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亞銳士股份有限公司一○八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 ：民國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上午9:00

地

點 ：台中世界貿易中心/台中市西屯區天保街60號202會議室

出

席 ：出席及代理股東代理股份總數58,484,397股；佔本公司己發行股份75,351,921

股之77.61%。
出 席 董 事 ：賴源釗先生、簡淑勤小姐(晉城投資(股)公司法人代表人)、楊東曉先生(獨立董事)
楊維如小姐(獨立董事)
列 席 監 察 人 :賴文玲小姐(大有投資(股)公司法人代表人)
列 席 人 員 ：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廖年傑
主

會計師

席 ：董事長 賴源釗

紀

錄：邱月妃

壹、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份總數已逾法定股數，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第一案：107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一>
第二案：監察人審查107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請參閱<附件二>
第三案：107年度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 明：(一)、依本公司章程第19條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零
點一至百分之五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三為董監酬勞。但公司
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數額。
(二)、107年度獲利新臺幣33,650,465元(即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及董監
酬勞前之利益，再扣除累積虧損），提撥員工酬勞百分之零點五計
新臺幣168,252元及董監酬勞百分之零點五計新臺幣168,252元，均
以現金方式發放，與認列費用年度估列金額無差異。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07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107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祥穎及廖年傑會計
師查核完竣，併同營業報告書，送請監察人審查竣事，依法提請股東常會承認。
(二)、107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及
<附件三>，敬請

決

承認。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58,484,397權。
贊成權數58,128,632權(含電子投票57,505,632權)，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99.39%；
反對權數4,173權(含電子投票4,173權)，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0%；
無效權數0權，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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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權權數351,592權(含電子投票592權)，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0.60%。
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07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本公司107年度可分配盈餘依章程規定經董事會決議擬分配如下:
(一)、分派股東現金股利15,070,385元，每股配發0.2元，配發至元為止，元以下
捨去不計。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數，將列入公司其他收入方式處理。
(二)、俟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長訂定除息基準、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俟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數量，致使股東配息比率
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授權董事長全權處理。
(三)、本公司107年度盈餘分配表如下。
(四)、敬請 承認。
台灣亞銳士(股)公司
盈餘分配表
中華民國107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61,032,572

加：本期稅後淨利

23,700,970

減：提撥法定盈餘公積

(2,370,097)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82,363,445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股利每股0.2元)
期末未分配盈餘
董事長：賴源釗
決

(15,070,385)
67,293,060

經理人：廖祐儁

會計主管：鄧翔倩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58,484,397權。
贊成權數58,128,632權(含電子投票57,505,632權)，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99.39%；
反對權數4,173權(含電子投票4,173權)，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0%；
無效權數0權，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0%；
棄權權數351,592權(含電子投票592權)，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0.60%。
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由：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案，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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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提

說

明：(一)、為配合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民國107年11月26日金管證發字第1070341072號
令，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部份條文。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敬請
討論。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58,484,397權。
贊成權數58,128,632權(含電子投票57,505,632權)，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99.39%；
反對權數4,173權(含電子投票4,173權)，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0%；
無效權數0權，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0%；
棄權權數351,592權(含電子投票592權)，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0.60%。
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董事會提

第二案
案
說

決

由：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提請 討論。
明：(一)、為配合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民國108年03月07日金管證審字第1080304826號
令，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份條文。
(二)、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敬請 討論。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58,484,397權。
贊成權數58,128,632權(含電子投票57,505,632權)，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99.39%；
反對權數4,173權(含電子投票4,173權)，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0%；
無效權數0權，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0%；
棄權權數351,592權(含電子投票592權)，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0.60%。
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為配合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民國108年03月07日金管證審字第1080304826號
令，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份條文。
(二)、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敬請
討論。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58,484,397權。
贊成權數58,128,632權(含電子投票57,505,632權)，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99.39%；
反對權數4,173權(含電子投票4,173權)，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0%；
無效權數0權，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0%；
棄權權數351,592權(含電子投票592權)，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0.60%。
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陸、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上午9時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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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台灣亞銳士(股)公司
營業報告書
本公司 107 年度營業報告及 108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報告如下：
一、107 年度營業報告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 107 年認列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 285,152 仟元，較去年營收淨額 553,794
仟元減少 48.51%，本年營業利益為新台幣 33,754 仟元較去年 37,466 仟元減少 9.91%，
本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23,701 仟元，較去年 39,618 仟元減少 40.18%。
(二)預算執行情形:不適用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財務收支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營業收入淨額
營業毛利
營業利益
營業外收支
稅後淨利

107年度
285,152
69,923
33,754
(440)
23,701

106年度
553,794
90,781
37,466
9,177
39,618

增減比率
-48.51%
-22.98%
-9.91%
-104.80%
-40.18%

2.獲利分析
項 目
資產報酬率(%)
股東權益報酬率(%)
營業利益(%)
占實收資本比率
稅前純益(%)
純益率(%)
每股盈餘(元)

107年
1.72
2.20
4.48
4.42
8.31
0.31

106年
2.86
3.73
4.97
6.19
7.15
0.53

(四)營業發展狀況
本公司營業發展方向如下說明:
1.對於已取得但尚未開發的土地尋求承租對象，以增加租金收入。
2.對於已完工個案積極推出餘屋的去化政策，以增加營業收入及提高存貨週轉率。
3.尋找合建對象進行推案，以期增加營業收入。
4.透過市場調查評估適合的土地進行開發及建造以期增加營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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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公司目前動工中之個案資料如下表所示:
案別

座落位置

產品規劃

總戶數

大城仰雲

台中市西屯區近安和路及福科路

B2-12F 集合住宅及店舖

265 戶 與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合建

八月小確幸

台中市北屯區近太原路及太和一街

B3-14F 集合住宅

156 戶 與大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合建

十二月滿

台中市北屯區近樹孝路及太順五街

B3-14F 集合住宅及店舖

太祥 235、238 地號

台中市北屯區近祥順東路及景賢路

B3-12F 集合住宅

45 戶
176 戶

備註說明

自地自建
自地自建

6.本公司動工中個案外觀及預計完工日如下圖所示。
【十二月滿】
十四樓集合住宅
預計109年08月完工

【八月小確幸】
十四樓集合住宅
【大城仰雲】

預計109年04月完工

十二樓集合住宅
預計109年02月完工

【太祥235、238地號】
十二樓集合住宅
預計109年12月完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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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8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經營方針:
1. 健全公司體制:透過遵守法律及道德規範建立良好的公司治理制度。
2. 利害關係人溝通服務:透過官網設置利害關係人專區，強化股東、員工、廠商的溝通協
調及財報資訊的揭露。
3. 風險管理制度:透過建立完善的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以落實制度之執行。
4. 預算管理制度:透過預算制度以訂定預算目標並定期檢討預算達成情形。
5. 優質客戶服務:透過敦厚務實的服務態度，並設計符合客戶需求的建案。
6. 關懷員工責任:透過培育員工及激勵創新想法，以提升員工的價值及專業能力。
(二)預期銷售數量及其依據
案別

預計銷售戶數

預計完工時點

大城仰雲

265

109 年 02 月

八月小確幸

156

109 年 04 月

十二月滿

45

109 年 08 月

太祥 235、238 地號

176

109 年 12 月

(三)產銷政策
1.觀察土地的性格及條件，落實土地的開發效益。
2.突破建築框架，融入生活美學，落實居住者的生活品質。
3.成就獨樹一幟的藝術品，提升建築物的附加價值。
4.堅持合法施工及教育訊練，提升建築物的施工品質。
5.抱持永續經營的理念，提升消費者的購買意願。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一)生產策略
1.土地開發：短期以素地進行土地開發為目標，長期以執行都市更新計劃為目標。
2.產品規劃：透過嚴謹的施工規劃與執行，不斷研究新工法且於成本、工期、品質中
取得平衡點，讓消費者增加對施工品質的信賴。
3.建築技術：以增加建築物的耐震強度為宗旨，並強調環保節能的空間設計規劃，注
重建築法規的修訂與影響，以加強營建工程的管理能力。
(二)產銷策略
1.規劃階段:審慎評估土地之取得，由研展設計部門進行產品之規劃及設計。
2.施工階段:嚴謹的施工規劃，由工務部門進行監督、執行、檢討以控制工程品質。
3.銷售階段:因地制宜的產品定位，由業務部門進行專業且符合客戶需求的產品說明。
4.交屋階段:完善的交屋服務，由客服部門進行優質之說明以達完善之售後服務。
綜上所述，藉由優質的企業文化讓消費者認同，穩健務實的作風，取得社會肯定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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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企業競爭力。
四、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影響
(一)外部競爭
依據107Q4國泰台中市房地產指數，相較上一季價漲量縮，相較去年同季價漲量穩。
主要推案價格帶為30萬元以上產品，佔推案戶數五成；整體而言，近一年來台中市成
交價表現佳，銷售率及成交量皆維持穩定，惟議價率偏高；從四季移動長期趨勢來看，
價量均為近期波段高點，市況相對較佳。
107年整體房市雖較106年表現為佳，但整體銷售率成長有限，且部分地區呈現議
價率擴大、銷售率減少等現象，後市趨勢仍不明確，長期來看，成交量仍處相對低檔，
對未來是否復甦仍有不確定性。預期整體房市特別是台北、新北及桃竹地區，仍將維
持盤整修正格局，但對台中而言，從四季移動長期趨勢來看，價量均為近期波段高點，
市況相對較佳。
在土地市場方面，台灣可建用地相對不多，精華地區土地更是十分稀少，而使得
土地價格不斷攀升，土地取得更加困難。因應都市範圍的擴大及都市土地的飆漲，房
地產除滿足住的需求，應有因地制宜計劃，建立建築物本身的附加價值(包括與環保建
材結合)，以增加消費者對本公司產品信賴度及需求度。
(二)法規環境
就法規環境方面包含營建法令、稅務及政府政策，例如：房地合一稅、屋簷雨遮
不登記坪數、容積移轉限制、公告地價及公告現值的機動調整。此類種種法規的變動
均會影響營建業的經營，本公司將持續關注法規的研究以確保股東權益。
(三)總體經營環境
台灣經濟研究院公布的總體經濟預測，因受限於遞延性買盤僅集中於少數新建案
與降價案，以及特定重劃區，並未呈現全面性的買盤進駐，故107年12月房市景氣呈現
小幅衰退。由於六都市政藍圖的落實尚須時間，更何況短期內國內房市所面臨的供給
壓力仍未減，甚至部分建案價格轉硬，因此未來半年房市景氣將以持平視之。
本公司將因應不同地段需求推出適合消費者的產品，預期中長期則將因房價資訊
透明化而使房市發展更為健全，故擁有良好地理環境條件及具備穩定投資報酬之產品，
將獲得市場之認同與青睞。以永續經營為經營理念的本公司認為對產品型態之規劃與
建案品質之掌控，定能創造優異之營運表現，及具備未來之成長動能的因素。
五、營業目標
展望 108 年，除土地取得價格面臨劇烈的競爭外，另政府對於整體經濟及產業的政
策，包括對「房市產業」投資政策，社會住宅、租屋市場、都市更新、物業管理與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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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大住房產業，將會帶動房市內需市場，本公司需更精確蒐集及掌握市場資訊，另對
於六都的區域發展、法令的變更及社會人口的結構變遷，產業的分佈移動等亦需提升研
判時勢的專業能力，期能透過專業建築背景並以「敦厚樸實、永續經營」為目標的經營
方式，以增加本公司營業額及獲利。
本公司經營團隊暨全體同仁特別感謝各位股東女士先生過去的支持與鼓勵，也期望新的
一年裡，能繼續給予指導與建議，亞銳士將秉持一貫的經營理念及服務，呈現豐盛的經
營成果與大家分享。
敬祝全體股東

董事長:賴源釗

身心健康

萬事如意

經理人: 廖祐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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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主管:鄧翔倩

<附件二>
台灣亞銳士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七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祥穎及廖年傑會計
師查核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派之議案，經本監察人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
法第二一九條及公司章程之規定繕具報告。

敬請鑒核

此致
台灣亞銳士股份有限公司一○八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 大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俊仁

監察人：大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賴文玲

中

華

民

國

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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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三

月

二十二

日

=ߕҹΟ?!
ࡌඵᖄӝीৣ٣୍܌
EnWise CPAs & Co.
Ѡύѱ515ϼচчၡ241ဦ9ኴϐ2
Tel:(04)2296-6234 Fax: (04)2291-0580

ीৣਡൔ

Ѡ٥᎒γިҽԖज़ϦљǳǳϦ᠙Ǻ
ǳǳѠ٥᎒γިҽԖज़Ϧљ)аΠᙁᆀ٥᎒γϦљ*҇୯218ԃϷ217ԃ23Д42Вϐၗౢ
ॄ߄Ǵᄤ҇୯218ԃϷ217ԃ2Д2ВԿ23Д42Вϐᆕӝཞ߄ǵᡂ߄ǵߎࢬໆ
߄ǴаϷ୍ൔ߄ߕຏ)хࡴख़εीࡹ༼ᕴ*Ǵҁीৣਡฺ٣Ƕ
! ਡཀـ
!!!!٩ҁीৣϐཀـǴ໒୍ൔ߄ӧ܌Ԗख़εБय़߯٩ྣچวՉΓ୍ൔጓᇙ
ྗ߾ᄤߎᑼᅱ࿎ᆅہᇡё٠วѲғਏϐ୯ሞ୍ൔᏤྗ߾ǵ୯ሞीྗ߾ǵှ
ញϷှញϦጓᇙǴىаϢ߄ၲ٥᎒γϦљ҇୯218ԃϷ217ԃ23Д42Вϐ୍ݩރǴ
ᄤ҇୯218ԃϷ217ԃ2Д2ВԿ23Д42Вϐ୍ᕮਏϷߎࢬໆǶ
ਡཀـϐ୷ᘵ
!!!!ҁीৣ߯٩ྣीৣਡᛝ୍ൔ߄ೕ߾ϷϦᇡቩीྗ߾ՉਡπբǶ
ҁीৣܭ၀ྗ߾ΠϐೢҺஒܭीৣਡ୍ൔ߄ϐೢҺࢤᇥܴǶҁीৣ
܌ᗧឦ٣୍ڙ܌ᐱҥ܄ೕጄϐΓς٩ीৣᙍၰቺೕጄǴᆶ٥᎒γϦљߥຬฅᐱ
ҥǴ٠ቬՉ၀ೕጄϐځдೢҺǶҁीৣ࣬ߞςڗளىϷϪϐਡᏵǴаբࣁ߄
Ңਡཀـϐ୷ᘵǶ
ᜢᗖਡ٣
!!!!ᜢᗖਡ٣߯ࡰ٩ҁीৣϐղᘐǴჹ٥᎒γϦљ҇୯!218!ԃࡋ୍ൔ߄ϐ
ਡനࣁख़ाϐ٣Ƕ၀٣ςܭਡ୍ൔ߄ᡏϷԋਡཀـϐၸำύϒаӢ
ᔈǴҁीৣ٠όჹ၀٣ൂᐱ߄ҢཀـǶ
Ӹຑሽ
٣ᇥܴ
!!!!٥᎒γϦљϐӸЬाࣁࡑ୧܊ӦǵᔼࡌҔӦǵӧࡌ܊ӦϷႣбβӦීǴ࣬ᜢी
ࡹϷၗૻፎ၁୍ൔ߄ߕຏѤ)Ύ*ϷϤ)Ο*Ƕӧ٥᎒γϦљ୍ൔ߄ύǴӸ߯аԋ
ҁᆶృᡂሽॶஉեᑽໆǶҗܭౢϐඳܰڙѱᕉნϷࡹ۬ࡹӢનቹៜԶε൯
ݢǴӵ߈ٰڙ୯ϣϿηϯǵԴសϯϷόౢፐख़ิቹៜ٬ౢඳև૰ଏᖿ༈Ǵཥ
ࡌਢϐрёૈᡣޣሡวғख़εׯᡂǴЪӢౢඳᖿ༈ׯޑᡂԋᎍ୧ሽ
ε൯ࡋݢޑǴठёૈౢғӸϐԋҁёૈଯܭృᡂሽॶϐ॥ᓀǴӢԜஒځӈࣁҁ
ीৣਡख़ᗺҞǶ
Ӣᔈϐਡำׇ
!!!!ҁीৣჹ໒ᜢᗖਡ٣ςՉϐӢᔈำ༼ׇӈӵΠǺ
2/٩Ӹϐ܄፦)ӵаᜪࠠ*ຑᆅ໘ቫϐӸഢߎܢᚐǶ
3/ଞჹӸຳሽගӈКϐӝ܄Ϸᆅ໘ቫϐଷ)ӵ҂ٰӚය໔ϐᎍ୧*Չຑ
!!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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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ᔠຎ٥᎒γϦљၸѐӸഢܢගӈϐྗዴࡋǴ٠ᆶҁයӈϐӸഢܢբКၨǴаຑ
!!ҁයϐӈБݤϷଷࢂցϢǶ!
5/ᕕှ٥᎒γϦљϐᆅ໘ቫ܌௦Ҕϐᎍ୧ሽϷයࡕӸѱሽᡂǴаຑӸృ
!!ᡂሽॶϐӝ܄Ƕ
6/ଞჹৎ)ӵόౢሽৣ*рڀϐᐱҥຑൔीϐёӣԏߎᚐǴᔠຎ࣬ᜢଷϐ
!!ӝ܄Ǵ٠ຑ၀όౢሽৣϐၗϷᐱҥ܄Ƕ
7/Եໆ٥᎒γϦљჹӸഢ࣬ܢᜢၗૻϐඟ៛ࢂցϪǶ
ԏΕϐᇡӈ
٣ᇥܴ
!!!!٥᎒γϦљࢂар୧܊ӦࣁᔼၮϐЬाԏΕٰྍǴ࣬ᜢीࡹϷၗૻፎ၁ߕຏѤ
)ΜΒ*ǶᎍԏΕ߯Ϧљࢂցၲԋᔼǵ୍ҞϷၗΓႣයϐЬाࡰǴԶԏΕᇡ
ӈޑჴ܄ǵᇡӈਔᗺࢂց҅ዴϷࢂځցֹڀ܄Ǵჹܭ୍ൔ߄ϐቹៜჴឦख़εǶӢ
Ԝஒځӈࣁҁीৣਡख़ᗺҞǶ
Ӣᔈϐਡำׇ
!!!!ҁीৣჹ໒ᜢᗖਡ٣ςՉϐӢᔈำ༼ׇӈӵΠǺ
2/ଞჹᎍϷԏීբൻᕉՉڋෳ၂ǴຑԏΕᇡӈϐीࡹࢂց٩࣬ᜢϦൔೕ
!!ۓᒤǶ
3/ଞჹᎍԏΕǵԋҁϷЛճՉϩ܄ำׇǴаຑԏΕϐᇡӈԖคख़ε౦தǶ
4/ՉᄒЗෳ၂Ǵܜኬᔠຎᆶ࠼Њϐᎍ୧ӝऊǵҬࡂၗϷόౢ౽ᙯฦЎҹǴаຑ
!!ԏΕϐᇡӈਔᗺԖคख़ε౦தǶ
5/ଞჹΜεᎍ୧࠼ЊᡂՉϩǴΑှϷዴᇡࢂցԖख़εᡂϷ౦தҬܰǶ
6/ڗளᎍԏΕϷᎍשᡣܴಒǴՉჴෳ၂Ǵܜኬᔠຎᆶ࠼Њϐᎍ୧ӝऊϷ࣬ᜢЎ
!!ҹǴаຑᎍԏΕϐᇡӈϷᎍשᡣϐวғԖค౦தǶ
7/ຑϦљԏΕᇡӈࡹϐඟ៛Ϸځдඟ៛ၗૻϐ܄Ƕ
ᆅ໘ቫᆶݯൂՏჹ୍ൔ߄ϐೢҺ
!!!!ᆅ໘ቫϐೢҺ߯٩ྣچวՉΓ୍ൔጓᇙྗ߾ᄤߎᑼᅱ࿎ᆅہᇡё
٠วѲғਏϐ୯ሞ୍ൔᏤྗ߾ǵ୯ሞीྗ߾ǵှញϷှញϦጓᇙϢ߄ၲϐ୍
ൔ߄ǴЪᆢᆶ୍ൔ߄ጓᇙԖᜢϐѸाϣڋǴаዴߥ୍ൔ߄҂ӸԖᏤӢܭᆸᄄ
܈ᒱᇤϐख़εόჴ߄ၲǶ
!!!!ܭጓᇙ୍ൔ߄ਔǴᆅ໘ቫϐೢҺҭхࡴຑ٥᎒γϦљᝩុᔼϐૈΚǵ࣬ᜢ
٣ϐඟ៛ǴаϷᝩុᔼी୷ᘵϐ௦ҔǴନߚᆅ໘ቫཀკమᆉ٥᎒γϦљ܈ଶЗ
ᔼǴ܈ନమᆉ܈ଶѦձคჴሞёՉϐځдБਢǶ
!!!!٥᎒γϦљϐݯൂՏ)֖ᅱჸΓ*ॄԖᅱ࿎୍ൔᏤࢬำϐೢҺǶ
ीৣਡ୍ൔ߄ϐೢҺ
!!!!ҁीৣਡ୍ൔ߄ϐҞޑǴ߯ჹ୍ൔ߄ᡏࢂցӸԖᏤӢܭᆸᄄ܈ᒱᇤϐख़
εόჴ߄ၲڗளӝዴߞǴ٠рڀਡൔǶӝዴߞ߯ଯࡋዴߞǴோ٩ྣϦᇡቩ
ीྗ߾ՉϐਡπբคߥݤѸૈୀр୍ൔ߄ӸԖख़εόჴ߄ၲǶόჴ߄ၲёૈᏤ
Ӣܭᆸᄄ܈ᒱᇤǶӵόჴ߄ၲϐঁձߎᚐ༼܈ᕴኧёӝႣයஒቹៜ୍ൔ߄٬Ҕ܌ޣ
բϐᔮ،Ǵ߾ᇡࣁڀԖख़ε܄Ƕ
!!!!ҁीৣ٩ྣϦᇡቩीྗ߾ਡਔǴၮҔղᘐ٠ߥϐᚶᅪǶ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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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ҭՉΠӈπբǺ
2/ᒣᇡ٠ຑ୍ൔ߄ᏤӢܭᆸᄄ܈ᒱᇤϐख़εόჴ߄ၲ॥ᓀǹჹ܌ຑϐ॥ᓀीϷ
!!ՉϐӢᔈჹǹ٠ڗளىϷϪϐਡᏵаբࣁਡཀـϐ୷ᘵǶӢᆸᄄ
!!ёૈੋϷӅᒉǵଵǵࡺཀᒪᅅǵόჴᖂܴⷢ܈ຫϣڋǴࡺ҂ୀрᏤӢܭᆸᄄϐ
!!ख़εόჴ߄ၲϐ॥ᓀଯܭᏤӢܭᒱᇤޣǶ
3/ჹᆶਡױᜢϐϣڗڋளѸाϐᕕှǴаीਔݩΠϐਡำׇǴோځ
!!Ҟߚޑჹ٥᎒γϦљϣڋϐԖਏ߄܄ҢཀـǶ
4/ຑᆅ໘ቫ܌௦Ҕϐीࡹϐ܄ǴϷ܌ځբीीᆶ࣬ᜢඟ៛ϐӝ܄Ƕ
!
5/٩Ᏽڗ܌ளϐਡᏵǴჹᆅ໘ቫ௦Ҕᝩុᔼी୷ᘵϐ܄ǴаϷ٬٥᎒γ
!!ϦљᝩុᔼϐૈΚёૈౢғख़εᅪቾϐ٣ҹ܈ࢂݩցӸӧख़εόዴ܄ۓǴբр่
!!ፕǶҁीৣऩᇡࣁ၀٣ҹ܈ݩӸԖख़εόዴ܄ۓǴ߾ܭਡൔύගᒬ୍
!!ൔ߄٬Ҕݙޣཀ୍ൔ߄ϐ࣬ᜢඟ៛Ǵܭ܈၀ඟ៛߯ឦόਔঅ҅ਡཀـǶҁ
!!ीৣϐ่ፕ߯аᄒԿਡൔВڗ܌ளϐਡᏵࣁ୷ᘵǶோ҂ٰ٣ҹ܈ݩёૈ
!!ᏤӢ٥᎒γϦљόӆڀԖᝩុᔼϐૈΚǶ
6/ຑ୍ൔ߄)хࡴ࣬ᜢߕຏ*ϐᡏ߄ၲǵ่ᄬϷϣǴаϷ୍ൔ߄ࢂցϢ߄ၲ
!!࣬ᜢҬܰϷ٣ҹǶ
!!!!ҁीৣᆶݯൂՏྎ೯ϐ٣Ǵхࡴ܌ೕჄϐਡጄൎϷਔ໔ǴаϷख़εਡว
)хࡴਡၸำύ܌ᒣᇡϐϣڋᡉલѨ*Ƕ
!!!!ҁीৣҭӛݯൂՏගٮҁीৣ܌ᗧឦ٣୍ڙ܌ᐱҥ܄ೕጄϐΓςᒥൻी
ৣၰቺೕጄύԖᜢᐱҥ܄ϐᖂܴǴ٠ᆶݯൂՏྎ೯܌Ԗёૈᇡࣁቹៜीৣ
ᐱҥ܄ϐᜢ߯Ϸځд٣)хࡴ࣬ᜢٛៈࡼ*Ƕ
!!!!ҁीৣவᆶݯൂՏྎ೯٣ύǴ،ۓჹ٥᎒γϦљ҇୯!218!ԃࡋ୍ൔ߄ਡ
ϐᜢᗖਡ٣Ƕҁीৣܭਡൔύ௶ܴ၀٣ǴନߚݤзόϢϦ໒ඟ៛ۓ
٣Ǵ܈ӧཱུـشݩΠǴҁीৣ،ۓόܭਡൔύྎ೯ۓ٣ǴӢёӝႣය
Ԝྎ೯܌ౢғϐॄय़ቹៜε܌ܭቚϐϦճǶ

ࡌඵᖄӝीৣ٣୍܌

ύ

!!ी!!ৣ!!Ǻ!!!!౺!!ᑉ!!

!!ी!!ৣ!!Ǻ!!ᄃ!!ԃ!!ണ!!

Չࡹଣߎᑼᅱ࿎ᆅہچයֽ
ਡЎဦߎᆅ)Ϥ*ಃ!1:41255787!ဦ

ߎᑼᅱ࿎ᆅہ
ਡЎဦ)213*ߎᆅቩಃ2131166364ဦ



҇

୯

219

ԃ

-12-

4

Д

31

В

Ѡ٥᎒γިҽԖज़Ϧљ
ၗ!ౢ!ॄ!!߄
҇୯218ԃϷ217ԃ23Д42В
ൂՏǺཥѠჾщϡ
!!!!!!!!!!Ҟ

ж ዸ

218ԃ23Д42В

217ԃ23Д42В

ߎᚐ

ʘ

ߎᚐ

ʘ

ၗ!!!!!!!!!!!!!!!!ౢ
22yy

ࢬၗౢ

2211

!!ߎϷऊߎ)ߕຏѤϷϤ*

%!!!!!!:1-53:

!!!!!6/9

%!!!!!525-119

!!!!38/7

2261

!!ᔈԏ౻Ᏽ)ߕຏѤ!*

!!!!!!!!!!!78

!!!!!!.

!!!!!!!!3-789

!!!!!1/3

2281

!!ᔈԏීృᚐ)ߕຏѤǵϖϷϤ*

!!!!!!!!!!216

!!!!!!.

!!!!!!!!!!316

!!!!!!.

2311

!!ځдᔈԏී)ߕຏѤ*

!!!!!!!!!!!!.

!!!!!!.

!!!!!!!!!!!!.

!!!!!!.

2321

!!ځдᔈԏී.ᜢ߯Γ)ߕຏѤϷΎ*

!!!!!!!!!!!!6

!!!!!!.

!!!!!!!!:-844

!!!!!1/8

2331

!!ҁය܌ளิၗౢ)ߕຏѤ*

!!!!!!!!!!8:3

!!!!!1/2

!!!!!!!!!!!34

!!!!!!.

2431

!!Ӹ)ߕຏѤǵϖϷϤ*

!!!!2-543-566

!!!!:2/6

!!!!2-156-347

!!!!7:/8

2521

!!Ⴃбී)ߕຏΎ*

!!!!!!!!5-618

!!!!!1/3

!!!!!!!21-743

!!!!!1/8

2581

!!ځдࢬၗౢ)ߕຏѤϷϤ*

!!!!!!!28-3:8

!!!!!2/2

!!!!!!!22-136

!!!!!1/8

2591

!!ڗளӝऊϐቚᚐԋҁ.ࢬ)ߕຏѤϷϤ*

!!!!!!!25-498

!!!!!1/:

!!!!!!!!!!!!.

!!!!!!.

22yy

!!ࢬၗౢӝी

!!!!2-671-155

!!!!::/7

!!!!2-5:4-651

!!!!::/7

26yy

ߚࢬၗౢ

2711

!!όౢǵቷ܊Ϸഢ)ߕຏѤϷϤ*

!!!!!!!!!!2:6

!!!!!!.

!!!!!!!!!!435

!!!!!!.

2891

!!คၗౢ)ߕຏѤ*

!!!!!!!!!!!23

!!!!!!.

!!!!!!!!!!!83

!!!!!!.

2951

!!ሀ܌ۯளิၗౢ)ߕຏѤǵϖϷϤ*

!!!!!!!!6-814

!!!!!1/5

!!!!!!!!6-168

!!!!!1/5

2:11

!!ځдߚࢬၗౢ)ߕຏѤϷϤ*

!!!!!!!!!!458

!!!!!!.

!!!!!!!!!!739

!!!!!!.

26yy

!!ߚࢬၗౢӝी

!!!!!!!!7-368

!!!!!1/5

!!!!!!!!7-192

!!!!!1/5

ၗౢᕴᚐ

%!!!2-677-412

!!!211/1

%!!!2-5::-732

!!!211/1

)ௗԛ।*

-13-

)܍।*
Ѡ٥᎒γިҽԖज़Ϧљ
ၗ!ౢ!ॄ!!߄
҇୯218ԃϷ217ԃ23Д42В
ൂՏǺཥѠჾщϡ
!!!!!!!!!!Ҟ

ж ዸ

218ԃ23Д42В

217ԃ23Д42В

ߎᚐ

ʘ

ߎᚐ

ʘ

ॄ!!!!Ϸ!!!!
32yy

ࢬॄ

3211

!!อයॷී)ߕຏϤ*

%!!!!!368-941

!!!!27/6

%!!!!!368-941

!!!!28/3

3241

!!ӝऊॄ.ࢬ)ߕຏѤϷϤ*

!!!!!!!69-111

!!!!!4/8

!!!!!!!!!!!!.

!!!!!!.

3261

!!ᔈб౻Ᏽ

!!!!!!!!3-634

!!!!!1/3

!!!!!!!!9-767

!!!!!1/7

3271

!!ᔈб౻Ᏽ.ᜢ߯Γ)ߕຏΎ*

!!!!!!!!!!!45

!!!!!!.

!!!!!!!!!!!!.

!!!!!!.

3281

!!ᔈбී

!!!!!!!!9-269

!!!!!1/6

!!!!!!!!3-618

!!!!!1/3

3291

!!ᔈбී.ᜢ߯Γ)ߕຏΎ*

!!!!!!!7:-471

!!!!!5/5

!!!!!!!28-:41

!!!!!2/3

3311

!!ځдᔈбී

!!!!!!!!4-863

!!!!!1/2

!!!!!!!!6-3:2

!!!!!1/4

3331

!!ځдᔈбී.ᜢ߯Γ)ߕຏΎ*

!!!!!!!!!!!!.

!!!!!!.

!!!!!!!!!!498

!!!!!!.

3341

!!ҁය܌ளิॄ)ߕຏѤ*

!!!!!!!!6-577

!!!!!1/4

!!!!!!!!9-4:9

!!!!!1/7

3411

!!ځдࢬॄ)ߕຏϤ*

!!!!!!!95-363

!!!!!6/5

!!!!!!!:7-132

!!!!!7/5

3421

!!Ⴃԏී)ߕຏϤ*

!!!!!!!!!!!!.

!!!!!!.

!!!!!!!37-882

!!!!!2/9

32yy

!!ࢬॄӝी

!!!!!!59:-486

!!!!42/2

!!!!!!534-8:2

!!!!39/4

ॄᕴी

!!!!!!59:-486

!!!!42/2

!!!!!!534-8:2

!!!!39/4

!!!!!!864-631

!!!!59/2

!!!!!!864-631

!!!!61/3

42yy



4211

!!ިҁ)ߕຏϤ*

4311

!!ၗҁϦᑈ)ߕຏϤ*

4321

!!!!ၗҁϦᑈ.วՉྈሽ

!!!!!!295-669

!!!!22/9

!!!!!!295-669

!!!!23/4

4331

!!!!ၗҁϦᑈ.ᙒި౻Ҭܰ

!!!!!!!28-337

!!!!!2/3

!!!!!!!28-337

!!!!!2/3

4411

!!ߥ੮ࣦᎩ)ߕຏϤ*

4421

!!!!ࣦۓݤᎩϦᑈ

!!!!!!!47-998

!!!!!3/5

!!!!!!!43-:37

!!!!!3/3

4461

!!!!҂ϩଛࣦᎩ

95-846

!!!!!
6/5

98-711

!!!!!6/9

ᕴी

!!!!2-187-:37

!!!!79/:

!!!!2-186-941

!!!!82/8

ॄϷᕴᚐ

%!!!2-677-412

!!!
211/1

%!!!2-5::-732

!!!
211/1

!!!!!!.

)ፎୖ᎙ࡕߕঁձ୍ൔߕຏ*

ဠ٣ߏǺᒘྍଟ!!!!!!!!!!!!!!!!!!!ΓǺᄃએ䂊!!!!!!!!!!!!!!!!!!!ीЬᆅǺᎅ๔ॳ

-14-

Ѡ٥᎒γިҽԖज़Ϧљ
ᆕӝཞ߄
҇୯218ԃࡋϷ217ԃࡋ

ж ዸ

218ԃࡋ

!!!!!!!!!!Ҟ

ߎᚐ

ʘ

ൂՏǺཥѠჾщϡ
)ନࣦިᎩࣁཥѠჾϡѦ*
217ԃࡋ
ߎᚐ
ʘ

5111
5621
5111

ᔼԏΕ)ߕຏѤ*
!!ᔼࡌԏΕ
!!ǳᔼԏΕృᚐ

%!!!!!!396-263

!!!!211/1

%!!!!!!664-8:5

!!!!211/1

!!!!!!!396-263

!!!!211/1

!!!!!!!664-8:5

!!!!211/1

6111
6621
6111

ᔼԋҁ)ߕຏϤ*
!!ᔼࡌԋҁ
!!!!ᔼԋҁӝी

!!!!!!!326-33:

!!!!!86/6

!!!!!!!574-124

!!!!!94/7

!!!!!!!326-33:

!!!!!86/6

!!!!!!!574-124

!!!!!94/7

6:11

ᔼЛճ

!!!!!!!!7:-:34

!!!!!35/6

!!!!!!!!:1-892

!!!!!27/5

!!!!!!!!27-:43

!!!!!!6/:

!!!!!!!!47-248

!!!!!!7/6

!!!!!!!!2:-348

!!!!!!7/8

!!!!!!!!28-289

!!!!!!4/2

!!!!!!!!47-27:

!!!!!23/7

!!!!!!!!64-426

!!!!!!:/7

!!!!!!!!44-865

!!!!!22/:

!!!!!!!!48-577

!!!!!!7/9

7111 ᔼҔ)ߕຏϤ*
7211 !!ᎍҔ
7311 !!ᆅҔ
7111 !!!!!!ᔼҔӝी
7:11

ᔼృճ

8111
8121
8161
8111

ᔼѦԏΕϷЍр
!!ځдԏΕ)ߕຏѤϷΎ*
!!୍ԋҁ)ߕຏѤϷϤ*
!!!!ᔼѦԏΕϷЍрӝी

8:11
8:61
9311
9611

ิృճ
܌ளิҔ)ߕຏѤϷϤ*
ҁයృճ
ҁයᆕӝཞᕴᚐ

:861
:961

ࣦިᎩ)ߕຏϤ*
!!୷ҁࣦިᎩ
!!ีញࣦިᎩ

!!!!!!!!!3-:24

!!!!!!2/1

!!!!!!!!27-554

!!!!!!4/1

)!!!!!!!!!4-465*

)!!!!!!2/3*

)!!!!!!!!!8-377*

)!!!!!!2/4*

)!!!!!!!!!!!552*

)!!!!!!1/3*

!!!!!!!!!:-288

!!!!!!2/8

!!!!!!!!44-424

!!!!!22/8

!!!!!!!!57-754

!!!!!!9/6

)!!!!!!!!!:-723*

)!!!!!!4/5*

)!!!!!!!!!8-136*

)!!!!!!2/4*

!!!!!!!!34-812

!!!!!!9/4

!!!!!!!!4:-729

!!!!!!8/3

%!!!!!!!34-812

!!!!!!9/4

%!!!!!!!4:-729

!!!!!!8/3

%!!!!!!!!!1/42

%!!!!!!!!!1/64

%!!!!!!!!!1/42

%!!!!!!!!!1/64

)ፎୖ᎙ࡕߕঁձ୍ൔߕຏ*

!!!ဠ٣ߏǺᒘྍଟ!!!!!!!!!!!!!!!!!!ΓǺᄃએ䂊!!!!!!!!!!!!!!ǳ!!ीЬᆅǺᎅ๔ॳ

-15-

-16!!!!!!!!!!!!!.

!!!!!!!!!!!!!!!!!!.

!!!!!!!!!!!!!!!!!!.

!!!!!!!!!!!!!!!!!!.

%!!!!!!!!!!!864-631

!!ࣦۓݤᎩϦᑈ

!!ߎިճ

218ԃࡋృճ

218ԃ23Д42ВᎩᚐ

%!!!!!!!28-337

!!!!!!!!!!!!!.

!!!!!!!!!!!!!.

!!!!!!!!!!!!!.

!!!!!!!!28-337

!!!!!!!!!!!!!.

!!!!!!!!!!!!!.

!!!!!!!!!!!!!.

%!!!!!!!28-337

ᙒިҬܰ

%!!!!!!!47-998

!!!!!!!!!!!!!.

!!!!!!!!!!!!!.

!!!!!!!!!4-:72

!!!!!!!!43-:37

!!!!!!!!!!!!!.

!!!!!!!!!!!!!.

!!!!!!!!!3-45:

%!!!!!!!41-688

ࣦۓݤᎩϦᑈ

!!!!!!!!95-846

!!!!!!!!34-812

)!!!!!!!!33-716*

)!!!!!!!!!4-:72*

!!!!!!!!98-711

!!!!!!!!4:-729

)!!!!!!!!26-181*

)!!!!!!!!!3-45:*

%!!!!!!!76-512

҂ϩଛࣦᎩ

ߥ੮ࣦᎩ)ߕຏϤ*

%!!!!2-187-:37

!!!!!!!!34-812

)!!!!!!!!33-716*

!!!!!!!!!!!!!.

!!!!!2-186-941

!!!!!!!!4:-729

)!!!!!!!!26-181*

!!!!!!!!!!!!!.

!!!!!2-184-592

ӝी

ൂՏǺཥѠჾщϡ

ဠ٣ߏǺᒘྍଟ!!!!!!!!!!!!!!!!!!!!!!!!!!!!!!!ǳ!!!!!ΓǺᄃએ䂊!!!!!!!!!!!!!!!!!!!!!ǳ!!!!ǳ!!!ीЬᆅǺᎅ๔ॳ

)ፎୖ᎙ࡕߕঁձ୍ൔߕຏ*

%!!!!!!295-669

!!!!!!!!!!!!!.

!!!!!!!!!!!!!.

!!!!!!!!!!!!!.

!!!!!!!295-669

!!!!!!!!!!!!!.

217ԃࡋࣦᎩࡰኘϷϩଛ

218ԃ2Д2ВᎩᚐ

!!!!!!!!!!!!864-631

!!!!!!!!!!!!!!!!!!.

217ԃࡋృճ

218ԃࡋ

!!!!!!!!!!!!!!!!!!.

!!ߎިճ
!!!!!!!!!!!!!.

!!!!!!!!!!!!!.

!!!!!!!!!!!!!!!!!!.

!!ࣦۓݤᎩϦᑈ

%!!!!!!295-669
!!!!!!!!!!!!!.

%!!!!!!!!!!!864-631

วՉྈሽ

216ԃࡋࣦᎩࡰኘϷϩଛ

217ԃ2Д2ВᎩᚐ

217ԃࡋ

ިҁ)ߕຏϤ*

ၗҁϦᑈ)ߕຏϤ*

҇୯218ԃࡋϷ217ԃࡋ

ᡂ߄

Ѡ٥᎒γިҽԖज़Ϧљ

Ѡ٥᎒γިҽԖज़Ϧљ
ߎࢬໆ߄
҇୯218ԃࡋϷ217ԃࡋ

!!!!!!!!!!!!!!Ҟ
ᔼࢲϐߎࢬໆ
!!ิృճ
!!όቹៜߎࢬໆϐԏཞҞ
!!!!שᙑҔ
!!!!ᎍҔ
!!!!ճ৲Ѝр
!!!!ճ৲ԏΕ
!!!!ځдԏΕ
!!!!ᔈб౻ᏵᙯӈځдԏΕ
!!!!ᔈбීᙯӈځдԏΕ
!!!!ځдᔈбҔᙯӈځдԏΕ
!!ᔼၗౢϐృᡂ
!!!!ᔈԏ౻Ᏽ
!!!!ᔈԏ౻Ᏽ.ᜢ߯Γ
!!!!ᔈԏී
!!!!ځдᔈԏී
!!!!ځдᔈԏී.ᜢ߯Γ
!!!!Ӹ
!!!!Ⴃбී
!!!!ځдࢬၗౢ
!!!!ڗளӝऊϐቚᚐԋҁ.ࢬ
!!ᔼॄϐృᡂ
!!!!ӝऊॄ.ࢬ
!!!!ᔈб౻Ᏽ
!!!!ᔈб౻Ᏽ.ᜢ߯Γ
!!!!ᔈбී
!!!!ᔈбී.ᜢ߯Γ
!!!!ځдᔈбී
!!!!ځдᔈбී.ᜢ߯Γ
!!!!ځдࢬॄ
!!!!Ⴃԏී
!!ᔼၮౢғϐߎࢬΕ)ࢬр*
ǳǳԏڗϐճ৲
!!!!Ѝбϐճ৲
!!!!Ѝбϐ܌ளิ
ᔼࢲϐృߎࢬΕ)ࢬр*
ၗࢲϐߎࢬໆ
!!ᖼόౢǵቷ܊Ϸഢ
ǳคၗౢቚу
!!ځдߚࢬၗౢ)ቚу*෧Ͽ
ၗࢲϐృߎࢬΕ)ࢬр*
ᝢၗࢲϐߎࢬໆ
!!อයॷී෧Ͽ
!!ᔈбอය౻چ෧Ͽ
!!ߎިճ
ᝢၗࢲϐృߎࢬΕ)ࢬр*
ߎϷऊߎృ෧Ͽ
ය߃ߎϷऊߎᎩᚐ
ය҃ߎϷऊߎᎩᚐ

218ԃࡋ

ൂՏǺཥѠჾщϡ
217ԃࡋ

GOT4.7

%!!!!!!!!!!!!!!!!!!!44-424

%!!!!!!!!!!!!!!!!!!!57-754

GOT4.9.3荜
荜

!!!!!!!!!!!!!!!!!!!!!!!
23:

!!!!!!!!!!!!!!!!!!!!!!!!
36

GOT4.9.3荝
荝

!!!!!!!!!!!!!!!!!!!!!!!!
89

!!!!!!!!!!!!!!!!!!!!!!!
318

GOT4.9.4

!!!!!!!!!!!!!!!!!!!!!
6-783

!!!!!!!!!!!!!!!!!!!!!
8-377

GOT4.9.4

)!!!!!!!!!!!!!!!!!!!!!!!
4::*

)!!!!!!!!!!!!!!!!!!!!!!!
2:9*

GOT4.9.3荟
荟

)!!!!!!!!!!!!!!!!!!!!!!!
228*

)!!!!!!!!!!!!!!!!!!!!!!!
429*

!!!!!!!!!!!!!!!!!!!!!!!!!
.

)!!!!!!!!!!!!!!!!!!!!!!!!!
4*

GOT4.9.3 ջ

)!!!!!!!!!!!!!!!!!!!!!!!
532*

!!!!!!!!!!!!!!!!!!!!!!!!!
.

GOT4.9.3ɇ

)!!!!!!!!!!!!!!!!!!!!!!!
291*

!!!!!!!!!!!!!!!!!!!!!!!!!
.

GOT4.9.2!B

!!!!!!!!!!!!!!!!!!!!!
3-722

)!!!!!!!!!!!!!!!!!!!!!
3-781*

GOT4.9.2!C

!!!!!!!!!!!!!!!!!!!!!!!!!
.

!!!!!!!!!!!!!!!!!!!!!!!!!
.

GOT4.9.3荞
荞

!!!!!!!!!!!!!!!!!!!!!!!
328

!!!!!!!!!!!!!!!!!!!!!!!
348

!!!!!!!!!!!!!!!!!!!!!!!!!
.

!!!!!!!!!!!!!!!!!!!!!!!
277

GOT4.9.2!F

!!!!!!!!!!!!!!!!!!!!!
:-839

)!!!!!!!!!!!!!!!!!!!!!
4-148*

GOT4.9.2!E

)!!!!!!!!!!!!!!!!!!!
498-32:*

!!!!!!!!!!!!!!!!!!!
573-533

GOT4.9.2!P

!!!!!!!!!!!!!!!!!!!!!
7-236

!!!!!!!!!!!!!!!!!!!!
38-349

GOT4.9.2!G

)!!!!!!!!!!!!!!!!!!!!!
7-383*

!!!!!!!!!!!!!!!!!!!!!5-717

GOT4.9.2!Q

)!!!!!!!!!!!!!!!!!!!!
25-498*

!!!!!!!!!!!!!!!!!!!!!!!!!.

GOT4.9.2!K

!!!!!!!!!!!!!!!!!!!!
69-111

!!!!!!!!!!!!!!!!!!!!!!!!!.

GOT4.9.3!荢
荢

)!!!!!!!!!!!!!!!!!!!!!
7-244*

!!!!!!!!!!!!!!!!!!!!!!!
424

GOT4.9.2!M

!!!!!!!!!!!!!!!!!!!!!!!!
45

)!!!!!!!!!!!!!!!!!!!!!!!
495*

GOT4.9.3荤
荤

!!!!!!!!!!!!!!!!!!!!!
7-183

)!!!!!!!!!!!!!!!!!!!!
21-372*

GOT4.9.2!ɉ

!!!!!!!!!!!!!!!!!!!!
62-541

)!!!!!!!!!!!!!!!!!!!
24:-3:1*

GOT4.9.3ɍ

)!!!!!!!!!!!!!!!!!!!!!
2-46:*

!!!!!!!!!!!!!!!!!!!!!!!:34

GOT4.9.2!O

)!!!!!!!!!!!!!!!!!!!!!!!
498*

!!!!!!!!!!!!!!!!!!!!!!!464

GOT4.9.2!N

)!!!!!!!!!!!!!!!!!!!!
22-87:*

!!!!!!!!!!!!!!!!!!!!
31-87:

GOT4.9.2!J

)!!!!!!!!!!!!!!!!!!!!
37-882*

!!!!!!!!!!!!!!!!!!!!24-2:4

GOT4.9.4

)!!!!!!!!!!!!!!!!!!!
393-116*

!!!!!!!!!!!!!!!!!!!
539-311

!!!!!!!!!!!!!!!!!!!!!!!
4::

!!!!!!!!!!!!!!!!!!!!!!!
2:9

GOT4.9.4

)!!!!!!!!!!!!!!!!!!!!!
6-783*

)!!!!!!!!!!!!!!!!!!!!!
7-:94*

GOT4.9.4

)!!!!!!!!!!!!!!!!!!!!
24-:6:*

)!!!!!!!!!!!!!!!!!!!!!
5-272*

)!!!!!!!!!!!!!!!!!!!
412-348*

!!!!!!!!!!!!!!!!!!!
528-365

!!!!!!!!!!!!!!!!!!!!!!!!!
.

)!!!!!!!!!!!!!!!!!!!!!!!
45:*

GOT4.9.3荛
荛

)!!!!!!!!!!!!!!!!!!!!!!!!
29*

!!!!!!!!!!!!!!!!!!!!!!!!!
.

GOT4.9.2!H

!!!!!!!!!!!!!!!!!!!!!!!
392

)!!!!!!!!!!!!!!!!!!!!!!!
234*

!!!!!!!!!!!!!!!!!!!!!!!
374

)!!!!!!!!!!!!!!!!!!!!!!!
583*

!!!!!!!!!!!!!!!!!!!!!!!!!.

)!!!!!!!!!!!!!!!!!!!!37-729*

GOT4.9.2!I

!!!!!!!!!!!!!!!!!!!!!!!!!
.

)!!!!!!!!!!!!!!!!!!!!
91-111*

GOT4.8

)!!!!!!!!!!!!!!!!!!!!
33-716*

)!!!!!!!!!!!!!!!!!!!!26-181*

)!!!!!!!!!!!!!!!!!!!!
33-716*

)!!!!!!!!!!!!!!!!!!!
232-799*

)!!!!!!!!!!!!!!!!!!!
434-68:*

!!!!!!!!!!!!!!!!!!!
3:6-1:5

!!!!!!!!!!!!!!!!!!!
525-119

!!!!!!!!!!!!!!!!!!!
229-:25

%!!!!!!!!!!!!!!!!!!!:1-53:

%!!!!!!!!!!!!!!!!!!525-119

)ፎୖ᎙ࡕߕঁձ୍ൔߕຏ*
!!!!!!ဠ٣ߏǺᒘྍଟ!!!!!!!!!!!!!!!!ΓǺᄃએ䂊!!!!!!!!!!!!!!!!!!ीЬᆅǺᎅ๔ॳ

-17-

<附件四>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

正

作

業

現

行

作

業

說

明

第二條：資產之適用範圍
第二條：資產之適用範圍
1、依據金管證發字
一、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一、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
第 10703141072
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
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
號令修正。
證、認購 (售) 權證、受益證券
證、認購 (售) 權證、受益證券 2、未修訂之條文，
及資產基礎證券等投資。
及資產基礎證券等投資。
不再臚列。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
資性不動產、營建業之存貨)及設
投資性不動產、土地使用權、營
備。
建業之存貨)及設備。
三、會員證。
三、會員證。
四、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 四、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
權等無形資產。
權等無形資產。
五、使用權資產。
六、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特定利 五、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資產、
率、金融工具價格、商品價格、
利率、匯率、指數或其他利益等
匯率、價格或費率、指數、信用
商品所衍生之遠期契約、選擇權
評等或信用指數、或其他變數所
契約、期貨契約、槓桿保證金契
衍生之遠期契約、選擇權契約、
約、交換契約，及上述商品組合
期貨契約、槓桿保證金契約、交
而成之複合式契約等。所稱之遠
換契約，上述契約之組合，或嵌
期契約，不含保險契約、履約契
入衍生性商品之組合式契約或結
約、售後服務契約、長期租賃契
構型商品等。所稱之遠期契約，
約及長期進(銷)貨合約。
不含保險契約、履約契約、售後
服務契約、長期租賃契約及長期
進(銷)貨契約。
七、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六、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
企業併購法或其他法律進行合
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處分之
資產，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
條之三規定發行新股受讓他公司
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讓）者。
八、其他重要資產。

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
企業併購法或其他法律進行合
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處分之
資產，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
條第六項規定發行新股受讓他
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讓）
者。
七、其他重要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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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資產之取得與處分程序

第三條：資產之取得與處分程序

一、有價證券投資之取得與處分程序 一、有價證券投資之取得與處分程序
(內文未修訂，略)
(內文未修訂，略)
二、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之 二、不動產及設備之取得與處分程序
取得與處分程序
(一)、價格決定方式：
(一)、價格決定方式：
1、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設備
1、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
應參考公告現值、評定現
使用權資產應參考公告現值、
值、鄰近不動產實際成交價
評定現值、鄰近不動產實際成
格或帳面價值、供應商報價
交價格或帳面價值、供應商報
等議定之。
價等議定之。
2、若係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應先依第四條規
定之方法設算，以評估交易價

2、若係向關係人購入不動
產，應先依第四條規定之方
法設算，以評估交易價格是

格是否合理。
(二)、參考依據及估價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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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合理。
(二)、參考依據及估價報告：
除與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
供營業使用之設備外，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
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洽請客觀公正之專業估價
者出具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
規定。

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客
觀公正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估
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惟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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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
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

1、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
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

易價格之參考依據時，該項
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
過;其嗣後有交易條件變更
時，亦同。

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
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
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條件
變更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
辦理。
2、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
以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
業估價者估價。

2、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
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
估價者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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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

3、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

列情形之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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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情形之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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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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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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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
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
個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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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
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
個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

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者，得
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
書。
建設業除採用限定價格、特定價
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
參考依據外，如有正當理由未能
即時取得估價報告者，應於事實
發生之即日起算二週內取得估

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
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
具意見書。
建設業除採用限定價格、特定
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
之參考依據外，如有正當理由
未能即時取得估價報告者，應
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週內

價報告或本款第(二)目之 3 會
計師意見。

取得估價報告或本款第(二)目
之 3 會計師意見。

(三)、授權額度及層級：
(三)、授權額度及層級：
(內文未修訂，略)
(內文未修訂，略)
(四)、執行單位及交易流程：
(四)、執行單位及交易流程：
(內文未修訂，略)
(內文未修訂，略)
三、會員證、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 三、 會員證、無形資產之取得與處分
產之取得與處分程序
程序
(一)、價格決定方式：
(一)、價格決定方式：
1、會員證之取得或處分，應考
1、會員證之取得或處分，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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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其可產生之效益，參酌當

量其可產生之效益，參酌當

時最近之成交價格議定。
時最近之成交價格議定。
2、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
2、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
特許權等無形資產或其使用
特許權等無形資產之取得或
權資產之取得或處分，應參
處分，應參考國際或市場慣
考國際或市場慣例、可使用
例、可使用年限及對公司技
年限及對公司技術、業務之
術、業務之影響議定。
影響議定。
(二)、參考依據：
(二)、參考依據：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無形資產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交易金額達公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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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與政府機關交易外，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

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
交易價格之合理性表示意見，
之合理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
會計師並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
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
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
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
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
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理。
辦理。
(三)、授權額度及層級：
(三)、授權額度及層級：
(內文未修訂，略)
(內文未修訂，略)
(四)、執行單位及交易流程：
(四)、執行單位及交易流程：
(內文未修訂，略)
(內文未修訂，略)
四、衍生性商品之處理程序
四、衍生性商品之處理程序
(一)、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 (一)、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
應參酌期貨市場交易狀況、匯
應參酌期貨市場交易狀況、匯
率及利率走勢等。
率及利率走勢等。
(二)、授權額度及層級：
(二)、授權額度及層級：
1、避險性交易：
(1)單筆或累計成交部位在美

1、避險性交易：
(1)單筆或累計成交部位在美

金 200 萬元(含)以下者，
由總經理核決。
(2)單筆或累計成交部位在美
金 200 萬元(不含)以上
者，由董事長核決。
2、非避險性交易：為降低風險
單筆或累計成交部位在
(1)美金 100 萬元以下(含等

金 200 萬元(含)以下者，
由總經理核決。
(2)單筆或累計成交部位在美
金 200(不含)萬元以上
者，由董事長核決。
2、非避險性交易：為降低風險
單筆或累計成交部位在
(1)美金 100 萬元以下(含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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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幣別)均須呈董事長核
准。
(2)美金 100 萬元以上應經董
事會核准，始得進行相關
交易。
3、為使公司之授權能配合銀行
相對的監督管理，被授權之
交易人員必須告知銀行。
4、依前述授權進行之衍生性商
品交易，應於事後提報最近
期董事會。
(三)、執行單位及交易流程：
(內文未修訂，略)
(四)、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控管

幣別)均須呈董事長核准。
(2)美金 100 萬元以上應經董
事會核准，始得進行相關
交易。
3、為使公司之授權能配合銀行
相對的監督管理，被授權之
交易人員必須告知銀行。
4、依前述授權進行之衍生性商
品交易，應於事後提報最近
期董事會。
(三)、執行單位及交易流程：
(內文未修訂，略)
(四)、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控管

1、交易之原則及方針：
(內文未修訂，略)
2、風險管理措施：
(內文未修訂，略)
3、內部稽核制度：
(1)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

1、交易之原則及方針：
(內文未修訂，略)
2、風險管理措施：
(內文未修訂，略)
3、內部稽核制度：
(1)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

期瞭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
部控制之允當性，並對交
易部門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之作業程序遵循規定情
形按月稽核，且作成稽核
報告，如發現重大違規情
事，應以書面通知各監察
人及獨立董事。

期瞭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
部控制之允當性，並對交
易部門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之作業程序遵循規定情
形按月稽核，且作成稽核
報告，如發現重大違規情
事，應以書面通知各監察
人。

(2)本公司稽核人員應將衍生
性商品交易列入稽核計劃

(2)本公司稽核人員應將衍生
性商品交易列入稽核計劃

中，並於次年二月底前將
上年度之年度稽核計劃執
行情形向金融監督管理委
員會申報，且至遲於次年
五月底前將異常事項改善
情形申報金融監督管理委
員會備查。
4、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處理情

中，並於次年二月底前將
上年度之年度稽核計劃執
行情形向金融監督管理委
員會申報，且至遲於次年
五月底前將異常事項改善
情形申報金融監督管理委
員會備查。
4、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處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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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形：

(內文未修訂，略)
(內文未修訂，略)
五、企業合併、分割、收購及股份受 五、 企業合併、分割、收購及股份受
讓之處理程序
讓之處理程序
(內文未修訂，略)
(內文未修訂，略)
六、本條第一、二、三款所稱交易金 六、本條第一、二、三款所稱交易金
額之計算，應依第五條第二款規定
額之計算，應依第五條第二款規定
辦理。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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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
算一年，已依本處理程序規定取得
算一年，已依本處理程序規定取得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入。
七、惟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
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

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入。

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會計師
意見。
第四條：關係人交易之處理程序： 第四條：關係人交易之處理程序：
一、~二、(內文未修訂，略)
一、~二、(內文未修訂，略)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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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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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單位應將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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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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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單位應將下列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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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 (一)、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
性及預計效益。
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 (二)、 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
因。
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 (三)、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本條
用權資產，依本條第四、五款
第四、五款除外條款規定評估
除外條款規定評估預定交易
預定交易條件合理性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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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合理性之相關資料。

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 (四)、 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
易對象及其與本公司和關係
易對象及其與本公司和關係
人之關係等事項。
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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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
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
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
用之合理性。
用之合理性。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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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
意見。
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 (七)、 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
重要約定事項。
重要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五條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五條
第二款規定辦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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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本處理程
序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
認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母(子)公司，或其直接或

第二款規定辦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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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本處
理程序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
察人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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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
備，交易金額在第五條公告之標準
內，授權董事長先行決行，事後再
提報最近期之董事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供營業使用之設備，交易金額在第
五條公告之標準內，授權董事長先
行決行，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
追認。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
動產使用權資產。
四、交易條件合理性之評估：
四、交易條件合理性之評估：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除
使用權資產，除關係人係因繼承
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
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動產；或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
資產；或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
時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或其使用權資產時間距本交易訂
或係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
約日已逾五年；或係與關係人簽
自地委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
訂合建契約，或自地委建、租地
人興建不動產而取得不動產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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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產而

形外，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

取得不動產；或與其母公司、子
本之合理性，並洽請會計師複核
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
及表示具體意見。
之百已發行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
公司彼此間，取得供營業使用之
不動產使用權資產。等情形外，
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
理性，並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
具體意見。
(一)、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 (一)、 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
資金利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
資金利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
之成本。所稱必要資金利息成
本，以公司購入資產年度所借
款項之加權平均利率為準設

之成本。所稱必要資金利息成
本，以公司購入資產年度所借
款項之加權平均利率為準設

算之，惟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
算之，惟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
布之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布之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二)、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 (二)、 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
融機構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
融機構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
機構對該標的物之貸放評估
機構對該標的物之貸放評估
總值，惟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
總值，惟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
之實際貸放累計值應達貸放
之實際貸放累計值應達貸放
評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
評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
期間已逾一年以上。但金融機
期間已逾一年以上。但金融機
構與交易之一方互為關係人
構與交易之一方互為關係人
者，不適用之。
者，不適用之。
(三)、合併購買或租賃同一標的之 (三)、 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
土地及房屋者，得就土地及房
房屋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
屋分別按前述(一)、(二)所列
按前述(一)、(二)所列任一方
任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法評估交易成本。
五、設算交易成本低於交易價格時應 五、 設算交易成本低於交易價格時應
辦事項：
辦事項：
依前款規定評估結果之交易成本
依前款規定評估結果之交易成本
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辦理下
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辦理下
列事項：
列事項：
(一)、應就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一)、 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
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
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交易法
額，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
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
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以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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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

或轉增資配股。提列之特別盈

股。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應
餘公積，應俟高價購入之資產
俟高價購入或承租之資產已
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為
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終止
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其
租約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
他證據確定無不合理，並經金
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
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
理，並經金管會同意後，始得
盈餘公積。
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二)、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 (二)、 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
八條規定辦理。
八條規定辦理
(三)、應將前述(一)、(二)處理情形 (三)、 應將前述(一)、(二)處理情形
提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
容揭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但如因下列情形，並提出客觀證據

提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
容揭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但如因下列情形，並提出客觀證據

及取具不動產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
及取具不動產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
之具體合理性意見者，不在此限。
之具體合理性意見者，不在此限。
(一)、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 (一)、 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
行興建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
行興建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
件之一者：
件之一者：
1、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
1、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
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營建
成本加計合理營建利潤，其
合計數逾實際交易價格
者。所稱合理營建利潤，應
以最近三年度關係人營建
部門之平均營業毛利率或
財政部公布之最近期建設
業毛利率孰低者為準。
2、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
或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
非關係人交易案例，其面積
相近，且交易條件經按不動
產買賣或租賃慣例應有之
合理樓層或地區價差評估
後條件相當者。

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營建
成本加計合理營建利潤，其
合計數逾實際交易價格
者。所稱合理營建利潤，應
以最近三年度關係人營建
部門之平均營業毛利率或
財政部公布之最近期建設
業毛利率孰低者為準。
2、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
或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
非關係人成交案例，其面積
相近，且交易條件經按不動
產買賣慣例應有之合理樓
層或地區價差評估後條件
相當者。
3、同一標的房地其他樓層一
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租賃
案例，經按不動產租賃慣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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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之合理樓層價差推估
其交易條件相當者。
(二)、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 (二)、 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
不動產或租賃取得不動產使
不動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
用權資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
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成
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
交案例相當且面積相近者。
交易案例相當且面積相近者。
前述所稱鄰近地區交易案例，以同
前述所稱鄰近地區成交案例，以同
一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方
一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
圓未逾五百公尺或其公告現值相近
方圓未逾五百公尺或其公告現值
者為原則；所稱面積相近，則以其
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積相近，則
他非關係人交易案例之面積不低於
交易標的物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
則；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取得不動

以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例之面積
不低於交易標的物面積百分之五
十為原則；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取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事實發生之日為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得不動產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
前追溯推算一年。

第五條：公告申報程序：
第五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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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及
內容，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內容，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
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
站辦理公告申報。
站辦理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一)、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
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
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
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
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
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國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
信託事業發行之貨幣市場基
資信託事業發行之貨幣市場
金，不在此限。
基金，不在此限
(二)、進行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二)、 進行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
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 (三)、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
本處理程序第三條第四款規
本處理程序第三條第四款規
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
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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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金額。

限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 (四)、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類屬供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且其交易
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
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並
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並達
達下列規定之一：
下列規定之一：
1、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未達新
1、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未達新
臺幣一百億時，交易金額達
臺幣一百億時，交易金額達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2、本公司實收資本額達新臺
2、本公司實收資本額達新臺
幣一百億以上時，交易金額
幣一百億以上時，交易金額
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五)、供營建業務使用之不動產或 (五)、 供營建業務使用之不動產且
其使用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
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
非為 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
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臺幣五億元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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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
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
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
式取得不動產，且其交易對象
式取得不動產，公司預計投入
非為關係人，公司預計投入之
之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以上。
上。
(七)、除前六目以外之資產交易、金 (七)、 除前六目以外之資產交易、金
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
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
地區投資，交易金額達本公司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地區投資，交易金額達本公司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財務報表實收資本額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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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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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閱財務報表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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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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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款所述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 二、 前款所述交易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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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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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
證券之金額。
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
證券之金額。
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

(四)、 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且已依「公開發行公司取得或處分
年，且已依「公開發行公司取得或
資產處理準則」規定公告部分免再
處分資產處理準則」規定公告部分
計入。
免再計入。
三、~五、(內文未修訂，略)
三、~五、(內文未修訂，略)
第六條：非供營業使用之投資範圍及 第六條： 非供營業使用之投資範圍及
額度：
額度：
本公司除取得供營業使用之資產外， 本公司除取得供營業使用之資產
尚得投資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 外，尚得投資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不
及其使用權資產或有價證券，其額度 動產、有價證券，其額度之限制分別
之限制分別如下：
如下：
一、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及其使用 一、 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之總額不
權資產之總額不得逾本公司最近
得逾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
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財務
簽證或核閱財務報表淨值之 100
報表淨值之 100 %。
%。
二、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及各別有價 二、 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及各別有價
證券之限額：不得逾本公司最近
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財務
報表淨值之 150 %。

證券之限額：不得逾本公司最近
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財務
報表淨值之 150 %。

第七條：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 第七條： 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
控管程序：
控管程序：
一、子公司取得或處份資產時，亦應 一、子公司取得或處份資產時，亦應
依本處理程序規定執行辦理。
依本處理程序規定執行辦理。
二、 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行公司 二、 子公司非屬公開發行公司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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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本公司應代該子公司辦理應

公司應代該子公司辦理應公告申

公告申報事宜。
報事宜。
三、 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中，所稱 三、 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中，所稱
「應公告申報標準有關實收資本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額或總資產」係以本公司之實收
或總資產百分之十規定」係以本
資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
準。
第九條：其他重要事項：
一、 (內文未修訂，略)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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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其他重要事項：
一、 (內文未修訂，略)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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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法、銀 三、~五、(內文未修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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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五、(內文未修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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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

正

作

業

現

行

作

業

說

明

第五條、背書保證辦理程序
第五條、背書保證辦理程序
一~二、(內文未修訂，略)
一~二、(內文未修訂，略)
三、內部稽核人員應每季稽核背書 三、內部稽核人員應每季稽核背書
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行情形，
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行情形，
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
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

依據：金管證審字第
1080304826 號修正「公
開發行公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理準則」部
分條文，修正本公司背

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
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
監察人及各獨立董事。
監察人。
四~六、(內文未修訂，略)
四~六、(內文未修訂，略)

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
文。

第七條、決策及授權層級
第七條、決策及授權層級
一、本公司辦理背書保證時，應依 一、本公司辦理背書保證時，應依
第五條條款規定程序簽核，並
第五條條款規定程序簽核，並
經董事會決議同意後為之。但
經董事會決議同意後為之。但
為配合時效需要，在總額為最
為配合時效需要，在總額為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閱財務報表之淨值 20%以下之
財務報表之淨值 20%以下之額
額度內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
度內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先行
先行決行，事後再報經最近期
決行，事後再報經最近期之董
之董事會追認。董事會討論
事會追認。(註：如已設置獨立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
董事，於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意見 ，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
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
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
事錄載明。
反對之理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二~三、(內文未修訂，略)
二~三、(內文未修訂，略)
第九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內文未修訂，略)

第九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內文未修訂，略)

二、除按月公告申報背書保證餘額 二、除按月公告申報背書保證餘額
外，本公司辦理背書保證金額
外，本公司辦理背書保證金額
達下列標準之一時，財務單位
達下列標準之一時，財務單位
應即檢附相關資料通知會計單
應即檢附相關資料通知會計單
位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
位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辦理公告申報：
日內辦理公告申報：
(一)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之
(一)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之
總額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總額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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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

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

者。
(二)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
背書保證金額達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
十以上者。
(三)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
背書保證金額達新臺幣一
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
證、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帳
面金額及資金貸與餘額合

者。
(二)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
背書保證金額達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
十以上者。
(三)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
背書保證金額達新臺幣一
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
證、長期投資及資金貸與
餘額合計數達公司最近期

計數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上
者。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
以上者。

(四)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保
證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
以上且達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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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保
證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
以上且達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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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款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
公司為之。

四款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
公司為之。

第十二條、其他事項
第十二條、其他事項
本作業程序之訂定經董事會決
本作業程序之訂定經董事會決議
議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 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
股東會同意後實施，如有董事表 東會同意後實施，如有董事表示
示異議且有記錄或書面聲明
異議且有記錄或書面聲明者，本
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各監 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
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 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亦同。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 (註：如已設置獨立董事，於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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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討論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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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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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

正

作

業

現

行

作

業

第一條、目的
第一條、目的
為健全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財 為健全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
務管理，以達到經營風險控制，
財務管理，以達到經營風險控
並使本公司對外資金貸與相關事
制，凡本公司對外資金貸與相關
項有所遵循，特訂定本作業程
事項，茲依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
序。本作業程序係依據證券交易
法暨相關法令規定訂定。

明

依據：金管證審字第
1080304826 號修正「公
開發行公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理準則」部
分條文，修正本公司資

理委員會(以下簡稱證期會)91
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
年 12 月 18 日台財證(六)字第
分條文。
0910161919 號函「公開發行公
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理準
則」相關規定制訂本作業程序。

第四條、資金貸與作業
第四條、資金貸與作業
(一)辦理程序
(一)辦理程序
1.本公司辦理資金貸與或短
1.本公司辦理資金貸與或
期融通事項，經本公司財
短期融通事項，經本公司
務單位審核後，呈董事長
核准並提報董事會決議通
過後辦理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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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2.公司與其母公司或子公司

財務單位審核後，呈董事
長核准並提報董事會決
議通過後辦理之。(註：
如已設置獨立董事，於董
事會討論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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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與其母公司或子公司

間，或其子公司間之資金
貸與，應依前項規定辦
理，並授權董事長對同一
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
一定額度及不超過一年之
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
用。惟所謂一定額度以不
超過貸與公司最近財務報

間，或其子公司間之資金
貸與，應依前項規定辦
理，並授權董事長對同一
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
一定額度及不超過一年之
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
用。惟所謂一定額度以不
超過貸與公司最近財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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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淨值 10%為限。

表淨值 10%為限。

3.財務單位應就資金貸與事
項建立備查簿。資金貸與
經董事會決議後，應將資
金貸與對象、金額、董事
會通過日期、資金貸放日
期及依審查程序應審慎評
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4.內部稽核人員應每季稽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
其執行情形，並作成書面

3.財務單位應就資金貸與事
項建立備查簿。資金貸與
經董事會決議後，應將資
金貸與對象、金額、董事
會通過日期、資金貸放日
期及依審查程序應審慎評
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4.內部稽核人員應每季稽
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
序及其執行情形，並作成

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
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
察人及各獨立董事。

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
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
各監察人。

5.財務單位應就每月所發生
及註銷之資金貸與事項編
製明細表，俾控制追蹤及
辦理公告申報，並應按季
評估及提列適足之備抵壞
帳，且於財務報告中揭露

5.財務單位應就每月所發生
及註銷之資金貸與事項編
製明細表，俾控制追蹤及
辦理公告申報，並應按季
評估及提列適足之備抵壞
帳，且於財務報告中揭露

資金貸與資訊及提供簽證
會計師相關資料。
6.因情事變更，致貸與餘額
超限時，財務單位應訂定
改善計畫，並將相關改善
計畫送各監察人及各獨立
董事，並依計畫時程完成
改善。

資金貸與資訊及提供簽證
會計師相關資料。
6.因情事變更，致貸與餘額
超限時，財務單位應訂定
改善計畫，並將相關改善
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計
畫時程完成改善。

(二)審查程序
(內文未修訂，略)

(二)審查程序
(內文未修訂，略)

第八條、罰則
第八條、罰則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相關承辦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相關承
人員違反「公開發行公司資金貸 辦人員違反證期會所頒訂之「公
與及背書保證處理準則」或本處 開發行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
理程序時，視其違反情節，依下 證處理準則」或本處理程序時，
列規定辦理。違規記錄並將作為 視其違反情節，依下列規定辦
年度個人績效考核之參考。
理。違規記錄並將作為年度個人
績效考核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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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違反核決權限：初次違反者

(一)違反核決權限：初次違反者

應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
書面警告，並強制參加公司
內部之內控制度訓練課程，
累犯或情節重大者應予調職
或停職。
(二)違反評估程序：初次違反者
應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
書面警告，並強制參加公司
內部之內控制度訓練課程，
累犯或情節重大者應予調職

應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
書面警告，並強制參加公司
內部之內控制度訓練課
程，累犯或情節重大者應予
調職或停職。
(二)違反評估程序：初次違反者
應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
書面警告，並強制參加公司
內部之內控制度訓練課
程，累犯或情節重大者應予

或停職。
(三)違反公告申報：初次違反者
應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

調職或停職。
(三)違反公告申報：初次違反者
應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

書面警告，累犯或情節重大
書面警告，累犯或情節重大
者應予調職或停職。
者應予調職或停職。
(四)違反規定人員之上級主管亦 (四)違反規定人員之上級主管亦
應接受處罰，但能合理說明
應接受處罰，但能合理說明
已於事前防範者，不在此限。
已於事前防範者，不在此限。
(五)董事會或董事執行業務違反 (五)董事會或董事執行業務違反
相關規定及股東會決議者，
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一
十八條之二之規定，通知董
事會或董事停止其行為。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三條規定資金
貸與超限時，應與借用人連帶負
返還責任；如公司受有損害者，
亦應由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相關規定及股東會決議者，
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一
十八條之二之規定，通知董
事會或董事停止其行為。

第十條、本作業程序之訂定經董事 第十條、本作業程序之訂定經董事
會決議通過後，送各監察
會決議通過後，送各監察
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
實施，如有董事表示異議
且有記錄或書面聲明者，
本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各
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
論，修正時亦同。董事會
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

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
實施，如有董事表示異議
且有記錄或書面聲明
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併
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
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註：如已設置獨立董
事，於董事會討論時，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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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

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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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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