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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 河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七年度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民國一○七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二)上午上午九時整（台北時間） 

地  點：台北市仁愛路三段 160 號台北福華大飯店 4樓 405會議室 

出席股東：親自出席、委託出席及電子出席股東代表股份總數共 67,372,639 股，佔本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74,770,300股之 90.10%。 

 

主  席：謝榮輝                  紀錄：董正珣 

 

列  席：黃登士董事、李木文董事、杜金陵董事、林婉玲獨立董事、關春修會計師、

王聖豐財務長 

議  程： 

壹、  宣布開會：出席股份總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宣布會議開始。 

貳、  主席致詞：略。 

參、 報告事項 

一、106年度營業報告書，報請 公鑒。 

說 明：本公司 106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二、106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報請 公鑒。 

說 明：本公司 106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三、106年度董事酬勞及員工酬勞分配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說 明： 

1. 106年度董事酬勞及員工酬勞分配情形業經 107年 3月 12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2. 本公司 106年度董事酬勞及員工酬勞分配表，請參閱【附件三】。 

 

肆、 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06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說 明： 

一、本公司 106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關春修及張

純怡會計師查核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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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公司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請參閱【附件一】及

【附件四】。 

三、提請 承認。 

決 議：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 67,372,639 權（含電子投票 6,122,064 權），贊成權數為

62,709,830權（含電子投票 3,871,175權），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3.08%；反對

權數為 9權（含電子投票 9權），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0%；無效權數為 0權，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0%；棄權 /未投票權數為 4,662,800 權（含電子投票

2,250,880 權），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6.92%。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

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06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說 明： 

一、本公司 106年度盈餘分配案業經 107年 3月 12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二、本公司 106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五】。 

三、提請 承認。  

決 議：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 67,372,639 權（含電子投票 6,122,064 權），贊成權數為

62,710,830權（含電子投票 3,872,175權），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3.08%；反對

權數為 9權（含電子投票 9權），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0%；無效權數為 0權，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0%；棄權 /未投票權數為 4,661,800 權（含電子投票

2,249,880 權），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6.92%。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

案通過。 

 

伍、 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董事選舉案。 

說 明： 

一、本屆董事及獨立董事任期於 107年 6月 17日屆滿，擬配合本次股東常會辦

理全面改選董事。 

二、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本次選任董事七人(含獨立董事三人)，獨立董事採候

選人提名制度。 

三、新任董事任期三年，其任期自 107 年 6月 12日至 110年 6 月 11日，原任

董事任期至本次股東常會完成時止。 

四、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度，其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

107年 5月 2日董事會審核通過，茲將相關資料載明如下： 

姓名 白培霖 林婉玲 張祖恩 

學歷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

分校電機工程博士 

-台灣大學電機系 

-東海大學會計系 

-日本東北大學土木

工學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

工學碩士 



 3 GREEN RIVER HOLDING CO. LTD. 

 

姓名 白培霖 林婉玲 張祖恩 

經歷 

-南亞科技副總經理兼

發言人 

-登峰半導體股份有限

公司副總裁 

-敦泰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副總經理 

-高考會計師及格 

-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 

-東陽實業廠(股)公司財

務課長 

-元大京華證券承銷部 

-金鼎證券承銷部經理 

-華南永昌證券承銷部經

理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

公司獨立董事 

-中鴻鋼鐵股份有限

公司獨立董事 

現職 

-華邦電子副總經理 

-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凌越生醫股份有限公

司監察人 

-安集科技(股)公司總經

理特別助理兼發言人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

工程學系教授 

持有股份 0 0 0 

 

五、本次選舉依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為之，請參閱【附錄三】。  

六、提請 選舉。  

選舉結果： 

董事 

戶號或身份證明文件編號 戶名或姓名 當選權數 

00000001 
Green Source Investments Ltd綠

源投資有限公司 
75,859,605 

00000004 Chin Tai Holding Inc. 59,275,145 

00000008 Park Island Enterprises Limited 59,275,145 

00000009 Forward Thinking Limited 59,275,145 

 

獨立董事 

戶號或身份證明文件編號 戶名或姓名 當選權數 

A120962XXX 白培霖 56,649,622 

S221234XXX 林婉玲 56,486,914 

N103009XXX 張祖恩 56,479,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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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說 明： 

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

為，應對股東會說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因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或有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

並擔任董事之行為，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之前提下，依法提請股東會解除

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之限制。 

三、提請 討論。  

新任董事解除明細如下： 

姓名 目前兼任公司及職務 

Green Source 
Investments Ltd 
綠源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謝榮輝 

Green River Panels (Thailand) Co., Ltd. 董事兼董事長 

Green River Wood & Lumber Manufacturing (Thailand) 
Co., Ltd. 董事兼董事長 

Green River Parawood Co., Ltd. 董事兼董事長 

Thailand Nature Resource Co., Ltd. 董事兼董事長 

Green River Panels Trang (Thailand) Co., Ltd. 董事兼董事長 

Happy Magic International Limited董事長 

Forward Thinking 
Limited 
代表人：黃登士 

Green River Panels (Thailand) Co., Ltd. 董事、執行長兼營

運長 

Green River Wood & Lumber Manufacturing (Thailand) 
Co., Ltd. 董事、執行長兼營運長 

Green River Parawood Co., Ltd. 董事、執行長兼營運長 

Thailand Nature Resource Co., Ltd. 董事、執行長兼營運長 

Green River Panels Trang (Thailand) Co., Ltd. 董事、執行長

兼營運長 

TDIC South Co., Ltd. 董事、董事長兼執行長 

Happy Magic International Limited執行長 

Chin Tai Holding Inc. 
代表人：李木文 

Green River Panels (Thailand) Co., Ltd. 董事兼銷售長 

Green River Wood & Lumber Manufacturing (Thailand) 
Co., Ltd. 董事兼銷售長 

Green River Parawood Co., Ltd. 董事兼銷售長 

Thailand Nature Resource Co., Ltd. 董事兼銷售長 

Green River Panels Trang (Thailand) Co., Ltd. 董事兼銷售長 

TDIC South Co., Ltd. 董事兼銷售長 

Park Island Enterprises 
Limited 
代表人：杜金陵 

世豐螺絲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大成國際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 

大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世鎧精密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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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目前兼任公司及職務 

白培霖 

華邦電子副總經理 

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凌越生醫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林婉玲 安集科技(股)公司總經理特別助理兼發言人 

 

決 議：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 67,372,639 權（含電子投票 6,122,064 權），贊成權數為

61,800,990權（含電子投票 2,962,335權），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1.73%；反對

權數為 138,389 權（含電子投票 138,389 權），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0.21%；無

效權數為 0權，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0%；棄權/未投票權數為 5,433,260 權（含

電子投票 3,021,340 權），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8.06%。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

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提請 討論。 

說 明： 

一、為吸引及留任公司所需專業人才、激勵員工及提昇員工向心力，以共同創

造公司及股東之利益，擬提請股東會決議通過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二、發行總額、發行條件、員工資格條件及得獲配之股數、辦理本次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之必要理由、可能費用化之金額、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及其

他對股東權益影響事項，請參閱【附件六】。 

三、提請 討論。  

決 議：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 67,372,639 權（含電子投票 6,122,064 權），贊成權數為

62,560,270權（含電子投票 3,721,615權），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2.86%；反對

權數為 138,389 權（含電子投票 138,389 權），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0.21%；無

效權數為 0權，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0%；棄權/未投票權數為 4,673,980 權（含

電子投票 2,262,060 權），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6.94%。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

本案照案通過。 

 

柒、 臨時動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臨時動議提出。 

捌、 散會：同日上午九時二十九分，主席宣布散會，獲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 



 

 
 

附件一、106年度營業報告書 

 

綠河股份有限公司 

106年度營業報告書 
 
謹致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回顧 106 年全球經濟，景氣呈現溫和復甦態勢、但國際原物料價格走高，新興市

場成長動能低於預期及美元持續偏弱，因本集團 98%以上的營收來自於外銷，受到各

區域經濟體的政治與經濟環境影響之下，本集團透過經營團隊與全體同仁的努力，積

極調整集團體制、深耕客戶關係、加強資產運用效率、控制原物料成本穩定及提升營

運動能，今年度營收達新台幣 34.6 億元，創下集團歷史新高，且每股盈餘達 9.48 元。

茲將 106年度經營成果及今年度展望報告如次： 

 
一、106年營業報告 

 
(一) 營運成果 

  本集團 106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3,460,890 仟元，年度歸屬予母公

司股東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708,993 仟元；每股稅後基本盈餘為 9.48 元。與 105

年度相較營業收入成長 22.25%，稅後淨利成長 34.31%，惟受到美金匯率走貶

及原物料價格成長的影響，毛利率小幅下降至 29%。 

 
(二) 營運收支預算執行情形：因本集團不需編製財務預測，故不適用。 

 
(三) 財務收支分析 

損益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6年度 105年度 增(減)比例% 

營 業 收 入 3,460,890 2,831,077 22.25% 

營 業 成 本 2,446,726 1,820,441 34.40% 

營 業 毛 利 1,014,164 1,010,636 0.35% 

營 業 費 用 421,749 376,998 11.87% 

營 業 淨 利 592,415 633,638 (6.51)% 

稅 前 淨 利 749,755 590,757 26.91% 

稅 後 淨 利 706,946 523,665 35.00%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淨利 708,993 527,871 34.31% 

資料來源：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表 

 
  



 

 
 

(四) 獲利能力分析 

重要財務比率分析 

項                 目 106年度 105年度 

資產報酬率(%) 11.23 12.50 

股東權益報酬率(%) 25.88 22.81 

占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 79.63 85.59 

稅前純益 100.27 79.80 

純益率(%) 20.43 18.50 

每股盈餘(元) 9.48 7.07(註) 

資料來源：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表 

註：盈餘配股追溯調整後 

 
(五) 研究發展狀況 

  本集團持續增進塑合板製程，精準控制板材甲醛含量，本集團低甲醛含量

之塑合板已符合歐洲環保標準且取得美國 CARB 認證，係達到世界級環保標準

之產品。未來本集團將積極提升膠合劑技術與配方，開發多種具特殊應用特性

產品並提升產線效能，以提升產品競爭力。 

 
  本集團持續精進管理實木板材事業體，致力於降低原木的損耗及穩定裁切

寬度，並在板材的色澤上投入改善計畫，以創造色澤白晳，高品質之板材為研

發目標。 

 
二、107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 經營方針 

 
1.產品研發： 優化製程並持續整合硬體設備及軟體控制，提升系統整合優勢。 

2.人力資源： 配合擴廠計畫及市場拓展，積極對外招募及培養人才。 

3.行銷管理： 持續深耕客戶關係，掌握市場需求及產品趨勢並拓展新市場。 

4.財務績效： 降低外部融資成本，加強應收付控管，增加資金應用效率。 

5.營運管理： 透過強化客戶合作關係，累積業界人脈資源，掌握產業動態及產品

趨勢，據以調整公司營運規劃。 

 
(二) 重要產銷政策 

 
1.研發技術： 精進膠合劑技術及研製具特殊應用特性之塑合板，並持續改良配方

以期符合更多國際產品認證標準。 

2.生產製造： 持續整合軟硬體系統控制以提升產品良率。 

3.銷售市場： 利用位處於東南亞中心之戰略地位，持續鞏固東協銷售網絡，積極

開拓東北亞客源及計畫性布局中東區域，拓展業務版圖。 

4.營運效能： 在採購、生產及庫存環節加強成本控制，在產品上體現差異化優勢

以提高營運績效。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一) 產品策略：積極擴張產能創造規模經濟價值，與膠水供應商策略合作，提升產

品品質及降低成本。 

(二) 行銷策略：透過完善營銷機制及強化營銷網路，配合未來產品安全及品質的提

升，進入高等級塑合板及環保性能產品市場。 

(三) 財務策略：強化資金管理並有效運用各類金融工具，提高資金運行效率以因應

國際金融市場之變動。 

 
四、107年營運展望 

 
  展望今年，在全球經濟緩步復甦，但仍面臨多項潛在風險之下，本集團 107

年營運展望將致力聚焦於 1. 產業垂直整合、2. 優化資訊系統、精進營運管理基礎、

3. 提升成本控制與營運動能。本集團仍將秉持永續發展的經營理念，以積極策略

輔以審慎態度，持續追求成長，提升本集團之市場競爭能力，進而成為亞洲綠色

資源塑合板廠之領導企業。敬祝各位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  事     長： 謝 榮 輝 

 
 
經  理  人： 黃 登 士 

 
 
會     計    主    管： 王 聖 豐 

 
 

 

 

  



 

 
 

附件二、106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綠河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其

中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關春修會計師及張純怡

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

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

百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察。 

 

此  致 

本公司一○七年股東常會 

 

 

 

 

 

綠 河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吳青松 

 

 

中 華 民 國 一 ○ 七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附件三、106年度董事酬勞及員工酬勞分配表 

 

綠河股份有限公司 

106年度董事酬勞及員工酬勞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106年度稅前淨利 710,249,317 

董事酬勞 750,000 

員工酬勞（現金） 750,000 

 
說 明： 

1. 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零點一

（0.1%）之稅前淨利為員工酬勞，及不高於百分之三（3%）之稅前淨利為

董事酬勞。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前述員工酬勞應

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其資格由本公

司董事會決定。 

2. 上述董事酬勞及員工酬勞提撥比例均約為0.1056%。 

 



 

 

附件四、106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暨財務報表 

 

 

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綠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綠河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公司)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

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合併

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

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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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

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合併公司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

與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與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

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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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合併公司保持超然獨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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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合併公司民國一○六年度合併財務報告之

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

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鍵查核事項如

下： 

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三)收入認列，收入相關揭露，請

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十六)。 

關鍵查核事項之說明： 

銷貨收入係管理階層評估公司財務或業務績效之主要指標，且受投資大眾的高度注意，故

收入認列為本會計師執行本年度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 

．對收入認列有關之內部控制設計及執行有效性進行測試。 

．針對前十大銷售客戶進行趨勢分析，包括比較本期與最近一期及去年同期之客戶名單及銷售

收入金額，以評估有無重大異常，若有重大變動者，查明並分析其原因。 

．抽核全年度銷售交易，以評估銷售交易之真實性、銷貨收入認列金額之正確性及入帳時點之

合理性。 

．測試年度結束前後一段期間銷售交易之樣本，以評估收入認列時點是否適當。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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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告，

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

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包括評估合併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

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合併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

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合併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告整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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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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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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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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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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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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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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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合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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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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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使合併公司繼續

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

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注意合



 

 

併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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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查核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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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公司不再具有繼續

經營之能力。  

5. 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表是否允當表

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告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團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

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

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合併公司民國一○六年度合併財務報告查

核之關鍵查核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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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

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88)台財證(六)第 18311號 

金管證審字第 1050036075號 

 

民  國  一○七  年  三  月  十二  日 



 

 



 

 

 
 

 

 

 

  

 



 

 



 

 

 

 

 

 

 

 

 

 

 

 

 

 

 

 

 

 

 

 

 

 

 



 

 

附件五、106 年度盈餘分配表 

 

 
 

綠河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 106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小   計 合   計 

期初餘額  522,330,871  

減：精算損益入保留盈餘 1,460,322   

加：106年度稅後淨利    708,993,093    

加：迴轉以前年度特別盈餘公積 25,618,312  

可供分配盈餘   1,255,481,954 

減：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每股 4.20元) 314,035,260   

期末未分配盈餘  941,446,694 

附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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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另訂配息基準日暨發放等相關事宜。 

3. 本案嗣後如因公司股本變動以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致股東配息率發生變動

而須修正時，擬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董事長：謝榮輝 經理人：黃登士 會計主管：王聖豐 

  



 

 

附件六、限制員工權利新股說明及發行辦法 

 

一、發行總額 

本公司普通股 500,000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元，總額新台幣 5,000,000元。 

 

二、發行條件 

(一)發行價格：本次為無償發行，發行價格新台幣 0元。 

(二)既得條件： 

1.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期滿三個月仍在本公司任職，且期滿日前一年度個人

績效達本公司訂定目標績效，得既得百分之五十股份。 

2.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期滿十五個月仍在本公司任職，且期滿日前一年度個

人績效達本公司訂定目標績效，得既得百分之五十股份。 

3. 上述既得之股份以四捨五入計算並以仟股為單位。 

4.前述個人績效係指各任職期間達到依本公司績效評估與發展辦法所訂之績效，

包含達到應有貢獻度或達到特殊功績。 

5.員工自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後，遇有違反勞動契約或工作規則等重大過失

者，公司有權就其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無償收回並辦理註

銷。 

(三)發行股份之種類：本公司普通股新股。 

(四)員工之資格條件及得獲配之股數： 

1. 員工之資格條件： 

以本公司之正式編制內之全職員工為限。實際得被給予之員工及其得獲配

股份數量，將參酌年資、職等、職務、工作績效、整體貢獻、特殊功績或

其它管理上需參考之條件等因素，由董事長核定後，提請董事會決議。惟

如有經理人或具員工身分之董事者，應先提請薪酬委員會決議。 

2. 得獲配之股數： 

本公司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

規定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累計給予單一認股權人得認購股數，加計認股權

人累計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合計數，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之千分之三，且加計本公司依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發行員工認

股權憑證累計給予單一認股權人得認購股數，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

總數之百分之一。 

 

三、辦理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必要理由 

為吸引及留任公司所需之專業人才，並提高員工對公司之向心力及歸屬感，以共

同創造公司及股東之利益。 

 
  



 

 

四、可能費用化之金額、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及其他對股東權益影響事項 

(一) 可能費用化之金額: 

公司應於給與日衡量股票之公允價值，並於既得期間分年認列相關費用。本

次擬提股東會決議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上限為 500,000 股，每股以新台幣

0元發行，若全數達成既得條件，暫以 107年 3月 2日之收盤價新台幣 150元

計算，可能費用化之總金額為新台幣 75,000 仟元。依既得條件，暫估 107 年

度及 108年度費用化金額分別為新台幣 45,000仟元及 30,000仟元。 

(二) 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及其他對股東權益影響事項 

目前公司流通在外股數為 74,770,300 股，預計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佔已發

行股份總數之比率約為 0.67%。以所訂既得條件及以目前流通在外股數計算，

107 年度及 108 年度每年分攤之費用對每股盈餘稀釋分別約為新台幣 0.60 元

及 0.40元，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尚屬有限，故對股東權益並無重大影響。 

  



 

 

綠河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七年度第一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 

(草案) 

 

一、發行目的 

本公司為吸引及留任公司所需之專業人才，並提高員工對公司之向心力及歸屬感，

以共同創造公司及股東之利益，依據公司法第二六七條第八項及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發布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等相關規定，訂定本辦法。 

 

二、發行期間 

自股東會決議後一年內，得一次或分次向主管機關申報，並自主管機關申報生效

通知到達之日起一年內一次或分次發行，實際發行日期授權董事長訂定之。 

 

三、員工之資格條件及得獲配之股數 

(一) 員工之資格條件： 

以本公司之正式編制內之全職員工為限。實際得被給予之員工及其得獲配股

份數量，將參酌年資、職等、職務、工作績效、整體貢獻、特殊功績或其它

管理上需參考之條件等因素，由董事長核定後，提請董事會決議。惟如有經

理人或具員工身分之董事者，應先提請薪酬委員會決議。 

 

(二) 得獲配之股數： 

本公司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

定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累計給予單一認股權人得認購股數，加計認股權人累

計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合計數，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千分

之三，且加計本公司依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

累計給予單一認股權人得認購股數，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

之一。 

 

四、發行總額 

本公司普通股 500,000 股，每股票面金額新台幣 10 元，總額新台幣 5,000,000 元。 

 

五、發行條件 

(一) 發行價格：本次為無償發行，發行價格新台幣 0元。 

(二) 既得條件： 

1.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期滿三個月仍在本公司任職，且期滿日前一年度個

人績效達本公司訂定目標績效，得既得百分之五十股份。 

2.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期滿十五個月仍在本公司任職，且期滿日前一年度

個人績效達本公司訂定目標績效，得既得百分之五十股份。 

3. 上述既得之股份以四捨五入計算並以仟股為單位。 

4. 前述個人績效係指各任職期間達到依本公司績效評估與發展辦法所訂之績

效，包含達到應有貢獻度或達到特殊功績。 



 

 

5. 員工自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後，遇有違反勞動契約或工作規則等重大過

失者，公司有權就其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無償收回並辦

理註銷。 

(三) 發行股份之種類：本公司普通股新股。 

(四) 員工未符既得條件或發生繼承時之處理方式： 

1. 自願離職： 

未符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離職當日即視為未符既得條件，本

公司將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2. 其他終止僱傭關係(含無須預告的終止勞動契約、停職、免職、退休及資

遣)： 

除上述原因外，因其他原因致本公司與員工間勞動契約關係終止者，未符

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公司將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3. 留職停薪： 

經由公司核准辦理留職停薪之員工，於留職停薪生效日即視為未符既得條

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公司將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惟董事會

核准者不在此限，其未符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處理授權董事會

決議之。 

4. 一般死亡： 

除本辦法第五條第(四)項第 5 款所述之職業災害死亡外之其他死亡均視為

一般死亡。未符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死亡當日即視為喪失達

成既得條件資格，本公司將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5. 受職業災害殘疾或死亡者： 

(1) 因受職業災害致身體殘疾而無法繼續任職者，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

制員工權利新股，於員工離職日生效日起即視為達成所有既得條件。 

(2) 因受職業災害致死亡者，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

員工死亡日起即視為達成所有既得條件，由法定繼承人於事實發生後，

依民法繼承相關條文及「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繼承過戶

相關規定，完成法定必要程序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依信託保管契約

約定取得移轉股份。 

6. 調職： 

如員工請調轉任至關係企業或其他公司時，其未符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應比照自願離職人員方式處理。惟若應本公司之要求而調動者，

並經董事會核准者不在此限，其未符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處理

授權董事會決議之。 

7. 就未符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包含因前開各項所列事由所致之未

符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公司將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惟其所衍生之配股及配息，員工毋須返還或繳回。 

 

六、獲配新股後未符既得條件前受限制之權利 

(一) 依本辦法所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員工於獲配新股後未符既得條件前受

限制之權利如下： 



 

 

1. 不得將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出售、質押、轉讓、贈與他人、設定擔保或作

其他方式之處分。 

2. 股東會之出席、提案、發言、表決及選舉權等依信託保管契約執行之。 

3. 除前述因信託約定規定外，員工依本辦法獲配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未

達成既得條件前，其它權利包括但不限於股息、紅利及資本公積之受配權、

現金增資之認股權及表決權等，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相同，惟各

批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所衍生之配股及配息，與該批尚未既得之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受相同之限制。 

(二) 依本辦法第五條第(二)項所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既得條件達成前，

應以股票信託保管之方式辦理，並於獲配新股時，由員工授權本公司代理獲

配員工代為簽訂、修訂信託有關合約。 

 

七、獲配新股及既得股數之程序 

(一) 員工於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後，本公司將其獲配之股數登載於本公司股東

名簿，並以帳簿劃撥方式發給本公司新發行之普通股，其股票應以信託保管

之方式辦理，並依信託約定於既得條件限制期間內交付信託保管。 

(二) 本公司依本辦法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依法辦理變更登記。 

 

八、稅賦 

員工因本辦法既得股份所生相關稅賦，按當時中華民國稅賦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九、簽約及保密 

(一) 本公司完成法定發行程序後，即由承辦部門通知獲配員工簽署「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契約書」，經獲配員工完成「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契約書」簽署後，即

視為取得獲配權利；未依規定完成簽署者，即視同放棄獲配權利。 

(二) 凡經通知簽署後，均應遵守保密規定，除法令或主管機關要求外，不得洩露

獲配股份之相關內容及數量，若有違反上述事項視為未達既得條件，本公司

得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十、其他重要事項 

(一) 本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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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並報

經主管機關核准後生效，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前如有修改時亦同。若於送

件審核過程中，因主管機關審核之要求而須做修正時，授權董事長修訂本辦

法，嗣後再提董事會追認後始得發行。 

(二) 達成既得條件之情形如可既得股數與股份撥交員工之日期等相關事宜，以本

公司公告為準。 

(三)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未達既得條件前，其股票應以信託保管之方式辦理，針對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本公司股東會之出席、提案、發言、表決權及其他有關

股東權益事項，皆委託信託保管機構代為行使之。 

(四)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