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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 年度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17 日(星期五)上午十時整 

地  點：台南市善化區大利二路 3 號（本公司會議室） 

出  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表人所代表股數共計 27,503,017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權

利之出席股東代表股數為 24,045,563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數 41,459,793 股之

66.33%。 

出席董事：張曉莉 董事長、金晋德 董事、邱芳才 獨立董事。 

列    席：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姿妤 會計師。 

主  席：張董事長曉莉                  紀錄：蘇琪棉  

 

一、宣佈開會：出席股東代表股份已達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本公司 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敬請  鑒察。 

說   明： 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審計委員會審查 110 年度營業決算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本公司 110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 1.本公司 110 年度擬以現金分派員工酬勞新台幣 3,722,000 元及董事酬勞新

台幣 1,978,000 元，並經 111 年 3 月 15 日董事會通過，提報股東會。 

2.本年度之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金額與認列費用年度估列金額無差異。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本公司發行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 1.本公司於 108 年 3 月 6 日發行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總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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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參億元整，共 3,000 張，每張面額新台幣壹拾萬元整，票面利率 0%，

發行期間三年，募集資金用途為新建廠房與購置設備。 

2.本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已於 111 年 3 月 6 日到期，截至到期日止計有 299

張轉換公司債轉換為普通股 670,402 股、本公司買回註銷 261 張，餘 2,440

張均已依發行辦法清償本金完畢。 

3.截至 111 年第一季止，實際資金運用於新建廠房為 152,251 千元、動支率

82.29%；及運用於購置設備 110,024 千元、動支率 55.01%。 

 

第五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本公司 110 年度盈餘分配現金股利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 1.本案係依據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條之一規定，授權董事會決議將應分派股息、

紅利、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方式為之，並

報告股東會。 

2.擬發放股東紅利新台幣41,459,793元以現金配發予股東，以本公司111年4月

1日變更事項登記表已發行股數41,459,793股計算，每股配發現金1元。本次

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

數，由小數點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

配總額。 

3.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授權董事長訂定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

事宜；嗣後如因本公司流通在外普通股股數發生變動，致使配息率因此發

生變動時，亦授權董事長全權調整之。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本公司 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1.本公司 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業經本公司 111 年第二次董事會會

議通過，其中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姿妤會計師、田中玉

會計師查核完竣，並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 

2.請參閱議事手冊【附件一】及【附件三】。 

決  議： 本案經現場股東及電子投票股東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7,503,017 權 

票決結果 

贊成權數 27,476,213 權（含電子方式表決權數 24,018,759 權） 

反對權數 23,488 權（含電子方式表決權數 23,488 權） 

無效票權數 0 權（含電子方式表決權數 0 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 3,316 權（含電子方式表決權數 3,316 權） 

贊成權數佔總出席表決權 99.90%，已超過法定數額， 

本案照原議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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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本公司 110 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1.依本公司公司章程擬訂民國110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四】。 

2.依據公司法第240條及公司章程第25條之1規定，授權董事會特別決議將應

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現金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擬發放

股東紅利新台幣41,459,793元以現金配發予股東，以本公司111年4月1日變

更事項登記表已發行股數41,459,793股計算，每股配發現金1元。本次現金

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

由小數點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

額。 

3.本公司嗣後因股本變動影響流通在外股份數量，致股東配息率發生變動而

需修正時，擬授權董事長調整之。 

4.本次股利除息基準日及配發現金之相關事宜，擬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5.本公司本次不擬分配股票紅利。 

決  議： 本案經現場股東及電子投票股東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7,503,017 權 

票決結果 

贊成權數 27,476,212 權（含電子方式表決權數 24,018,758 權） 

反對權數 23,492 權（含電子方式表決權數 23,492 權） 

無效票權數 0 權（含電子方式表決權數 0 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 3,313 權（含電子方式表決權數 3,313 權） 

贊成權數佔總出席表決權 99.90%，已超過法定數額， 

本案照原議案表決通過。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為使本公司召開股東會之方式更具彈性，依據公司法第172條之2第1項之規

定，於本公司章程明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召開

股東會，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決  議： 本案經現場股東及電子投票股東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7,503,017 權 

票決結果 

贊成權數 27,476,193 權（含電子方式表決權數 24,018,739 權） 

反對權數 23,512 權（含電子方式表決權數 23,512 權） 

無效票權數 0 權（含電子方式表決權數 0 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 3,312 權（含電子方式表決權數 3,312 權） 

贊成權數佔總出席表決權 99.90%，已超過法定數額， 

本案照原議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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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111年 1月 28日證期 (發 )字第

11103804655號令辦理，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

，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決  議： 本案經現場股東及電子投票股東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7,503,017 權 

票決結果 

贊成權數 27,475,195 權（含電子方式表決權數 24,017,741 權） 

反對權數 23,507 權（含電子方式表決權數 23,507 權） 

無效票權數 0 權（含電子方式表決權數 0 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 4,315 權（含電子方式表決權數 4,315 權） 

贊成權數佔總出席表決權 99.89%，已超過法定數額， 

本案照原議案表決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17 日(星期五)上午 10 點 2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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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金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 O 年度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先生、女士，大家好： 

非常感謝各位股東百忙之中蒞臨參加本公司 111 年度股東常會。 

在此謹就去(110)年度營業結果與今(111)年度營業計畫概要、未來發展方向等，向全體股

東報告。 

ㄧ、110 年度營業結果 

(一) 營業計劃實施成果及預算執行情形 

金穎生技之核心價值係研發及承接各式菌種(包含微生物與食藥用菇蕈等)之

發酵與純化技術，並將其放大量產使其商業化，為客戶提供微生物發酵之專業研

發量產整合服務、各式生技食品及其原料之產銷，並行銷品牌之機能性產品。110

年全球持續受到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各地封鎖程度不一，加上國際運

輸、原料及動力等成本上漲，使得各地經濟活動持續低迷或僅緩慢復甦，但台灣

疫情相較於國際輕微，更有國際轉單效應挹注，使國內經濟活動及出口實績持續

蓬勃發展。公司專注於微生物發酵類、食藥用菇蕈發酵類、草木本植物功能性產

品與果蔬發酵濃縮物及蛋白質產品等之各式原料、劑型銷售與相關整合服務收入

為主，110 年國內客戶訂單需求旺盛，與生展生技之策略聯盟效益漸顯，加上公

司積極開拓保健產品之不同劑型業務，由配方設計、原料配置、充填與包裝等多

樣性全方位整合服務，順利承接客戶新產品訂單等綜合效益帶動下，110 年合併

營收淨額為 522,334 千元，相較於 109 年大幅增加 154,031 千元、41.82%，締造

歷史最佳成績。在產品銷售組合變動、營運規模大幅成長而提升整體產能利用率，

110 年度營業毛利金額達 192,653 千元，較 109 年成長 70,674 千元，營業毛利率

同步提升到 37%。 

在營業費用及營業利益方面，因應營收成長而相關管銷與研發費用為 113,817

千元，較 109 年增加 8,958 千元，110 年當期營業利益達 78,836 千元。營業外收

入及支出為淨支出 8,440 千元，較 109 年減少 1,911 千元，主係為轉換公司債及

銀行借款等財務成本。綜上，本公司在營收大幅成長及成本、費用合理控管下，

110 年稅後淨利為 57,413 千元，營運表現較 109 年度明顯成長。最近兩年度合併

簡明損益資料敬請參閱下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 年度 110 年度 109 年度 增(減)金額 

營業收入 522,334 368,303 154,031 

營業成本 329,681 246,324 83,357 

營業毛利 192,653 121,979 70,674 

營業費用 113,817 104,859 8,958 

營業利益 78,836 17,120 61,716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8,440) (10,351) (1,911) 

稅前淨利 70,396 6,769 63,627 

本期淨利 57,413 4,529 52,884 

註：以上資料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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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年度 

項目 
110 年度 109 年度 

財務 

收支 

營業收入 (千元) 522,334 368,303 

營業毛利 (千元) 192,653 121,979 

本期淨利 (千元) 57,413 4,529 

獲利 

能力 

分析 

股東權益報酬率(%) 10.04 1.15 

營業利益佔實收資本比率(%) 19.33 6.14 

稅前利益佔實收資本比率(%) 17.26 2.43 

基本每股盈餘 (追溯調整)(元) 1.45 0.16 

(三) 研究發展狀況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及年度 110 年度 109 年度 

研究發展費用(A) 23,561 22,406 

合併營業收入(B) 522,334 368,303 

(A)/(B) 4.51% 6.08% 

本公司期以厚實的研發能量支持營運拓展的能力，強化接軌國際菌種合作技

術能力，同時精進充填劑型之開發與利基產品之改良，提升公司競爭力。截至 110

年底本公司已取得 22 項專利，現有 2 項專利審核中。茲將當期重大研發計畫及

成果列述如下： 

1.成功開發納豆激酶純化連續製程，有效縮短生產流程，降低成本。 

2.完成數項乳酸菌新菌株製程開發，並順利進行量產，同時持續改良冷凍乾燥技

術，提升乳酸菌成品之存活率。 

3.開發乳酸菌代謝物短鏈胜肽於美白功能之應用。 

4.完成新產品甘酒之量化技術與製程開發，並已成功接單生產。 

5.因應市場與客戶需求，開發多項新功能及劑型之保健產品，增加營運動能。 

6.承接多項來自各國際大廠之微生物發酵新品開發案，穩定發酵厭氧技術，以達

最佳化產率及生產模式。 

 

二、111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全球人口老化趨勢加快，又發生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疫情致使消費者更

注重自身健康及提升免疫力，追求健康及預防保健等消費需求持續上升，成為營養

保健食品產業成長的重要契機。另一方面，氣候變遷影響糧食、水源等天然資源供

需失衡，在全球永續發展與 2050 年淨零碳排等議題漸受國際重視及落實，各國科學

家及新創產業逐漸重視研發以發酵技術各式菌種來大量生產人類所需食用物質，共

同降低對天然資源之依賴。 

本公司核心價值係研發及承接各式菌種(包含微生物與食藥用菇蕈等)之發酵

與純化技術，並將其放大量產與商業化，生產管控嚴格落實「品質第一，服務至上」，

依循國內外食品法規執行產品與原物料相關檢測規範與來源控管，並輔以自有檢驗

實驗室搭配第三方檢驗單位報告，以期提供客戶品質精良之產品與服務。本公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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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市場需求狀況與發展趨勢、客戶營運概況、接單情形及長期訂單，並參酌現有產

能及新廠產能貢獻，預估 111 年度生技食品及其原料之銷售數量與代工批次量可隨

客戶需求增加而成長。為達成今(111)年營運目標並規劃公司未來發展藍圖，茲概述

經營方針、營運重點與產銷政策如下： 

(一)致力成為微生物發酵產業受託開發製造(CDMO)國際大廠 

運用菌種選殖、培養基最適化及發酵與其量產之核心技術與研發能量，搭配

完整健全之發酵與純化生產設備，透過業務開發、現有客戶及產學研機構引薦等

管道，接受歐美、日本各國微生物發酵整合服務之委託，爭取全球微生物發酵整

合服務長期訂單，提升營運動能與競爭力。 

(二)南科新廠落成，產能提升並拓展微生物發酵之應用 

發酵產業應用範圍極為廣泛，本公司南科新廠將於今年(111)投入量產，公司

營運觸角可順利延伸至其他非傳統食品產業之微生物發酵新應用項目，如基因轉

殖菌種之發酵量產應用、動物營養品之益生菌與酵素，及其他微生物發酵新品，

為營運增添多元成長動能，健全公司發展。 

(三)提升各式劑型開發能力及設備，以強化客製化產品一條龍服務品質 

因應客戶需求與市場趨勢，本公司建置多樣化劑型生產能力與設備，包含膠

囊、1g~25g 粉劑鋁袋、10mL~300mL 液劑鋁袋與自立袋，和 10mL~180mL 果凍

鋁包等，並改善新營製劑充填生產效率，縮短出貨時程，期能在產業競爭環境中

突顯本公司產品及技術之優勢，強化自原料供應、產品(配方)設計到包裝出貨之

一條龍服務品質。 

 

本公司身為食品生技產業鏈一員，自研發、量化生產、品檢至產品出庫，層層嚴格把

關，並建置嚴格產品品質檢驗系統，取得 ISO9001(品質管理系統)、ISO22000(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系統)、HACCP(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預防性品質管理系統)、食品業者衛生安全

管理系統驗證(二級品管驗證)、保健食品 GMP 及清真食品(Halal)認證等國際級品質認證，

並提供產品檢驗報告予客戶，載明產品規格及各項量測項目，使客戶更為安心。 

本公司致力擴大微生物發酵應用領域，拓展微生物發酵全球市場，朝微生物發酵產業

受託開發製造(CDMO)國際大廠之目標邁進，以期穩定發展公司營運，提升股東權益，並

加強落實公司治理與企業永續經營，提高企業的經營品質及企業價值。 

 

懇切希望各位股東能繼續給予公司支持與指導。 

謹祝  各位股東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董事長：張曉莉 

 

總經理：金晉德 

 

會計主管：蘇琪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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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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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 110 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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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0 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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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金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110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累積盈餘   $0  

  加：110 年稅後淨利  57,413,171  

未分配盈餘   $57,413,171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5,741,317)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_國外營運機構財務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195,075)  

累積可供分配盈餘   $51,476,779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 (每股新台幣 1 元)  (41,459,793)  

期末未分配盈餘   $10,016,986  

 

 

註：股東紅利之配息率係以本公司 111 年 4 月 1 日變更登記表已發行股數 41,459,793 股為基

準計算。 

 

 

董事長：張曉莉 

 

總經理：金晉德 

 

會計主管：蘇琪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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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金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第七條之一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

視訊會議或其他經經濟部公

告之方式為之。 

一、本條新增。 

二、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

之二於110年12月29日公布

修正，開放公開發行公司得

適用股東會視訊會議之規

定，依該條第一項本文規

定，公司章程得訂明股東會

開會時，以視訊會議或中央

主管機關即經濟部公告之

方式為之。為配合主管機關

推動視訊股東會之政策，並

因應數位化時代之需求，提

供股東便利參與股東會之

管道，依該規定明定本公司

股東會得採視訊會議或其

他經經濟部公告之方式召

開，爰增訂第七條之一。 

第廿八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八

年七月十三日。第一次修正於

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七

月十日。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八

十九年八月十四日。第四次修

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十一

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

一月卅一日。第六次修正於民

國九十年三月三日。第七次修

正於民國九十二年七月卅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四

月二十日。第九次修正於民國

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第十

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

四日。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

O 一年六月十四日。第十二次

修正於民國一 O五年三月二十

五日。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

O 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第十四

次修正於民國一 O 八年六月十

八日。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

O 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

八年七月十三日。第一次修正

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九

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

年七月十日。第三次修正於民

國八十九年八月十四日。第四

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

月十一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

九十年一月卅一日。第六次修

正於民國九十年三月三日。第

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七

月卅日。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三年四月二十日。第九次修

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

二日。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六年六月十四日。第十一次修

正於民國一 O 一年六月十四

日。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 O

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第十三次

修正於民國一 O 五年六月二

十一日。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

一 O 八年六月十八日。第十

五次修正於民國一 O 九年十

二月二十五日。第十六次修正

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十七日。 

增訂本次章程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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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金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第六條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

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

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

下列規定：  

…(略)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

書時，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

身專業能力、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二、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

執行適當作業流程，以形成結論

並據以出具報告或意見書；並將

所執行程序、蒐集資料及結論，

詳實登載於案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

數及資訊等，應逐項評估其完整

性、正確性及合理性，以做為出

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

具備專業性與獨立性、已評估所

使用之資訊為合理與正確及遵循

相關法令等事項。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

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

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

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列規

定：  

…(略)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

書時，應依其所屬各同業公會之自

律規範及下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

專業能力、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二、執行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

行適當作業流程，以形成結論並據

以出具報告或意見書；並將所執行

程序、蒐集資料及結論，詳實登載

於案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

及資訊等，應逐項評估其適當性及

合理性，以做為出具估價報告或意

見書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

備專業性與獨立性、已評估所使用

之資訊為適當且合理及遵循相關

法令等事項。 

依據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證

券期貨局 111

年 1 月 28 日證

期 ( 發 ) 字 第

11103804655

號令辦理 

第七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之處理程序 

…(略) 

四、不動產或其他廠房及設備估

價報告 

…(略)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

列情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

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

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

外，應洽請會計師依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

下簡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

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

定辦理，並對差異原因及交易價

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

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

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

者。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之處理程序 

…(略) 

四、不動產或其他廠房及設備估價

報告 

…(略)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

列情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

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

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

請會計師對差異原因及交易價格

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

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

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

者。 

…(略) 

依據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證

券期貨局 111

年 1 月 28 日證

期 ( 發 ) 字 第

11103804655

號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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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略) 

第八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理程

序 

…(略) 

四、取得專家意見  

(一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

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

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

格之參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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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

報告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

號規定辦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

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相關法令另

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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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理程

序 

…(略) 

四、取得專家意見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

參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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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

報價或相關法令另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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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證

券期貨局 111

年 1 月 28 日證

期 ( 發 ) 字 第

11103804655

號令辦理 

第九條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之處理程序 

…(略) 

三、會員證或無形資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之專家評估意見報告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之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貳佰萬元以上

者應請專家出具鑑價報告。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之交易金額達新

臺幣貳仟萬元以上者應請專家出

具鑑價報告。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

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之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

國內政府機關交易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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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之

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之處理程序 

…(略) 

三、會員證或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之專家評估意見報告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之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貳佰萬元以上

者應請專家出具鑑價報告。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之交易金額達新

臺幣貳仟萬元以上者應請專家出

具鑑價報告。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

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之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

內政府機關交易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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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證

券期貨局 111

年 1 月 28 日證

期 ( 發 ) 字 第
11103804655

號令辦理 

第十條 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略) 

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略) 

依據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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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

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

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

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

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

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

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依本條第三項第(一)

款~ (四)款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

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

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

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

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

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

理性。 

(六)依本條第一項規定取得之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

重要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辦理，且

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

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依本準則規定提交董事會

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免再計

入。 

本公司與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

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

本總額之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

交易，董事會得依授權額度、層

級、執行單位及交易流程等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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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

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

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

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

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

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

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依本條第三項第(一)款

~ (四)款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

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

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

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

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

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

性。 

(六)依本條第一項規定取得之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

重要約定事項。 

本公司與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

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

總額之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

易，董事會得依授權額度、層級、

執行單位及交易流程等授權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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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

或其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

產使用權資產。 

本公司或非屬國內公開發行之子

公司有本條第二項交易，交易金額

達本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

本公司應將第二項所列各款資料

提交股東會同意後，始得簽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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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

動產使用權資產。 

…(略) 

契約及支付款項。但本公司與母公

司、子公司，或子公司彼此間交易，

不在此限。 

第二項及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

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辦

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

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年，已依本準則規定提交股東

會、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

免再計入。 

…(略) 

第十四

條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

標準 

…(略)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

區投資，其交易金額本公司實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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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買賣國內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易

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

證券買賣，或於初級市場認購募

集發行之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

權之一般金融債券（不含次順位

債券），或申購或買回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或期貨信託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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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

準 

…(略)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

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

投資，其交易金額本公司實收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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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等不低

於我國主權評等等級之外國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易所

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

券買賣，或於初級市場認購外國公

債或募集發行之普通公司債及未

涉及股權之一般金融債券（不含次

順位債券），或申購或買回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或期貨信託基金，或申

購或賣回指數投資證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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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 

依據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證

券期貨局 111

年 1 月 28 日證

期 ( 發 ) 字 第
11103804655

號令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