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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110 年營業報告書  

 

一、 本公司 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 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1. 昱展新藥正在開發治療鴉片類成癮症、慢性疼痛及難

治型憂鬱症之長效藥物。鴉片類成癮症長效新藥 ALA-
1000 完成於美國臨床一期試驗，並取得最終報告及完
成與美國 FDA 臨床三期前會議(End-of-Phase 2、EOP2)。 

2. 治療難治型憂鬱症長效藥物 ALA-3000亦已完成與美國
FDA 的 Pre-IND Meeting、GLP毒理試驗，預計 2022 年
Q2 取得報告、以及 GMP 原料及成品製造完成。 

3. 專利佈局上，ALA-1000截止目前取得發明專利之國家：
美國、墨西哥、澳洲、俄羅斯、紐西蘭、韓國、加拿大、
日本、台灣、南非、越南、印尼專利核准，共 12 個國
家。 

4. ALA-3000 第一篇發明專利(晶型專利)截至 Q4 已全數
完成國家階段專利申請，第二篇發明專利(製劑)準備
進入國家階段申請。 

(二) 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 110 年度未公開財務預測，僅設定內部管理目標，
整體預算執行情況尚符合本公司內部目標設定範圍。 

(三) 財務收支及獲利能力分析 
本公司 110年度營業費用 93,295仟元，主要用於 ALA-1000
美國臨床試驗，營業外收入 29,064 仟元，稅後淨損為
64,231 仟元。 
109 年度營業收入 600 仟元，營業費用 171,365 仟元，營
業外收入 27,968 仟元，稅後淨損為 142,797仟元。 

(四) 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目前開發品項，進度如下:  
1. ALA-1000，已在美國完成臨床一期試驗及臨床三期前

會議(End-of-Phase 2、EOP2)。 
2. ALA-3000，完成與美國 FDA 的 Pre-IND Meeting、GLP

毒理試驗及 GMP 原料及成品製造。 
3. ALA-4000 已於實驗室進行原料與配方篩選工作，並於

大鼠及迷你豬執行藥動試驗。 
 

二、 111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 111 年經營方針 

1. IPO 進度報告，預計 Q1 申請科技事業核准函，同時，
將與櫃買中心溝通，在取得核准函後，並遵循櫃買建議，
申請上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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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發方面，推動 ALA-1000 進入臨床 III期及 ALA-3000 
進入臨床 I 期。參與國際生技展(2022 北美生技展/美
國成癮醫學年會)並積極尋求適合授權對象。 

(二) 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本公司產品尚在研發期間，111 年度暫無銷售計畫。 

三、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本公司成長發展策略，可分為短、中、長期目標，分敘如下： 
(一) 短期(1~3 年)目標： 

 推動一項新藥品項進入人體臨床試驗 III 期。 
 推動第二項新藥品項進入人體臨床試驗 I 期。 
 申請上市(櫃)。 
 完成一項產品以上的區域授權。 

(二) 中期(3~7 年)目標： 
 推動一項新藥品項的領證並開始銷售。 
 推動第二項新藥品項進入人體臨床試驗 II期。 

(三) 長期(7 年以後)目標：公司轉型為新藥開發與產品銷售公
司，布局全球。 

四、 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生技產業具有知識、技術及資本密集與高附加價值之特性，亦
為我國「5+2」產業創新計畫之一；本公司所屬新藥研發領域
不僅投入風險高，人材取得及培育與其他產業相比較為困難。
本公司成立迄今，各階段資源投入均考量實際經營需要，並期
盼研發能量根留台灣，因此本公司自行研發的 In-Relar 技術
平台除擁有完整的全球專利布局外，也善用各種國內外資源，
嚴選優良廠商進行長期配合，並謹守主要市場國之臨床試驗法
規，以縮短國別之間差異，有利於迅速符合當地之法規條件，
順利控管專案進度及品質執行。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投資人及全體員工給昱展新藥的支持與鼓勵，
本公司經營團隊秉承股東及社會大眾對公司的期許，未來將更積
極達成營運目標，向公司獲利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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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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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報告  

 

  
110     (單位: 新台幣仟元) 

預估 實績 差異 

營業收入 235,200 0 235,200  

營業費用 246,925  56,427  190,498  

    薪資費用 12,725  13,911  (1,186) 

    管理費用 4,400  7,784  (3,384) 

研發費用 229,800  71,598  158,202  

營業外收支 28,652  29,064  (412) 

稅前損益 16,927  (64,230) 81,157  

 

(一) 差異分析 :  

a. 收入:授權金未實現 

b. 薪資費用:無新聘員工  

c. 管理費用:主要因 IPO 時程變更，費用遞延。 

(二) 衍生性商品交易情形：無。 

(三) 資金貸與他人情形：無。 

(四) 為他人背書保證情形：無。 

(五) 重大逾期應收帳款情形：無。 

(六) 風險控制：帳上現金及約當現金為 5.19 億元，足供全年所需。 

(七) 其他說明事項：無。 

 

  



令計師査核盪告

呈展新蔡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査核奮見

昱展新蔡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0 年及 109 年 12 月 31 日之資彥負債

表，暨民國 110 年及 109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綜合損益表 ｀ 權益變動

表 丶現金流量表，以及財務赧表附註（包梧重大會計政策索總），業經本會計

師查核浚事。

依本會計師之忿見 ， 上開財務赧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燕證券發行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及經金融監督嵒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赧導準

則 、 國際會計準則 言 鮮釋及屏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呈展新蔡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民國 110 年及 109 年 12 月 31 日之財務狀況， 暨民國 110 年及 109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

查核逾見之羞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赧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

查核工作。 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段

進一步說明。 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

德規範 ， 與昱展新蔡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

責任。 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

基礎。

關鏡査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昱展新蔡生技股份有限公

司民國 110 年度財務赧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 該等事項已於查核財務報

表整髖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慮 ， 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

示忿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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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會計師查核報告暨一一O年度財務報告



茲對昱展新蔡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0 年度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事項

敘明如下：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存在性

如財務赧告附註六現金及約當現金所述，截至民國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昱展新蔡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現金及約當現金金額為新台幣 519,065 千

元 ，佔總資產 96% 。

上述金額佔總資產係屬重大， 昱展新蔡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仍處於新

輾開發階段， 其候選蔡物於臨床前及臨床試驗階段皆發生大量之趼究及發展

支出 ，相關新輾産品仍在阱發階段， 故需維持較高之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以

支應未來相關畊發支出 。 因現金及約噹現金屬高風險性項目， 是以本會計師

將現金及約噹現金之存在性列為本年度之關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已執行之查核程序索總如下：

1. 了解與評估公司現金收支之內部控制 。

2. 驗證銀行帳戶函證對象必要資訊的真實性， 並針對所有往來銀行發函詢

證， 核對帳列餘額至回函金額， 確認銀行存款之存在及權利義務。

3. 查核主要往來銀行帳戶於資產負債表日前後交易，擇要核對其憑證及帳

簿資料 ， 喵定有關收支是否適時入帳 ， 並無虛列銀行存款之情事。

4. 抽核鉅額收支之原始憑證， 並與帳簿資料核對 ， 查明歸屬及入帳基礎是

否正堢， 並複核是否為關係人交易。

詧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財務輒表之責佉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經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丶 國際會計準則 丶解釋及鮮釋公

告編製允當表達之財務報表， 且維持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 ，

以嚀係財務赧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財務赧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挂評估昱展新蔡生技股份有限

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 丶 棓關事項之搗露 ， 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 ， 除

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昱展新蔡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 或除清算 或停

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 昱展新蔡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

報導流程之責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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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師查核財務赧表之夤忙

本會計師查核財務赧表之目的， 係對財務報表整髖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

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 並出具查核報告。 合理哦信亻系高度噓

信， 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財務赧表存

有之重大不實表達。 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

額或索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零財務赧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 則被認為具

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 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

懷疑。 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財務赧表専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

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噹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

為查核意見之基礎。 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 、 偽造 丶 哉意遺漏 、 不實塗明

或踰越內部控制， 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

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暸鮮， 以設計噹時情況下適噹之查

核程序， 帷其目的非對呈展新蔡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

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噹性， 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

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

以及使昱展新輾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産生重大疑慮之

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璀定性，作出結論。 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

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璀定性， 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醍財務赧表使用者注

意財務報表之相閼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 本

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赧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 惟未來事

件或情況可能導致昱展新蔡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

力。

5. 評估財務報表（包拮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 、 結構及內容，以及財務報

表是否允噹表達相闢交易及事件。

 13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 ， 包拉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 以及

重大查核發現（包拮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璿缺失）。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 ， 決定對呈展新蔡生技股份有限公

司民國 110 年度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鐽查核事項 。 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

該等事項 ，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 ， 或在極罕見情況下 ， 本會計

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 ， 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産生之負面影

竽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鄭 欽

滑氧
全
示

丶
-r-
F�
 
丶
＇

 

金融監督詧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金笮證審字第 1010028123 號

會 計 師 趙 永 祥

迁心吁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金詧證審字第 1050024633 號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3
 

月 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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昱展

31 El 

單位：新台幣仟元

代 碼

1100 
1136 

1410 
1470 
llXX 

1600 
1755 
1920 
1990 
15XX 

lXXX 

代 碼

2200 
2280 
2300 
21XX 

實
流動實彥

現金及約當現金（附註四及六）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彥－流動（附註四、七及

二一）
預付款項
其他流動實彥

流動實産總計

非流動實産
不動彥、廠房及設備（附註四及八）
使用椎資彥（附註．四及九）
存出保證金
其他非流動實産

非流動資彥總計

實 産 總 計

負

流動負債
其他慮付款（附註十）
釋賃負債－流動 （用註四及九）
其他流動負債

流動負債總計

2580 
2670 
25)()( 

2XXX 

3110 
3200 
3350 
3XXX 

負

債 與

董事表：林束和

債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非流動（附註四及九）
其他非流動負債（附註十一）

非流動負債總計

負債總計

槿益（附註十=--)
股 本

普通股
資本公積
待彌補虧損

揠益總計

權 益 總

鸝

及

計

權

産

益

金
110年12月31 El 

額

$519,065 

9,618 
10 

528,693 

8,198 
905 

2,042 
69 

11,214 

$539,907 

＄
 

3,572 
677 
206 

4,455 

272 
808 

1,080 

5,535 

570,000 
424,042 

(459,670) 
534,372 

$539,907 

後附之附 註係本財務赧告之一部分。

％ 

96 

-
2

 --
98一

2

三
100 

1
 

q
1＿

___.1 

、··,

106
78
85-
99＿

血

'_，
 

金
109年12月31日

頫

$560,957 

22,672 
7,702 

91 
591,422 

6,327 
1,425 
2,031 
2,770 

12,553 

$603,975 

＄
 

3,079 
906 
142 

4,127 

612 
633 

1,245 

5,372 

570,000 
424,042 

(395,439) 
598,603 

$603,975 

％
 

93

4
1
 1
98＿

 
1
 
-
1

三
血

1
 
－一
1＿

-1 

94
70

尹
99一

100_

（
 

會 計 主 詧 康 宇 寧 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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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碼
4000 

6200 
6300 
6000 

7100 
7180 
7190 
7230 
7510 
7000 

7900 

7950 

8200 

8500 

9750 

昱展新 限公司

民國110 年及1

110年度
金 額 ％ 

營業收入（附註因） ＄ 

營業費用 （附註四及十三）
管理費用 （ 11,407) 
趼究發展費用 （ 81,888) 

營業費用合計 （ 93,29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附註
四丶十三及十七）

利息收入 1,497 
其他收入 5 
政府補助收入 27,516 
外幣兌換淨利益 67 
利息費用 （ 2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合計 29,064 

稅前淨損 （ 64,231) 

所得稅費用（附註四及十四）

本年度淨損 （ 64,231) 

本年度綜合損益總額 ($ 64.231) 

每股虧損（附註十五）
基 本 （＄ 1.13) 

－

-

．．． 

單位：新台幣仟元 ， 惟
每股虧損為元

109年度
金 額 ％ 

＄ 600 －

（ 11,037) 
(160,328) －
(171,365) -

1,623 
3 

26,273 
102 

（ 33) 

27,968 －

(142,797) 

－

(142,797) 

($142,797) 

（＄ 2.86) 

後附之附註亻系本財務報告之一 部分 。

董 事 長 林 柬 矛 鸝 會 主 管 康 宇 寧鬪
16

龘經理人: 文 永 順



代碼
Al 109年1月1日餘額

El 現金增資

Nl 現金增資員工認股酬勞
成本

D1 109年度淨損

Z1 109年12月31日餘額

D1 110年度淨損

Zl 110年12月31日餘額

董事長：林束和口

昱展新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股 本
股敖（仟股） 普通股股本 實本公積 待彌補虧損 權益總額

35,000 $ 350,000 $ 93,682 ($ 252,642) $191,040 

22,000 220,000 330,000 550,000 

360 360 

（ 142,797) （ 142,797) 

57,000 570,000 424,042 （ 395,439) 598,603 

（ 64,231) （ 64,231) 

52,000 $ 570,000 $ 424,042 ($ 452,620) $ 534,372 

後附之附註係本財務赧告之一部分 。

經 理 文 永 員 龘 會 計 主 管 康 宇 寧 鬪
17

經 理



昱展新 7

民國110 年及1

單位：新台幣1千元

代 碼 110年度 109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AlOOOO 本年度税前淨操 （＄ 64,231) ($ 142,797) 
A20010 收益蕢損項目
A20100 折舊蕢用 3,359 2,843 
A20900 利息賣用 21 33 
A21200 利息收入 （ 1,497) （ 1,623) 
A21900 股份綦礎給付酬勞成本 360 
A30000 營業資産及負債之淨變動啟
A31230 預付款項 （ 1,916) （ 2,005) 
A31240 其他流動資彥 81 （ 38) 
A32150 慮付帳款 （ 145) 
A32180 其他慮付款 493 782 
A32230 其他流動負債 64 68 
A32990 其他非流動負債 175 633 
A33000 營運産生之淨現金流出 （ 63,451) （ 141,889) 
A33300 支付之利息 （ 21) （ 33)
AAAA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 63,472) （ 141,922)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BOOOSO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實産減少 22,672 105,848 
B02700 取得不動彥、廠房及設備 （ 1,577) （ 385) 
B03700 存出保證金增加 （ 11) 
B06700 其他非流動資彥增加 （ 69) （ 2,770) 
B07500 收取之利息 1l497 1,623 
BBBB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22,512 104,316 

每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C04020 稈賃本金償還 （ 932) （ 891)
C04600 現金增資 550,000 
CCCC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 932) 549,109

EEEE 現金及約噹現金淨增加（減少）數 （ 41,892) 511,503

EOOlOO 年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560,957 49,454 

E00200 年底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512,065 $ 560,257 

鬪寧宇康詧主

分

會

部』

·

財

永

本

文

係註

A

附

理

之

經

附

鸝
後

矛束林長事董

18



17 

 

附件五：110 年度虧損撥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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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代表公司
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經依法得擔任
股票發行簽證人之銀行簽證後發行
之。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但應
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九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代
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
並經依法得擔任股票發行簽
證人之銀行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得免印製
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機構登錄。 

文字
修改 

 

第九條之一 

本公司股務作業悉依相關法令及主管
機關所訂之「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
處理準則」辦理。 

 新增 

第十五條 

本公司興櫃或上市(櫃)後，召開股東
會時，應將電子方式列為股東行使表
決權管道之一，其相關事宜依法令規
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公司上市上櫃後，召開股
東會時，應將電子方式列為
股東行使表決權管道之一，
其相關事宜依法令規定辦
理。 

配合
法令
規定 

第十五條之一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
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方式為
之。 

第十五條之一 

(本條新增) 

配合
法令
規定
新增
股東
會開
會方
式 

第十九條 

本章程所稱之董事，包括獨立董事。 

本公司選任董事時，採累積投票制，
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
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開選舉
數人。該方法有修正之必要時，應依
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本章程所稱之董事，包括獨
立董事。 

本公司選任董事時，採累積
投票制，每一股份有與應選
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
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開選舉數
人。該方法有修正之必要
時，應依公司法第 172 條等
規定辦理。 

法規
更正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 105 年 09 月 19

日。 

第 1 次修訂於民國 106 年 02 月 08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 105 年 09 

月 19 日。 

第 1 次修訂於民國 106 年 02 

增列
修訂
次數
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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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日。 

第 2 次修訂於民國 106 年 05 月 22 

日。 

第 3 次修訂於民國 106 年 12 月 21 

日。 

第 4 次修訂於民國 107 年 03 月 27 

日。 

第 5 次修訂於民國 107 年 08 月 07 

日。 

第 6 次修訂於民國 108 年 05 月 16 

日。 

第 7 次修訂於民國 109 年 06 月 02 

日。 

第 8 次修訂於民國 110 年 07 月 20

日。 

第 9 次修訂於民國 111 年 05 月 26

日。 

月 08 日。 

第 2 次修訂於民國 106 年 05 

月 22 日。 

第 3 次修訂於民國 106 年 12 

月 21 日。 

第 4 次修訂於民國 107 年 03 

月 27 日。 

第 5 次修訂於民國 107 年 08 

月 07 日。 

第 6 次修訂於民國 108 年 05 

月 16 日。 

第 7 次修訂於民國 109 年 06 

月 02 日。 

第 8 次修訂於民國 110 年 07 

月 20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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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董事選任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均應依照公司法第
192條之 1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程
序為之。 
 董事因故解任，致不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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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日內，召開
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不足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2 第 1 項但書規定者，應於最近
一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
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60 日內，召
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第六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均應依照
公司法第 192條之 1所規定之
候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 
 董事因故解任，致不足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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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日內，召開
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配合
法令
規定 

第十三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
席當場宣布董事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
數及落選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
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
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
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 189條提起訴
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一年。。 

第十三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
果由主席當場宣布董事當選
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
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
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
東依公司法第 189條提起訴訟
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為提
升公
司治
理並
維護
股東
之權
益。  

第十五條 
本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16
日。 
更名為董事選任程序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25 日。 
第 1 次修訂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20
日。 
第 2 次修訂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26
日。 

第十五條 
本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 108年
5 月 16 日。 
更名為董事選任程序  中華
民國 110 年 5 月 25日。 
第 1 次修訂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20日。 

增列
修訂
次數
及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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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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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法、銀行
法、保險法、金融控股公司法、商業會
計法，或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
書或因業務上犯罪行為，受一年以上
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但執行完畢、緩
刑期滿或赦免後已滿三年者，不在此
限。 
二、與交易當事人不得為關係人或有
實 
質關係人之情形。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價
者 
之估價報告，不同專業估價者或估價
人員不得互為關係人或有實質關係人
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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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稱專業估價者係指不動產估價師或
其他依法律得從事不動產、設備估價
業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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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商與交易當事人不得為關
係人。 
所稱專業估價者係指不動產
估價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
不動產、設備估價業務者。 
所稱關係人、子公司應依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
定認定之。 

配合
法令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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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所稱關係人、子公司應依證券發行人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定之。 
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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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叁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關交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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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該有價證
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金管會另
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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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或新臺幣叁億元以上者，
除與政府機關交易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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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告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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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準則公報第七十一號規定
辦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
場之公開報價或金管會另有
規定者，不在此限。 

考量
第六
條已
修正
增訂
要求
外部
專家
出具
意見
書應
遵循
其所
屬同
業公
會之
自律
規範 
刪除 

第十六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
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
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外，
交易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叁億元以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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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二、四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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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估價結果與交易金額差距達交易
金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二)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

第十六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設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
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
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外，交易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叁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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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二、四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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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所發
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七十一
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

考量
第六
條已
修正
增訂
要求
外部
專家
出具
意見
書應
遵循
其所
屬同
業公
會之
自律
規範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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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差距達交易金額百分之十以上。 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
意見： 

(一) 估價結果與交易金額差
距達交易金額之百分之二十
以上。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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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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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且交易金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叁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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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下列資料提交審計委員會及
董事會通過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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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十九
條及第二十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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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前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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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第三十三
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
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

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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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交易金額達本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
之十或新臺幣叁億元以上者，
除買賣公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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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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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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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

為強
化關
係人
交易
之管
理，
並保
障 
公開
發行
公司
少數
股東
對公
司與
關係
人交
易表
達 
意見
之權
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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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作業規定提
交股東會、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承認
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各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
營業使用之設備，董事會得依第十四
條第一項第二款授權董事長先行決
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本公司或本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
司之子公司有第一項交易，交易金額
達本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應
將第一項所列各款資料提交股東會同
意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但本公司與母公司、子公司，或子公
司彼此間交易，不在此限。 

本公司依第一項規定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
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本公司提交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
之作業程序，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
決議。准用第四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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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第三
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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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本作業規定提交
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部
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各子公司間，取得或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董事
會得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授權董事長先行決行，事後
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本公司依第一項規定提報董
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
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
事會議事錄載明。 

本公司提交審計委員會及董
事會通過之作業程序，應先經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准用第四條規定。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或會員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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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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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並應依會計
研究發展基金會所發布之審
計準則公報第七十一號規定
辦理。 

修正
理由
同第
十二
條說
明。 

第二十八條 

風險管理措施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金融商品交易之風

第二十八條 

風險管理措施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金融商品

配合
公司
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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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險管理措施說明如下: 

…… 

五、作業風險管理 

(一)對交易紀錄、交易時間、確認及
交割之過程等，應有適當之內部控制
及書面記錄，並經常查核、評估各項
控制之有效性。 

(二)對於前置作業與後援作業之資料
應定期或不定期的由獨立的第三者
(如內部稽核)或公告資料查核其準確
性與一致性。並對陳報主管機關之報
表資料先行辦理勾稽審核。 

(三)衍生性商品契約文件須經確認程
序並妥善保存，如有特殊交易條件等
例外情形，應經高級管理階層或外部
法務顧問審查核定。 

…… 

交易之風險管理措施說明如
下: 

…… 

五、作業風險管理 

(一)對交易紀錄、交易時間、
確認及交割之過程等，應有適
當之內部控制及書面記錄，並
經常查核、評估各項控制之有
效性。 

(二)對於前置作業與後援作
業之資料應定期或不定期的
由獨立的第三者(如內部稽核
或公告資料)查核其準確性與
一致性。並對陳報主管機關之
報表資料先行辦理勾稽審核。 

(三)衍生性商品契約文件須
經確認程序並妥善保存，如有
特殊交易條件等例外情形，應
經高級管理階層及法務單位
審查核定。 

…… 

情形
修訂 

第三十三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
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
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主
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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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十或新臺幣叁億元以上。但買
賣公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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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
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
上限金額。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金融

第三十三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
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
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將相關資訊於主管機關
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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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億元
以上。但買賣公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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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

配合
法令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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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
其交易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叁億元以上。但下列情
形不在此限：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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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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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買賣附買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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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
使用之機器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
係人，交易金額達新臺幣伍億元以上。 

(五)若本公司日後經營營建業務之取
得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不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
交易金額達新臺幣伍億元以上；其中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上，
處分自行興建完工建案之不動產，且
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者，交易金額為
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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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公
司預計投入之交易金額達新臺幣伍億
元以上。 

前項交易金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一、每筆交易金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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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所訂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
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金額。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
易、金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
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金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叁億元以上。但下列
情形不在此限： 

(一)買賣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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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券商於國內市場認購及依規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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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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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價
證券。 

(三)買賣附買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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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
屬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且
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
金額達新臺幣伍億元以上。 

(五)若本公司日後經營營建
業務之取得或處分供營建使
用之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
易金額達新臺幣伍億元以上；
其中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
百億元以上，處分自行興建完
工建案之不動產，且交易對象
非為關係人者，交易金額為達
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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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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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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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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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方式取得不動產，且其交易
對象非為關係人，公司預計投
入之交易金額達新臺幣伍億
元以上。 

前項交易金額依下列方式計
算之： 

一、每筆交易金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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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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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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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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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七條 
本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 107年 12月 13
日。 
第 1 次修訂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20
日。 
第 2 次修訂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26
日。 

第四十七條 
本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 107年
12 月 13日。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20 日第
1 次修訂。 

增列
修訂
次數
及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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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資金貸與對象 

一、本公司資金除有下列各款情形外，
不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1.公司或行號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者。 

2.公司或行號與本公司有短期融通資金
之必要者。融資金額不得超過貸與企業
淨值之百分之四十。 

前項所稱短期，係指一年或一營業週期 

(以較長者為準) 之期間。 

前項所稱融資金額，係指本公司短期融
通資金之累計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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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本公
司從事資金貸與，不受第 1 項第 2 項之
限制，但仍應依第 7 條第 1 項規定資金
貸與之限額及期限。 

 

第六條 資金貸與對象 

一、本公司資金除有下列各款
情形外，不得貸與股東或任何
他人： 

1.公司或行號與本公司有業務
往來者。 

2.公司或行號與本公司有短期
融通資金之必要者。融資金額
不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之百
分之四十。 

二、前項所稱短期，係指一年
或一營業週期  (以較長者為
準) 之期間。 

三、 前項所稱融資金額，
係指本公司短期融通資金之
累計餘額。 

四、 資金貸與他人之原因
與必要性 

五、 本公司與他公司或行
號間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資
金貸與者，係指與本公司有進
貨或銷貨行為者。 

六、 因有短期融通資金之
必要從事資金貸與者，以下列
情形為限： 

1. 本公司權益法評價之被投
資公司因償還銀行借款、購置
設備或營業週轉需要者。 

2. 與本公司屬母子公司關
係，因業務需要而有短期融通
資金之必要者。 

文意
修改
並納
入國
外公
司考
量 

第十條  審查程序 

一、借款人向本公司申請資金貸與時，
應具體說明資金之用途、資金貸與之原
因及必要性，並由行政暨財會處決定是
否接受借款人之申請。 

二、初次借款者，借款人應提供基本資
料及財務資料，以便辦理徵信工作。 

三、 若屬繼續借款者，原則上於提出
續借時重新辦理徵信調查，如為重大或

第十條  審查程序 

一、 初次借款者，借款人
應提供基本資料及財務資料，
以便辦理徵信工作。 

二、 若屬繼續借款者，原
則上於提出續借時重新辦理
徵信調查，如為重大或緊急事
件，則視實際需要隨時辦理。 

三、 若借款人財務狀況良

增訂
公司
應先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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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緊急事件，則視實際需要隨時辦理。 

四、 若借款人財務狀況良好，且年度
財務報表已委請會計師辦妥融資簽證，
則得沿用超過一年尚不及二年之調查
報告，併同參閱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
以作為貸放之參考。 

五、本公司對借款人作徵信調查時，亦
應一併評估資金貸與對本公司之營運
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好，且年度財務報表已委請會
計師辦妥融資簽證，則得沿用
超過一年尚不及二年之調查
報告，併同參閱會計師查核簽
證報告，以作為貸放之參考。 

四、 本公司對借款人作徵
信調查時，亦應一併評估資金
貸與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
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第十七條 

已貸與金額之後續控管措施、逾期債權
處理程序 

一、 案件之登記與保管 

1. 公司辦理資金貸與事項，應建立備
查簿，就資金貸與之對象、金額、董事
會通過日期、資金貸放日期及依本作業
程序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
備查。 

2. 貸放案件經辦人員對本身經辦之案
件，於撥貸後，應將約據、本票等債權
憑證、以及擔保品證件、保險單、往來
文件，依序整理後，裝入保管品袋，並
於袋上註明保管品內容及客戶名稱後，
呈請財務單位主管檢驗，俟檢驗無誤即
行密封，雙方並於保管品登記簿簽名或
蓋章後交由文件管理單位統一保管。 

3.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
核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
形，並作成書面記錄，如發現重大違規
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審計委員會。 

4. 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不
符「公開發行公司資金貸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規定，或貸與餘額超限時，
應訂定改善計畫，並將相關改善計畫送
各審計委員會後，依計畫時程完成改
善。 

二、 逾期債權處理 

本公司應就逾期資金貸與情形，除評估
是否採取法律訴追程序外，應提列適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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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條 

已貸與金額之後續控管措施、
逾期債權處理程序 

一、 展期 

借款人於貸放案到期前，如有
需要，應於借款到期日前一個
月申請展期續約，本公司提報
董事會決議通過後，重新辦理
相關手續。 

二、 案件之登記與保管 

1. 公司辦理資金貸與事項，
應建立備查簿，就資金貸與之
對象、金額、董事會通過日期、
資金貸放日期及依本作業程
序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
予登載備查。 

2. 貸放案件經辦人員對本身
經辦之案件，於撥貸後，應將
約據、本票等債權憑證、以及
擔保品證件、保險單、往來文
件，依序整理後，裝入保管品
袋，並於袋上註明保管品內容
及客戶名稱後，呈請財務單位
主管檢驗，俟檢驗無誤即行密
封，雙方並於保管品登記簿簽
名或蓋章後交由文件管理單
位統一保管。 

3.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
少每季稽核資金貸與他人作
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
書面記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
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審計委

刪除
展期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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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師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員會。 

4. 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
與對象不符「公開發行公司資
金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規定，或貸與餘額超限時，應
訂定改善計畫，並將相關改善
計畫送各審計委員會後，依計
畫時程完成改善。 

三、 逾期債權處理 

本公司應就逾期資金貸與情
形，除評估是否採取法律訴追
程序外，應提列適足之備抵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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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條 
公告申報程序 

第十九條 
公告申報程序(本公司公開行
後適用) 

文字
修正
(公司
已公
開發
行) 

第二十二條 

本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16

日。 

第 1 次修訂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02 日。 

第 2 次修訂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20 日。 

第 3 次修訂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26 日。 

第二十二條 

本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16 日。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02 日第
1 次修訂。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20 日第
2 次修訂。 

增列
修訂
次數
及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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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前文 說明 

第二條 

本公司所為背書保證之對象如下： 

一、 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
司。 

二、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三、 直接及間接對本公司持有表
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
司。 

四、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
間，得為背書保證，且其金額不得
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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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在
此限。 

前項所指的出資，係指公司直接出資
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的公
司出資。 

第二條 

本公司所為背書保證之對象
如下： 

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
公司。 

直接及間接對本公司持有表
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
之公司。 

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出資股
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
司背書保證者，不受前項規定
之限制，得為背書保證之。本
處所指的出資，係指公司直接
出資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的公司出資。 

配合
公司
實務
運作 

第十二條 

背書保證額度 

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總額不得超過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四
十，對單一事業之背書保證限額不得
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
分之二十；如因業務關係從事背書保
證者，則不得超過最近一年度與本公
司交易之總額（雙方間進貨或銷貨金
額孰高者）。 

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
總額度不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之百分之五十，對單一企業背書
保證之限額，不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三十。 

 

第十二條 

背書保證額度 

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總額不
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之百分之四十，對單一
事業之背書保證限額不得超
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之百分之二十；如因業務關
係從事背書保證者，則不得超
過最近一年度與本公司交易
之總額（雙方間進貨或銷貨金
額孰高者）。 

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
書保證之總額度不超過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
分之五十，對單一企業背書保
證之限額，不得超過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
三十。 

配合
法令
修訂 

 



32 

 

 

 

修訂條文 現行前文 說明 

本公司直接與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
公司間，其金額不得超過本公
司淨值之百分之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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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在此限 

第十四條 

決策及授權層級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除董事會
授權董事長得於背書保證金額為新台
幣 3.000 萬元內先予決行並於下次董
事會追認外，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應經
董事會同意後始得為之。 

為他人背書保證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
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
錄。 

本公司直接及間皆持有表決權股份達
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子公司依第 2 條第
3 項規定為背書保證前並應提報本公
司董事會決議後始得辦理，但本公司
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股份百分之百之
公司間背書保證不在此限 

第十四條 

決策及授權層級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除
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得於背書
保證金額為新台幣 3.000 萬元
內先予決行並於下次董事會
追認外，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應
經董事會同意後始得為之。 

為他人背書保證時，應充分考
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
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
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配合
公司
實務
運作 

第十五條 

印鑑章保管程序 

第十五條 

印鑑章保管程序(本公司公開
發行後適用) 

配合
公司
公開
發行 

本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16

日。 

第 1 次修訂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02

日。 

第 2 次修訂。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20

日 

第 3 次修訂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26 日。 

本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16 日。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02 日第
1 次修訂。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20 日第
2 次修訂。 

增列
修訂
次數
及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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