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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ergy Corp. 

矽力杰股份有限公司 

2017年股東常會會議記錄 
 

時間：2017年6月2日(星期五)上午9時正 

地點：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631號(福朋酒店三樓會議廳) 

出席股數：出席股東及股東代理人代表股數共計71,885,471股(含以電子方式

行使表決權股數46,026,690股)，佔本公司已發行總股數85,985,160股

之83.60%。 

出席董事：董事長WEI CHEN (陳偉)、董事Budong You(游步東)、董事施君

徽、董事楊光智、獨立董事暨審計委會召集人柯順雄、獨立董事蔡

永松及獨立董事李鴻基。 

列席：財務長潘冠呈、會計師簡明彥、律師宋天祥。 

主席：WEI CHEN (陳偉)             記錄：梁翠嫚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 2016年度營業報告，請參閱附件一。 

(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請參閱附件二。 

(三) 2016年度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 明：本公司2017年3月15日董事會決議通過發放員工酬勞金

額新台幣 143,259,916 元及董事酬勞金額新台幣

3,600,000元，上述酬勞全數以現金方式發放。 

(四) 2016年度海外可轉換公司債發行情形報告 

說 明：為償還銀行借款及公司營運之資金需求，本公司董事

會於2016年3月11日決議通過發行海外可轉換公司債

計美金1.25億元。本次發行之海外可轉換公司債業經行

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2016年6月27日金管證發字

第1050022019號函核准募集在案，並於2016年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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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完成。 

四、承認暨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2016年度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告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一、本公司2016年度合併財務報告，包括合併資產負債表、合併損

益表、合併股東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金流量表等，業經勤業眾

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簡明彥及韋亮發會計師查核完竣。 

二、本公司2016年度營業報告書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暨合併財務報告，

請參閱附件一及附件三。 

決 議：本案投票表決結果： 

表決時出席股東可行使表決權數71,885,471權(含以電子方式行使

表決權數46,026,690權 )，承認權數63,575,746權，占表決權數

88.44%；反對權數1,198權，占表決權數0.00%；棄權及未投票權數

8,308,527權，占表決權數11.56%；無效權數0權，占表決權數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2016年度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一、本次盈餘分派係分配2016年度可分配盈餘，普通股現金股利配

發新台幣420,115,785元，每股配發新台幣5元。嗣後如因本公

司流通在外股數變動，擬授權董事長依股東常會決議之分配總

額，按配息基準日本公司實際流通在外股份之數量，調整分配

比率。 

二、2016年度盈餘分派表請參閱附件四。 

決 議：本案投票表決結果： 

表決時出席股東可行使表決權數71,885,471權(含以電子方式行使

表決權數46,026,690權 )，承認權數62,598,421權，占表決權數

87.08%；反對權數1,198權，占表決權數0.00%；棄權及未投票權數

9,285,852權，占表決權數12.92%；無效權數0權，占表決權數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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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公司章程」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配合公司實際需求，擬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二、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五。 

決 議：本案投票表決結果： 

表決時出席股東可行使表決權數71,885,471權(含以電子方式行使

表決權數46,026,690權 )，贊成權數62,598,421權，占表決權數

87.08%；反對權數1,198權，占表決權數0.00%；棄權及未投票權數

9,285,852權，占表決權數12.92%；無效權數0權，占表決權數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配合「公開發行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準則」修訂及公司實

際需求，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部分條文。 

二、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六。 

決 議：本案投票表決結果： 

表決時出席股東可行使表決權數71,885,471權(含以電子方式行使

表決權數46,026,690權 )，贊成權數62,555,421權，占表決權數

87.02%；反對權數1,198權，占表決權數0.00%；棄權及未投票權數

9,328,852權，占表決權數12.98%；無效權數0權，占表決權數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五案 董事會提 

案 由：發行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吸引及留任公司所需人才，激勵員工並提升員工對公司之向

心力，以期共同創造股東及公司之利益，擬提請股東會決議通

過訂定「2017年度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行辦法」並發行限制員

工權利新股。 

二、本次擬發行之總額及條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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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發行總額為新台幣3,000,000元，每股面額10元，共計

300,000股。本次發行之股份為普通股，以無償發行。 

(二) 本次得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員工資格條件以本公司

及國內、外子公司編制內全職正式員工為限，自給與日起

任職屆滿六個月，既得100%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實際被

授與員工及可獲配之數量，將參酌工作績效、整體貢獻、

特殊功績、職級或年資等因素，由董事長核定並提報董事

會同意。單一員工獲配股數悉依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

證券處理準則第60條之9規定辦理。 

(三) 未達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可參與本公司之配股

，不參加本公司之配息、現金增資認股及表決權等。 

三、可能費用化之金額、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及其他對股東權

益影響事項： 

(一) 本次發行限制員工權利新股300,000股，以2017年3月14日

收盤價每股新台幣509元為估算基礎，估計可能費用化金

額約為新台幣152,700仟元。 

(二) 以董事會決議時本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84,023仟股及所

訂既得條件計算，對公司的年度每股盈餘稀釋影響約新

台幣1.82元。 

四、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行辦法，請參閱附件七，擬提請股東

會授權董事會一次或分次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全權處理發行事

宜，未來如因法令變更或主管機關指示需為變更時，擬授權董

事會全權處理之。 

決 議：本案投票表決結果： 

表決時出席股東可行使表決權數71,885,471權(含以電子方式行使

表決權數46,026,690權 )，贊成權數46,435,558權，占表決權數

64.59%；反對權數15,251,061權，占表決權數21.22%；棄權及未投

票權數10,198,852權，占表決權數14.19%；無效權數0權，占表決權

數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五、臨時動議：無。 

六、散  會：上午9時5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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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營業報告書 

隨著全球產業的快速演進，廠商之競爭已由單純的速度、品質、技術、彈性及製造

成本等提升至全球平台的運籌及產業的資源整合，近年來電源管理一直是半導體領域之

熱門市場之一，且電源管理IC是所有電子產品必備的關鍵元件，隨著環保與節能的議題

發酵，節能科技為目前重要發展課題之一，電源管理IC扮演不可或缺的關鍵角色。低耗

電、極低的靜態消耗電流等需求亦是全球各國對環保、低耗能等綠色概念的要求重點，

而電源管理IC 同時也得考量未來環保法規帶來的限制，故符合環保及綠色能源將成為

電源管理IC 設計的重要方向。本公司將持續紮根電源管理IC產業，更致力於全球的步

局，以落實公司的長期發展方向及持續更深化整體的國際化，同時也創造出更多的股東

價值。 

延續近幾年的營收成長，本公司在2016年度繼續擴大營運規模，營運持續成長創新，

營收再創新高，2016年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7,138,903仟元，較前一年度新台幣

4,700,981仟元相比，成長約51.86%。營業淨利為新台幣1,440,826仟元，較2015年1,175,177

仟元增加265,649仟元，成長約22.61%，主要原因為各產品線維持穩定成長，同時持續推

出新產品，其中亦包括購併新產品如智能電表等。 

2016年度營業費用總數為新台幣1,962,295仟元，較2015年度1,196,701仟元，增加

765,594仟元，約63.98%，主要原因為公司持續成長，持續投入人力、相關研發及銷售等

費用維持一定比例需求增加；2016年購併Maxim Integrated.之智慧電表及能源監控業務

部門，以及NXP Semiconductors.之LED 照明業務部門，在購併相關費用之支出、新增人

員薪資費用及新據點設立，以及因購併產生之無形資產攤銷等部分，致2016年度費用率

較2015年增加，但若排除上述非現金科目的費用，則2016年現金科目相關費用率與2015

年度相當。 

稅後淨利為新台幣1,469,656仟元，淨利率為21.59%。以期末股本新台幣約840,231仟

元計算，基本每股盈餘約為新台幣18.72元。 

終端應用產品的四大類均維持穩定的成長，於既有產品市場保持穩定成長，亦積極

開發新產品線推動營收成長動能。公司目前產品主要有DCDC、電池管理晶片、ACDC、

PMU、LED照明、LED背光驅動、固態保護開關、ESD防護器件、以及智能電表IC等類

別，產品應用廣泛，品項超過一千項，主要的市場為大陸、台灣以及韓國。2016年消費

性電子產品(Consumer Product)佔整體營收比重約42%、工業用產品(Industrial Product)佔

約39%、資訊產品(Computer Product)佔約14%及網路通訊產品(Communication Product)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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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5%。 

展望2017年度，本公司未來將持續進行高效能高整合與創新應用的研發、落實產品

化設計，不斷創新持續於終端應用產品更新既有產品規格，同時開發擴充新產品線。未

來公司亦將繼續沿用虛擬垂直整合型的模式-Virtual IDM的模式，以公司專有製程提供

長期技術上的優勢，並投入更高階技術研發以強化技術優勢，以節能和智能為目標，不

斷更新產品和研發先進技術，開發更高效率，體積更小，週邊元器件更少的類比IC產品，

增強感測和智慧功能，提供客戶完整且具高附加價值的的產品應用與技術服務，期能維

持以領先的優勢技術，於終端應用市場提供更多高性能要求且更完整多元之應用方案，

以繼續深化本公司在核心競爭力的領先地位。持續創造客戶、股東及員工的共同成長。 

 

 

 
 
董事長：WEI CHEN     經理人：WEI CHEN     會計主管：潘冠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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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西元2016年度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

派議案等，其中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委託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簡明彥

會計師、韋亮發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合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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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7年股東常會 

 
 
 

矽力杰股份有限公司審計委員會 

 
 
召集人：柯順雄 

 
 
 
 
 
 
 
 

 
 
 
 
 
 
西   元   2 0 1 7   年   3   月   1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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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Silergy Corp. 

矽力杰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度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1,862,644,075 

    確定福利計畫再衡量數認列於保留盈餘  (17,752)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1,862,626,323 
   

本期淨利  1,469,656,054 

    提列法定盈餘公積 10%  (146,965,605) 

2016 年度可分配盈餘  1,322,690,449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3,185,316,772 
     
分配項目   

    現金股利  (420,115,785) 
   

期末未分配盈餘  2,765,200,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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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Silergy Corp. 

矽力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79 於本公司股份已登錄興櫃或在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或證交所上

市之期間，關於獨立董事之選

任，本公司應採用符合上市法令

的候選人提名機制。該提名機制

之規則與程序應符合不時經董

事會及普通決議通過所決議通

過之政策，該政策應符合公司

法、本章程條款及上市法令。除

本章程或上市法令另有規定外，

本公司應另遵守董事選舉規範

之規定。 

For so long as the Shares are 
registered in the Emerging 
Market or listed on the Taipei 
Exchange or TSE, the Company 
shall adopt a candidate 
nomination mechanism for the 
purpose of the appointment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for such candidate 
nomination shall be in 
accordance with policies 
approved by the Directors and by 
an Ordinary Resolution from 
time to time, which policies shall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these Articles and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Subject to these 
Articles and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the Company shall 
additionally comply with the 
Guidelines Governing Election 
of Directors. 

於本公司股份已登錄興櫃或在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或證交所上

市之期間，關於獨立董事之選

任，本公司應採用符合上市法令

的候選人提名機制。該提名機制

之規則與程序應符合不時經董

事會及普通決議通過所決議通

過之政策，該政策應符合公司

法、本章程條款及上市法令。除

本章程或上市法令另有規定外，

本公司應另遵守董事選舉規範

之規定。 

For so long as the Shares are 
registered in the Emerging 
Market or listed on the Taipei 
Exchange or TSE, the Company 
shall adopt a candidate 
nomination mechanism for the 
purpose of the appointment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for such candidate 
nomination shall be in 
accordance with policies 
approved by the Directors and by 
an Ordinary Resolution from 
time to time, which policies shall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these Articles and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Subject to these 
Articles and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the Company shall 
additionally comply with the 
Guidelines Governing Election 
of Directors. 

配合法

令規定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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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139 除上市法令或公司法另有規定

外，本公司得以重度決議： 

…  

(d) 進行一切必要的行為以執

行本章程規定之事項。 

 

Subject to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and the Law, the Company 
may, with the authority of a 
Supermajority Resolution:  

… 

(d) generally do all acts and 
things required to give effect 
to any of the actions 
contemplated by these 
Articles. 

除上市法令或公司法另有規定

外，本公司得以重度決議：  

… 

(d) 進行一切必要的行為以執

行本條章程規定之事項。 

 

Subject to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and the Law, the Company 
may, with the authority of a 
Supermajority Resolution:  

… 

(d) generally do all acts and 
things required to give effect 
to any of the actions 
contemplated by this Article 
139these Articles. 

配合法

令規定

修訂 

140 公開收購 

於本公司股份已登錄興櫃及/或

在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或證交所

上市之期間，除上市法令另有規

定外，董事會於本公司或本公司

依上市法令委任之訴訟或非訟

代理人接獲公開收購申報書副

本及相關書件後 10 日內，應對

建議股東接受或拒絕本次收購

做成決議，並公告下列事項： 

 

 

 

 

(a) 董事及持有本公司已發行股

份超過百分之十(10%)之股

東自己及以他人名義目前持

有之股份種類、數量。 

(b) 就本次收購對股東之建議，

並應載明持反對意見之董事

姓名及其所持理由。 

公開收購 

於本公司股份已登錄興櫃及/或

在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或證交所

上市之期間，本公司股票之任何

公開收購應依據上市櫃法令規

定，其中包含但不限於公開收購

公開發行公司有價證券管理辦

法。除上市法令另有規定外，董

事會於本公司或本公司依上市

法令委任之訴訟或非訟代理人

接獲公開收購申報書副本及相

關書件後 10 日內，應對建議股

東接受或拒絕本次收購做成決

議，並公告下列事項： 

(a)董事及持有本公司已發行股

份超過百分之十(10%)之股東

自己及以他人名義目前持有

之股份種類、數量。 

(b)就本次收購對股東之建議，

並應載明持反對意見之董事

姓名及其所持理由。 

配合法

令規定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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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c) 本公司財務狀況於最近期財

務報告提出後有無重大變化

及其變化內容(如有)。 

(d) 董事及持股超過百分之十

(10%)之股東自己及以他人

名義持有公開收購人或其關

係企業之股份種類、數量及

其金額。 

 

TENDER OFFER 

For so long as the Shares of the 

Company are registered in the 

Emerging Market and/or listed in 

the Taipei Exchange or TSE, 

subject to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within ten (10) days after 

the receipt of the copy of a tender 

offer application form and 

relevant documents by the 

Company or its litigation or non-

litigation agent appointed 

pursuant to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the Board of the 

Directors shall resolve to 

recommend to the Shareholders 

whether to accept or refuse the 

tender offer and make a public 

announcement of the following: 

 

 

 

 

 

 

 

(a)The types and amount of the 

Shares held by the Directors 

and the Shareholders holding 

more than ten percent (10%) of 

the outstanding Shares held in 

(c)本公司財務狀況於最近期財

務報告提出後有無重大變化

及其變化內容(如有)。 

(d)董事及持股超過百分之十

(10%)之股東自己及以他人名

義持有公開收購人或其關係

企業之股份種類、數量及其金

額。 

 

PUBLIC TENDER OFFER 

For so long as the Shares of the 

Company are registered in the 

Emerging Market and/or listed in 

the Taipei Exchange or TSE, any 

public tender offer of the Shares 

of the Company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Public Tender Offer of Shares of 

Public Companies”. subject to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within ten (10) days after the 

receipt of the copy of a tender 

offer application form and 

relevant documents by the 

Company or its litigation or non-

litigation agent appointed 

pursuant to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the Board of the 

Directors shall resolve to 

recommend to the Shareholders 

whether to accept or refuse the 

tender offer and make a public 

announcement of the following: 

(a)The types and amount of the 

Shares held by the Directors 

and the Shareholders holding 

more than ten percent (10%) of 

the outstanding Shares hel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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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its own name or in the name of 

other persons. 

(b)Recommendations to the 

Shar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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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for. 

(c)Whether there is any material 

change in the financial 

condition of the Company 

after the submission of the 

latest financial report and an 

explanation of the change, if 

any. 

(d)The types, numbers and 

amount of the shares of the 

tender offeror or its affiliates 

held by the Directors and the 

Shareholders holding more 

than ten percent (10%) of the 

outstanding Shares held in its 

own name or in the name of 

other persons. 

its own name or in the name of 

other persons. 

(b)Recommendations to the 

Shar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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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for. 

(c)Whether there is any material 

change in the financial 

condition of the Company 

after the submission of the 

latest financial report and an 

explanation of the change, if 

any. 

(d)The types, numbers and 

amount of the shares of the 

tender offeror or its affiliates 

held by the Directors and the 

Shareholders holding more 

than ten percent (10%) of the 

outstanding Shares held in its 

own name or in the name of 

other per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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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Silergy Corp. 

矽力杰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  明 

四、作業

內容 

(四)投資非供營業用不動產與有

價證券額度 

1.略 

2.各子公司之投資限額，應依

下列規定辦理： 

(1)至(2)略 

(3)各子公司投資額度若有

超限時，如經該公司董

事會通過並提報本公司

董事會追認者，不在此

限。 

(四)投資非供營業用不動產與有

價證券額度 

  1.略 

2.各子公司之投資限額，應依

下列規定辦理： 

(1)至(2)略 

(3)各子公司投資額度若有

超限時，如經該公司董

事會通過並提報本公司

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追

認者，不在此限。 

酌作文字修

訂，以資明確 

四、作業

內容 

(六)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之處理

程序 

1.至2.略 

3.授權額度之決定程序及執

行單位 

(1)取得或處分集中交易市

場、非集中交易市場、證

券商營業處所或具備公

開之市場交易買賣之有

價證券，屬短期資金調

度且具穩定收益性質者

，及其他性質之有價證

券，交易金額達公告申

報標準者，必須經過董

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六)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之處理

程序 

1.至2.略 

3.授權額度之決定程序及執

行單位 

(1)取得或處分集中交易市

場、非集中交易市場、證

券商營業處所或具備公

開之市場交易買賣之有

價證券，屬短期資金調

度且具穩定收益性質者

，及其他性質之有價證

券，其交易金額未達公

告申報標準者，應呈董

事長核准並應於事後提

報最近一次之審計委員

會及董事會追認，交易

金額達公告申報標準者

，必須經過審計委員會

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並提請董事會通

過後始得為之。 

 

 

酌作文字修

訂，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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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  明 

(2)執行單位：公司有關有

價證券投資之取得及處

分作業，由總經理統籌

規劃，其執行單位為財

務部門。 

(2)執行單位：公司有關有

價證券投資之取得及處

分作業，由總經理統籌

規劃，其執行單位為財

務部門。 

四、作業

內容 

(七)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其他固

定資產之處理程序 

1.評估程序 

(1)本公司投資不動產及其

他固定資產，應由財務

部門或相關單位依據目

前營運、財務狀況及未

來發展計畫審慎評估預

期之投資效益及其風險。 

 

(2)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應

參考公告現值、評定價

值、鄰近不動產實際交

易價格等，並建議交易

條件及交易價格，作成

分析報告。 

(3)取得或處分其他固定資

產，應以詢價、比價、議

價或招標方式擇一為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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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金額達本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並符合下列規定： 

(1)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

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

格作為交易價格之參考

依據時，該項交易應先

(七)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其他固

定資產設備之處理程序 

1.評估程序 

(1)本公司投資不動產及其

他固定資產設備，應由

財務部門或相關單位依

據目前營運、財務狀況

及未來發展計畫審慎評

估預期之投資效益及其

風險。 

(2)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應

參考公告現值、評定價

值、鄰近不動產實際交

易價格等，並建議交易

條件及交易價格，作成

分析報告。 

(3)取得或處分其他固定資

產設備，應以詢價、比

價、議價或招標方式擇

一為之。 

2.不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設

備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

或設備，除與政府機構關

交易、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外，交易金額達本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並符合下列規定： 

(1)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

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

格作為交易價格之參考

依據時，該項交易應先

一、酌作文

字修訂

，以資

明確 

二、配合法

令規定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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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  明 

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未來交易條件變更者，

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理。 

 

(2)至(5)略 

 

3.授權額度之決定程序及執

行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

或其他固定資產前，應由使

用部門或管理部門檢呈相

關資料提報總經理，其金額

占公司資本額10%以下者，

應呈請總經理核准；其金額

占公司資本額10%以上者，

須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

為之，如不及事前核定，則

授權董事長決定（董事長另

有授權者，依其授權辦理）

，但應提請交易行為後最

近之董事會承認。 

 

 

 

 

 

 

 

提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

會決議通過，未來交易

條件變更者，亦應比照

上開程序辦理。 

(2)至(5)略 

 

3.授權額度之決定程序及執

行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

或其他固定資產設備前，應

由使用部門或管理部門檢

呈相關資料提報總經理，其

金額占公司資本額10%以

下者，應呈請總經理核准；

其金額占公司資本額10%

以上未達公告申報標準者，

應呈董事長核准並應於事

後提報最近一次之審計委

員會及董事會追認，交易金

額達公告申報標準者，應經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並須提經請

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如

不及事前核定，則授權董事

長決定（董事長另有授權者

，依其授權辦理），但應提

請交易行為後最近之董事

會承認。 

四、作業

內容 

(八)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之處理程序 

1.評估及作業程序 

(1)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應參

考市場公平市價，決議

交易條件及交易價格，

作成分析報告提報總經

理，其金額占公司資本

額10%以下者，應呈請總

經理核准；金額占公司

資本額10%以上者，須提

請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

之，如不及事前核定，則

(八)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之處理程序 

1.評估及作業程序 

(1)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應參

考市場公平市價，決議

交易條件及交易價格，

作成分析報告提報總經

理，其金額占公司資本

額10%以下者，應呈請總

經理核准；金額占公司

資本額10%以上未達公

告申報標準者，應呈董

事長核准並應於事後 

一、酌作文

字修訂

，以資

明確 

二、配合法

令規定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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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  明 

授權董事長決定（董事

長另有授權者，依其授

權辦理），但應提請交易

行為後最近之董事會承

認。 

 

 

 

 

 

 

 

(2)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應

參考專家估價報告或市

場公平市價，決議交易

條件及交易價格，作成

分析報告提報董事會，

其金額占公司資本額

10%以下者，應呈請總經

理核准；金額占公司資

本額10%以上者，須提請

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如不及事前核定，則授

權董事長決定（董事長

另有授權者，依其授權

辦理），但應提請交易行

為後最近之董事會承認。 

 

 

 

 

 

 

 

 

2.會員證或無形資產專家

評估意見報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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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報最近一次之審計委

員會及董事會追認，交

易金額達公告申報標準

者，應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須提請董事會通

過後始得為之，如不及

事前核定，則授權董事

長決定（董事長另有授

權者，依其授權辦理），

但應提請交易行為後最

近之董事會承認。 

(2)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應

參考專家估價報告或市

場公平市價，決議交易

條件及交易價格，作成

分析報告提報董事會，

其金額占公司資本額

10%以下者，應呈請總

經理核准；金額占公司

資本額10%以上未達公

告申報標準者，應呈董

事長核准並應於事後提

報最近一次之審計委員

會及董事會追認，交易

金額達公告申報標準者

，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並須提請董事會通過

後始得為之，如不及事

前核定，則授權董事長

決定（董事長另有授權

者，依其授權辦理），但

應提請交易行為後最近

之董事會承認。 

2.會員證或無形資產專家

評估意見報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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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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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  明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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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基金會所發佈

之審計準則公報第

二十號規定辦理。 

 

(2)本公司若係經法院拍

賣程序取得或處分

資產者，得以法院所

出具之證明文件替

代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意見。 

3.執行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

證或無形資產時，應由

財務部門依第一項核決

權限呈請核決後執行。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除與政府機

構關交易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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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佈之審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號規定辦理。 

(2)本公司若係經法院拍

賣程序取得或處分

資產者，得以法院所

出具之證明文件替

代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意見。 

3.執行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

證或無形資產時，應由

財務部門依第一項核決

權限呈請核決後執行。 

四、作業

內容 

(九)前述（六）、（七）及（八）

交易金額之計算，應依（十

四）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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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本程序規定

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

免再計入。 

(九)前述（六）、（七）及（八）

交易金額之計算，應依（十

四）1.(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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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本程序規定

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

免再計入。 

配合法令規

定修訂 

四、作業

內容 

(十)關係人交易之處理程序 

1.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資產，除依前述（七）及

本規定辦理相關決議程序

及評估交易條件合理性等

事項外，交易金額達公司總

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

依前述（七）規定取得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意見。 

(十)關係人交易之處理程序 

1.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資產，除依前述（七）及

本規定辦理相關決議程序

及評估交易條件合理性等

事項外，交易金額達公司總

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

依前述（七）規定取得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意見。 

一、配合法

令規定

修訂 

二、酌作文

字修訂

，以資

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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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  明 

交易金額之計算，應依（十

四）1.(5)規定辦理，判斷交

易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

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

慮實質關係。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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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處份不動產以外之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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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買賣公債、附

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贖回臺灣貨幣市場基

金外，應將下列資料，先經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准用（三）

4.及5.規定，並提交董事會

決議後，始得簽訂交易契約

及支付款項： 

 

(1)至(7)略 

3.本次交易之限制條件及其

他重要約定事項 

(1)前述2.交易金額之計算，

應依（十四）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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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本程序規定

提交董事會通過及審計

委員會承認部分免再計

入。 

(2)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取

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設備，董事會得依（七）

3.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

度內先行決行，事後再

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

認。 

(3)略 

交易金額之計算，應依（十

四）1.(58)規定辦理，判斷交

易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

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

慮實質關係。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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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處份不動產以外之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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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買賣公債、附

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贖買回臺灣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發行之貨幣市場

基金外，應將下列資料，先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准用（三

）4.及5.規定，並提交董事會

決議後，始得簽訂交易契約

及支付款項： 

(1)至(7)略 

3.本次交易之限制條件及其

他重要約定事項 

(1)前述2.交易金額之計算，

應依（十四）1.(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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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本程序規

定提交審計委員會及董

事會通過及審計委員會

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2)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取得

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

備，審計委員會及董事

會得依（七）3.授權董事

長在一定額度內先行決

行，事後再提報最近期

之董事會追認。 

(3)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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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  明 

四、作業

內容 

(十一)取得或處分金融機構之債

權之處理程序 

本公司原則上不從事取

得或處分金融機構之債

權之交易，嗣後若欲從事

取得或處分金融機構之

債權之交易，將提報董事

會核准後再訂定其評估

及作業程序。 

 

(十一)取得或處分金融機構之債

權之處理程序 

本公司原則上不從事取

得或處分金融機構之債

權之交易，嗣後若欲從事

取得或處分金融機構之

債權之交易，將提報審計

委員會及董事會核准後

再訂定其評估及作業程

序。 

酌作文字修

訂，以資明確 

四、作業

內容 

(十二)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

處理程序 

1.交易原則與方針 

(1)至(4)略 

(5)契約總額及授權額度 

A.至B略 

C.依下述授權進行之

衍生性商品交易，

應於最近期董事

會提出報告。 

 

(6)略 

2.至3.略 

4.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情

形處理 

(1)至(2)略 

(3)稽核部門主管應定期

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

管理措施是否適當及

確實依（十二）所訂處

理程序辦理，並監督

交易及損益情形，發

現有異常情事時，應

採取必要之因應措施

，並立即向董事會報

告，已設置獨立董事

者，董事會應有獨立

董事出席並表示意見。 

 

(4)略 

 

(十二)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

處理程序 

1.交易原則與方針 

(1)至(4)略 

(5)契約總額及授權額度 

A.至B略 

C.依下述授權進行之

衍生性商品交易，

應於最近期審計委

員會及董事會提出

報告。 

(6)略 

2.至3.略 

4.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情

形處理 

(1)至(2)略 

(3)稽核部門主管應定期

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

管理措施是否適當及

確實依（十二）所訂處

理程序辦理，並監督

交易及損益情形，發

現有異常情事時，應

採取必要之因應措施

，並立即向審計委員

會及董事會報告，已

設置獨立董事者，董

事會應有獨立董事出

席並表示意見。 

(4)略 

酌作文字修

訂，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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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  明 

四、作業

內容 

(十三)辦理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之處理程序 

1.評估及作業程序 

(1)本公司辦理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時，應於召開董事會

決議前，由財務部門

委請會計師、律師或

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

例、收購價格或配發

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

產之合理性表示意見

，提報董事會討論通

過。 

 

 

 

 

 

 

 

 

 

 

(十三)辦理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之處理程序 

1.評估及作業程序 

(1)本公司辦理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時，

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

前，由財務部門委請

會計師、律師或證券

承銷商就換股比例、

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

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

合理性表示意見，提

報審計委員會及董事

會討論通過。但公開

發行公司合併其直接

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

已發行股份或資本總

額之子公司，或其直

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

百已發行股份或資本

總額之子公司間之合

併，得免取得前開專

家出具之合理性意見

。 

一、酌作文

字修訂

，以資

明確 

二、配合法

令規定

修訂 

四、作業

內容 

(十四)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1.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

申報標準 

(1)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不動產，或與關係人

為取得或處分不動產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易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但買賣

公債、附買回、賣回條

件之債券、申購或贖

回臺灣貨幣市場基金

，不在此限。 

 

 

(十四)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1.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

申報標準 

(1)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不動產，或與關係人

為取得或處分不動產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易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但買賣

公債、附買回、賣回條

件之債券、申購或贖

買回臺灣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發行之貨幣市

場基金，不在此限。 

 

配合法令規

定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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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  明 

(2)進行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 

(3)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

損失達（十二）1.(6)所

訂之全部或個別契約

損失上限金額。 

(4)除前述(1)至(3)以外之

資產交易，金融機構

處份債權或從事大陸

地區投資，其交易金

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

列情形不在此限： 

A.買賣公債。 

B.以投資為專業者，

於海內外證券交

易所或證券商營

業處所所為之有

價證券買賣，或證

券商於初級市場

認購及依規定認

購之有價證券。 

C.買賣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贖回臺灣貨幣

市場基金。 

D.取得或處分之資

產種類屬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且其

交易對象非為關

係人，交易金額未

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 

E.經營營建業務之公

開發行公司取得

或處分供營建使

用之不動產且其

交易對象非為關

係人，交易金額未

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 

(2)進行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 

(3)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

損失達（十二）1.(6)所

訂之全部或個別契約

損失上限金額。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

類屬供營業使用之設

備，且其交易對象非

為關係人，交易金額

並達下列規定之一： 

A.實收資本額未達新

臺幣一百億元之公

開發行公司，交易

金額未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B.實收資本額達新臺

幣一百億元以上之

公開發行公司，交

易金額達新臺幣十

億元以上。 

(5)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

發行公司取得或處分

供營建使用之不動產

且其交易對象非為關

係人，交易金額未達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6)以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合建分屋、合建分

成、合建分售方式取

得不動產，預計投入

之交易金額未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7)除前述 (1)至 (36)以外

之資產交易，金融機

構處份債權或從事大

陸地區投資，其交易

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但下列情形不在此限

： 



34 

 

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  明 

F.以自地委建、租地

委建、合建分屋、

合建分成、合建分

售方式取得不動

產，預計投入之交

易金額未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5)前述交易金額之計算

方式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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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依規定公告部分免

再計入： 

A.每筆交易金額。 

B.一年內累積與同一

相對人取得或處分

同一性質標的交易

之金額。 

C.一年內累積取得或

處分（取得、處分

分別累積）同一開

發計畫不動產之金

額。 

A.買賣公債。 

B.以投資為專業者，

於海內外證券交

易所或證券商營

業處所所為之有

價證券買賣，或證

券商於臺灣初級

市場認購及依募

集發行之普通公

司債及未涉及股

權之一般金融債

券，或證券商因承

銷業務需要、擔任

興櫃公司輔導推

薦證券商依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

規定認購之有價

證券。 

C.買賣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贖買回臺灣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

發行之貨幣市場

基金。 

(8)前述交易金額之計算

方式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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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依規定公告部分免

再計入： 

A.每筆交易金額。 

B.一年內累積與同一

相對人取得或處分

同一性質標的交易

之金額。 

C.一年內累積取得或

處分（取得、處分

分別累積）同一開

發計畫不動產之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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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  明 

D.一年內累積取得或

處分（取得、處分

分別累積）同一有

價證券之金額。 

2.辦理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有前述1.(1)至(4)情形者，

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

算二日內於主管機關指

定網站辦理公告申報。 

3.公告申報程序 

(1)本公司應將相關資訊

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

辦理公告申報。 

(2)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

司及非屬臺灣公開發

行公司之子公司截至

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易之情形，於

每月十日前輸入主管

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

網站。 

(3)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

專案如於公告時有錯

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

時，應將全部專案重

行公告申報。 

 

(4)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應將相關契約、議

事錄、備查簿、估價報

告、會計師、律師或證

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

置於本公司，除其他

法律另有規定者外，

至少保存五年。 

(5)本公司依規定公告申

報之交易後，有下列

情形之一者，應於事

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將相關資訊於主

D.一年內累積取得或

處分（取得、處分

分別累積）同一有

價證券之金額。 

2.辦理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有前述1.(1)至(47)情形者

，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於主管機關

指定網站辦理公告申報。 

3.公告申報程序 

(1)本公司應將相關資訊

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

辦理公告申報。 

(2)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

司及非屬臺灣公開發

行公司之子公司截至

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易之情形，於

每月十日前輸入主管

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

網站。 

(3)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

專案如於公告時有錯

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

時，應於知悉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全部專

案重行公告申報。 

(4)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應將相關契約、議

事錄、備查簿、估價報

告、會計師、律師或證

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

置於本公司，除其他

法律另有規定者外，

至少保存五年。 

(5)本公司依規定公告申

報之交易後，有下列

情形之一者，應於事

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將相關資訊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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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  明 

管機關指定網站辦理

公告申報： 

A.原交易簽訂之相關

契約有變更、終止

或解除情事。 

B.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未依契約

預定日程完成。 

C.原公告申報內容有

變更。 

 

管機關指定網站辦理

公告申報： 

A.原交易簽訂之相

關契約有變更、終

止或解除情事。 

B.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未依契

約預定日程完成。 

C.原公告申報內容有

變更。 

四、作業

內容 

(十六)本公司之子公司應依下列

規定辦理： 

1.子公司亦應依「公開發行

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理準則」有關規定訂定「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

序」，經其董事會通過後

，送交本公司財務部門。 

2.至5略 

 

 

(十六)本公司之子公司應依下列

規定辦理： 

1.子公司亦應依「公開發行

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理準則」有關規定訂定「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

序」，經其審計委員會及

董事會通過後，送交本

公司財務部門。 

2.至5略 

酌作文字修

訂，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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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Silergy Corp.  

矽力杰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度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行辦法 

第一條 目的 

本公司為吸引及留任公司所需人才，並激勵員工及提升員工向心力，以期共同

創造公司及股東之利益，特訂定本公司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行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發行期間 

於主管機關申報生效通知到達之日起一年內，得視實際需要，一次或分次發行

，實際發行日期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訂定之。 

第三條 獲配資格條件 

(一) 本辦法適用於本公司及國內、外子公司編制內全職正式員工為限。 

(二) 實際被給與員工及可獲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數量，將參酌包括但不限於

資歷、年資、職級、工作績效及整體貢獻或特殊功績，依本辦法第五條  （

一）既得條件，由董事長核訂後提報董事會同意。 

(三) 本公司給與單一員工依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以下簡稱「

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發行員工認股權憑證累計得認購

股數，加計累計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合計數，不得超過發行股份總數

之千分之三，且加計本公司依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發員工認股權

憑證累計給與單一員工得認購股數，不得超過已發行股份總數之百分之一。 

第四條 發行總額 

本次發行總額為新臺幣3,000,000元，每股面額10元，共計300,000股。 

第五條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既得條件及股份權利內容受限情形 

(一) 發行價格及既得條件：發行價格為0元，發行總額300,000股，其既得條件

為自給與日起任職屆滿六個月，既得100%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二) 本次發行並給與員工之股份為普通股，其權利義務除依第(六)項規定外，

與其他流通在外普通股相同。 

(三) 員工未達成既得條件之處理方式： 

1. 自願離職、解雇、資遣、辦理留職停薪者，其之前獲配尚未既得之股份

，本公司向員工無償收回。 

2. 未達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可參與本公司之配股，不參加本公司

之配息、現金增資認股及表決權等。 

3. 既得條件未成就前，員工違反本條第(七)項的規定終止或解除本公司之

代理授權，本公司向員工無償收回。 

4. 未達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公司將依發行辦法之約定向員工

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理註銷。 

5. 自本公司股票依法暫停過戶期間、無償配股停止過戶日、現金股息停止

過戶日或現金增資認股停止過戶日前十五個營業日起，至權利分派基準

日止、辦理減資之減資基準日起至減資換發股票開始交易日前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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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間達成既得條件之員工，其解除限制之股份仍未享有表決權、認股

及配息之權利。 

(四) 下列原因發生時，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依下列方式處理方式： 

1. 退休：退休者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其之前獲配尚未既得之股

份，本公司向員工無償收回。 

2. 轉任關係企業：因公司營運所需，員工經核定須轉任公司關係企業，其

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員工於轉任時其已發給之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之權利不變。 

3. 因受職業災害殘疾、死亡或一般死亡者： 

(1) 因受職業災害致身體殘疾而無法繼續任職者，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於離職時，員工可全數既得。 

(2) 因受職業災害致死亡或一般死亡者，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視為全數既得。繼承人於完成法定之必要程序並提供相關證明文

件，得以申請領受其應繼承之股份或經處分之權益。 

(五) 對於本公司無償收回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公司將予註銷。 

(六) 未達既得條件前股份權利受限情形： 

1. 未達既得條件前，員工不得將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出售、質押、轉讓、

贈與他人、設定，或作其他方式之處分。 

2. 未達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可參與本公司之配股，不參加本公司

之配息、現金增資認股及表決權等。 

3.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行後，員工應依約定立即將之交付信託或保管，且

於既得條件未成就前，不得以任何理由或方式向受託人或保管銀行請求

返還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七) 其他約定事項：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交付信託或保管期間得由本公司全權代理員工與股票

信託機構或保管銀行進行（包括但不限於）信託或保管契約之商議、簽署、

修訂、展延、解除、終止，及信託或保管財產之交付、運用及處分指示。 

第六條 簽約及保密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員工，應遵守保密規定，除法令或主管機關要求外，

不得洩漏獲配股份之數量及所有相關內容。員工若有違反之情事且經公司認為

情節重大者，對於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該員工立即喪失受

領股份之資格，本公司有權得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理註銷。 

第七條 稅捐 

因取得本次發行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而產生之各項稅賦係依中華民國法令規

定辦理。 

第八條 其他重要事項 

(一) 本辦法經董事會同意，嗣後如因法令修改、主管機關審核要求或客戶觀環

境改變而有修正之必要時，授權董事長修訂本辦法，嗣後再提董事會追認

後始得發行。 

(二) 員工未達既得條件前，於本公司股東會之出席、提案、發言及其他有關股

東權益事項皆委託信託保管機構或保管銀行代為行使之。 

(三)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