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鈺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Fulgent Sun International (Holding) Co., Ltd 

 

一 0一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開會程序 
 

壹、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 

 

參、報告事項 

 

肆、討論事項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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鈺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Fulgent Sun International (Holding) Co., Ltd 

一 0 一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議程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1年 9月 13日(星期四)上午十時整 

開會地點：香港加和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會議室（雲林縣斗六市雲科路三

段 76號） 

壹、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 

參、報告事項 

肆、討論事項： 

  (一)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二) 增加本公司授權資本額。 

    (三)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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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 

肆、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部分條文，提請 決議。 

說明：1.依據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101 年 7 月 6 日金管證審字第

1010029874  號令，修訂『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

書保證處理準則』。  

2.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背書保證作業程  

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詳附件一(第 5~8 頁)及附件

二(第 9~11 頁)。 

3.敬請   決議。 

決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增加本公司授權資本額，提請 決議。 

說明：1.配合公司營運及業務需要，擬增加本公司授權資本額至新台

幣二十億元。 

      2.敬請  決議。 

決議：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決議。 

說明：1.配合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理準則第 56-1條規定，修

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2.依據公司法第 214條第 1項、證券交易法第 14-4條第 4項、

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第 5條第 2項，修訂

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3.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詳附件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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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頁)       

      4.敬請  決議。  

決議：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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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對照表 2012.8.10 

條文號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2.範圍 2.3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

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2.2）項

之限制，惟仍應依「公開發行公

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理準

則」規定，於作業中載明資金貸

與之限額及期限。 

2.3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

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2.2）項

之限制。 

公開發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

司間從事資金貸與，雖不受貸

與企業淨值百分之四十限額及

期限一年之限制，惟基於公司

治理需要，公司仍應依「公開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

處理準則」第九條第三款及第

四款規定，於其作業程序中載

明資金貸與之限額及期限。 

6.控制點 6.1 資金貸與他人，須先經董事會

會議決議核准，不得授權其他人

決定。 

6.1將董事會有關資金不可貸與

他人之政策之議事錄，向證期會

申報。 

原 6.1條文刪除。 

6.2 確實建立「資金貸與他人備查

簿」，就資金貸與之對象、金額、

董事會通過日期、資金貸放日期

及其他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

予登載備查。 

6.2資金貸與他人，須先經董事會

會議決議核准，不得授權其他人

決定。 條號變更。 

6.3 每月依既定格式公告申報資

金貸與資料。 

6.3確實建立「資金貸與他人備查

簿」，就資金貸與之對象、金額、

董事會通過日期、資金貸放日期

及其他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

予登載備查。 

條號變更。 

  
6.4每月依既定格式公告申報資

金貸與資料。 
條號變更。 

7.1 資金貸

與總額及個

別對象之限

額 

7.1.1 資金貸與有業務往來公司或

行號者，貸與總金額以不超過本

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四十為限；個

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最近一

年度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稱業

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

貨金額孰高者。 

7.1.1 資金貸與有業務往來公司或

行號者，貸與總金額以不超過本

公司當期淨值之百分之四十為

限；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

最近一年度業務往來金額為限。

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

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酌作文字修正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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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資金貸與有短期融通資金之

必要之公司或行號者，貸與總金

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

四十為限；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

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二十為

限。所謂融資金額係指短期融通

資金之累計餘額。 

7.1.2 資金貸與有短期融通資金之

必要之公司或行號者，貸與總金

額以不超過本公司當期淨值之百

分之四十為限；個別貸與金額以

不超過本公司當期淨值之百分之

二十為限。所謂融資金額係指短

期融通資金之累計餘額。 

酌作文字修正 

7.1.3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百分百之國外公司間，有業

務往來貸與之情形，不受 7.1.1之

限制，該貸與之個別限額，以不

超過雙方最近一年度業務往來金

額為限；貸與之總額，以不超過

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為限。有

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而從事資金

貸與之情形，不受 7.1.2之限制，

該貸與總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

淨值之百分之四十為限；個別貸

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

分之四十為限。 

7.1.3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百分百之國外公司間，有業

務往來貸與之情形，不受 7.1.1之

限制，該貸與之個別限額，以不

超過雙方最近一年度業務往來金

額為限；貸與之總額，以不超過

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為限。有

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而從事資金

貸與之情形，不受 7.1.2之限制，

該貸與總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

淨值之百分之五十為限；個別貸

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

分之四十為限。 

依法令規定，將資金貸與總額

修訂為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 

7.1.4 本作業所稱子公司及母公

司，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之規定認定之。 

  1、新增條文。 

2、按我國公開發行公司適用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係以分階段方

式逐步導入，證券發行人財務

報告採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

者，母公司及子公司之認定，

應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27

號及第 28號認定之；而財務報

告未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

者，有關母公司及子公司之認

定，仍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布之財

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5號及第 7

號之規定認定之。 

3、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與現行

國內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同時併

用之過渡期間，應就所施行適

用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之規定認定子公司及母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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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本公司依「公開發行公司資

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理準則」規

定計算之淨值，係指資產負債表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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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1、新增條文。 

2、由於未來公開發行公司採用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財務報

告係以合併財務報表為公告申

報主體報表，考量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風險主係由母公司承

擔，爰增訂 7.1.5 規定，明定本

作業所稱之淨值，財務報告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者，係

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

公司業主權益項目，以資明確。 

7.11資金貸

與期限、展

期及逾期債

權處理程

序： 

7.11.1 資金貸與期限以不超過一

年或一營業週期(以較長者為準)

為原則，視實際需要得展期，但

短期融通資金貸與於到期時，不

得展期。 

7.11.1 以不超過一年或一營業週

期(以較長者為準)為原則，視實際

需要得展期。 

條號變更並依法令修訂，屬短

期融通之資金貸與於到期時，

不得經董事會通過予以展期。 

7.11.2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百分百之國外公司間借貸期

限，同 7.11.1 之規定。 

7.11.2 申請展期之處理：貸放案到

期前通知借款人依約還款，如借

款人仍有需要，應於借款到期日

前一個月申請展期續約，並以一

次（一年以上二年以下）為限，

本公司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後，

重新辦理相關手續。 

依法令修訂百分之百海外子公

司間借貸之期限。 

7.11.3 申請展期之處理：貸放案到

期前通知借款人依約還款，如借

款人仍有需要，應於借款到期日

前一個月申請展期續約，並以一

次（一年以上二年以下）為限，

本公司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後，

重新辦理相關手續。 

7.11.3 逾期債權之處理：每筆延期

償還期限以二個月為限，並以申

請一次為限，違者本公司得就其

所提供之擔保品，依法逕行處分

及追償。 

條號變更 

7.11.4 逾期債權之處理：每筆延期

償還期限以二個月為限，並以申

請一次為限，違者本公司得就其

所提供之擔保品，依法逕行處分

及追償。 

7.11.3 逾期債權之處理：每筆延期

償還期限以二個月為限，並以申

請一次為限，違者本公司得就其

所提供之擔保品，依法逕行處分

及追償。 

條號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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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對子公

司資金貸與

他人之控管

程序： 

7.14.1 公司之子公司若擬將資金

貸與他人者，亦應訂定本作業程

序並依本作業程序辦理。子公司

應於每月五日（不含）以前編制

上月份「資金貸與他人明細表」，

並呈閱本公司。 

7.14.1 公司之子公司若擬將資金

貸與他人者，亦應訂定本作業程

序並依本作業程序辦理；惟淨值

係以子公司淨值為計算基準。子

公司應於每月五日（不含）以前

編制上月份「資金貸與他人明細

表」，並呈閱本公司。 

子公司資貸限額計算依各子公

司作業辦法遵行，酌作文字修

訂。 

7.14.3 本公司（母公司）稽核人員

依年度稽核計畫至子公司進行查

核時，應一併了解子公司資金貸

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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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總經理及審計委員會。 

7.14.3 本公司（母公司）稽核人員

依年度稽核計畫至子公司進行查

核時，應一併了解子公司資金貸

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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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總經理。 

修訂呈報對象為執行總經理及

審計委員會。 

7.15資訊公

開 

7.15.2 本公司資金貸與餘額達下

列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

即日起算二日內輸入公開資訊觀

測站。 

7.15.2 本公司資金貸與餘額達下

列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

日起二日內輸入公開資訊觀測

站。 

依法令修改，酌作文字修正。 

7.15.3 本作業所稱事實發生日，係

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

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

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7.15.3 本公司之子公司若非屬國

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

前項各款應公 

告申報之事項，應由該本公司為

之。前項子公司資金貸與餘額佔

淨值 

比例之計算以該子公司資金貸與

餘額佔本公司淨值比例計算之。 

新增條文，原條文條號變更 

7.15.4 本公司之子公司若非屬國

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

前項各款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

由該本公司為之。前項子公司資

金貸與餘額佔淨值比例之計算以

該子公司資金貸與餘額佔本公司

淨值比例計算之。 

7.15.4 本公司應依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規定，評估資金貸與情形並

提列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務

報告中適當揭露有關資訊，並提

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必

要之查核程序。 

條號變更。 

7.15.5 本公司應評估資金貸與情

形並提列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

財務報告中適當揭露有關資訊，

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執

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條號變更，並依法令修訂酌作

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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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對照表 2012.8.10 

條文號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7.1 背書保證之對象 7.1.5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

要之同業間或共同起造人間

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關

係由全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

比例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

證，或同業間依消費者保護

法規範從事預售屋銷售合約

之履約保證連帶擔保者，不

受前面(一)～(四)款之限

制，得為背書保證。 

7.1.5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

要之同業間或共同起造人間

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關

係由全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

比例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

證，不受前面(一)～(四)款之

限制，得為背書保證。 

依新修訂法令規定修正。 

7.2 背書保證之額度： 7.2.1本公司為他公司背書保

證之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

值之百分之八十，其中對單

一企業背書保證限額不得超

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五

十；惟對海外單一聯屬公司

則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

之六十為限。 

7.2.1本公司為他公司背書保

證之總額不得超過當期淨值

之百分之八十，其中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限額不得超過當

其淨值之百分之五十；惟對海

外單一聯屬公司則以不超過

淨值百分之六十為限。 增訂公司開發行公司及其子

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

額及對單一事業背書保證之

金額，並酌作文字修訂。 

7.2.2本公司及子公司為他公

司背書保證之總額不得超過

本公司淨值之二倍，其中對

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限額不得

超過本公司淨值之一倍；惟

對海外單一聯屬公司則以不

超過本公司淨值之一點五倍

為限。 

7.2.2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之

公司間，得為背書保證，其背

書保證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

淨值百分之十；但本公司直接

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

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受

此限。 

7.2.3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之

公司間，得為背書保證，其

背書保證金額不得超過本公

司淨值百分之十；但本公司

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

證，不受此限，其背書保證

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

百分之六十為限。 

7.2.3淨值以最近期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

所載為準。如因業務往來關係

而從事背書保證者，除上述限

額內，其背書保證金額以不超

過雙方最近一年業務往來金

額為限。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

指雙方間因經常營業活動銷

售商品或提供勞務之營業收

入及勞務收入或進貨金額及

勞務支出孰高者為限。 

條號變更並明訂百分之百之

公司間背書保證金額限額。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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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本公司依「公開發行公

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理

準則」規定計算之淨值，係

指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

業主之權益。淨值以最近期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

財務報表所載為準。如因業

務往來關係而從事背書保證

者，除上述限額內，其背書

保證金額以不超過雙方最近

一年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

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

因經常營業活動銷售商品或

提供勞務之營業收入及勞務

收入或進貨金額及勞務支出

孰高者為限。 

  由於未來公開發行公司採用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財務

報告係以合併財務報表為公

告申報主體報表，考量資金

貸與及背書保證風險主係由

母公司承擔，爰修訂此規

定，明訂本作業所稱之淨

值，財務報告以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編製者，係指證券發

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

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

業主權益項目，以資明確。 

7.6 公告申報程序 7.6.2本公司背書保證金額達

下列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

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輸入

公開資訊觀測站： 

7.6.2本公司背書保證金額達

下列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

生之日起二日內輸入公開資

訊觀測站 

依新修訂法令規定酌作文字

修正。 

(1)本公司及其子公司背書保

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 

(2)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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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

企業背書保證金額達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

證金額、長期性質之投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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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新增背

書保證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

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1)本公司及其子公司背書保

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 

(2)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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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

企業背書保證金額達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

證金額、長期投資及資金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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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新增背

書保證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

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依新修訂法令規定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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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本作業所稱事實發生

日，係指交易簽約日、付款

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

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

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7.6.3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

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

有前項第四款應輸入公開資

訊觀測站之事項，應由本公司

為之。 

新增條文，依新頒法令規定

增訂。 

7.6.4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

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

司有前項第四款應輸入公開

資訊觀測站之事項，應由本

公司為之。 

7.6.3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

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

有前項第四款應輸入公開資

訊觀測站之事項，應由本公司

為之。 

條號變更。 

7.6.5本公司應評估或認列背

書保證之或有損失於財務報

告中適當揭露有關資訊，並

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

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7.6.4本公司應依財務會計準

則第九號之規定，評估或認列

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於財務

報告中適當揭露有關資訊，並

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

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條號變更並依新修訂法令酌

作文字修改。 

7.8對子公司辦理背書

保證之控管程序 

7.8.5本公司為淨值低於實收

資本額二分之ㄧ之子公司背

書保證時，除依第 7.4條規

定詳細審查及風險評估外，

續後財務單位及稽核單位每

月須對該子公司之營運情形

及財務報表提出分析報告呈

送董事長及審計委員會，持

續追蹤管控，並定期於董事

會中報告。 

7.8.5本公司為淨值低於實收

資本額二分之ㄧ之子公司背

書保證時，除依第 7.4 條規定

詳細審查及風險評估外，續後

財務單位及稽核單位每月須

對該子公司之營運情形及財

務報表提出分析報告呈送董

事長及監察人，持續追蹤管

控，並定期於董事會中報告。 

將監察人修正為審計委員

會。 

7.8.6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

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

依 7.8.5 規定計算之實收資

本額，應以股本加計資本公

積-發行溢價之合計數為之。 

  

新增條文，依新修訂法令規

定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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鈺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前後條文修訂對照表 

Comparison Table for the amendments of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Fulgent Sun 

International (Holding) Co., Ltd. 

Before and After Amendments 

Article before amendment  修訂前條文 Article after amendment  修訂後條文 

Amended and Restated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修訂及重述章程大綱 

5. The share capital of the Company is New Taiwan 

Dollars 1,200,000,000 divided into 120,000,000 

shares of a par value of New Taiwan Dollars 10.00 

each 

5 公司授權資本額為新台幣 1,200,000,000 元，分為

120,000,000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元。 

5. The share capital of the Company is New Taiwan 

Dollars 2,000,000,000 divided into 200,000,000 

shares of a par value of New Taiwan Dollars 10.00 

each. 

5 公司授權資本額為新台幣 2,000,000,000 元，分

為 200,000,000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元。 

Amended and Restate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修訂及重述章程 

Nil. 

無 

3.13 Subject to the Statute and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any proposal to issue employee 

stock options to any employee of the Company and 

its Subsidiaries by the Company, with the exercise 

price lower than the closing price of the Shares 

listed on the TSE as of the issuing date of such 

options, shall be approved by a resolution passed 

by two-thirds or more of the Members present at 

the general meeting who represent a majority of 

the total outstanding Shares as at the date of such 

general meeting, which may be offered in different 

tranches within one year of the date of the general 

meeting approving such issuance. The handbook 

of the general meeting shall specify the following 

matters, which may not be made by an ad hoc 

motion: 

(a) the total number of employee stock options to 

附件一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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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before amendment  修訂前條文 Article after amendment  修訂後條文 

be issued, the number of Shares subscribable 

per stock option, and the number of new 

Shares to be issued to cover exercise of the 

options or the number of the Treasury Shares 

to be repurcha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b) the basis and reasonableness of the determined 

exercise price; 

(c) the number, purpose and reasonableness of the 

share transfer; 

(d) conditions for and number of Shares to be 

subscribed by relevant employees; and 

(e) any effect on the Members' rights, including: 

(i) the amount which may be recorded as 

expenses and any dilution on retained 

earnings per Share; and 

(ii) any financial burden on the Company 

where issued Shares will be used to cover 

the exercise of employee stock options. 

3.13 於不違反開曼公司法及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前

提下，公司擬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予本公司或其

從屬公司之員工，且認股價格低於發行日本公司

股份於證交所之收盤價時，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

總數過半數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並得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

次辦理。該次股東會召集事由中應列舉並說明下

列事項，且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a) 員工認股權憑證之發行單位總數、每單位認

股權憑證得認購之股數及因認股權行使而

須發行之新股總數或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

須買回之庫藏股股數； 

(b) 認股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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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before amendment  修訂前條文 Article after amendment  修訂後條文 

(c) 認股員工之資格條件及得認購股數； 

(d) 辦理本次員工認股權憑證之必要理由；及 

(e) 對股東權益影響事項： 

(i) 可能費用化之金額及對公司每股盈餘稀

釋情形；及 

(ii) 以已發行股份為履約方式者，應說明對

公司造成之財務負擔。 

16.4 Nothing in the Articles shall prevent any Member 

from initiating proceedings in a court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for an appropriate remed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mproper convening of any general meeting 

or the improper passage of any resolution within 30 

days after passing of such resolution.  The Taiwan 

Taipei District Court, ROC, may be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for adjudicating any disputes arising out of 

the foregoing.  

 

 

 

 

 

 

 

 

16.4 章程之內容不得妨礙任何股東於決議之日起三十

日內向有管轄權之法院提起訴訟，就股東會召集程

序之不當或不當通過決議尋求適當救濟。因前述事

項所生之爭議並得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16.4 Nothing in the Articles shall prevent any Member 

from initiating proceedings in a court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for an appropriate remed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mproper convening of any 

general meeting or the improper passage of any 

resolution within 30 days after passing of such 

resolution.  The Taiwan Taipei District Court, 

ROC, may be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for 

adjudicating any disputes arising out of the 

foregoing. Any Member(s) holding three percent 

(3%) or more of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issued 

Shares of the Company for one (1) consecutive 

year or longer may request in writing any 

Independent Director of the Audit Committee to 

initiate proceedings against any Director or 

Directors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 with a 

competent court having proper jurisdiction, 

including the Taiwan Taipei District Court, ROC.  

If Independent Directors of the Audit Committee 

fail to initiate such proceedings within thirty (30) 

days after receiving the request by such 

Member(s), subject to Cayman Islands law, such 

Member(s) may initiate such proceedings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 with a competent court 

having proper jurisdiction, including the Taiwan 

Taipei District Court, ROC. 

16.4 章程之內容不得妨礙任何股東於決議之日起三

十日內向有管轄權之法院提起訴訟，就股東會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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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before amendment  修訂前條文 Article after amendment  修訂後條文 

集程序之不當或不當通過決議尋求適當救濟。因

前述事項所生之爭議並得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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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書面請

求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為本公司對董事提起

訴訟，並得以具備管轄權之法院（包括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於收到股東之請求後

30 日內，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不提起訴訟

時，於不違反開曼法律之情況下，股東得為本公

司提起訴訟，並得以具備管轄權之法院（包括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本中譯文僅供參考之用， 

正確內容應以英文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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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曼群島公司法（修訂版） 

股份有限公司 

 

修訂及重述章程大綱 

鈺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經 2012年 4月 15日特別決議通過） 

 

1 公司名稱為鈺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 公司註冊所在地為開曼群島 Maples Corporate Services Limited, 位於開曼群島 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或董事會日後決議之開曼群島其他地

點。 

3 公司設立之目的未受限制，公司有權實行未受開曼公司法（修訂版）及其日後修正之

版本或任何其他開曼群島法律所禁止之任何目的。 

4 各股東對公司之義務限於繳清其未繳納之股款。 

5 公司授權資本額為新台幣 1,200,000,000 元，分為 120,000,000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 

6 公司有權依開曼群島外之其他準據法登記為股份有限公司而繼續存續，並註銷在開曼

群島之登記。 

7 本章程大綱中未定義的專有名詞應與公司章程中的定義一致。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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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曼群島公司法（修訂版） 

股份有限公司 

 

修訂及重述章程 

 

鈺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經 2012年 4月 15日特別決議通過） 

 

 

2 解釋 

2.1 開曼公司法附件一表格 A不適用於公司，本章程中，除與本文有不符之處： 

"公開發行公司規則" 指相關主管機關隨時針對公開發行公司或任何在臺灣之

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市場上市或上櫃公司訂定之中華民國

法律、規則和規章（包括但不限於公司法、證券交易法、

金管會發布之法令規章，或證交所發布之規章制度），而

經相關主管機關要求應適用公司者。 

"章程" 指公司章程。 

"審計委員會" 指董事會轄下之審計委員會，由公司之獨立董事組成。 

"董事會" 指依本章程指派或選任之董事會，並依本章程於達法定出

席人數之董事會會議行使權限。 

"資本贖回準備金" 
為開曼公司法第 37(4)條規定之目的，除依開曼公司法第

37(5)(e)條及其他條文應予扣減者外，資本贖回準備金應

包括：(i)以公司盈餘為全部對價而買回或贖回股份，且該

等贖回或買回之股份經銷除之情形，即指公司依開曼公司

法第 37(3)(g)條之規定減除之金額；(ii)除應適用開曼公司

法第 37(4)(c)條之情形外，以公司發行新股之收益為全部

或一部買回或贖回股份，且該發行新股收益較贖回或買回

股票之票面價值總額為少之情形，指其差額；(iii)於符合

開曼公司法第 37(5)(f)條之前提下，以公司資本為對價而

買回或贖回股份，較該買回、贖回及銷除股份之票面價值

為少之情形，即指其差額。 

"資本公積" 指發行股份之溢價及受領贈與之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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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曼法合併" 指開曼公司法定義之合併。 

"董事長" 指由所有董事間選任擔任董事會主席之董事。  

"公司" 指鈺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薪資報酬委員會" 指董事會轄下之薪資報酬委員會，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

規定由專業人士組成，並具有所規定之各項職能。 

"董事" 指公司當時之董事，包括任一和全部獨立董事。 

"股利" 指依章程決議就股份支付之股利（包括期中及期末）。  

"電子記錄" 與電子交易法中之定義相同。 

"電子交易法" 指開曼群島之電子交易法（2003年修訂）。 

"金管會" 指中華民國行政院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獨立董事" 指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要求選任之“獨立董事”。 

"股東" 與開曼公司法中之定義相同。 

"章程大綱" 指公司章程大綱。 

"公開資訊觀測站" 指證交所維護之公開發行公司申報系統。 

"普通決議" 指由有表決權股東親自或經由代理人（如允許委託）於公

司股東會以簡單多數決所為之決議。於投票表決計算多數

決時，應包含股東依章程有權行使之表決權數。  

"股東名冊" 指依開曼公司法備置之股東名冊，並包括（除另有規定外）

股東名冊之副本。 

"註冊處所" 指公司目前註冊處所。 

"中華民國" 指中華民國。 

"印章" 指公司通用圖章，包括複製之印章。 

"股份" 指公司股份。 

"特別決議" 與開曼公司法中之定義相同。 

"開曼公司法" 指開曼群島之公司法（修訂版）及所有對現行法之修正、

重新制定或修訂。  

"從屬公司" 指就任一公司而言，(i)被該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超過半數

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數或全部資本總額之公司；(ii)

該公司對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有直接或間接控制權之

公司；(iii)公司之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半數（含）以上與

該公司相同者；(iv)與該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數

或全部資本總額有半數（含）以上為相同股東持有之公司。 

"重度決議" 指由代表公司已發行股份總數三分之二（含）以上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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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之股東會，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同意通過的決議；

或若出席股東會之股東代表股份總數雖未達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數三分之二，但超過公司已發行股份總數之半數

時，由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通過之決議。 

"集保結算所" 指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庫藏股" 指本公司依開曼公司法規定以本公司名義持有之庫藏股。 

"證交所" 指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2.2 於本章程中： 

(a) 單數詞語包括複數含義，反之亦然； 

(b) 陽性詞語包含陰性含義，反之亦然； 

(c) 表述個人之詞語包含公司； 

(d) “書面”和“以書面形式”包括所有以可見形式呈現之重述或複製之文字模式，包

括電子記錄之形式； 

(e) 所提及任何法律或規章之規定應解讀為包括該等規定之修正、修改、重新制定

或替代規定； 

(f)帶有“包括”、“尤其”或任何類似之表述應解讀為具有說明性質，不應限制於該等表

述前所描述之詞語之意義；  

(g) 標題僅供參考，於解讀該等條款時應予忽略；且 

(h) 電子交易法第 8部分不適用於本章程。 

3 營業開始 

3.1 公司設立後，得於董事會認為適當之時點開始營業。 

3.2 董事會得以公司資本或公司其他之款項支付因公司成立和設立所生之費用，包括登記費

用。 

4 股份發行 

4.1 根據章程大綱及章程之規定（如有）（以及股東會上公司給予之指示），於未損及現有

股份之權利之情況下，董事會得按其認為適當的條件、於其認為適當的時間、向其認

為適當的人為分配、發行、授與認股權或以其他方式處分股份，無論該股份是否就股

利或其他分派、表決權、資本返還或其他事項具有優先權、遞延權或其他權利或限制。

且董事會得（根據開曼公司法及章程）改變該等權利；但除開曼公司法另有規定外，

股份不得折價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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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司發行新股應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並限

於公司之授權資本內為之。 

4.3 公司於中華民國境內辦理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時，除經金管會或證交所認為公司無須或不

適宜對外公開發行外，公司應提撥發行新股總額百分之十，在中華民國境內對外公開

發行。惟若股東會另有較高比率之決議者，從其決議。公司亦得保留該等發行新股總

額中之不超過百分之十五的部分供公司及其從屬公司之員工認購。 

4.4 除經股東會另以普通決議為不同決議外，公司辦理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時，應公告及通知

原有股東，按其持股比例儘先分認新股（於依本章程第 3.3 條提撥公開發行及員工認

購部分後)。公司應在前開公告中聲明，若任何股東未於規定期間依其原持股比例認購

新股者，視為喪失其權利。如股東依其原持股比例不足分認一新股者，得依公開發行

公司規則合併共同認購或歸併一人認購。若原有股東未於前述期間認足者，公司得依

公開發行公司規則公開發行或就未認購部分洽特定人認購。 

4.5 公司得經股東會重度決議發行限制員工權利之新股（下稱「限制型股票」）予本公司及

從屬公司之員工，不適用本章程第 3.3條及第 3.4 條之規定。於股份於證交所上市期間，

限制型股票發行之約款，包括但不限於發行數量、發行價格、發行條件及其他相關事

項，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 

4.6 本章程第 3.4條規定之股東優先認股權，於因下列事由發行新股時不適用： 

(a) 公司合併、分割或重整； 

(b) 公司為履行認股權憑證及／或選擇權下之義務，包括本章程第 3.8 條及第 3.10 條

所規定者； 

(c) 公司依本章程第 3.5條規定發行限制型股票； 

(d) 公司為履行可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下之義務； 

(e) 公司為履行附認股權特別股下之義務；或 

(f) 公司進行私募有價證券。 

4.7 公司不得發行任何未繳納股款或繳納部分股款之股份。 

4.8 縱有本章程第 3.5 條之規定，公司得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超過二

分之一之同意，通過一個以上之激勵措施並得發行股份或選擇權、認股權憑證或其他

類似之證券予公司及其從屬公司之員工。 

4.9 依前述第 3.8 條發行之選擇權、認股權憑證或其他類似之證券不得轉讓，但因繼承者不

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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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公司得與其員工及其從屬公司之員工就前述第 3.8 條所定之激勵措施簽訂契約，約定於

一定期間內，員工得認購特定數量之公司股份。此等契約之條款對相關員工之限制不

得低於其所適用之激勵措施所載條件。 

4.11 公司不得發行無記名股票。 

4.12 公司得經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之決議及股東會特別決

議之同意，發行相對於公司普通股份之特別股（下稱「特別股」）。於依本條發行特

別股前，本章程應修訂規定特別股之權利及義務，包括但不限於下列各款事項，且該

等特別股之權利及義務應不違反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有關於特別股權利及義務之強制規

定，特別股權利變動時亦同：  

(a) 特別股之股息及紅利分配之順序、固定額度或固定比率； 

(b) 公司盈餘分配之順序、固定額度或固定比率； 

(c) 特別股股東表決權之順序或限制（包括宣佈無表決權）； 

(d) 公司經授權或被迫贖回特別股之方式或不適用贖回權之聲明；及 

(e) 特別股權利及義務之其他附隨事項。 

5 股東名冊 

5.1 董事會應於其所認為適當之處所備置一份股東名冊，若董事會未決定該適當處所者，則

應置於公司登記所在地。 

5.2 如果董事會認為必要或適當，公司得於開曼群島境內或境外董事會認為適當之處所備置

一份或數份股東分冊。股東總名冊和分冊應一同被視為本章程所稱之股東名冊。 

5.3 於股份於證交所上市期間，上市股份所有權之證明及轉讓，得依上市股份所適用之法律

及證交所頒布並適用於上市股票之法令為之；且經載明開曼公司法第 40條所定應記載

事項，公司得以書面以外之其他形式備置該等上市股份之股東名冊，如該形式符合上

市股份應適用之法律及證交所頒布並適用於上市股份之法令。 

6 股東名冊停止過戶或認定基準日 

6.1 為決定得收受股東會開會或延會通知，或於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之股東，或得收受股利或

其他分派之股東，或為其他事由決定股東名單，董事會得按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所定期

間，停止股東名冊之過戶登記。 

6.2 除股東名冊變更之停止外，或為取代股東名冊變更之停止，董事會得預先或延後指定一

日為基準日，以決定得收受股東會開會或延會通知，或於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之股東，

或得收受股利或其他分派之股東，或為其他事由決定股東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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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若股東名冊並未停止變更，且未指定基準日用以決定得收受股東會開會通知，或於股東

會行使表決權之股東，或得收受股利或其他分派之股東，則會議通知寄送日或董事會

決議分派股利或其他分配之日，即係決定該等股東名單之基準日。已依本章程決定有

權於股東會投票之股東名單時，該決定亦適用於股東會延會。 

7 股票 

7.1 除開曼公司法另有規定外，公司發行之股份應以無實體發行。於股份於證交所上市期間，

不論本章程如何規定，於不違反開曼法律之情形下，公司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洽集

保結算所登錄發行股份之相關資料，且對於任何經集保結算所提供予公司之紀錄載明

為公司股份持有人者，公司應承認其為股東，上述紀錄並應構成股東名冊之一部。於

董事會決議印製股票時，每一股東僅有權獲得一張股票。表彰股份之股票（如有）應

根據董事會決定之格式製作。股票應由董事會授權之一位以上董事或其他經授權之人

簽署。董事會得授權以機械程序簽發其有權簽署的股票。所有股票應連續編號或以其

他方式識別之，並註明其所表彰的股份。為轉讓之目的交付予公司之股票應依本章程

規定予以註銷。於繳交並註銷與所表彰股份相同編號之舊股票前，不得簽發新股票。 

7.2 公司就超過一人共同持有之股份毋須簽發超過一張之股票。交付股票予股份共同持有人

任一人即完成交付。 

7.3 若股票經塗汚、磨損、遺失或損壞，得於提出證據證明、賠償之條件下（如有）並支付

公司在調查證據過程中所產生之合理費用以換發新股票，該相關費用由董事會定之，

並於交付舊股票時（在塗汚或磨損的情況下）支付之。 

7.4 交付股票依本章程規定將由股東或其他有權取得股票之人負擔風險。公司對於交付過程

中股票之遺失或延誤，毋須負責。  

7.5 若董事會決議印製股票，公司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於得發行股票之日起三十日內，

對認股人或應募人交付股票，並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於交付股票前公告之。  

8 股份轉讓 

8.1 於不違反本章程第 3.1條之規定下，公司發行之股份得自由轉讓。 

8.2 股份轉讓文件應為書面，並經讓與人或讓與人之代表人簽署（如董事會要求，並經受讓

人或受讓人之代表人簽署）。於受讓人之名稱登記於公司股東名冊之前，讓與人仍應

被視為股份持有者。 

8.3 縱有前述規定，於證交所上市之股份之轉讓，得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及董事會決

議，透過證交所允許之有價證券轉讓或交易方式辦理。 

9 股份買回與贖回 

9.1 於不違反開曼公司法之情形下，公司得發行由公司或股東行使贖回權之股份。贖回股份

之方式應以發行股份前，公司以股東會特別決議所訂之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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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於不違反開曼公司法、本章程規定及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情形下，公司得依董事會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買回其股份（包括可贖回股份），惟買回之

方式應經股東會普通決議通過或依本章程第 8.4 條規定辦理。 

9.3 公司如依前條規定買回於證交所上市之股份者，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將董事

會決議及執行情形，於最近一次之股東會報告；其因故未買回於證交所上市之股份者，

亦同。 

9.4 於股份於證交所上市期間內，公司有權依下列買回方式以買回任何於證交所上市之股份： 

(a) 公司買回股份之總金額，不得逾保留盈餘減除公司董事會或股東會已決議分派之

盈餘及下列已實現之資本公積之金額： 

(i)  尚未轉列為保留盈餘之處分資產之溢價收入； 

(ii) 發行股份之溢價及公司受領贈與所得之總金額。 

(b) 公司買回股份之總數量，不得超過公司已發行股份總數百分之十； 

(c) 買回之時點、價格及其他條件應由董事會自行決定，惟： 

(i) 相關買回交易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辦理； 

(ii) 相關買回交易應符合開曼公司法。 

9.5 公司得以依開曼公司法允許之任何方式，支付買回股份之股款（包括自資本中撥款支付）。  

9.6 於不違反開曼公司法及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前提下，公司得經普通決議，以減少公司資

本之方式，買回或贖回公司股份。除開曼公司法及公開發行公司規則另有規定外，前

述以公司資本買回或贖回股份，應按全體股東所持股份比例為之。於依本條規定通過

普通決議前，公司應 (i) 編造資產負債表及財產目錄；(ii) 向各債權人分別通知及公

告擬通過之議案內容；並 (iii) 指定三十日以上期限，聲明債權人得於期限內就議案內

容提出異議。經普通決議通過後，公司得按股東持股比例返還現金或特定資產，但如

以現金以外之資產返還者，財產之種類、價值及所對應之抵充數額，應 (a) 於提呈股

東會決議前，經中華民國會計師查核簽證；(b) 經普通決議通過；且 (c) 經該收受財

產股東之同意。 

9.7 公司得以無償方式受領已繳足股款之股份。 

9.8 董事會得於買回、贖回或被要求買回任何股份前，決定以庫藏股之名義持有該股份。 

9.9 於不違反開曼公司法、章程及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前提下，董事會得依其認為適當之條

件（包括但不限於無償轉讓），辦理庫藏股之銷除或轉讓。 

9.10 公司買回證交所上市之股份後，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庫藏股予公司及其

從屬公司之員工之任何議案，應經最近一次股東會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數過半數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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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並應於該次股東會召集事由中列舉並

說明下列事項，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a) 所定轉讓價格、折價比率、計算依據及合理性； 

(b) 轉讓股數、目的及合理性； 

(c) 受讓員工之資格條件及得買受之股數；與 

(d) 對股東權益之下列影響： 

(i)   可能費用化金額及對公司股份之稀釋效果；及 

(ii) 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移轉股份予員工，對公司造成之財務負擔。 

9.11 歷次股東會轉讓予員工之股數，累計不得超過公司已發行股份總數之百分之五，且單一

認股員工買受股數累計不得超過公司已發行股份總數之千分之五。公司買回自己之股

份轉讓予員工者，得限制員工在一定期間內不得轉讓。但其期間最長不得超過二年。 

10 股份權利變更  

10.1 若公司資本被劃分為不同類別之股份，無論公司是否已清算，除該類股份發行條件另有

規定外，該類股份之權利得經該類股份持有人之股東會特別決議變更之。縱有前述規

定，如本章程之修改或變更將損及任一類別股份之優先權，則相關之修改或變更應經

該類受損股份股東另行召開之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該等會議應準用本章程有關股東

會之規定。 

10.2 持有發行時具優先權或其他權利之股份持有人，除該類別股份之發行條件另有明文規定

外，其權利不因創設或發行與其股份順位相同之其他股份而被視同變更。 

11 不承認信託 

除股東名冊所載股東對股份所有之絕對權利外，就任何人持有信託之股份，公司無須

承認亦不受拘束，或被迫以任何方式承認（即使已受通知）任何衡平、或有、未來利

益或部分之股份權益（除非本章程或開曼公司法另有規定）或任何其他股份上之權利。 

12 股份移轉 

12.1 如股東死亡，其共同持有股份之他尚存共同持有人，或如單獨持有股份者，其法定代理

人，為公司唯一承認有權享有股東權益之人。死亡股東之財產就其所共同或單獨持有

之股份所生之義務不因死亡而免除。 

12.2 因股東死亡、破產、清算及解散（或因轉讓之外其他情形）而對股份享有權利之人，於

董事會認為證據充足時，得以書面通知公司登記為股東或選擇提名他人為股份受讓

人。縱有上述規定，如董事會於該喪失權利之股東尚未死亡、破產、清算或解散時，

即有權利拒絕或暫停股份移轉登記，董事會應有拒絕或暫停上述登記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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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因股東死亡、破產、清算及解散（或因轉讓之外其他情形）而對股份享有權利之人，有

權取得如同其係股份持有人之股利或其他利益。惟對股份享有權利之人，於成為公司

股東前，不得行使股東於股東會之權利。董事會得隨時通知要求該對股份享有權利之

人登記為股東或選擇提名他人為股份持有人（縱有上述規定，如董事會於該喪失權利

之股東尚未死亡、破產、清算或於轉讓以外之任何情形，即有權利拒絕或暫停股份移

轉登記，董事會應有拒絕或暫停上述登記之權利。)。若未於九十日內遵循通知上之要

求，其後董事得拒絕給付就該股份之股利、紅利或其他金錢，直到符合通知之要求。  

13 章程大綱和章程之修改和資本變更 

13.1 公司得以普通決議： 

(a) 根據公司於股東會之決定，增加依普通決議所定之股本以及此等股本所得享有

的權利、優先權和特權； 

(b) 將全部或部分股本合併且分割為較現有股份面額為大之股份； 

(c) 將全部或一部已繳納股款之股份轉換為股票，並再將該股票轉換為任何面額之

已繳納股款之股份；及  

(d) 註銷任何於普通決議通過之日未為任何人取得或同意取得之股份，並減少與已

註銷之股份數額相對應之授權資本額。 

13.2 所有依前條規定創設之股份，應受本章程中關於原股本之股份轉讓、移轉或其他規定之

限制。  

13.3 在不違反開曼公司法和章程所定應經普通決議之事項之相關規定下，公司得以特別決議： 

(a) 變更其名稱； 

(b) 修改或增加章程； 

(c) 修改或增加章程大綱有關宗旨、權力或其他特別載明的事項；及 

(d) 減少資本及資本贖回準備金。 

13.4 在不違反開曼公司法和本章程第 12.5條規定之情形下，公司得隨時經重度決議： 

(a) 分派股息及/或紅利及/或其他本章程第 35 條所定款項以撥充資本； 

(b) 合併（開曼法合併以外之合併）、股份轉換或分割； 

(c) 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公司出租全部營業、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 

之協議； 

(d) 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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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取得或受讓他人的全部營業或財產而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者。 

13.5 在不違反開曼公司法之情形下，公司解散之程序應： 

(a) 如公司係因無法於債務到期時為清償而決議自願解散者，經普通決議；或 

(b) 如公司係因前述第 12.5(a)條以外之事由而決議自願解散者，經特別決議。 

13.6 在不違反開曼公司法之情形下，公司得以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數過半數股東之出席，出

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對

符合下列條件之特定人進行具股權性質有價證券（包括選擇權、認股權憑證及可轉換

公司債）之私募： 

(a) 銀行業、票券業、信託業、保險業、證券業或其他經中華民國證券主管機關核

准之法人或機構。 

(b) 符合中華民國證券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自然人、法人或基金。 

(c) 公司或其從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 

惟第(b)款及第(c)款之應募人總數，不得超過三十五人。而公司依第(b)款之人之合理請

求，於私募完成前負有提供與本次私募有關之公司財務、業務或其他資訊之義務。 

13.7 依本章程第 12.6條規定進行具股權性質有價證券之私募者，應在股東會召集事由中列舉

並說明下列事項，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a)   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理性。 

(b)   特定人選擇之方式。其已洽定應募人者，並說明應募人與公司之關係。 

(c)   辦理私募之必要及理由。 

13.8 公司依本章程及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進行具股權性質有價證券之私募，得於股東會

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次辦理。 

14 營業處所 

在不違反開曼公司法規定之情形下，公司得經董事會決議變更其註冊處所之地點。除註

冊處所外，公司得經董事會決定設置營業處所。 

15 股東會  

15.1 公司應於每一會計年度終了後六個月內召開年度股東常會。 

15.2 公司應每年舉行一次年度股東常會。 

15.3 於股份於證交所上市期間，除開曼公司法另有規定外，股東會應於中華民國境內召開。

如董事會決議在中華民國境外召開股東會，公司應於董事會決議後二日內向證交所申

請核准。於中華民國境外召開股東會時，公司應委任中華民國境內之專業股務代理機

構，處理該等股東會行政事宜（包括但不限於受理股東委託投票事宜）。 

15.4 董事會得召集股東會，且經股東請求時，應立即召集股東臨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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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前條股東請求係於指於提出請求時，已繼續一年（含）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數百分之

三（含）以上股份之股東所為者。 

15.6 股東請求須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理由，並由提出請求者簽名，交存於註冊處所，且得

由格式相似的數份文件構成，每一份由一個或多個請求者簽名。 

15.7 如董事會於股東提出請求日起十五天內未為股東臨時會召集之通知，則提出請求之股東

得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惟如召開股東臨時會之地點位於中華民國境外，提出請求之

股東應事前向證交所申請核准。 

15.8 除年度股東常會外之股東會均為股東臨時會。 

15.9 請求之股東應以與董事會召開股東會之相同方式（盡量近似），召開前述之股東臨時會。 

16 股東會通知 

16.1 年度股東會之召開，應至少於三十天前通知各有權出席及表決之股東，並載明會議召開

之地點、日期、時間及召集事由。 

16.2 股東臨時會之召開，應至少於十五天前通知各有權出席及表決之股東，並載明會議召開

之地點、日期、時間及召集事由。 

16.3 董事會得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擇定基準日以決定得收受股東會通知及得表決之股東，並

停止股東名冊記載之變更，惟除董事會已依此擇定外，以通知發出日為收受會議通知

或其他事項通知之基準日，就表決權及休會事宜，以原始開會日為基準日。 

16.4 縱使股東會召開之通知期間較本章程所定期間為短，如經全體得出席年度股東常會或股

東臨時會（視情形而定）之股東同意，該等股東會視為經合法召開。 

16.5 倘公司偶然漏發股東會通知予有權獲通知之人，或有權獲通知之人未收到股東會通知，

股東會之程序不因之而無效。 

16.6 股份於證券交易所上市期間內，公司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於年度股東常會開會三十

日前（於股東臨時會之情形，則於股東臨時會十五日前），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股

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等各項議案之

案由及說明資料。公司股東會採行書面行使表決權者，並應將前述資料及書面行使表

決權用紙，併同寄送給股東。董事會並應於年度股東常會二十一日前（於股東臨時會

之情形，則於股東臨時會十五日前），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準備股東會議事手冊和補

充資料，寄發予股東或以其他方式供所有股東取得，並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16.7 下列事項，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a) 選任或解任董事； 

(b) 變更章程； 



 28 

(c) (i)公司解散、合併或分割；(ii) 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公司出租全部營業、委託

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協議；(iii)讓與公司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

(iv)取得或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而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者； 

(d) 解除董事所為之與公司業務範圍相同行為之競業禁止； 

(e) 依本章程第 35 條規定，以發行新股或以法定公積、資本公積或其他金額撥充資

本之方式分派全部或部分盈餘股息或紅利之全部或一部；及 

(f) 公司私募發行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16.8 董事會應在公司之登記機構（如有適用）及公司位於中華民國境內之股務代理機構之辦

公室備置公司章程、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股東名冊以及公司發行之公司債存根

簿。股東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查閱範圍，隨時請求檢查、查閱或抄錄前述

文件。 

16.9 公司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將董事會準備之所有表冊，以及審計委員會準備之報告書，

於股東常會十天前備置於其註冊處所（如有適用）及其於中華民國境內之股務代理機

構之辦公室。股東可隨時檢查和查閱前述文件，並可偕同其律師或會計師進行檢查和

查閱。 

16.10 董事會得依本章程規定，於會議開始前發出股東會延期通知。該延會通知應依原股東

會通知之規定送達予股東。 

16.11 董事有權收受股東會通知、出席股東會及於股東會發言。 

17 股東會議事程序 

17.1 除非出席股東代表股份數已達法定出席股份數，股東會不得為任何決議。除本章程另有

規定外，代表已發行股份總數過半數之股東親自或委託代理人出席，應構成股東會之

法定出席股份數。  

17.2 董事會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要求，提交其為年度股東常會所準備之營業報告書、財

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供股東承認或同意。經股東會承認後，董事會

應將經承認的財務報表及公司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決議之副本分發或公告各股東。 

17.3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於股東會中交付表決之議案應以投票為之，不得以舉手表決之方

式為之。 

17.4 章程之內容不得妨礙任何股東於決議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有管轄權之法院提起訴訟，就股

東會召集程序之不當或不當通過決議尋求適當救濟。因前述事項所生之爭議並得以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17.5 除開曼公司法、章程大綱或本章程另有明文規定外，任何提經股東決議、核准、確認或

採行之事項應以普通決議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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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於相關之股東名冊停止過戶期間前持有已發行股份總數百分之一（含）以上股份之股東，

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一項股東常會議案。下列提案均不列入議案：(a)提案股東持股未

達已發行股份總數百分之一者；(b)該提案事項非股東會所得決議者；(c)該提案股東提

案超過一項者；或(d)該提案於公告受理期間外提出者。 

17.7 除經出席並有表決權之股東以過半數另為同意外，董事長如有出席，應擔任股東會主席。

如其未出席，應由出席並有表決權之股東指派或選舉出會議主席。 

17.8 董事會應訂定股東會之議事規則，經股東會普通決議通過後施行，且該議事規則應符合

章程及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 

18 股東投票 

18.1 在不影響其股份所附有之任何權利或限制下，每一親自出席或委託代理人出席之股東，

或經由其合法授權之代表親自出席或委託代理人出席之法人或其他非自然人股東，就

其所持有的每一股份均有一表決權。除公開發行公司規則另有規定者外，持股超過一

股之股東就股東會同一議案不得分割行使表決權；股東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得分別行

使表決權者，其表決權之行使應遵循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 

18.2 除於相關股東會或特定類別股份股東會基準日已登記為該股份之股東，且已繳納相關股

款或其他款項者外，任何人均無權在股東會上行使表決權。 

18.3 股東得親自或透過代理人行使表決權。股東得以公司準備之委託書，載明委託範圍委託

代理人出席股東會行使表決權；惟一股東僅得以一份委託書指定一個代理人出席股東

會並行使表決權。 

18.4 董事會得決定股東於股東會之表決權得以書面投票或電子方式行使之，但公司規模、股

東人數及型態或其他事項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所定要件者，董事會應允許股東於股

東會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惟股東會於中華民國境外召開者，公司應使股東

得以書面投票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如表決權得以書面投票或電子方式行使時，行

使表決權之方式應載明於寄發予股東之股東會通知。股東依前開規定以書面投票或電

子方式行使其於股東會之表決權時，應視為指派股東會主席為其代理人，於股東會上

依其書面或電子文件指示之方式行使表決權，惟此種指派不應構成公開發行公司規則

之委託代理人。股東會主席基於代理人之地位，就書面或電子文件中未載明之事項及

該股東會上所提出對原議案之修正或臨時動議，皆無權行使該股東之表決權。為免疑

義，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視為其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或原

議案之修正，業已放棄行使表決權。如股東會主席未依該等股東之指示代為行使表決

權，則該股數不得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數，惟應算入計算股東會最低出席人數時

之股數。 

18.5 股東擬以書面投票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將其意思表

示送達於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

式聲明撤銷先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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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倘股東依第 17.5條之規定向公司送達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後，欲

親自出席股東會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前二日，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另向

公司送達其欲撤銷之前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倘股東逾前述期限始撤銷其意思表

示，仍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19 代理 

19.1 委託書應以董事會同意之格式為之，並載明僅為特定股東會使用。委託書應以書面為之，

由委託人或其合法授權之代理人書面簽署。如委託人為公司時，由其合法授權之職員

或代理人簽署。委託代理人毋庸為公司之股東。 

19.2 於不違反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情況下，除股東依章程第 17.4條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行

使表決權而指派股東會主席為其代理人或根據中華民國法律組織的信託事業或經公開

發行公司規則核准之股務代理機構外，一人同時受兩人（含）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

理的表決權數不得超過股票停止過戶前，公司停止股東名冊過戶期間，已發行股份總

數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的表決權，不予計算。 

19.3 倘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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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委託代理

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委託書送達公司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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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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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19.4 委託書應至少於委託書所載受委託人代理投票之股東會或其延會至少五天前送達公司在

中華民國之股務代理機構辦公室，或送達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或公司寄出之委託書上指

定之處所。除非股東於後送達之文件中明確以書面聲明撤銷先前之委託，否則如公司

收到同一股東之數份委託投票文件時，以最先送達之文件為準。 

19.5 於股份於證交所上市期間內，委託書之使用與徵求應遵循公開發行公司規則，包括但不

限於「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 

20 法人股東 

任何公司組織或其他非自然人為股東時，其得根據其組織文件，或如組織文件無相關規

範時以董事會或其他有權機關之決議，授權其認為適當之人作為其在公司會議或任何類

別股東會的代表，該被授權之人有權代表該法人股東行使如係作自然人股東所得行使之

相同權利。法人為股東者，亦得由其代表人當選為本公司董事；其代表人有數人者，得

分別當選。 

21 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 

21.1 股東會決議通過下列事項之一時，於會議前已以書面通知公司其反對該項議案之意思表

示，並在股東會提出反對意見的股東，可請求公司以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所有之股份： 

(a) 公司締結、變更或終止有關出租公司全部營業，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

營之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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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公司轉讓其全部或主要部分的營業或財產，但公司因解散所為之轉讓不在此

限；或 

(c) 公司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對公司營運產生重大影響者。 

21.2 在公司營業之任一部分被分割或與另一公司進行合併之情況下，於股東會前或股東會

中，以書面或以口頭（並經記錄）表示異議，放棄表決權之股東，得要求公司以當時

公平價格收買其所有之股份。 

22 無表決權股份 

22.1 公司持有下列股份者不得在任何股東會上行使表決權，亦不得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數： 

(a) 以公司為受益人之股份； 

(b) 直接或間接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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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有公司之股份；或 

(c) 公司、從屬公司及公司為其從屬公司之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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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半數之公司，所持有公司之股份。 

22.2 股份於證交所上市期間，董事如將其所持有之股份設質，應通知公司；如其設定質權之

股份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之公司股份數額二分之一，則其所持有之股份中，超過選任

當時所持有之公司股份數額二分之一之部分無表決權，亦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

數。 

22.3 股東對於股東會討論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

其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仍應算入法定出席股份數。上述股東亦不得代理他股東行使

表決權。 

23 董事 

23.1 公司董事會，設置董事人數 5 至 9 人，每一董事任期三年，倘該任期屆滿將致公司無董

事，該任期得延長至任期屆滿後次一選任董事之股東會召開之日止。董事得連選連任。

於符合相關法令要求（包括但不限於對上市公司之要求）之前提下，公司得於前述董

事人數範圍內隨時以特別決議增加或減少董事的人數。 

23.2 除經證交所核准者外，董事間應有超過半數之席次，不得具有配偶關係或二親等以內之

親屬關係。  

23.3 公司召開股東會選任董事者，當選人不符第 22.2 條之規定時，不符規定之董事中所得選

票代表選舉權較低者，於符合第 22.2條規定之必要限度內，其當選失效。已充任董事

違反前述規定者，當然解任。 

23.4 除公開發行公司規則另有規定者外，公司應設置獨立董事，人數不得少於三人。於公開

發行公司規則要求範圍內，獨立董事其中至少一人應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且至

少一名獨立董事應具有會計或財務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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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獨立董事應具備專業知識，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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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公

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 

24 董事會權力 

24.1 於符合開曼公司法規定、章程大綱和章程以及股東會依章程通過之決議所作指示之前提

下，公司之業務應由董事會執行。董事會於章程大綱或章程之變更或股東會作出指示

前所為之行為仍屬有效，不因該等變更或指示而歸於無效。合法召集且達法定出席人

數之董事會，得行使一切董事會得行使之權力。 

24.2 於不違反本章程之前提下，董事會得行使公司之一切權力進行借款，對公司之保證、財

產和未催繳之股本設定全部或一部之抵押或負擔，或發行債券、債券股票、設定抵押、

公司債券或其他相關證券，並以之作為公司或任何第三人債務、責任或義務之擔保。 

25 董事選任及解任 

25.1 公司得於股東會選任任何人為董事，其投票應依下述第 24.2條計票。有代表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數過半數之股東出席（親自出席或委託出席）者，即構成選舉一席以上董事之股

東會之法定出席股份數。 

25.2 董事之選舉應依投票制度採行累積投票制，每一股東得行使之投票權數為其所持之股份

乘以應選出董事人數之數目（以下稱「特別投票權」），任一股東行使之特別投票權總

數得由該股東依選票所指集中選舉一名董事候選人，或分配選舉數董事候選人。與董事

應選人數相當獲得最多選票之候選人，當選為董事。於股份於證交所上市期間，(a) 董

事之選舉得採用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候選人提名制度；(b) 如中華民國證券主管機

關認有必要時，獨立董事之選舉應採用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候選人提名制度。候選人提

名的規則和程序應符合董事會並經股東會普通決議通過後所隨時制定的辦法，該辦法應

符合開曼公司法、章程大綱、章程和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 

25.3 獨立董事因故辭職或解任，致人數不足三人時，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所有

獨立董事均辭職或解任時，董事會應於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獨立董事以填補

缺額。 

25.4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達章程所

定席次三分之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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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不論本章程如何規定，公司得於董事任期屆滿前，隨時以重度決議解任任何董事，並得

依章程第 24.2 條選任繼任董事。公司並得依章程第 24.5 條及第 24.2 條之規定，經股東

會決議解任全部董事並選任全體繼任董事，除當次股東會另有決議者外，在任董事視為

於股東會決議改選當日提前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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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董事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令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者，股東會未為重

度決議將其解任者，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數百分之三（含）以上之股東，得於股東會

後三十日內訴請法院裁判解任之，並得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26 董事解任 

董事如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被解任： 

(a) 依本章程被解任； 

(b) 以書面通知公司辭任董事； 

(c) 死亡、破產或與全體債權人為協議或和解； 

(d) 現為或將為精神失常； 

(e) 經相關管轄法院或官員裁決其為或將為心智失常，或因其他原因無法處理自己

事務，或行為能力依所適用之法令受有限制； 

(f)曾犯中華民國法規禁止之組織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且服刑期滿尚未逾五年； 

(g) 曾犯詐欺、背信或侵占經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宣告，服刑期滿尚未逾二年； 

(h) 曾服公務虧空公款，經有罪判決確定，服刑期滿尚未逾二年；或 

(i) 曾因不法使用信用工具而遭退票尚未期滿者。 

如董事候選人有前項第(c)、(d)、(e)、(f)、(g)、(h)及(i)款情事之一者，該董事候選人

應被取消董事候選人之資格。 

27 董事會議事程序 

27.1 於股份於證交所上市前，董事會得因執行業務、休會及其認為有必要事由而開會（不論

係於開曼群島境內或境外）。於股份於證交所上市期間，董事會之召集應至少於七日

前載明召集事由通知各董事，但遇有董事會多數成員同意之緊急情事時，得以較短之

召集通知、或於通知每位董事後、或經每位董事同意無需事前通知後，而為召集。董

事會會議中之決議投票通過應有多數贊成票之支持，票數相同時則為不通過。 

27.2 除經董事會另為決定外，董事會執行業務之法定出席人數應為董事人數之過半數。於計

算是否已達法定出席人數時，由代理董事代為出席者計入法定出席人數；如代理董事

本身亦為董事，而其代理之董事未出席董事會時，法定出席人數應計入二席。 

27.3 董事得以視訊會議參與董事會或委員會，以此種方式參與董事會之董事應視為親自出席。 

27.4 縱董事有缺額，在任之董事得繼續執行職務，然於董事缺額已使董事會開會無法達到本

章程所訂之法定出席人數時，在任之董事得行使召開股東會之權，但不得為其他目的

而行使相關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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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董事會應訂定董事會之議事規則，且該議事規則應符合章程及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 

27.6 縱嗣後發現董事或代理董事選任程序有瑕疵、相關董事不適格、已解任及/或無表決權，

董事會或董事委員會成員（包括代理董事）先前所為行為仍與經正當程序選任之董事

及/或具備相關董事資格、未解任及/或有表決權之董事相同。 

27.7 代理董事外之董事得以書面委託代理人出席董事會。代理人應計入法定出席人數，其所

進行之表決視為原委託董事之表決。 

28 董事利益  

28.1 董事或代理董事在其擔任董事期間，可同時擔任本公司任何其他職位，其任期與約款（例

如報酬及其他）由董事會決定。 

28.2 董事或代理董事得親自或透過其事務所為本公司提供專業服務，且該董事或其公司，得

如同其非為董事或代理董事般就所提供之專業服務收取報酬。 

28.3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者外，董事或代理董事得擔任本公司發起設立或本公司係該他公司之

股東、契約相對人或其他關係人之其他公司之董事、經理人或其他關係人，且董事或

代理董事基於該等身分取得之報酬或利益毋須歸於本公司。 

28.4 於不牴觸開曼普通法下董事對公司所負之義務及不違反開曼公司法之情形下，董事應忠

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理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該行為若係為自己或他人所為時，股東會得以普通決議，將該行為之所得視為公

司之所得。但自所得產生後逾一年者，不在此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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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 

28.5 董事或代理董事如擔任他公司或事務所之股東、董事、經理人或員工，而就公司與該他

公司或事務所之交易事項具利害關係者，應依相關法令對公司說明其自身利害關係之

情形。 

28.6 縱本章程第 27條有相反規定，董事對於董事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時，應於當次

董事會說明其自身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董事就其有利害關係之董事會議案，如該利

害關係與公司利益相衝突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者，不得行使表決權或代理其他董事

行使表決權。前述不得行使投票權之董事，不算入已出席董事之表決權數。 

29 議事錄 

董事會應將會議記錄納入為以下目的所備置之表冊： 

(a) 董事會所為經理人之選任；及 

(b) 各股東會、特別股股東會、董事會、委員會之議事程序及決議，包括出席之董

事及代理董事之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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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董事會權力之委託 

30.1 董事會得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將其任一權力委託予由一位或多位董事組成之委員會行

使。如有需要由常務董事或擔任其他行政職位之董事行使相關權利，亦得委託該等董

事行使之，惟受委託之董事喪失董事身分時，委託即應撤回。任一委託得依董事會所

定條件為之，且得附屬於或獨立於其本身之權力，並得撤回或變更。依該等條件限制，

本章程所定關於董事會議事程序，於可適用之情況下，亦適用於委員會議事程序。 

30.2 董事會得設置任何委員會或委任任何人為經理人或管理公司事務之代理人。任一委任得

依董事會所定條件為之，且得附屬於或獨立於其本身之權力，並得撤回或變更。於不

違反相關條件之情形下，委員會之議事程序於得適用之範圍內應準用本章程有關董事

會之議事程序。 

30.3 董事會得依其訂定之相關條件，以授權或其他方式指定任何人作為公司代理人，但該指

定並不排除董事自身權力，並得由董事會隨時撤回。 

30.4 董事會得以授權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依其認為適當者指定任何公司、事務所、人

或團體，擔任公司之代理人，並決定其權力、職權與權限（限董事會依本章程規定享

有或得行使者）、期間及條件。該等授權得涵蓋董事會認為適當之條款，以保護或方

便與該代理人處理事務之人，並得授權該代理人複委任其權力、職權或權限。 

30.5 董事會得任命公司之經理人（為避免疑義，包括但不限於秘書），並決定其任期、報酬

及職權，並適用相關資格喪失及解任之規定。除其任命條件另有規定外，董事會得決

議解任該經理人。於經理人以書面向公司為辭任之意思表示時，其辭任即生效。公司

之經理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應與公司董事負擔相同責任。 

30.6 於股份於證交所上市期間，董事會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其成員

不得少於三人，且至少有一人為獨立董事。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之專業資格、所定職

權之行使及相關事項，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薪資報酬委員會一經設置，

董事會應依其決議訂定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且該規程應符合本章程及公開發行

公司規則之規定。 

30.7 前條所定應由薪資報酬委員會議定之薪酬，包括公司董事及經理人之薪資、股票選擇權

與其他具有實質獎勵之措施。 

31 代理董事 

31.1 代理董事以外之董事得隨時以書面指派其他人（包括其他董事）為其代理董事，且得隨

時終止該項指派。 

31.2 代理董事有權收受董事會或相關委員會（如其指派代理董事者為該委員會之成員）之召

集通知，於其指派人未出席時，出席該會議並行使表決權，並執行指派董事之職權，惟

其不得再行指派代理董事或代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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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指派代理董事者如喪失董事身分，該代理董事亦隨同失去代理董事資格。 

31.4 代理董事之指派或解任應由為指派或解任者簽署通知書或以其他董事會核准之方式通知

公司。 

31.5 代理董事應被視為董事，且應單獨就其行為及違約行為負責，不應視為指派代理董事者

之代理人。 

32 公開收購 

董事會於公司或公司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指派之訴訟及非訟代理人接獲公開收購申報

書副本及相關書件後 7 日內，應對建議股東接受或反對本次公開收購做成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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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他人名義目前持有之

股份種類、數量。 

(b) 就本次公開收購對股東之建議，並應載明對本次公開收購棄權投票或持反對意

見之董事姓名及其所持理由。 

(c) 公司財務狀況於最近期財務報告提出後有無重大變化及其變化說明（如有）。 

(d) 董事及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超過百分之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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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董事報酬 

董事報酬僅得以現金支付。董事報酬由董事會參考其他同業水準決定，且不論公司盈虧

均應支付。因往返董事會、董事會下之委員會、公司股東會或與公司業務相關或為董事

一般職務而適當支出之差旅費、住宿費及其他費用，董事得請求支付。董事有權依開曼

公司法、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服務協議或其他與公司簽訂之相似契約，分配公司利潤。 

34 印章 

34.1 經董事會決定，公司得備置印章一式，其僅能依董事會或董事會授權之委員會依授權範

圍使用之；公司印章所蓋印之文件，亦應由董事或經理人或其他董事會指定之人於其上

簽名。 

34.2 公司得於開曼群島境內或境外之其他地區備置複製之公司印章，且董事會得決定於複製

之印章表面上加註其使用之地區。 

34.3 印章得於未經授權下，為應檢送予開曼群島公司登記處之文件驗證，並得由任一公司董

事、秘書或助理秘書或其他有權檢送前述文件之人或機構蓋印。公司董事、經理人、代

表人或代理人得為證實文件內容之真實性或為提呈開曼群島或其他公司登記機關，於該

等文件上加蓋公司印章於其簽名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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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股利、分派及公積 

35.1 依開曼公司法及本章程規定，且除任一股份所附之權利另有規定外，公司得依董事會決

議通過，並經股東會普通決議通過盈餘分派之議案，就已發行股份發放股利或為其他

分派，並授權以公司合法可用資金支付股利或其他分派。本公司所處產業深受消費市

場及景氣循環影響，無法區分成長階段，故於會計年度終了時，董事會應以下述方式

擬訂該盈餘分派議案：公司應(i)就年度淨利先彌補歷年虧損，並得提撥剩餘利潤之 10%

作為法定盈餘公積，直至累積法定盈餘公積相當於本公司之資本總額；(ii)依公開發行

公司規則規定或依主管機關要求提撥特別盈餘公積；(iii)得提撥不超過所餘盈餘之 3%

作為董事酬勞以及不超過所餘利潤之 3%作為本公司及從屬公司員工之員工紅利；(iv)

任何所餘盈餘得在考量財務、業務及營運因素後，依開曼公司法及公開發行公司規則，

以現金或發行新股方式（代表股東將此等金額用以繳足供分派之未發行股份股款，以

轉記為付清股款之股份，並按比例配發予股東）作為股利分派予股東、或綜合前二者

或以紅利形式分派，惟依本款分派予股東之股利不得低於當年度所餘盈餘扣除前二款

之餘額之 2%，其中現金股利之比例不應低於當年度全部股利之 10%。 

35.2 除以公司已實現或未實現利益、股份發行溢價帳戶或以開曼公司法允許之其他款項支付

股利或為其他分派外，公司不得發放股利或為其他分派，但法定盈餘公積超過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五者，僅得以法定盈餘公積為上述分派，並以該項公積超過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五之部分為限。除股份所附權利另有規定者外，所有股利及其他分派應

依股東持有股份之比例計算之。如股份發行條件係從一特定日期開始計算股利，則該

股份之股利應依此計算。 

35.3 股東如因任何原因應向公司支付任何款項，董事會得從應支付予該股東之股利或其他分

派中扣抵之。 

35.4 董事會得決定全部或部分之股利或其他分派以特定資產為之（得為他公司之股份、債券

或有價證券），或以其中一種或多種方式支付；倘此一分派方式有所困難，董事會得

以其認為便捷之方式解決，並決定就特定資產分派之價值或其一部之價值，且得依其

所確定之價值向股東支付現金，以調整所有股東的權利，並得就特定資產設立信託。 

35.5 董事會於發放股利或其他分派前，自公司盈餘或利潤中提撥部分其認為適當之準備金支

應公司所有目的或用於公司業務。 

35.6 任何股利、分派、利息或與股份有關的其他現金支付款項得以匯款轉帳給股份持有者，

或以支票或認股權憑證直接郵寄到股份持有者的登記地址。每一支票或認股權憑證應

憑收件人的指示支付。於共同持有股份之情形，任何股利、分派、利息或股份相關之

現金得支付給股東名冊所載第一列名之持有人或共同持有人書面指示之其他人之其他

地址。如二人以上之人登記為股份共同持有人，任一人得於收迄該等股息後出具有效

收據。 

35.7 任何股利或分派不得向公司要求加計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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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董事會應擇定基準日決定有權獲配股利或其他分派之股東。股東名冊之變更於相關基準

日前五日或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或開曼公司法所定之其他期間內，不得為之。 

35.9 不能支付給股東之股利或其他分派及/或在發放公告日起 6個月之後仍無人主張的股利或

其他分配，董事會的得決定支付到以公司名義開立的獨立帳戶，惟公司不構成該帳戶

的受託人，且該股利或其他分配仍屬應支付予股東之債務。如自發放公告日起 6 年之

後仍無人請求之股利或其他分配將視為股東已拋棄其可請求之權利，並轉歸公司所有。 

36 公積資本化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者外，在不違反開曼公司法之情形下，經股東會重度決議後，董事會

可將列入公司準備金帳戶（包括股份溢價帳戶和資本贖回準備金）的任何餘額，或列入

損益帳戶的任何餘額，或其他可供分配的款項予以資本化，依據如以股利分配盈餘時之

比例分配予股東，並代表股東將此等金額用以繳足供分配之未發行股份股款，記為付清

股款之股份並依前述比例分配予股東。於此情況下，董事會應採取相關行動，俾使資本

化生效，董事會並有全權制定其認為適當的規範，使股份不會以畸零股之方式分配（包

括規定就該等畸零股份之權利應歸公司所有，而非該股東所有）。董事會可授權任何人

代表所有就此具利益關係之股東與公司訂立契約，以規定資本化及其相關事項。任何依

此授權所簽訂之契約均屬有效且對所有相關股東及公司具有拘束力。 

37 會計帳簿 

37.1 董事會就公司所有收支款項、收支產生之事由、供銷貨、資產及負債，應備置適當之會

計帳簿予以紀錄並保存。如會計帳簿未能正確公平反映公司之事務及說明相關交易，視

同未予妥善保存。 

37.2 依章程與相關法規製作之委託書、文件、表冊、媒體資料，應保存至少一年。但與股東

提起之訴訟相關之委託書、文件、表冊及/或媒體資料，如訴訟超過一年時，應保存至訴

訟終結為止。 

38 審計委員會 

38.1 公司應設立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僅得由獨立董事組成，其委員會人數不得少於三人，

其中一人為召集人，負責不定期召集審計委員會會議，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

專長。審計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ㄧ（含）以上之同意。審

計委員會之議事規則應由董事會依本章程及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予以訂定。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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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為他人背書或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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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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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核可；及  

(k) 公司隨時決定或公司監理主管機關所要求之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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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並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39 通知 

39.1 通知應以書面為之，且得由公司親送予股東個人，或透過快遞、郵寄、越洋電報、電傳、

傳真或電子郵件發送給股東，或發送到股東名冊中所載位址或其指定地址。 

39.2 於透過快遞發出通知時，通知提交快遞公司之日應視為通知寄送生效日，且通知提交快

遞後之第三日（不包括週六、週日或開曼群島國定假日）應視為通知送達之日。於通

知透過郵寄發出通知時，如已適當填寫地址、預付郵資並郵寄包含通知之郵件，則寄

送郵件之日應視為通知寄送生效日，且通知寄送後之第五日（不包括週六、週日或開

曼群島國定假日），應視為通知送達之日。於透過越洋電報、電傳或傳真發出通知時，

如已適當填寫地址，則發出通知之日應視為通知寄送生效日，且傳輸當日應視為通知

送達之日。於透過電子郵件發出通知時，電子郵件傳送至指定接受者所提供的電子郵

件位址之日應視為通知寄送生效日，電子郵件發送當日應視為通知送達之日，無須接

受者確認收訖電子郵件。 

39.3 公司得依與本章程所定發出通知相同之方式，向因股東死亡或破產而被公司認為有權享

有股份權利之人發出通知，並載明其姓名、死亡股東之代理人或破產管理人身分或其

他類似說明，寄送至主張權利之人提供之地址，或公司有權以如同未發生死亡或破產

情事下之相同方式發送通知。 

39.4 股東會通知應依本章程規定，發送予在基準日有權收受該等通知之股東；於共同持有股

份之情形，通知僅須寄送予股東名冊所載第一列名之持有人；或於股份因股東死亡或

破產而移交予法定代理人或破產管理人時，向法定代理人或破產管理人為之，其他人

無權接受股東會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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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清算 

40.1 如公司應清算，且可供分配之資產未達股本時，虧損儘量由股東依其持股比例分擔之。

如於開始清算時，可供分配之資產超過股本時，盈餘應依各股東於開始清算時之持股

比例分配予各股東。本條文並不限制持有特別股股東之權利。 

40.2 如公司應清算，依各股份所附權利並經股東會特別決議或其他開曼公司法要求之其他許

可後，清算人得依股東持股份比例將公司全部或部分之財產（無論其是否為性質相同

之財產）分配予股東，並以其所認公平方式，決定應分配之財產價值及股東或不同股

別股東間之分配方式。如經上述決議同意及許可，清算人得於認為適當時，為股東之

利益將此等財產之全部或一部交付信託。惟股東不應被強迫接受存有負債之任何財產。 

41 補償及保險 

41.1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者外，公司董事及經理人及各前任董事、前任經理人（下稱「被補償

人」），除因其自身之詐欺、故意行為或違反本章程第 27.4 條或第 29.5 條所負義務而

致者，因執行或不執行其職務所生之責任、訴訟、程序、主張、請求、成本、損害賠償

或費用（包括律師費），得以公司之資產為賠償。被補償人除因其自身之詐欺、故意行

為或違反本章程第 27.4 條或第 29.5 條所負義務所致者外，毋須就其執行職務直接或間

接所致之損失或損害對公司負責。本章程所述詐欺、故意行為或違反本章程第 27.4條或

第 29.5條所負義務，須以有管轄權法院所為裁決為準。 

41.2 本公司應墊付被補償人於相關訴訟、程序或調查中所生之合理律師費及其他成本費用，

如被補償人有權請求公司補償。就上述費用墊付，被補償人應出具承諾書以承諾如經終

局判決或其他裁判認定被補償人無權依本章程請求補償時，被補償人應償還公司墊付款

項。如經終局判決或其他裁判認定被補償人無權就相關判決、成本、費用請求補償時，

被補償人應無息返還公司墊付之款項。 

41.3 董事會得代表公司為其董事或經理人就與本公司有關之董事或經理人行為所生之過失、

違約、違反職責或背信等責任購買保險或續保。 

42 會計年度 

除董事會另有規定，公司會計年度應於每年 12月 31日結束，於公司設立當年度後，於

每年 1月 1日開始。 

43 存續登記 

倘公司根據開曼公司法為一豁免公司，得依開曼公司法規定並經股東會特別決議，依開

曼群島外之其他準據法進行公司實體登記而繼續存續，並註銷在開曼群島之登記。 

44 訴訟及非訴訟代理人之指定 

於股份於證交所上市期間，公司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經董事會決議選任或解任訴訟

及非訴訟代理人，就中華民國證券交易法及其相關法令所定事務，擔任本公司在中華民

國境內之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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鈺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Fulgent Sun International (Holding) Co., Ltd (the "Company")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Shareholders Meeting (the "Rules") 

 

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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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參酌中華民

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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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1 The Company has adopted the Rules in reference to Article 5 of the ROC "Corporate 

Governance Best-Practice Principles for Companies Whose Shares are Listed on 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or GreTai Securities Market"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sound 

governance system of general meetings and strengthen the supervisory and 

management functions. 

 

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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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股東會除本公司章程或法令另有規定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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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或解任董事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

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中華民國公開資訊觀測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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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送至中華民國公開資訊觀測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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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列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列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一、選舉或解任董事。 

二、變更章程。 

三、(i)解散、合併或分割，(ii)締結、變更或終止營業出租契約、委託經營契約或共

同經營契約，(iii)讓與公司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及(iv)取得或受讓他人

全部營業或財產而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 

四、許可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五、以發行新股或以資本公積或其他金額撥充資本之方式分派全部或部分盈餘。 

六、公司私募發行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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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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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列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下列本公

司章程所定不予列入議案之各款情形之一者，董事會得不列為議案： 

一、提案股東持股未達已發行股份總數百分之一者。 

二、該提案事項非股東會所得決議者。 

三、該提案股東提案超過一項者。 

四、該提案於公告受理期間截止日後提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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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2 Unless otherwise prescribed by the laws, regulations, or amended and restated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Company (the "M&A"), a general 

meeting of the Company shall be proces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Unless otherwise prescribed by the laws, regulations, or the M&A, general meetings 

shall be conven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Board"). 

The Company shall transmit the notice of a general meeting, the proxy instrument, 

agendas and materials relating to the recognition matters, discussion matters, and election 

or discharge of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Directors") to be discussed in the general 

meetings via the Market Observation Post System.  The Directors shall prepare a 

meeting handbook of the relevant general meeting and supplemental materials, which 

will be transmitted to the Market Observation Post System twenty one days prior to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s or, in the case of 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s, fifteen days 

prior to such meeting.  The Directors shall make available a meeting handbook of the 

relevant general meeting and supplemental materials at the office of the Company and its 

stock affairs agent located in the ROC fifteen days prior to such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nd shall distribute such handbook and materials at the general meeting. 

The notice and announcement shall set forth therein the reasons for the meeting. The 

notice may be given by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recipient thereof. 

The following matters shall be stated in the notice of a general meeting, with a summary 

of the major content to be discussed, and shall not be proposed as an extemporary 

motion: 

(a) election or discharge of Directors, 

(b) alteration of the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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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 dissolution, merger or spin-off, (ii) entering into, amending, or terminating any 

lease contract, management contract or joint operation contract, (iii) transfer of the 

whole or any essential part of the business or assets of the Company, and (iv) 

acquisition or assumption of the whole of the business or assets of another person, 

which has a material effect on the operations of the Company,  

(d) ratification of an action by Director(s) who engage(s) in business for himself or on 

behalf of another person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Company's business,  

(e) distribution of the whole or part of the surplus profit of the Company in the form of 

new shares, capitalization of capital reserve and any other amount, and  

(f) private placement of any equity-related securities to be issued by the Company.  

Shareholder(s) holding one per cent (1%) or more of the Company's total issued shares 

may propose to the Company in writing one matter for discussion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If more than one proposal is submitted, none of the proposals shall be 

included in the agenda. Proposals submitted for discussion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shall not be included in the agenda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where (a) the proposing 

shareholder holds less than one cent (1%) of the Company's total issued shares, (b) the 

subject matter of such proposal may not be resolved by a general meeting; (c) the 

proposing shareholder has made more than one proposal; or (d) the proposal is submitted 

to the Company after the date fixed and announced by the Company for accepting 

shareholder(s)' proposal(s). 

The Company shall give a public notice specifying the place and a period of not less than 

ten (10) days for shareholders to submit proposals.   

The number of words of a proposal to be submitted by a shareholder shall be no more 

than 300 words, and any proposal containing more than 300 words shall be excluded 

from the agenda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The shareholder who has submitted a 

proposal shall attend, in person or by proxy,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where his 

proposal is to be discussed and shall participate in the discussion of such proposal. 

The Company shall, prior to giving the notice of a general meeting, inform, by a notice, 

all the shareholders who submitted proposals of the proposal handling results, and shall 

list in the general meeting notice the proposals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set out in this 

Article.  With regard to the proposals submitted by shareholders but not included in the 

agenda of the meeting, the explanation for exclusion of such proposals shall be made by 

the Board at the general meeting to be convened.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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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先送達者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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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前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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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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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Article 3 A shareholder may appoint a proxy to attend a general meeting on his behalf by executing 

a proxy instrument prepared by the Company stating therein the scope of proxy 

authorization. 

A shareholder may only execute one proxy instrument and appoint one proxy only, and 

shall serve such written proxy to the Company no later than 5 days prior to the meeting 

date. In cases where the Company receives multiple proxy instruments from one 

shareholder, the first one arriving at the Company shall prevail unless an explicit 

statement to revoke the previous written proxy is made in the proxy which comes later. 

After the service of the proxy instrument on the Company, if the shareholder issuing the 

said proxy instrument intends to attend the general meeting in person, a revocation notice 

shall be served on the Company in writing at least two days prior to the date of the 

general meeting; otherwise, the voting power exercised by the proxy at the meeting shall 

remain valid.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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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Article 4 A general meeting shall be held at the head office of the Company or any place that is 

convenient to the shareholders and suitable for such meetings. The meetings should not 

start earlier than 9:00 am or later than 3:00 pm. The Company shall consult independent 

directors about the place and time of the general meeting. 

 

第五條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理人 (以下稱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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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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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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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5 The Company shall prepare an attendance book for shareholders, whether attending in 

person or by proxy, to sign in.  An attending shareholder may also hand in a signing card 

in lieu of signing on the attendance book. 

The Company shall prepare and make available to each attending shareholder the agenda 

handbook, annual report, attendance card, speech note, ballot and other relevant meeting 

materials.  If Director(s) are to be elected at the general meeting, the ballots for election 

of director(s) shall also be made available to each attending shareh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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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hareholder shall attend a general meeting by showing the attendance card, attendance 

signing card or other attendance certificates.  A solicitor of solicited proxies shall bring 

identification documents for verification when attending the general meeting. 

If a shareholder is a government agency or a juristic person, more than one representative 

thereof may attend the general meeting.  However, if a juristic person is authorized to 

attend the general meeting on behalf of another shareholder, only one representative of 

such juristic person may attend the meeting. 

 

第六條  除經出席並有表決權之股東以過半數另為同意外，董事長如有出席，應擔任股東會

主席。如其未出席，應由出席並有表決權之股東指派或選舉出會議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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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6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ose attending and entitled to vote thereat, the 

Chairman shall act as chairman at all general meetings at which such person is present.  

In his absence a chairman shall be appointed or elected by the shareholders present at the 

meeting and entitled to vote.   

If a general meeting is called by the Board, more than half of the Directors of the Board 

should better attend such general meeting. 

If a general meeting is called by any person(s) other than the Board, the person(s) who 

has called the meeting shall preside as the chair of such general meeting; and if there is 

more than one person who has called a general meeting, such persons shall elect one from 

among themselves to act as the chair of such general meeting. 

The Company may invite attorneys,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or relevant persons to 

attend a general meeting. 

 

第七條  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本公司

章程之規定提起撤銷股東會決議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Article 7 The Company shall make audio or video recording of the entire process of a general 

meeting, and preserve the recordings for at least one year. If any shareholder initiates 

proceedings in a court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for an appropriate remed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nvening of any general meeting or the passage of any resolu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A, the relevant audio or video recordings shall continue to be retained until 

the proceedings are concluded.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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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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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數過半數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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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席宣布流會。 

Article 8 The voting of a general meeting shall be calculated on a share basis. The number of 

shares present at the meeting shall equal the aggregate number of shares held by the 

shareholders having signed in the attendance book or having submitted their signing cards, 

plus shares that shareholders have exercised their voting rights by way of written ballot or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At the scheduled time for a general meeting, the chairperson shall announc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meeting provided that if the number of shares represented by the 

shareholders present at the meeting fails to exceed half of the total issued and outstanding 

shares of the Company, the chairperson may announce that the meeting is postponed. The 

postponements shall be limited to two times and the time for such postponements shall 

not be more than one hour in total. If the number of shares represented by the 

shareholders present at the meeting fails to exceed one third of the total number of issued 

and outstanding shares of the Company after the meeting has been postponed twice, the 

chairperson shall announce the cancellation of the meeting. 

 

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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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

散會；主席違反本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

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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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Article 9 If a general meeting is called by the Board, the agenda of such meeting shall be prepared 

by the Board and such meeting shall proce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genda.  No 

modification to the agenda shall be made unless shareholders resolve otherwise at such 

general meeting.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shall apply mutatis mutandis to cases where a general meeting is 

convened by any person entitled to call the meeting other than the Board. 

Before the procedure set forth in the agenda prepared pursuant to the preceding two 

paragraphs (including the extemporary motions) has completely ended, the chairperson 

may not adjourn the meeting unless shareholders resolve otherwise at such meeting. In the 

event that the chairperson adjourns the meeting in violation of the Rules, other members 

of the Board shall promptly assist the shareholders, by a majority of votes represented by 

the attending shareholders, to designate one person as chairperson to continue the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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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irperson shall allow each of the proposals, and amendments or extemporary 

motions proposed by the shareholders the opportunity to be fully explained and discussed, 

and when the chairperson is of the opinion that a proposal has been sufficiently discussed 

to be put to vote, the chairperson may announce the cease of discussion and bring the 

proposal to vote.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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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言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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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10 When a shareholder present at a general meeting wishes to speak, a speech note should 

be filled out with summary of the speech, the shareholder account number (or the 

number of attendance card) and the name of the shareholder.  The sequence of speeches 

by shareholders should be decided by the chairperson. 

If any shareholder present at a general meeting submits a speech note but does not speak, 

no speech should be deemed to have been made by such shareholder.  In case the 

contents of the speech of a shareholder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contents of the speech 

note, the contents of the actual speech shall prevail. 

Unless otherwise permitted by the chairperson, each shareholder shall not speak more 

than two times (each time not exceeding 5 minutes) for each proposal.  In case the 

speech of any shareholder violates the Rules or exceeds the scope of the proposal for 

current discussion, the chairperson may stop the shareholder from continuing delivering 

the speech. 

When an attending shareholder delivers the speech, unless otherwise permitted by the 

chairperson and the shareholder who is making the speech, no shareholder shall interrupt 

the speech.  If any shareholder violates this provision, the chairperson shall intervene to 

stop such interruption. 

If a juristic shareholder designates two or more representatives to attend the general 

meeting, only one representative can speak for each proposal. 

After the speech of a shareholder, the chairperson may respond by himself or appoint an 

appropriate person to respond. 

 

第十一條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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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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灌之股份數，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數。 

除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而指派股東會主席為其代理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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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11 The voting of a general meeting shall be calculated on a share basis. 

Non-voting shares shall not be included when calculating the total issued and outstanding 

shares of the Company in respect to a resolution at a general meeting. 

A shareholder who has a personal interest in any matters discussed at a general meeting, 

which may be in conflict with and impair the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shall not vote nor 

exercise the voting right on behalf of another shareholder. 

Non-voting shares under preceding paragraph shall not be counted in determining the 

number of votes represented by the shareholders present at the said meeting. 

Except where a shareholder is appointing the chairman of a general meeting as his proxy 

through written ballot or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or for trust enterprises or stock affairs 

agencies approved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of securities, in the event a person acts as 

the proxy for two or more shareholders, the total number of issued and voting shares 

entitled to be voted as represented by such proxy shall be no more than three per cent 

(3%) of the total number of issued and voting shares of the Company; any vote in respect 

of the portion in excess of such three per cent (3%) threshold shall not be counted. 

 

第十二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參酌中華民國公司法第 179 條第二項所列無表

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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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指派股東會主席為其代理人，於股東會上依其書面或電子

文件指示之方式行使表決權，惟此種指派不應構成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委託代理

人。股東會主席基於代理人之地位，就書面或電子文件中未載明之事項及該股東

會上所提出對原議案之修正或臨時動議，皆無權行使該股東之表決權。為免疑義，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視為其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

案之修正，業已放棄行使表決權。如股東會主席未依該等股東之指示代為行使表

決權，則該股數不得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數，惟應算入計算股東會最低出席

人數時之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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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前送達公

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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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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遲應於股東會

開會前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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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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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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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席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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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之，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紀錄。 

Article 12 Each shareholder shall have one vote for each share owned except those restricted or 

prohibited from exercising voting rights in reference to Paragraph 2 of Article 179 of 

the ROC Company Act. 

          The Board may determine that the voting right of a shareholder at a general meeting 

may be exercised by way of a written ballot or by way of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The 

method for exercising such voting right shall be described in the general meeting 

notice to be given to the shareholders if the voting right may be exercised by way of a 

written ballot or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Shareholders voting by way of a written ballot or by way of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appointed the chairman of the general meeting as his proxy 

to exercise his/her/its voting right at such general meet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stipulated in the written ballot or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provided, 

however that such appointment shall be deemed not to constitute the appointment of 

a proxy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The chairman, 

acting as proxy of a shareholder, shall not exercise the voting right of such shareholder 

in any way not stipulated in the written ballot or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nor exercise 

any voting right in respect of any ad hoc motion or amendment to the original agenda 

items to be resolved at the said general meeting.  For the purposes of clarification, 

such shareholder voting in such manner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waived notice of, and 

the right to vote in regard to, any ad hoc motion or amendment to the original agenda 

items to be resolved at the said general meeting.  Should the chairman not observe 

the instructions of a shareholder in exercising such shareholder's voting right in 

respect of any resolution, the shares of the Company held by such shareholder 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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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be included in the calculation of votes in respect of such resolution but shall 

nevertheless be included in the calculation of quorum for the meeting. 

          Any shareholder who intends to exercise his voting power by way of a written ballot or 

by way of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shall 

serve the Company with his voting decision at least five (5) days prior to the date of 

such general meeting. Where more than one voting decision is received from the 

same shareholder by the Company, the first voting decision shall prevail, unless an 

explicit written statement is made in the later-received voting decision by the relevant 

shareholder to revoke the previous voting decision.  

In the event any shareholder who intended to exercise his voting power by way of a 

written ballot or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and has served his voting decision on the 

Company later intends to attend the general meetings in person, he shall, at least two (2) 

days prior to the date of such general meeting, serve the Company with a separate 

notice revoking his previous voting decision. Such separate notice shall be sent to the 

Company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previous voting decision was given to the 

Company. Votes by way of a written ballot or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shall remain valid 

if the relevant shareholder fails to revoke his voting decision before the prescribed time. 

In the event that a shareholder exercises his voting power by way of a written ballot or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and has also authorised a proxy to attend a general meeting, 

then the voting power exercised by the proxy at the general meeting shall prevail. 

Except otherwise specified in the laws or regulations or in the M&A, a resolution shall 

be passed by a majority of the votes represented by the shareholders present at a general 

meeting. When voting on each proposal, the chairperson or any person designated 

thereby shall announce the number of votes represented by the shareholders present at 

the general meeting. The Company shall post the result of shareholders' resolution (i.e., 

approval, rejection or waiver) on the date of the general meeting on the Market 

Observation Post System.  

If there is an amendment to or a substitute for a proposal for resolution, the chairperson 

shall arrange the sequence for resolution along with the original proposals. If any one of 

them has been adopted, the remaining proposals shall be deemed rejected and no 

further resolution is needed. 

The persons supervising the casting of votes and the counting thereof for resolutions 

shall be designated by the chairperson, provided that a person supervising the casting of 

votes shall be a shareholder. 

The counting of votes shall be conducted in public at the meeting place. The result of 

the resolution shall be reported on the spot and written into records. 

 

第十三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理，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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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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經股東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提起撤銷股東會決議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Article 13 Where any Director is to be elected at a general meeting, the election shall b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rules of election set forth by the Company 

and the results thereof shall be announced on the spot. 

The ballots in respect of the election provided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shall be 

sealed and signed by the person supervising the casting of votes, and be properly 

preserved for at least one year provided that if any shareholder initiates proceedings in 

a court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for an appropriate remed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nvening of any general meeting or the passage of any resolu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A, the relevant ballots shall continue to be preserved until the litigation is 

concluded.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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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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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14 Discussions and resolutions at every general meeting shall be recorded in the meeting 

minutes and the minutes shall bear the signature or seal of the chairperson. A copy of 

the minutes shall be distributed to each shareholder within 20 days after the meeting.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meeting minutes may be done by way of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The minutes of a general meeting shall accurately record the date and the place of such 

meeting, name of the chairperson, the resolution method, summary of the discussion 

and the result thereof. The minutes shall be kept persistently throughout the duration of 

existence of the Company.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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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屬法令規定或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規定之重大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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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15 On the day of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 the Company shall compile a statistical 

statement of the number of shares obtained by the solicitor through solicitation and the 

number of shares represented by proxy, and shall make an express disclosure of the 

same at the site of the general meeting. 

The Company shall post the results of resolutions on the Market Observation Post 

System within the prescribed time if such resolutions are deemed material information 

under applicable laws, regulations or by 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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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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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違反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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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16 The staff in charge of the administrative affairs at a general meeting shall wear an 

identification card or a badge. 

The chairperson may direct disciplinary personnel or security personnel to maintain the 

order of the meeting place. Such disciplinary personnel or security personnel shall wear 

a badge marked "Disciplinary Staff" or an identification card. 

If public address equipment is available at the meeting place, the chairperson may stop 

a shareholder's speech when such speech is not given using the said equipment 

provided by the Company. 

In case where a shareholder violates any of the Rules, ignores the chairperson's 

correction and interrupts the procedure of the meeting without obeying the order to stop, 

the chairperson may instruct the disciplinary personnel or the security personnel to 

expel such shareholder from the meeting place. 

第十七條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

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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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會得依本公司章程之規定，決議延期或續行集會。 

Article 17 During a general meeting, the chairperson may announce a break for a period of time in 

his sole discretion. In any event of force majeure, the chairperson may decide to 

temporarily suspend the meeting and announce, depending on the situation, when the 

meeting will resume. 

If the meeting place becomes unavailable for use before the procedure set forth in the 

agenda (including the extemporary motions) has completely ended, the attending 

shareholders may resolve to continue the meeting at another place. 

A general meeting may resolve to postpone the meeting or to reconvene the meet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A. 

 

第十八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Article 18 The Rules and any revisions thereof shall take effect after it is approved by 

shareholders at the general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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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持股情形 

本公司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數，以及截至本次股東會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之個別及全

體董事、監察人持有股數： 

(一)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104,684,298 股，另有選任獨立董事2人以上，故獨立董事外之全體董

事依比率計算之持股成數降為80%，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數及查核實

施規則」二條之規定，公司實收資本額超過十億至二十億元以下者，其全體董事所持有

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不得少於8,000,000 股。 

(二) 本公司已依證券交易法設置審計委員會，不適用有關監察人持有股數不得少於一定比率

之規定。 

(三) 截至一Ｏ一年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一Ｏ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全體董事持有股數如下表，

已符合證券交易法第26 條規定成數標準： 

 

截止 101年 07月 21 日止停止過戶日之持股資料 

董事名稱 持有股數 持有成數 

林文智          17,337,070  16.56% 

曾麗(米尾)            7,675,745  7.33% 

于閩生            4,350,112  4.16% 

全體董事持股          29,362,927  28.05% 

 

附錄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