佈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
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佈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
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第

19

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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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百達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辦法
第一條：為使本公司有關對外背書保證之交易處理有所依循，健全財務管理並降低營運風險，
特制訂本辦法。
第二條：本公司所為背書保證之物件如下：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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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及間接對本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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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為背書保證之。本處所指的出資，係指公司直接出資或透過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的公司出資。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書保證。
第三條：本辦法所稱背書保證範圍如下：
一、融資背書保證：客票貼現融資、為他公司融資之目的所為之背書或保證、及為
本公司融資之目的而另開立票據予非金融事業作擔保者。
二、關稅背書保證：為本公司或他公司有關關稅事項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三、其它背書保證：無法歸類列入前二項之背書或保證事項。
四、本公司提供動產或不動產為他公司借款之擔保設定質權、抵押權者。
第四條：背書保證之額度：
一、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當期淨值之百分之四十，其中對單
一企業之背書保證限額不得超過本公司當期淨值之百分之二十。
二、業務關係從事背書保證者，則不得超過最近一年度與本公司交易之總額（雙方
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三、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所為之背書保
證，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
四、當期淨值以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所載為准。
第五條：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應由財務部詳細審查評估並作成意見，包括：
一、敘明背書保證物件、金額、理由、解除條件及日期等
二、分析評估背書保證必要性及合理性
三、分析評估背書保證物件之信用及營運情形
四、分析評估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五、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評估價值
本公司經辦人員將第一項相關資料及評估結果彙整後，呈請董事會核准，作業單位
並就每月所發生及登出之保證事項列入電腦逐項管制，並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規
定期限按月公告並申報背書保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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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應建立備查簿；就背書保證對象、金額、董事會通過日
期、背書保證日期、依本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擔保品內容及其評估價值以及解
除背書保證責任之條件與日期等，詳予登載備查。
第六條：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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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背書保證
前，並應提報董事會同意後始得為之，若已設置獨立董事者，為他人背書保證時，
應充分考慮各獨立董事之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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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之背書保證，應依相關規定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本公司或子公司背書保證之對象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之子公司，應明定
其續後相關管控措施。前述作為背書保證對象之子公司，若為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
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應以股本加計「資本公積-發行溢價」之合計數視為其實收資
本額。
第七條：印鑒章保管及程序:
一、有關本公司印鑒章應由專人保管，並應依照公司規定作業程序，始得鈐印或簽
發票據。有關背書保證印章保管人應報經董事會同意，變更時亦同。背書保證
之專用印鑒，為對主管機關登記使用之公司印鑒。
二、本公司若對國外公司為保證行為時，所出具之保證函應由董事會授權之人簽署。
第八條：應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標準、公告及申報時限及應公告內容：
一、應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標準
(一)本公司及各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
以上者。
(二)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三)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
背書保證、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帳面金額及資金貸與餘額合計數達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四)本公司或各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五)本公司依前開第一至第四款辦理公告申報後，其餘額每增加逾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上者，應再辦理公告申報。
二、應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一)每月十日前將上月份背書保證餘額，辦理公告申報。
(二)本公司背書保證金額達本辦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一)至(五)款所訂標準者，
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辦理公告申報。
所稱之公告申報，係指輸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三、應公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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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書保證總額達本辦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標準時，應公告下列事項：
1.被背書保證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或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五以上之公司名稱、與本公司之關係、背書保證之額度、迄事實發生日
為止背書保證金額及原因、原背書保證之金額、本次新增背書保證之金
額及原因。
2.迄事實發生日為止，背書保證金額占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比
率。
(二)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金額達本作業程序第八條第一項第(三) 、(四)及(五)
之標準時，應公告左列事項：
1.被背書保證之公司名稱、與本公司之關係、背書保證之額度、原背書保
證之金額、本次新增背書保證之金額及原因。
2.被背書保證公司提供擔保品之內容及價值。
3.被背書保證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之資本及累積盈虧金額。
4.解除背書保證責任之條件或日期。
5.迄事實發生日為止，背書保證金額占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比
率。
6.迄事實發生日為止，背書保證金額占本公司與被背書保證公司最近一年
度業務交易總額之比率。
7.迄事實發生日為止，長期投資金額、背書保證金額及資金貸放金額合計
數占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比率。
第九條：其它應注意事項:
一、本公司應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九號之規定，評估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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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必
要之查核程序。
二、本公司背書保證對象原符合第二條規定而嗣後不符規定，或背書保證金額因據
以計算限額之基礎變動致超過所訂額度時，則內部稽核單位應提醒作業單位對
於該物件所背書保證之金額或超限部份應於合約所訂期限屆滿時或訂定於一定
期限內全部消除，並將該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會，以及報告於董事會。
三、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務需要而有超過本辦法所訂額度之必要時，應經審計
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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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辦法，報經股東會追認之；股東會不同意時，應訂定計劃於一定期限內消除
超限部分。
四、本公司若已設置獨立董事者，於前項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慮各獨立董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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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公司之內部稽核單位應至少每季稽核背書保證辦法及其執行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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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9-

第十條：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若擬為他人背書保證者，亦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
書保證處理準則」有關規定訂定「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惟淨值係以子公司淨
值為計算基準。
二、子公司應於每月 9 日以前編制上月份為他人背書保證明細表，並呈閱本公司。
三、本公司內部稽核單位依年度稽核計畫至子公司進行查核時，應一併瞭解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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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四、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本作業程序第八條各款
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之。前項之公告申報標準中，子公司背書保
證餘額占淨值比例之計算，以該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占本公司淨值比例計算
之。
五、本公司之內部稽核單位應至少每季稽核子公司背書保證辦法及其執行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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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罰則
本公司之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反本作業程序時，依照本公司人事管理辦法提報考
核，依其情節輕重處罰。
第十二條: 本辦法應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再經董事會通過，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
另本公司若已設置獨立董事時，依前項規定將本作業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
充分考慮各獨立董事之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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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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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本次股東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每股盈餘及股東投資報酬率之影
響：不適用。
附錄五

本公司全體董監事持股一覽表

百達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監事法定最低應持有股數及持有股數
一、公司現任董事及監察人法定最低應持有股數如下：
本公司普通股發行股數44,826,766股
全體董事法定最低應持有股數3,600,000股(註)
全體監察人法定最低應持有股數：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故不適用。
二、截至 2020 年 4 月 24 日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如下表：
職

稱

姓

名

股 數

持股比率(%)

董事長

吳美德

3,733,975

8.33%

董事

黃亮茳

6,314,208

14.09%

董事

黃泓杰

73,965

0.17%

董事

日高博之

2,321,545

5.18%

獨立董事

嚴俊德

-

-

獨立董事

陳貽耀

-

-

獨立董事

Ernest Yogarajah Balasubramaniam

-

-

12,443,693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及成數
全體監察人持有股數及成數

27.77%

不適用

(註)依證券交易法第26條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第2條第1項第2
款及第2項之規定，本公司全體董事所持有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不得少於公司發行股份總額百
分之十五，且本公司選任獨立董事三人，獨立董事外之全體董事依前項比率計算之持股成數
降為百分之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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