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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Comparison Table for Amendments to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Green River Holding Co.Ltd. 
綠河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中文翻譯僅供參考，正確內容應以英文章程為準)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章程大綱 

Title of the 
Memorandu
m of 
Association 

THE COMPANIES LAW (2020 
REVISION)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SIXTH AMENDED AND 
RESTATED  
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 
OF 
Green River Holding Co. Ltd.   
 

THE COMPANIES LAW (AS 
AMENDED)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FIFTH AMENDED AND 
RESTATED  
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 
OF 
Green River Holding Co. Ltd.  

The revision 
is made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 
of the 
Cayman 
Islands 
Registry and 
Cayman law 
practice. 

章程大綱名

稱 
開曼群島公司法（2020 年修正） 
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版修訂及重述章程大綱 
Green River Holding Co. Ltd. 
綠河股份有限公司 

開曼群島公司法（及其修正） 
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版修訂及重述章程大綱 
Green River Holding Co. Ltd. 
綠河股份有限公司 

依照開曼公

司登記處之

要求及開曼

法律實務修

訂 

Article 3 The objects for which the 
Company is established are 
unrestricted and the Company shall 
have full power and authority to 
carry out any object not prohibited 
by any law as provided by the 
Companies Law (2020 Revision). 

The objects for which the 
Company is established are 
unrestricted and the Company shall 
have full power and authority to 
carry out any object not prohibited 
by any law as provided by the 
Companies Law (as amended). 
 

The revision 
is made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 
of the 
Cayman 
Islands 
Registry. 

第 3 條 本公司設立之目的未受限制， 
且公司有權從事公司法（2020 年

修正）所未禁止之任何營業 
項目。 

本公司設立之目的未受限制， 
且公司有權從事公司法（及其修

正）所未禁止之任何營業項目。 

依照開曼公

司登記處之

要求修訂 

Article 4 The Company shall have and be 
capable of exercising all the 
functions of a natural person of full 

The Company shall have and be 
capable of exercising all the 
functions of a natural person of full 

The revision 
is made 
bas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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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capacity irrespective of any 
question of corporate benefit as 
provided by the Companies Law 
(2020 Revision). 

capacity irrespective of any 
question of corporate benefit as 
provided by the Companies Law 
(as amended). 

requirement 
of the 
Cayman 
Islands 
Registry. 

第 4 條 公司有權依公司法（2020 年修

正）規定從事具有完全行為能力

自然人所得為之行為，不論該事

項是否有利於公司。 

公司有權依公司法（及其修正）

規定從事具有完全行為能力自然

人所得為之行為，不論該事項是

否有利於公司。 

依照開曼公

司登記處之

要求修訂 

Article 8 The share capital of the Company 
is New Taiwan Dollars 
1,500,000,000 divided into 
150,000,000 ordinary shares of a 
par value of New Taiwan Dollars 
10 each provided always that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mpanies Law (2020 Revision) 
and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the 
Company shall have power to 
redeem or purchase any of its 
shares and to sub-divide or 
consolidate the said shares or any 
of them and to issue all or any part 
of its capital whether original, 
redeemed, increased or reduced 
with or without any preference, 
priority or special privilege or 
subject to any postponement of 
rights or to any conditions or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and so that 
unless the conditions of issue shall 
otherwise expressly provide every 
issue of shares whether stated to be 
Ordinary, Preference or otherwise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powers on 
the part of the Company 
hereinbefore provided. 

The share capital of the Company 
is New Taiwan Dollars 
1,500,000,000 divided into 
150,000,000 ordinary shares of a 
par value of New Taiwan Dollars 
10 each provided always that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mpanies Law (as amended) and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the 
Company shall have power to 
redeem or purchase any of its 
shares and to sub-divide or 
consolidate the said shares or any 
of them and to issue all or any part 
of its capital whether original, 
redeemed, increased or reduced 
with or without any preference, 
priority or special privilege or 
subject to any postponement of 
rights or to any conditions or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and so that 
unless the conditions of issue shall 
otherwise expressly provide every 
issue of shares whether stated to be 
Ordinary, Preference or otherwise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powers on 
the part of the Company 
hereinbefore provided. 
 

The revision 
is made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 
of the 
Cayman 
Islands 
Registry. 

第 8 條 本公司授權資本額為新台幣

1,500,000,000 元，分成

150,000,000 股普通股，每股面額

為新台幣 10 元。公司有權依公

司法（2020 年修正）或公司章程

贖回或買回股份、分割或整合股

份，將原有、買回、增加或減少

之資本額全數或部分發行為附

（或無）優先、特別、遞延權利

本公司授權資本額為新台幣

1,500,000,000 元，分成

150,000,000 股普通股，每股面額

為新台幣 10 元。公司有權依公

司法（及其修正）或公司章程贖

回或買回股份、分割或整合股

份，將原有、買回、增加或減少

之資本額全數或部分發行為附

（或無）優先、特別、遞延權利

依照開曼公

司登記處之

要求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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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或附限制之股份。除非股份發行

條款有明示規定者外，所發行之

股份無論為普通股或特別股均與

公司先前所發行股份之權利相

同。 

或附限制之股份。除非股份發行

條款有明示規定者外，所發行之

股份無論為普通股或特別股均與

公司先前所發行股份之權利相

同。 
Article 9 If the Company is registered as 

exempted, its operations will be 
carried on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174 of the Companies 
Law (2020 Revision). 

If the Company is registered as 
exempted, its operations will be 
carried on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174 of the Companies 
Law (as amended). 

The revision 
is made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 
of the 
Cayman 
Islands 
Registry. 
 

第 9 條 若本公司登記為豁免公司者，其

營運將受公司法（2020 年修正）

第 174 條所拘束。 

若本公司登記為豁免公司者，其

營運將受公司法（及其修正）第

174 條所拘束。 

依照開曼公

司登記處之

要求修訂 
章程 

Title of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THE COMPANIES LAW (2020 
REVISION)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SIXTH AMENDED AND 
RESTATE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GREEN RIVER HOLDING CO. 
LTD 

THE COMPANIES LAW (AS 
AMENDED)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FIFTH AMENDED AND 
RESTATE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GREEN RIVER HOLDING CO. 
LTD  
 

The revision 
is made 
based on 
Cayman law 
practice. 

章程名稱 開曼群島公司法（2020 年修正） 
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版修訂及重述章程 
Green River Holding Co. Ltd.  
綠河股份有限公司 

開曼群島公司法（及其修正） 
 
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版修訂及重述章程 
Green River Holding Co. Ltd.  
綠河股份有限公司 

依照開曼公

司登記處之

要求及開曼

法律實務修

訂 

Article 1.1 Dissenting Member 
has the same meaning given 
thereto in Article 28.2 hereof; 

 The defined 
term is used 
in the 
amended 
Article 28. 
 

第 1.1 條 “異議股東” 
定義於本章程第 28.2 條。 

 配合第 28 條

之修訂新增

定義 
Article 1.1 Law  Law  The r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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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The Companies Law (2020 
Revision) of the Cayman Islands 
and every modification, 
reenactment or revision thereof for 
the time being in force 

The Companies Law (as amended) 
of the Cayman Islands and every 
modification, reenactment or 
revision thereof for the time being 
in force; 

is made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 
of the 
Cayman 
Islands 
Registry. 
 

第 1.1 條 “開曼公司法” 
指開曼群島之公司法（2020 年修

正）及所有對現行法之修正、重

新制定或修訂。 

“開曼公司法” 
指開曼群島之公司法（含其後修

正）及所有對現行法之修正、重

新制定或修訂。 

依照開曼公

司登記處之

要求修訂 

Article 2.4 
 
 
 
 
 
 
 
 
 
 
 
 
 
 
 
 
 
 
 
 
 
 
 
 
 
 
 
 
 
 
 
 
 
 
 

Unless otherwise resolved by the 
Members in general meeting by 
Ordinary Resolution, where the 
Company increases its issued share 
capital by issuing new shares for 
cash consideration pursuant to 
Article 2.3 hereof, after allocation 
of the Public Offering Portion, 
including,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any percentage in excess of 
1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the new 
shares to be issued for offering in 
the ROC to the public as resolved 
by the Members in general meeting 
be offered pursuant to Article 2.3, 
and the Employee Subscription 
Portion pursuant to Article 2.3 
hereof, the Company shall make a 
public announcement and notify 
each Member that he is entitled to 
exercise a pre-emptive right to 
purchase his pro rata portion of the 
remaining new shares, to be issued 
in the capital increase for cash 
consideration.  The Company shall 
state in such announcement and 
notices to the Members the 
procedures for exercising such pre-
emptive rights.  Where an exercise 
of the pre-emptive right may result 
in fractional entitlement of a 
Member, the entitlements 
(including fractional entitlements) 
of two or more Members may be 
combined to jointly subscribe for 
one or more whole new shares in 

Unless otherwise resolved by the 
Members in general meeting by 
Ordinary Resolution, where the 
Company increases its issued share 
capital by issuing new shares for 
cash consideration pursuant to 
Article 2.3 hereof, after allocation 
of the Public Offering Portion, 
including,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any percentage in excess of 
1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the new 
shares to be issued for offering in 
the ROC to the public as resolved 
by the Members in general meeting 
be offered pursuant to Article 2.3, 
and the Employee Subscription 
Portion pursuant to Article 2.3 
hereof, the Company shall make a 
public announcement and notify 
each Member that he is entitled to 
exercise a pre-emptive right to 
purchase his pro rata portion of the 
remaining new shares, to be issued 
in the capital increase for cash 
consideration.  The Company shall 
state in such announcement and 
notices to the Members the 
procedures for exercising such pre-
emptive rights and that if any 
Member fails to purchase his pro 
rata portion of such remaining 
newly-issued shares within the 
prescribed period, such Member 
shall be deemed to forfeit his pre-
emptive right to purchase such 
newly-issued shares.  Where an 

This 
provision is 
amended in 
order to 
reflect 
Article 142 
of the 
Company 
Ac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required by 
the 
Shareholders' 
Right 
Protection 
Checklist of 
the Taipei 
Exchange 
(the 
"Check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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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the name of a single Member, 
subject to compliance with such 
directions and terms and conditions 
as determined by the Board and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If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new 
shares to be issued has not been 
fully subscribed for by the 
Members within the prescribed 
period, the Company may 
consolidate such shares into the 
public offering tranche or offer any 
un-subscribed new shares to a 
specific person or persons in such 
manner a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If any person who has subscribed 
the new shares (by exercising the 
aforesaid pre-emptive right of 
Members or subscribing the Public 
Offering Portion or the Employee 
Subscription Portion) fails to pay 
when due any amount of the 
subscription price in relation to 
such newly-issued shares within 
the payment period as determined 
by the Company, the Company 
shall fix a period of no less than 
one month and call for payment of 
the subscription price or the 
Company may declare a forfeiture 
of such subscription.  No forfeiture 
of such subscription shall be 
declared as against any such person 
unless the amount due thereon 
shall remain unpaid for such period 
after such demand has been made.  
Notwithstanding the provisions of 
the preceding sentence, forfeiture 
of the subscription may be declared 
without the demand process if the 
payment period for subscription 
price set by the Company is one 
month or longer.  Upon forfeiture 
of the subscription, the shares 
remaining unsubscribed to shall be 
offered for subscription in such 
manner a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exercise of the pre-emptive right 
may result in fractional entitlement 
of a Member, the entitlements 
(including fractional entitlements) 
of two or more Members may be 
combined to jointly subscribe for 
one or more whole new shares in 
the name of a single Member, 
subject to compliance with such 
directions and terms and conditions 
as determined by the Board and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If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new 
shares to be issued has not been 
fully subscribed for by the 
Members within the prescribed 
period, the Company may 
consolidate such shares into the 
public offering tranche or offer any 
un-subscribed new shares to a 
specific person or persons in such 
manner a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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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2.4 條 

除經股東會另以普通決議為不同

決議外，公司依本章程第 2.3 條

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時，於依

本章程第 2.3 條提撥公開銷售部

分（為免疑義，包含公司依第

2.3 條增資發行新股，股東會決

議提撥高於發行新股總額百分之

十之股份在中華民國境內對外公

開發行，其超過發行新股總額百

分之十的部分，）及員工認股部

分後，應公告及通知原有股東，

其有權按照原有股份比例優先認

購剩餘新股。公司應在前開公告

中聲明行使此優先認股權之方

式。原有股東持有股份按比例不

足分認一新股者，得依董事會決

定之條件及公開發行公司規則，

合併其認股權而以單一股東名義

共同認購一股或多股；原有股東

於前述時間內未認足者，公司得

就未認購部分依符合公開發行公

司規則之方式辦理公開銷售或洽

特定人認購。 
倘認股人認購新股（行使前述股

東優先認股權或認購公開銷售或

員工認股部份）未能在公司所定

股款繳納期間內繳納發行新股之

股款，公司應定一個月以上之期

限催告該認股人照繳，並聲明逾

期不繳失其權利。除非認股人於

公司所定催告期限不照繳，公司

不得聲明認股人喪失其權利。縱

有上述規定，公司所定股款繳納

期限在一個月以上者，如認股人

逾期不繳納股款，即喪失其權

利，無須踐行前述催告之程序。

認股人喪失其權利後，該等未認

購之股份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

另行募集。 

 
 
 
除經股東會另以普通決議為不同

決議外，公司依本章程第 2.3 條

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時，於依

本章程第 2.3 條提撥公開銷售部

分（為免疑義，包含公司依第

2.3 條增資發行新股，股東會決

議提撥高於發行新股總額百分之

十之股份在中華民國境內對外公

開發行，其超過發行新股總額百

分之十的部分，）及員工認股部

分後，應公告及通知原有股東，

其有權按照原有股份比例優先認

購剩餘新股。公司應在前開公告

中聲明行使此優先認股權之方

式，及若任何股東逾期不認購

者，視為喪失其權利。原有股東

持有股份按比例不足分認一新股

者，得依董事會決定之條件及公

開發行公司規則，合併其認股權

而以單一股東名義共同認購一股

或多股；原有股東於前述時間內

未認足者，公司得就未認購部分

依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方式

辦理公開銷售或洽特定人認購。 
 

 
 
 
 
 
 
依據櫃買中

心股東權益

保護事項檢

查表（下稱

「檢查表」）

要求納入中

華民國公司

法第 142 條 

Article 12.3 Subject to the Law and Articles 
12.4 and 12.5 hereof, the 
following actions by the Company 
shall require the approval of the 
Members by a Supermajority 

Subject to the Law and Articles 
12.4 and 12.5 hereof, the following 
actions by the Company shall 
require the approval of the 
Members by a Supermajority 

This 
provision is 
added in 
order to 
ref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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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Resolution: 
(a) effecting any capitalization of 

distributable dividends and/or 
bonuses and/or any other 
amount prescribed under 
Article 17 hereof;  

(b) effecting any Merger (except 
for any Merger which falls 
within the definition of 
"merger" and/or 
"consolidation" under the Law, 
which requires the approval of 
the Company by Special 
Resolution only), share swap or 
spin-off of the Company; 

(c) entering into, amend, or 
terminate any Lease Contract, 
Management Contract or Joint 
Operation Contract;  

(d) the transferring of the whole or 
any essential part of the 
business or assets of the 
Company; or    

(e) acquiring or assuming the 
whole business or assets of 
another person, which has a 
material effect on the 
Company's operation. 

 

Resolution: 
(a) effecting any capitalization of 

distributable dividends and/or 
bonuses and/or any other 
amount prescribed under 
Article 17 hereof;  

(b) effecting any Merger (except 
for any Merger which falls 
within the definition of 
"merger" and/or 
"consolidation" under the Law, 
which requires the approval of 
the Company by Special 
Resolution only)or spin-off of 
the Company; 

(c) entering into, amend, or 
terminate any Lease Contract, 
Management Contract or Joint 
Operation Contract;  

(d) the transferring of the whole or 
anyessential part of the 
business or assets of the 
Company; or    

(e) acquiring or assuming the 
whole business or assets of 
another person, which has a 
material effect on the 
Company's operation. 

 

Article 29 of 
the Busines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ct (the 
"M&A Ac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required by 
the Checklist. 

第 12.3 條 於不違反開曼公司法及本章程第

12.4 條及第 12.5 條之情形下，公

司之下列行為應取得股東重度決

議之許可： 
(a)將得分派之股息及/或紅利及/

或其他第 17 條所定款項撥充

資本； 
(b)進行公司合併（除符合開曼公

司法所定義之「併購及／或合

併」須特別決議）、股份轉換

或分割計畫；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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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讓與其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

或財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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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不違反開曼公司法及本章程第

12.4 條及第 12.5 條之情形下，公

司之下列行為應取得股東重度決

議之許可： 
(a)將得分派之股息及/或紅利及/

或其他第 17 條所定款項撥充

資本； 
(b)進行公司合併（除符合開曼公

司法所定義之「併購及／或合

併」須特別決議）分割計畫；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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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讓與其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

或財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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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檢查表

要求納入中

華民國企業

併購法第 2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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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者。 

Article 14.6 
 
 
 
 
 
 
 
 
 
 
 
 
 
 
 
 
 
 
 
 
 
 
 
 
 
 
 
 
 
 
 
 
 
 
 
 
 
 
 
 
 
 
 
 
 
 
 

For so long as the shares are 
registered on the ESM or listed on 
the TSE or TPEx, if there are 
profits, in making the profit 
distribution recommendation, the 
Board shall set aside out of the 
profits of the Company for each 
financial year: (i) a reserve for 
payment of tax for the relevant 
financial year; (ii) an amount to 
offset losses incurred in previous 
years; (iii) a special surplus reserve 
as required by the applicable 
securities authority under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Special Surplus Reserve"); and 
(iv) other reserves as determined 
by the Board for specific purposes.  
Thereafter, having considered the 
financial, business and operational 
factors, including the Company 
being in the growth stage while 
competing in a mature industry, its 
capital expenditure, future 
expansion projects and financial 
plans for long term development, 
the amount to be distributed as 
dividends shall not be less than ten 
per cent (10%) of remaining 
profits.  After combining all or part 
of the accumulated undistributed 
profits in the previous years and 
the reversed special surplus 
reserve, the combined amount shall 
be allocated as dividends to the 
Members subject to the discretion 
of the Directors and upon approval 
by the Members.  Dividends shall 
be made by way of cash dividend 
only, or stock dividend only or a 
combination of cash dividend and 
stock dividend, provided however 
that, if the dividend is distributed 
by way of a combination of cash 
dividend and stock dividend, the 
cash dividend shall not be less than 
ten per cent (1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dividend payable under 

For so long as the shares are 
registered on the ESM or listed on 
the TSE or TPEx, if there are 
profits, in making the profit 
distribution recommendation, the 
Board shall set aside out of the 
profits of the Company for each 
financial year: (i) a reserve for 
payment of tax for the relevant 
financial year; (ii) an amount to 
offset losses incurred in previous 
years; (iii) a special surplus reserve 
as required by the applicable 
securities authority under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Special Surplus Reserve"); and 
(iv) other reserves as determined 
by the Board for specific purposes.  
Thereafter, having considered the 
financial, business and operational 
factors, including the Company 
being in the growth stage while 
competing in a mature industry, its 
capital expenditure, future 
expansion projects and financial 
plans for long term development, 
the amount to be distributed as 
dividends shall not be less than ten 
per cent (10%) of remaining 
profits.  After combining all or part 
of the accumulated undistributed 
profits in the previous years and 
the reversed special surplus 
reserve, the combined amount shall 
be allocated as dividends to the 
Members subject to the discretion 
of the Directors and upon approval 
by the Members.  Dividends shall 
be made by way of cash dividend 
but may also be made by stock 
dividends or a combination thereof, 
provided further that, the cash 
dividends shall not be less than ten 
per cent (1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dividends payable under this 
Article 14.6. 
 
 

This article is 
amended to 
retain 
flexibility for 
the dividend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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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14.6 條 

this Article 14.6, and further 
provided that in the case of a 
distribution of stock dividend there 
are sufficient unissued shares in the 
authorized share capital of the 
Company for the purpose of 
distributing such stock dividend. 
 
股份登錄興櫃買賣或於證交所或

櫃買中心上市櫃期間，董事會於

盈餘分派提案時，應於每會計年

度盈餘中先提列：(i)支付相關會

計年度稅款之準備金；(ii)彌補過

去虧損之數額；(iii) 證券主管機

關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要求之特

別盈餘公積（下稱「特別盈餘公

積」）；及(iv)經董事會決議特定

目的之準備金。本公司處於成長

階段且所營業務屬於成熟產業，

基於資本支出、業務擴充需要及

健全財務規劃以求長期永續發

展，本公司盈餘分派政策，以不

低於每會計年度盈餘扣除前述(i)
到(iv)後剩餘盈餘之百分之十

（10%），再由董事會決議是否

合併過去年度累積之未分配盈餘

之一部或全部及經迴轉之特別盈

餘公積，經股東會同意作為股利

分派予股東。股利得以全部現金

股利或全部股票股利或兩者併採

等方式分派，惟如併採現金股利

及股票股利，現金股利應至少佔

依本第 14.6 條所發放之當年度全

部股利之百分之十（10%）。此

外，如發放股票股利，公司授權

資本額中的未發行股份數應不少

於預計發行之股票股利數量。 

 
 
 
 
 
 
 
 
股份登錄興櫃買賣或於證交所或

櫃買中心上市櫃期間，董事會於

盈餘分派提案時，應於每會計年

度盈餘中先提列：(i)支付相關會

計年度稅款之準備金；(ii)彌補過

去虧損之數額；(iii) 證券主管機

關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要求之特

別盈餘公積（下稱「特別盈餘公

積」）；及(iv)經董事會決議特定

目的之準備金。本公司處於成長

階段且所營業務屬於成熟產業，

基於資本支出、業務擴充需要及

健全財務規劃以求長期永續發

展，本公司盈餘分派政策，以不

低於每會計年度盈餘扣除前述(i)
到(iv)後剩餘盈餘之百分之十

（10%），再由董事會決議是否

合併過去年度累積之未分配盈餘

之一部或全部及經迴轉之特別盈

餘公積，經股東會同意作為股利

分派予股東。股利得以現金股利

或股票股利或兩者併採之方式分

派，惟現金股利應至少佔依本第

14.6 條所發放之當年度全部股利

之百分之十（10%）。 

 
 
 
 
 
 
 
 
 
 
 
文字酌修以

茲明確定義 

Article 28.1 Subject to the Law, in the event 
any of the following resolutions is 
passed at general meetings, any 
Member who has abstained from 
voting in respect of such matter 
and expressed his dissent therefor, 
in writing or verbally (with a 
record) before or during the 

Subject to the Law, in the event 
any of the following resolutions is 
passed at general meetings, any 
Member who has notified the 
Company in writing of his 
objection to such matter prior to 
the meeting and has raised again 
his objection at the meeting, may 

This 
provision is 
revised in 
order to 
reflect 
Article 12 of 
the M&A Act 
as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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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meeting, may request the Company 
to purchase all of his shares at the 
then prevailing fair price: 
(a)the Company proposes to enter 
into, amend, or terminate any 
Lease Contract, Management 
Contract or Joint Operation 
Contract; 
(b)the Company transfers the 
whole or an essential part of its 
business or assets, provided that, 
the foregoing does not apply where 
such transfer is pursuant 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Company;  
(c)acquires or assumes the whole 
business or assets of another 
person, which has a material effect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Company; 
(d)the Company proposes to 
undertake a spin-off, Merger or 
share swap; or 
(e)the Company generally assumes 
all the assets and liabilities of 
another person or generally assigns 
all its assets and liabilities to 
another person. 
 

request the Company to purchase 
all of his shares at the then 
prevailing fair price: 
 
(a)the Company proposes to enter 
into, amend, or terminate any 
Lease Contract, Management 
Contract or Joint Operation 
Contract; 
(b)the Company transfers the 
whole or an essential part of its 
business or assets, provided that, 
the foregoing does not apply where 
such transfer is pursuant 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Company; or 
(c)acquires or assumes the whole 
business or assets of another 
person, which has a material effect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Company. 
 

by the 
Checklist. 

第 28.1 條 於不違反開曼公司法規範下，股

東會決議下列任ㄧ事項時，於會

議前或會議中，已以書面或口頭

表示異議（並經記錄）並放棄表

決權之股東，得請求公司以當時

公平價格收買其所有之股份： 

(a)公司擬締結、變更或終止任

何營業出租契約、委託經營

契約或共同經營契約； 

(b)公司轉讓其全部或主要部分

的營業或財產，但公司依解

散所為之轉讓，不在此限； 

  

(c)公司取得或受讓他人全部營

業或財產，對公司營運產生

重大影響者； 

(d)公司擬進行分割、合併、股

份轉換；或 

(e)公司概括承受他人全部財產

於不違反開曼公司法規範下，股

東會決議下列任ㄧ事項時，於會

議前已以書面通知公司其反對該

事項之意思表示，並於股東會上

提出反對意見的股東，得請求公

司以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所有之

股份： 

(a)公司擬締結、變更或終止任

何營業出租契約、委託經營

契約或共同經營契約； 

(b)公司轉讓其全部或主要部分

的營業或財產，但公司依解

散所為之轉讓，不在此限；

或 

(c)公司取得或受讓他人全部營

業或財產，對公司營運產生

重大影響者。 

依照檢查表

要求納入企

業併購法第

1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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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及負債，或概括讓與其全部

財產及負債。 

Article 28.2 
 
 
 
 
 
 
 
 
 
 
 
 
 
 
 
 
 
 
 
 
 
 
 
 
 
 
 
 
 
 
 
 
 
 
 
 
 
第 28.2 條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Law, any 
Member exercising his rights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28.1 (the 
"Dissenting Member") shall, within 
twenty (20)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e resolution passed at the general 
meeting, give his written notice of 
objection stating the repurchase 
price proposed by him.  If the 
Company and the Dissenting 
Member agree on a price at which 
the Company will purchase the 
Dissenting Member's Shares, the 
Company shall make the payment 
within ninety (90)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e resolution passed at the 
general meeting.  If, within ninety 
(90)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e 
resolution passed at the general 
meeting, the Company and the 
Dissenting Member fail to agree on 
a price at which the Company will 
purchase the Dissenting Member's 
Shares, the Company shall pay the 
fair price it deems fit to the 
Dissenting Member within ninety 
(90)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e 
resolution passed at the general 
meeting.  If the Company fails to 
pay the fair price it deems fit to the 
Dissenting Member within the 
ninety-day period, the Company 
shall be deemed to agree on the 
repurchase price proposed by such 
Dissenting Member. 
 
於不違反開曼公司法情形下，依

本章程第 28.1 條請求之股東（下

稱「異議股東」），應於股東會決

議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提出，並

列明請求收買價格。異議股東與

公司間就收買價格達成協議者，

公司應自股東會決議日起九十日

內支付價款。異議股東與公司間

未就收買價格達成協議者，公司

In the event any part of the 
Company’s business is spun off or 
involved in any Merger, any 
Member, who has abstained from 
voting in respect of such matter 
and expressed his dissent therefor, 
in writing or verbally (with a 
record) before or during the 
general meeting approving such 
spin off or Merger, may request the 
Company to purchase all of his 
shares at the then prevailing fair 
price. 
 
 
 
 
 
 
 
 
 
 
 
 
 
 
 
 
 
 
 
 
 
 
 
 
 
於公司營業被分割或進行合併之

情況下，於作成分割或合併決議

之股東會前或股東會中，以書面

表示異議、或以口頭表示異議經

紀錄，且已放棄表決權之股東，

得要求公司按當時公平價格收買

其持有之股份。 

Same as 
above.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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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應自股東會決議日起九十日內，

依其所認為之公平價格支付價款

予未達成協議之異議股東；公司

未於前述九十日期間內支付其所

認為之公平價格者，視為同意異

議股東請求收買之價格。 
Article 28.3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Law, if, 

within sixty (60)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e resolution passed at the 
general meeting, the Company and 
the Dissenting Member fail to 
agree on a price at which the 
Company will purchase such 
Dissenting Member's Shares, then, 
within thirty (30) days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date of the expiry of 
such sixty-day period, the 
Company shall file a petition with 
the court against all the Dissenting 
Members for a determination of the 
fair price of the Shares held by all 
the Dissenting Shareholders.  The 
Taiwan Taipei District Court, ROC, 
may be the court of the first 
instance for this matter. 
 

 Same as 
above. 

第 28.3 條 於不違反開曼公司法情形下，異

議股東與公司間就異議股東持有

股份之收買價格自股東會決議日

起六十日內未達成協議者，公司

應於此期間經過後三十日內，以

全體未達成協議之異議股東為相

對人，聲請法院就異議股東持有

之全數股份為公平價格之裁定，

並得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

審管轄法院。 

 同上 

Article 28.4 Notwithstanding the above 
provisions under this Article 28, 
nothing under this Article shall 
restrict or prohibit a Member from 
exercising his right under section 
238 of the Law to payment of the 
fair value of his shares upon 
dissenting from a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Same as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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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28.4 條 縱有前述本章程第 28 條之規

定，本條之規定未限制或禁止股

東依據開曼公司法第 238 條之規

定，於其對合併表示異議時，請

求支付其股份公平價格之權利。 

 同上 

第 37.1 條 董事如有下列情事應被解任：  
(a)依本章程規定被解除職務； 
(b)死亡；  
(c)依本章程第 34.3 條規定自動

解任者；  
(d)董事書面通知公司辭任董事職

位； 
(e)經法院依本章程第 36.2 條規

定裁判解任；或 
(f) 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當然

解任： 
(i) 受破產之宣告或經法院裁定開

始清算程序，尚未復權； 
(ii) 經相關管轄法院或官員裁決

其無行為能力，或依適用法律，

其行為能力受有限制； 
(iii)曾犯中華民國組織犯罪防制

條例規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

定，且(i)尚未執行、(ii)尚未執行

完畢、(iii)服刑或緩刑期滿尚未

逾五年，或(iv)赦免後未逾五

年； 
(iv) 曾因刑事詐欺、背信或侵占

等罪，經宣告有期徒刑一年以上

判決確定，(i)尚未執行、(ii)尚未

執行完畢、(iii)服刑或緩刑期滿

尚未逾二年，或(iv)赦免後未逾

二年；  
(v)曾犯中華民國貪污治罪條例之

罪，經有罪判決確定，且(i)尚未

執行、(ii)尚未執行完畢、(iii)服
刑或緩刑期滿尚未逾二年，或

(iv)赦免後未逾二年； 
(vi)受輔助宣告（依中華民國民

法定義）或相似之宣告，且該宣

告尚未撤銷；或 
(vii)曾因使用信用工具而經拒絕

往來尚未期滿。 

董事如有下列情事應被解任：  
(a)依本章程規定被解除職務； 
(b)死亡；  
(c)依本章程第 34.3 條規定自動

解任者；  
(d)董事書面通知公司辭任董事職

位； 
(e)經法院依本章程第 36.2 條規

定裁判解任；或 
(f) 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當然

解任： 
(i) 受破產之宣告或經法院裁定開

始清算程序，尚未復權者； 
(ii) 經相關管轄法院或官員裁決

其無行為能力，或依適用法律，

其行為能力受有限制； 
(iii)曾犯中華民國組織犯罪防制

條例規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

定，且(i)尚未執行、(ii)尚未執行

完畢、(iii)服刑或緩刑期滿尚未

逾五年，或(iv)赦免後未逾五

年； 
(iv) 曾因刑事詐欺、背信或侵占

等罪，經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

決確定，(i)尚未執行、(ii)尚未執

行完畢、(iii)服刑或緩刑期滿尚

未逾二年，或(iv)赦免後未逾二

年；  
(v)曾犯中華民國貪污治罪條例之

罪，經有罪判決確定，且(i)尚未

執行、(ii)尚未執行完畢、(iii)服
刑或緩刑期滿尚未逾二年，或

(iv)赦免後未逾二年； 
(vi)受輔助宣告（依中華民國民

法定義）或相似之宣告，且該宣

告尚未撤銷；或 
(vii)曾因使用信用工具而經拒絕

往來尚未期滿者。 

依照檢查表

之要求修訂

文字，英文

公司章程語

意已符合要

求，故不予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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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如董事候選人有本條第 37.1(f)款
各目情事之一者，該人應被取消

董事候選人之資格。 

如董事候選人有本條第 37.1(f)款
各目情事之一者，該人應被取消

董事候選人之資格。 
Article 47.2 
 
 
 
 
 
 
 
 
 
 
 
 
 
 
 
 
 
 
 
 
 
 
 
 
 
 
 
 
 
 
 
 
 
 
 
 
 
 
 
 
 
 
第 47.2 條 

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to the 
contrary contained in this Article 
47, a Director who i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terested in any matter 
under discussion at a meeting of 
the Directors or a contract or 
proposed contract or arrangement 
with the Company shall declare the 
nature and the essential contents of 
such interest at the relevant 
meeting of the Directors as 
required by the Applicable Law. If 
the Company proposes to enter into 
any transaction specified in Article 
28.1 or effect other forms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Applicable Law, a 
director who has a personal interest 
in such transaction shall declare the 
essential contents of such personal 
interest and the reason why he 
believes that the transaction is 
advisable or not advisable at the 
relevant meeting of the Directors 
and the general meeting as required 
by the Applicable Law. Where the 
spouse, the person related to a 
Director by blood and within the 
second degree (as defined under 
the ROC Civil Code), or any 
company which has a controlling 
or controlled relation with a 
Director has interests in the matters 
under discussion in the meeting of 
the Directors, such Director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a personal 
interest in the matter.  The terms 
"controlling" and "controlled" shall 
be interpre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縱本章程第 47 條有相反規定，

董事對於董事會議討論之事項或

與公司之契約、擬簽定之契約或

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to the 
contrary contained in this Article 
47, a Director who i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terested in any matter 
under discussion at a meeting of 
the Directors or a contract or 
proposed contract or arrangement 
with the Company shall declare the 
nature and the essential contents of 
such interest at the relevant 
meeting of the Directors as 
required by the Applicable Law. 
Where the spouse, the person 
related to a Director by blood and 
within the second degree (as 
defined under the ROC Civil 
Code), or any company which has 
a controlling or controlled relation 
with a Director has interests in the 
matters under discussion in the 
meeting of the Directors, such 
Director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a 
personal interest in the matter.  The 
terms "controlling" and 
"controlled" shall be interpre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縱本章程第 47 條有相反規定，

董事對於董事會議討論之事項或

This 
provision is 
revised in 
order to 
reflect 
Paragraph 3, 
Article 5 of 
the M&A Act 
as required 
by the 
Checklist. 
 
 
 
 
 
 
 
 
 
 
 
 
 
 
 
 
 
 
 
 
 
 
 
 
 
 
 
 
 
 
 
依照檢查表

要求納入中

華民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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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協議有直接或間接利害關係者，

應依適用法律於相關之董事會說

明其自身利害關係之性質及重要

內容；公司擬進行本章程第 28.1
條所定交易或依適用法律進行其

他併購，董事就該等交易有自身

利害關係時，應依適用法律於相

關之董事會及股東會說明其自身

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及贊成或反

對該等交易之理由。董事之配

偶、二親等內血親（如中華民國

民法之定義），或與董事具有控

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董事會討

論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者，視為董

事就該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

「控制」及「從屬」應依公開發

行公司規則認定之。 

與公司之契約、擬簽定之契約或

協議有直接或間接利害關係者，

應依適用法律於相關之董事會說

明其自身利害關係之性質及重要

內容。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

親（如中華民國民法之定義），

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

司，就董事會討論之事項有利害

關係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

身利害關係。「控制」及「從

屬」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認定

之。 

併購法第 5
條第 3 項 

Article 63.4 
 
 
 
 
 
 
 
 
 
 
 
 
 
 
 
 
 
 
 
 
 
 
 
 
 
 
 
 
 

Subject to compliance with the 
Law, before the meeting of the 
Directors resolves any matter 
specified in Article 28.1 or oth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Law, the Audit Committee shall 
review the fairness and 
reasonableness of the relevant 
merger and acquisition plan and 
transaction, and report its review 
results to the meeting of Directors 
and the general meeting; provided, 
however, that such review results 
need not be submitted to the 
general meeting if the approval of 
the Members is not required under 
the Applicable Law.  When the 
Audit Committee conducts the 
review, it shall engage an 
independent expert to issue an 
opinion on the fairness of the share 
exchange ratio, cash consideration 
or other assets to be offered to the 
Members.  The review results of 
the Audit Committee and the 
fairness opinion issued by the 
independent expert shall be 
distributed to the Members, along 
with the notice of the general 

 This 
provision is 
added in 
order to 
reflect 
Article 6, 
Article 7, 
Paragraph 3 
of Article 22, 
Paragraph 7 
of Article 31 
and 
Paragraph 2 
of Article 38 
of the M&A 
Act as 
required by 
the Check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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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63.4 條 

meeting;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e Company can only report 
matters relating to such merger and 
acquisition at the next following 
general meeting if the approval of 
the Members is not required under 
the Applicable Law.  Such review 
results and fairness opinion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distributed 
to the Members if the same have 
been uploaded onto the website 
designated by the ROC securities 
authority and made available to the 
Members for their inspection and 
review at the venue of the general 
meeting. 
 
於不違反開曼公司法情形下，董

事會決議本章程第 28.1 條所定事

項或依適用法律進行其他併購

前，應由審計委員會就併購計畫

與交易之公平性、合理性進行審

議，並將審議結果提報董事會及

股東會；但依適用法律規定如無

須股東會決議者，得不提報股東

會。審計委員會進行審議時，應

委請獨立專家就換股比例或配發

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

提供意見。審計委員會之審議結

果及獨立專家之合理性意見，應

於發送股東會召集通知時，一併

發送股東；但依適用法律規定併

購免經股東會決議者，應於最近

一次股東會就併購事項提出報

告。前述應發送股東之文件，經

公司於中華民國證券主管機關指

定之網站公告同一內容，且備置

於股東會會場供股東查閱，對於

股東視為已發送。 

 
 
 
 
 
 
 
 
 
 
 
 
 
 
 
 
 
 
依照檢查表

要求納入中

華民國企業

併購法第 6
條、第 7
條、第 22 條

第 3 項、第

31 條第 7
項、第 38 條

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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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 
 

綠河股份有限公司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 

 
謹致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回顧 108 年各項政經角力等因素導致全球經濟成長力道趨緩，綠河經營團隊與全體同仁努

力調整集團體質及強化資源運用，以提升營運動能，並持續深耕客戶關係，惟本集團 96%以上

的營收來自於外銷，受到東南亞單一地區售價影響、市場原料成本上升以及匯率波動幅度較大

之影響，且一月份因塑合板一廠能源工廠火災停工檢修等因素，108 年度營業收入較 107 年度

降低。茲將 108 年度經營成果及今年度展望報告如次： 
 
一、108 年營業報告 
 

(一) 營運成果 
  本集團 108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2,806,854 仟元，年度歸屬予母公司股東稅

後淨損為新台幣 306,643 仟元，每股稅後基本虧損為 4.18 元；與 107 年度相較營業收

入降低 12.39%，稅後淨損增加 232.13%，毛利率下降至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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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 107 年度 增(減)比例% 
營 業 收 入 2,806,854 3,203,850 (12.39)% 
營 業 成 本 2,630,240 2,799,498 (6.05)% 
營 業 毛 利 176,614 404,352 (56.32)% 
營 業 費 用 444,468 518,865 (14.34)% 

營 業 淨 利 (損) (267,854) (114,513) 133.91% 
稅 前 淨 利 (損) (332,794) (78,505) 323.91% 
稅 後 淨 利 (損) (319,339) (96,148) 232.13%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淨利(損) (306,643) (100,939) 203.79% 
資料來源：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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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獲利能力分析 
重要財務比率分析 

項                 目 108 年度 107 年度 
資產報酬率(%) (3.43) (0.77) 
股東權益報酬率(%) (12.13) (3.40) 

占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 (36.31) (15.32) 
稅前純益 (45.11) (10.50) 

純益率(%) (11.38) (3.00) 
每股盈餘(虧損)(元) (4.18) (1.35) 

資料來源：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表 
 

(五) 研究發展狀況 
  本集團持續改良塑合板製程，精準控制板材甲醛含量，且低甲醛含量之塑合板已

符合歐洲環保標準且取得美國 CARB 及日本 J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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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製超低甲醛板及無甲醛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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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於降低原木損耗及穩定裁切寬度，維

持板材色澤，以創造色澤白晳，品質優異之板材為目標。 
 
二、109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 經營方針 
 

1.產品研發： 軟體控制與硬體設備相互配合，並持續優化製程，提升產品附加價

值，強化系統整合優勢。 
2.人力資源： 因應塑合板新廠投入營運及配合自有膠廠建設計畫，定期評估人力需

求，適當調配及招募人才，並持續提供在職訓練。 
3.行銷管理： 持續深耕客戶關係、掌握市場需求及關注產品趨勢，在舊有市場上維

持質與量的服務，並積極開拓高等級塑合板及具環保性能產品的銷售

市場。 
4.財務績效： 預估未來資金流動情形，並善用直接及間接金融工具，強化公司對外

在環境變動之因應能力。 
5.營運管理： 透過產業合作累積人脈資源，掌握業界未來趨勢，據以調整公司營運

規劃。 
 

(二) 重要產銷政策 
 

1.研發技術： 因應膠合劑技術升級調整生產配方，發展具特殊功能性及無甲醛之塑

合板產品，持續追求兼顧效能與環保之配方技術，以期符合更多國際

產品認證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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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產製造： 塑合板新廠投入量產，加強品管檢驗維持高品質板材，並妥善安排生

產排程以降低生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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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性

布局中國、東北亞及其他潛力市場，拓展業務版圖。 
4.營運效能： 利用資訊系統收集及監控營運管理資訊並持續改善製程，用以提高營

運績效。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一) 產品策略：興建自有膠廠及尋求更多原料供應商，以穩定原料來源並強化議價能力、致

力提升產品品質及降低採購成本，亦積極提升產能創造規模經濟價值。 
(二) 行銷策略：依照客戶需求研發生產差異化產品，並因應未來趨勢提升產品品質及安全性，

及配合良好的售後服務，透過完善的營銷機制及網路，積極參與國際展覽，

提高品牌曝光度，打造出綠河的品牌優勢。有鑑於中國的板材缺口，及越

南市場對於高級塑合板的需求提升，故持續強化對中國及越南市場的開發。 
(三) 財務策略：定期檢討交易對象之交易條件，持續與往來銀行維持良好之合作關係，並隨

時檢視外匯存底之適足性，以降低市場匯率利率風險對本公司之影響，健

全集團財務結構。 
 
四、109 年營運展望 
 

  展望未來，在國際情勢混沌，全球景氣趨緩等多重因素影響下，本集團將致力於穩定

內部發展，並積極提升本集團之外部市場競爭能力。109 年營運展望：1.產業垂直整合及

水平擴張、2.持續優化資訊系統、3.加強成本控制與營運動能。本集團亦將秉持永續發展

的經營理念，持續追求成長與環保並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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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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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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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度營業報告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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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敏如會計師及張純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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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股東常會 

 

 

 

綠河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白培霖 

 

 

 

 

中 華 民 國 一 ○ 九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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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誠信經營守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綠河股份有限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6 條 （誠信之政策） 

本公司本於廉潔、透明及負責之經營理

念，制定以誠信為基礎之政策，經董事

會通過，並建立良好之公司治理與風險

控管機制，以創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

境。 

第 6 條 （誠信之政策） 

本公司本於廉潔、透明及負責之經營理

念，制定以誠信為基礎之政策，並建立

良好之公司治理與風險控管機制，以創

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 

配合法令修

正 

第 7 條 （不誠信行為之防範方案及其

範圍） 

本公司制訂之誠信經營政策，應清楚且

詳盡地訂定具體誠信經營之作法及防範

不誠信行為方案（以下簡稱防範方

案），包含作業程序、行為指南及教育

訓練等。本公司訂定防範方案，符合公

司及其集團企業與組織營運所在地之相

關法令，並於訂定防範方案過程中，宜

與員工、工會、重要商業往來交易對象

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溝通。 
本公司應建立不誠信行為風險之評估機

制，定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具較高

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據以訂定

防範方案並定期檢討防範方案之妥適性

與有效性並加強相關防範措施。本公司

宜參酌國內外通用之標準或指引訂定防

範方案，至少應涵蓋下列行為之防範措

施： 
一、禁止行賄及收賄。 
二、禁止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三、禁止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四、禁止提供或接受不合理禮物、款待

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五、侵害營業秘密、商標權、專利權、

著作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 
六、從事不公平競爭之行為。 
七、產品及服務於研發、採購、製造、

提供或銷售時直接或間接損害消費者或

第 7 條 （不誠信行為之防範方案及其

範圍） 

本公司制訂之誠信經營政策，應清楚且

詳盡地訂定具體誠信經營之作法及防範

不誠信行為方案（以下簡稱防範方

案），包含作業程序、行為指南及教育

訓練等。本公司訂定防範方案，符合公

司及其集團企業與組織營運所在地之相

關法令，並於訂定防範方案過程中，宜

與員工、工會、重要商業往來交易對象

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溝通。 
本公司訂定防範方案時，應分析營業範

圍內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

動，並加強相關防範措施。本公司訂定

防範方案至少應涵蓋下列行為之防範措

施： 
 

 
 
一、禁止行賄及收賄。 
二、禁止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三、禁止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四、禁止提供或接受不合理禮物、款待

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五、侵害營業秘密、商標權、專利權、

著作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 
六、從事不公平競爭之行為。 
七、產品及服務於研發、採購、製造、

提供或銷售時直接或間接損害消費者或

配合法令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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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健康與安全。 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健康與安全。 

第 8 條 （承諾與執行） 

本公司要求董事與高階管理階層出具遵

循誠信經營政策之聲明，並於僱用條件

要求受僱人遵守誠信經營政策。 
 
本公司及集團企業與組織應於規章、對

外文件及公司網站中明示誠信經營之政

策，以及董事會與高階管理階層積極落

實誠信經營政策之承諾，並於內部管理

及商業活動中確實執行。 
 
本公司針對第一、二項誠信經營政策、

聲明、承諾及執行，製作文件化資訊並

妥善保存。 

第 8 條 （承諾與執行） 

 
 
 

 
本公司及集團企業與組織應於規章及對

外文件中明示誠信經營之政策，以及董

事會與管理階層積極落實誠信經營政策

之承諾，並於內部管理及商業活動中確

實執行。 

配合法令修

正 

第 17 條 （組織與責任） 

本公司之董事、獨立董事、經理人、受

僱人、受任人及實質控制者應盡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督促公司防止不誠信

行為，並隨時檢討其實施成效及持續改

進，確保誠信經營政策之落實。 
 
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理，應設置

隸屬於董事會之專責單位，配置充足之

資源及適任之人員，負責誠信經營政策

與防範方案之制定及監督執行，主要掌

理下列事項，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一、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公司經

營策略，並配合法令制度訂定確保誠信

經營之相關防弊措施。 
二、定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不誠信

行為風險，並據以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

方案，並於各方案內訂定工作業務相關

標準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三、規劃內部組織、編制與職掌，對營

業範圍內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

動，安置相互監督制衡機制。 
四、誠信政策宣導訓練之推動及協調。 
五、規劃檢舉制度，確保執行之有效

性。 
六、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及評估

第 17 條 （組織與責任） 

本公司之董事、獨立董事、經理人、受

僱人、受任人及實質控制者應盡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督促公司防止不誠信

行為，並隨時檢討其實施成效及持續改

進，確保誠信經營政策之落實。 
 
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理，應設置

隸屬於董事會之專責單位，負責誠信經

營政策與防範方案之制定及監督執行，

主要掌理下列事項，並定期向董事會報

告: 
一、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公司經

營策略，並配合法令制度訂定確保誠信

經營之相關防弊措施。 
二、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並於各

方案內訂定工作業務相關標準作業程序

及行為指南。 
 
三、規劃內部組織、編制與職掌，對營

業範圍內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

動，安置相互監督制衡機制。 
四、誠信政策宣導訓練之推動及協調。 
五、規劃檢舉制度，確保執行之有效

性。 
六、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及評估

配合法令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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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落實誠信經營所建立之防範措施是否有

效運作，並定期就相關業務流程進行評

估遵循情形，作成報告。 

落實誠信經營所建立之防範措施是否有

效運作，並定期就相關業務流程進行評

估遵循情形，作成報告。 

第 20 條 （會計與內部控制） 

本公司應就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

業活動，建立有效之會計制度及內部控

制制度，不得有外帳或保留秘密帳戶，

並應隨時檢討，俾確保該制度之設計及

執行持續有效。 
 
本公司內部稽核單位應依不誠信行為風

險之評估結果，擬訂相關稽核計畫，內

容包括稽核對象、範圍、項目、頻率

等，並據以查核防範方案遵循情形，且

得委任會計師執行查核，必要時，得委

請專業人士協助。 
 
前項查核結果應通報高階管理階層及誠

信經營專責單位，並作成稽核報告提報

董事會。 

第 20 條 （會計與內部控制） 

本公司應就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

業活動，建立有效之會計制度及內部控

制制度，不得有外帳或保留秘密帳戶，

並應隨時檢討，俾確保該制度之設計及

執行持續有效。 
 
本公司內部稽核單位應定期查核前項制

度遵循情形，並作成稽核報告提報董事

會，且得委任會計師執行查核，必要

時，得委請專業人士協助。 

配合法令修

正 

第23條 （檢舉制度） 

本公司訂定具體檢舉制度，並應確實執

行，其內容至少應涵蓋下列事項： 

一、建立並公告內部獨立檢舉信箱、專

線或委託其他外部獨立機構提供檢舉信

箱、專線，供公司內部及外部人員使

用。 

二、指派檢舉受理專責人員或單位，檢

舉情事涉及董事或高階管理階層，應呈

報至獨立董事，並訂定檢舉事項之類別

及其所屬之調查標準作業程序。 

 

三、訂定檢舉案件調查完成後，依照情

節輕重所應採取之後續措施，必要時應

向主管機關報告或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四、檢舉案件受理、調查過程、調查結

果及相關文件製作之紀錄與保存。 

五、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之保密，並

第23條 （檢舉制度） 

本公司訂定具體檢舉制度，並應確實執

行，其內容至少應涵蓋下列事項： 

一、建立並公告內部獨立檢舉信箱、專

線或委託其他外部獨立機構提供檢舉信

箱、專線，供公司內部及外部人員使

用。 

二、指派檢舉受理專責人員或單位，檢

舉情事涉及董事或高階主管，應呈報至

獨立董事或獨立董事，並訂定檢舉事項

之類別及其所屬之調查標準作業程序。 

 

 

 

 
三、檢舉案件受理、調查過程、調查結

果及相關文件製作之紀錄與保存。 

四、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之保密。 

配合法令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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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允許匿名檢舉。 

六、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情事而遭不當

處置之措施。 

七、檢舉人獎勵措施。 

本公司受理檢舉專責人員或單位，如經

調查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或公司有受重大

損害之虞時，應立即作成報告，以書面

通知獨立董事。 

 
五、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情事而遭不當

處置之措施。 

六、檢舉人獎勵措施。 

本公司受理檢舉專責人員或單位，如經

調查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或公司有受重大

損害之虞時，應立即作成報告，以書面

通知獨立董事或獨立董事。 

第27條 （實施）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送各獨

立董事及提報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將誠信經營守則提報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

之意見，並將其反對或保留之意見，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

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者，

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

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第27條 （實施） 

本守則經董事會及或審計委員會通過後

實施，並提報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依前項規定將

誠信經營守則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反對

或保留之意見，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

對或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

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

事錄。 

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本守則對於

獨立董事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

之。 

配合法令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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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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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及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

債表，暨民國一○八年及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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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及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與民國一○八年及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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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綠河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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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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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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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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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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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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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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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管證審字第1050036075號 

民  國  一○九  年  三  月  十九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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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2.31 107.12.31 
 資  產 金  額 ％ 金  額 ％ 

11xx 流動資產： 

1100  現金及約當現金(附註六(一)) $ 609,747  7  1,629,156  20 

1170  應收帳款淨額(附註六(二)及(十七))  148,908  2  141,877  2 

1200  其他應收款(附註六(四))  82,617  1  65,529  1 

130x  存貨(附註六(三))  210,643  2  192,099  2 

1470  其他流動資產(附註六(四)、(七)、(八)、(十)及八)  239,554  3  570,770  7 

  流動資產合計  1,291,469  15  2,599,431  32 

15xx 非流動資產：         

16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附註六(四)、(五)、(六)、(八)、(九)、(十)、

七、八及九)  7,104,111  82  5,497,358  66 

1755  使用權資產(附註六(四)、(五)及八)  3,539  -  -  - 

1780  無形資產(附註六(四)及(六))  46,117  1  47,691  1 

1840  遞延所得稅資產(附註六(十三))  65,268  1  21,812  - 

1915  預付設備款  673  -  16,673  - 

1990  其他非流動資產(附註六(七)、(十)及八)  112,568  1  112,406  1 

  非流動資產合計  7,332,276  85  5,695,940  68 

 
 
 
 
 
 
 
 
 
 
 
 
 
 
         

1xxx 資產總計 $ 8,623,745  100  8,295,371  100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8.12.31 107.12.31 
 負債及權益 金  額 ％ 金  額 ％ 

21xx 流動負債： 

2100  短期借款(附註六(四)、(七)、(八)、(廿五)、七及八) $ 993,049  12  797,520  10 

2130  合約負債－流動(附註六(十七))  21,985  -  15,348  - 

2170  應付帳款  140,812  2  127,793  2 

2200  其他應付款  203,659  2  135,619  2 

2322  一年或一營業週期內到期長期借款(附註六(四)、(九)、(廿五)、七及

八)    7,573      -    14,298      -

2399  其他流動負債(附註六(五)、(十一)、(廿五)、七及八)  21,648  -  12,152  - 

  流動負債合計  1,388,726  16  1,102,730  14 

25xx 非流動負債：         

2530  應付公司債(附註六(四)、(七)、(十)、(廿五)及八)  4,486,326  52  4,473,635  54 

2540  長期借款(附註六(四)、(九)、(廿五)、七及八)  82,723  1  7,149  - 

2570  遞延所得稅負債(附六(十三))  26,000  -  11,473  - 

2640  淨確定福利負債－非流動(附註六(十二))  41,642  1  28,838  - 

2670  其他非流動負債(附註六(五)、(十一)、(廿五)、七及八)  2,407  -  953  - 

  非流動負債合計  4,639,098  54  4,522,048  54 

2xxx   負債總計  6,027,824  70  5,624,778  68 

31xx 歸屬母公司業主之權益(附註六(十二)、(十四)及(十五))： 

3110  普通股股本  737,703  9  747,703  9 

3200  資本公積  937,451  11  950,159  11 

33xx  保留盈餘： 

3310   法定盈餘公積  44,957  -  44,957  1 

3320   特別盈餘公積  -  -  85,542  1 

3350   未分配盈餘  385,589  4  838,447  10 

    430,546  4  968,946  12 

34xx  其他權益： 

3410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541,132  6  106,635  1 

3500  庫藏股票  (45,196)  -  (98,447)  (1) 

  歸屬母公司業主之權益合計  2,601,636  30  2,674,996  32 

36xx 非控制權益  (5,715)  -  (4,403)  - 

   權益總計  2,595,921  30  2,670,593  32 

2-3xxx 負債及權益總計 $ 8,623,745  100  8,295,37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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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千元 

 
 108年度 107年度 

 金 額 ％ 金 額 ％ 

4000 營業收入(附註六(十七)) $ 2,806,854  100  3,203,850  100 

5000 營業成本(附註六(三)、(四)、(六)及(十一))  2,630,240  94  2,799,498  87 

5900 營業毛利  176,614  6  404,352  13 

6000 營業費用(附註六(四)、(五)、(六)、(十一)、(十二)、(十八)及七)： 

6100  推銷費用  252,535  9  344,562  11 

6200  管理費用  191,933  6  174,303  5 

   營業費用合計  444,468  15  518,865  16 

6900 營業淨損  (267,854)  (9)  (114,513)  (3)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附註六(四)、(十)、(十一)、(十九)、(二十)及(廿一))： 

7010  其他收入  42,194  2  59,899  2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31,912)  (1)  52,753  1 

7050  財務成本  (75,222)  (3)  (76,644)  (2)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64,940)  (2)  36,008  1 

7900 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損  (332,794)  (11)  (78,505)  (2) 

7951 減：所得稅費用(利益)(附註六(十三))  (13,455)  -  17,643  1 

8200 本期淨損  (319,339)  (11)  (96,148)  (3) 

8300 其他綜合損益(附註六(十二))：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4,295)  -  (2,120)  - 

8349 減：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  -  -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4,295)  -  (2,120)  -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6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434,119  15  191,912  6 

8399 減：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  -  -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434,119  15  191,912  6 

830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429,824  15  189,792  6 

85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110,485  4  93,644  3 

8600 本期淨利(損)歸屬於： 

8610 母公司業主 $ (306,643)  (11)  (100,939)  (3) 

8620 非控制權益  (12,696)  -  4,791  - 

  $ (319,339)  (11)  (96,148)  (3) 

8700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8710  母公司業主 $ 123,915  4  89,177  3 

8720  非控制權益  (13,430)  -  4,467  - 

  $ 110,485  4  93,644  3 

 

每股虧損(單位：新台幣元)(附註六(十六)) 

9750 基本每股虧損 $ (4.18)  (1.35) 

9850 稀釋每股虧損 $ (4.18)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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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千元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國外營運機     

  保留盈餘 構財務報表  歸屬於母   

普通股 

股 本 資本公積 

法定盈 

餘公積 

特別盈 

餘公積 

未分配 

盈 餘 合  計 

換算之兌換 

差   額 庫藏股票 

公司業主 

權益總計 

非控制 

權 益 權益總額 

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餘額  $ 747,703  950,159   44,957   111,160  1,229,864   1,385,981  (85,542)   -  2,998,301   (8,870)   2,989,431  
盈餘指撥及分配：  

 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  -   -   (25,618)  25,618   -  -   -  -   -   -  
 普通股現金股利  -  -   -   -  (314,035)   (314,035)  -   -  (314,035)   -   (314,035)  
本期淨利(損)  -  -   -   -  (100,939)   (100,939)  -   -  (100,939)   4,791   (96,148)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  -   -   -  (2,061)   (2,061)  192,177   -  190,116   (324)   189,792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   -   -  (103,000)   (103,000)  192,177   -  89,177   4,467   93,644  
庫藏股買回  -  -   -   -  -   -  -   (98,447)  (98,447)   -   (98,447)  
民國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  747,703  950,159   44,957   85,542  838,447   968,946  106,635   (98,447)  2,674,996   (4,403)   2,670,593  
盈餘指撥及分配：  

 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  -   -   (85,542)  85,542   -  -   -  -   -   -  
 普通股現金股利  -  -   -   -  (146,921)   (146,921)  -   -  (146,921)   -   (146,921)  
本期淨損  -  -   -   -  (306,643)   (306,643)  -   -  (306,643)   (12,696)   (319,339)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  -   -   -  (3,939)   (3,939)  434,497   -  430,558   (734)   429,824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   -   -  (310,582)   (310,582)  434,497   -  123,915   (13,430)   110,485  
庫藏股買回  -  -   -   -  -   -  -   (50,354)  (50,354)   -   (50,354)  
庫藏股註銷  (10,000)  (12,708)   -   -  (80,897)   (80,897)  -   103,605  -   -   -  
非控制權益增加  -  -   -   -  -   -  -   -  -   12,118   12,118  
民國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 $ 737,703  937,451   44,957   -  385,589   430,546  541,132   (45,196)  2,601,636   (5,715)   2,595,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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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千元 
 

 108年度 107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損 $ (332,794)  (78,505)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251,381  220,764  
   攤銷費用  6,521  5,939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負債之淨利益  -  (761)  
   利息費用  36,920  38,277  
   利息收入  (10,915)  (20,374)  
   應付公司債匯率影響數  (30,081)  35,122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損失  (10,366)  9,182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轉列費用數  -  426  
    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243,460  288,575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應收帳款  (7,031)  21,594  
    其他應收款  (28,467)  (35,260)  
    存  貨  (18,544)  44,496  
    其他流動資產  (13,862)  (7,865)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67,904)  22,965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合約負債  6,637  4,854  
    應付帳款  13,019  (45,923)  
    其他應付款  32,511  (20,513)  
    其他流動負債  8,067  3,056  
    淨確定福利負債  6,698  4,362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66,932  (54,164)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972)  (31,199)  
   調整項目合計  242,488  257,376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流出)  (90,306)  178,871  
  收取之利息  10,915  20,374  
  支付之利息  (62,872)  (56,507)  
  支付之所得稅  (14,855)  (35,991)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57,118)  106,747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374,388)  (1,071,349)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53  44,053  
 其他應收款減少  6,688  -  
 取得無形資產  (192)  (5,069)  
 取得使用權資產  (577)  -  
 其他金融資產增加  (47,947)  (503,648)  
 其他金融資產減少  378,073  -  
 預付設備款增加  (673)  (16,673)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038,763)  (1,552,686)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增加  695,874  5,765,361  
 短期借款減少  (520,416)  (5,864,829)  
 其他非流動負債減少  (228)  -  
 舉借長期借款  81,986  -  
 償還長期借款  (15,012)  (41,060)  
 租賃本金償還  (1,409)  (915)  
 發放現金股利  (146,921)  (314,035)  
 庫藏股票買回成本  (50,354)  (98,447)  
 非控制權益變動  12,118  -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55,638  (553,925)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120,834  37,971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減少數  (1,019,409)  (1,961,893)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1,629,156  3,591,049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609,747  1,62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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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108 年度盈餘分配表 
 

 
綠河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 108 年度 

項目 小   計 合   計 

期初餘額  777,068,387 

減：精算損益入保留盈餘 3,939,430   

減：108 年度稅後淨損   306,643,053   

減：註銷庫藏股調整保留盈餘 80,897,023  

可供分配盈餘   385,588,881 

減：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股票(每股 1.50 元) 109,965,450  

期末未分配盈餘  275,623,431 
附註： 
 

 

本公司流通在外可參與分配股數為 73,310,300 股(已扣除庫藏股 46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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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綠河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辦法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2 條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為他人背書保

證者，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但金融

相關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2 條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為他人背書保

證者，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但其他

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配合法令修

訂 

第 3 條 
資金貸與之對象 
 
本公司依台灣公司法第十五條規定，

資金除有下列各款情形外，不得貸與

股東或任何他人： 
一、 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業務往來者。 
二、 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

金之必要者。前述短期係指一

年。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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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該

子公司設立所在地有相關法令規

範應從其規範者外，得因資金調

度或營運需求相互從事資金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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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第一

項第二款短期融通之限制。 
 
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 本公司資金貸與之總額，不得超

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本公

司資金貸與個別對象或同一產業

及同一關係企業或集團企業之限

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

四十。 
二、 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

號，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

間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稱業務

往來係指一年內雙方間銷貨或進

貨金額相當者），且不得超過本

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 

第 3 條 
資金貸與之對象 
 
本公司依台灣公司法第十五條規定，

資金除有下列各款情形外，不得貸與

股東或任何他人： 
一、 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業務往來者。 
二、 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

金之必要者。前述短期係指一

年，但本公司之營業週期長於一

年者，以營業週期為準。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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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該

子公司設立所在地有相關法令規

範應從其規範者外，得因資金調

度或營運需求相互從事資金貸

與，不受第一項第二款短期融通

之限制。 
 
 
 
 

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 本公司資金貸與之總額，不得超

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本公

司資金貸與個別對象之限額，不

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 
 

二、 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

號，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

間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稱業務

往來係指一年內雙方間銷貨或進

貨金額相當者），且不得超過本

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 

配合法令及

公司實務需

求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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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 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或行

號，個別貸與金額不得超過本公

司淨值百分之四十。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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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

貸與之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

值百分之三百，對個別對象貸與

之限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

分之一百五十。 
 

資金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每筆資金貸與之借款期限（含到期辦

理展期之期限）以一年為原則。如遇

特殊情形，必要時得經董事會同意

後，在不違反主管機關相關法令下，

依實際狀況需要延長貸與期限。 

 
 
每筆資金貸與利率，依本公司主要往

來銀行公告之貸款基準利率表之相對

應借款期間利率為準，並視公司資金

成本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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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金貸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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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經董事會同意後依實際狀況

需要予以調整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惟每筆貸款期限自貸與日起最長不得

超過五年，且不得展期。 

三、 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或行

號，個別貸與金額不得超過本公

司淨值百分之四十。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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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金貸與時，貸與公司不受前三

款之限制。 
 
 
 
 
 
 

 
資金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每筆資金貸與之借款期限（含到期辦

理展期之期限）以一年為原則，惟公

司之營業週期長於一年者，以營業週

期為準。如遇特殊情形，必要時得經

董事會同意後，在不違反主管機關相

關法令下，依實際狀況需要延長貸與

期限。 
每筆資金貸與利率，依本公司主要往

來銀行公告之貸款基準利率表之相對

應借款期間利率為準，並視公司資金

成本調整。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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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金貸與，

得經董事會同意後依實際狀況需要予

以調整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惟每筆

貸款期限自貸與日起最長不得超過五

年，且不得展期。 

第 5 條 
 
背書保證之對象 
 
本公司得對下列公司為背書保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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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 條 
 
背書保證之對象 
 
本公司得對下列公司為背書保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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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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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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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出資股

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

證者，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得為

背書保證。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接出資

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

司出資。 
 
背書保證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 本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

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三

百。本公司對單一事業背書保證

之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

之一百五十。 
二、 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

證之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

分之三百。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

對單一事業背書保證之金額不得

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二百。 
三、 與本公司因業務往來關係而從事

背書保證者，除上述限額規定

外，應考量雙方間業務往來金額

（所稱業務往來係指一年內雙方

間銷貨或進貨金額相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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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背書保

證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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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背書保證

時，得不受前述各款有關對單一企業

背書保證額度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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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出資股

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

證者，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得為

背書保證。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接出資

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

司出資。 
 
背書保證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 本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

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三

百。本公司對單一事業背書保證

之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

之一百五十。 
二、 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

證之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百

分之三百。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

對單一事業背書保證之金額不得

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二百。 
 

三、 與本公司因業務往來關係而從事

背書保證者，除上述限額規定

外，應特別考量其雙方間之業務

往來金額（所稱業務往來係指一

年內雙方間銷貨或進貨金額相當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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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背書保

證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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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背書保證

時，得不受前述各款有關對單一企業

背書保證額度之限制。 
第 7 條 
 
本辦法所稱之公告申報，係指輸入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

站。 
本辦法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易簽

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

足資確定資金貸與或背書保證對象及

第 7 條 
 
本辦法所稱之公告申報，係指輸入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

站。 
本辦法所稱事實發生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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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法令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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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日期孰前者。 
第 8 條 
 
本公司擬將公司資金貸與他人者，應

於本辦法經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通過

後，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

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

應將其異議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

亦同。 
 
 
 
 
 
 
 
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訂定或修

正本辦法，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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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第二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

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

之。 

第 8 條 
 
本公司擬將公司資金貸與他人者，應

於本辦法經董事會及/或審計委員會通

過後，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

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

司應將其異議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

時亦同。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依前項規定

將本辦法提報董事會討論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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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法令及

公司實務需

求修訂 

第 10 條 
 
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控管程序 
 
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與他人

者，本公司應命該子公司依「公開發

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

則」（以下簡稱處理準則）訂定資金

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並應依其所定作

業程序辦理，且定期提供相關資料予

本公司查核。 

第 10 條 
 
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控管程序 
 
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與他人

者，本公司應命該子公司訂定資金貸

與他人作業程序，並應依其所定作業

程序辦理，且定期提供相關資料予本

公司查核。 

配合法令修

訂 

第 11 條 
 
本公司擬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者，

應於本辦法經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通

過後，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

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

司應將其異議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

時亦同。 

第 11 條 
 
本公司擬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者，

應於本辦法經董事會及/或審計委員會

通過後，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

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

公司應將其異議提報股東會討論，修

正時亦同。 

配合法令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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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訂定或修

正本辦法，準用第八條第二項至第四

項規定。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依前項規定

將本辦法提報董事會討論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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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3 條 
 
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本公司之子公司擬為他人背書或提供

保證者，本公司應命該子公司依處理

準則訂定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並應依

其所定作業程序辦理，且定期提供相

關資料予本公司查核。 

第 13 條 
 
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本公司之子公司擬為他人背書或提供

保證者，本公司應命該子公司訂定背

書保證作業程序，並應依其所定作業

程序辦理，且定期提供相關資料予本

公司查核。 

配合法令修

訂 

第 14 條 
 
本公司將公司資金貸與他人前，應審

慎評估是否符合處理準則及本辦法之

規定，併同第九條之評估結果提報董

事會決議後辦理，不得授權其他人決

定。惟重大之資金貸與，應依相關規

定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報董事會

決議。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子公司間之資

金貸與，應依前項規定提報董事會決

議，並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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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第三條第

二項第四款規定者外，對單一企業之

資金貸與之授權額度不得超過本公司

淨值百分之十。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將資金貸與

他人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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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逾期債

權處理程序 
 
貸款撥放後應定期評估借款人及保證

第 14 條 
 
本公司將公司資金貸與他人前，應審

慎評估是否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資金

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及本辦法

之規定，併同第九條之評估結果提報

董事會決議後辦理，不得授權其他人

決定。惟重大之資金貸與，應依相關

規定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報董事

會決議。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子公司間之資

金貸與，應依前項規定提報董事會決

議，並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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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所稱一定額度，應符合第三條之

規定。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將資金貸與

他人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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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逾期債

權處理程序 
 
貸款撥放後應定期評估借款人及保證

配合法令及

公司實務需

求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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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人(如有)之財務及信用狀況等。如有

發生逾期且經催討仍無法收回之債權

時，財務單位應通知法務單位對債務

人採進一步追索行動，以確保公司權

益。 

人(如有)之財務及信用狀況等。如有

發生逾期且經催討仍無法收回之債權

時，財務單位應通知法務單位對債務

人採進一步追索行動，以確保公司權

益。 
第 17 條 
 
本公司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前，應

審慎評估是否符合處理準則及本辦法

之規定，併同第十二條之評估結果提

報董事會決議後辦理，或董事會授權

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決行，事後再報

經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

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子公司依第五條第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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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股份百分之

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為他人背書

保證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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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以向主管機關申請登記之公司

印章為背書保證之專用印鑑章，該印

鑑章應由專責人員保管，並依本公司

之「印鑑管理辦法」所訂程序，始得

鈐印或簽發票據。 
對國外公司為保證行為時，本公司所

出具之保證函應由董事會授權之人簽

署。 

第 17 條 
 
本公司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前，應

審慎評估是否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資

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及本辦

法之規定，併同第十二條之評估結果

提報董事會決議後辦理，或董事會授

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決行，事後再

報經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

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子公司依第五條第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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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股份百分之

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為他人背書

保證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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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以向主管機關申請登記之公司

印章為背書保證之專用印鑑章，該印

鑑章應由專責人員保管，並依本公司

之「印鑑管理辦法」所訂程序，始得

鈐印或簽發票據。 
對國外公司為保證行為時，本公司所

出具之保證函應由董事會授權之人簽

署。 

酌修文字 

第 19 條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務需要，而

有超過本辦法所訂額度之必要且符合

本辦法所訂條件者，應經董事會及審

計委員會同意並由半數以上之董事對

本公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聯

保，並修正本辦法，報經股東會追認

之；股東會不同意時，應訂定計畫於

一定期限內銷除超限部分。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於前項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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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 條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務需要，而

有超過本辦法所訂額度之必要且符合

本辦法所訂條件者，應經董事會及/或
審計委員會同意並由半數以上之董事

對本公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聯

保，並修正本辦法，報經股東會追認

之；股東會不同意時，應訂定計畫於

一定期限內銷除超限部分。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於前項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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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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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第 25 條 
 
本公司背書保證達下列標準之一者，

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公

告申報： 
 
一、 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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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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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

保證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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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數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三十以上。 
四、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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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五以上。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台灣之公開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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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5 條 
 
本公司背書保證達下列標準之一者，

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公

告申報： 
 
一、 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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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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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

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

且對其背書保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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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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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五以上。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台灣之公開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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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法令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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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綠河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3 條 （股東會召集及會議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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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

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

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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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於本公司及其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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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

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

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

散、合併、分割或台灣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五第一項各款、台灣證券交易法

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

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

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

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

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

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

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

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

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第 3 條 （股東會召集及會議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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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

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

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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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公司解

散、合併、分割或台灣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五第一項各款、台灣證券交易法

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

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

臨時動議提出。 

 

 

 

 

 

 
 

 

 

 

配合法令及

本公司實際

需求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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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

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

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

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

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

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另

股東所提議案有台灣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之一，董

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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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面或電子受理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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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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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議案有台灣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

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

不列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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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 條 （簽到簿等文件之準備） 

第一至二項略。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

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

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

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

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

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

文件，以備核對。 

以下略。 

第 6 條 （簽到簿等文件之準備） 

第一至二項略。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

下稱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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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 

配 合 法 修

訂。 

第 7 條 （會議主席及無表決權之列

席者） 

第一至二項略。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宜有董事會

過半數之董事(至少包含一位獨立董

事)親自出席，及各類功能性委員會

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

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錄。 

以下略。 

第 7 條 （會議主席及無表決權之列

席者） 

第一至二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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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 

配 合 法 修

訂。 

第 10 條 （議案討論） 第 10 條 （議案討論） 配合法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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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

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

動議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

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

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第二至三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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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安排

適足之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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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至三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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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實際

需求修訂。 

第 13 條 

第一項略。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

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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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

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

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

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以下略。 

第 13 條 

第一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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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台灣公

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項但書

應採行電子投票之公司：本公司召開

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

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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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

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

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

及原議案之修正。 

以下略。 

配合法令及

本公司實際

需求修訂。 

第 15 條 

第一、二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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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之要領及其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

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獨立董

事時，應揭露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

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

存。 

第 15 條 

第一、二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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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法令及

本公司實際

需求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