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定等相關事項，本公司已於 2020 年 3 月 10 日經董事會決議授權
董事長及執行長全權處理之。
四、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情形報告，報請
說

公鑒。

明：

1、按照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第 6 條第 7 項規定，本公司及子公司
整體為背書保證之總額達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並應於股
東會說明其必要性及合理性，俾使股東知悉本公司從事背書保證之
風險情形。
2、截至 2019 年 8 月 12 日，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為背書保證之總額達
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九十五，其明細如下：
單位:新臺幣千元
背書保證公司名稱

背書保證對象
公司名稱
保證金額

持股比率

商億全球控股有限公司

Shayn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1,035,297

100%

商億全球控股有限公司

Shayne (Macao Commercial
Offshore) Limited

1,408,377

100%

621,800

100%

商億全球控股有限公司

Shayne Furniture (Thailand)
Co., Ltd.
合計

3,065,474

必要 性：為使 集團營 運資金得 以靈活 周轉，本 公司之 子公 司 Shayn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 Shayne (Macao Commercial
Offshore) Limited、Shayne Furniture (Thailand) Co., Ltd. 與台新國
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共用額度融資往來合約，融資額度
美金 1,500 萬元（折合新台幣 466,350 千元）
；及本公司之子公司
Shayn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Shayne (Macao Commercial
Offshore) Limited 與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共用額
度融資往來合約，融資額度美金 1,500 萬元（折合新台幣 466,350
千元）
。本公司並於 2019 年 8 月 12 日第三屆第三次董事會通過
擔任上述二筆融資往來合約之保證人案，盼由本公司為該等子公
司提供背書保證，使其能順利向金融機構取得優惠之融資條件，
降低未來可能發生之融資成本，增強其競爭力，係有利於集團後
續之海外擴廠、建廠規劃之必要作為。
合理性： 為降低中美貿易戰對集團之影響，本公司努力開發非美地區市場，
積極布局產線。透過由本公司以背書保證方式，使該等公司能順
利運用金融資源、拓展集團事業版圖，為本公司全體股東創造更
高的投資報酬，係屬合理之作為。就規範層面而言，本公司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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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作業程序第 4 條第 1 項規定，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總額以本
公司淨值 140%為限。其中本公司對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九十以上之子公司背書保證總額以本公司淨值之 100%為限。截
至 2019 年 8 月 12 日，本公司對外整體及對單家子公司之背書
保證總額，皆未超過限額。
3、因背書保證公告須以最大可能曝險原則為之，針對共用額度融資往
來合約須按背書保證對象數量為乘數，計算本公司對外提供之背書
保證餘額，使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總額突增。故於 2020 年 3 月
10 日第三屆第七次董事會決議解除部分銀行之共用額度融資往來
合約，明確規劃該等子公司之個別融資額度，以期更有效率運用背
書保證額度。截至 2020 年 3 月 10 日，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為背書
保證之總額，約占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六十，背書保證明細如下：
單位:新臺幣千元
背書保證公司名稱

背書保證對象
公司名稱
保證金額

商億全球控股有限公司

Shayn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商億全球控股有限公司

Shayne (Macao Commercial
Offshore) Limited

商億全球控股有限公司

Shayne Furniture (Thailand)
Co., Ltd.
小計

Shayn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商億全球控股有限公司

Shayn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Shayne Furniture (Thailand)
Co., Ltd.
小計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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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比率

1,340,075

100%

130,075

100%

242,000

100%

1,712,150
90,750

-

60,500

100%

151,250
1,863,400

五、本公司庫藏股買回執行情形報告，報請
說

公鑒。

明：本公司第一次買回股份執行情形如下：

預定買回公司股份情形
買回目的

轉讓股份予員工

預定買回股份總數

3,000,000股

預定買回之期間

2019年6月27日至2019年8月26日

買回區間價格

110元至170元

實際買回公司股份情形
本次實際買回股份期間

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8月26日

本次實際已買回股數

3,000,000股

本次實際已買回總金額

423,236,000元

本次平均每股買回價格

141.08元

已辦理轉讓之股份數量

0股

累積已持有本公司股份

3,000,000股

累積已持有本公司股份占已發行股份總數
比例

2.70％

六、本公司訂定「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本公司為激勵員工及提昇員工向心力，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
之 2 第 1 項第 1 款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之「上市上櫃公司
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等相關規定，業經董事會於 2019 年 6 月
26 日決議通過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
，請參閱附件五。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201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 明：
1、本公司 2019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耿
禧及池瑞全會計師查核簽證竣事並出具無保留意見之報告，連同本公
司 2019 年度營業報告書，業經本公司董事會於 2020 年 3 月 10 日決議
通過在案並送交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茲此連同營業報告書提請股東
常會承認。
2、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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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03,142,414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表決權數 93,198,642 權
(含電子投票 24,085,242 權)

90.359%

反對表決權數 44 權
(含電子投票 44 權)

0.000%

無效權數 0 權

0.000%

棄權/未投票表決權數 9,943,728 權
(含電子投票 5,892,028 權)

9.641%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2019 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 明：
1、 本公司擬自 2019 年可分配盈餘中提撥股東紅利新台幣 648,672,000 元
(即每股分派現金股利新台幣 6 元整)、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
81,702,878 元及提撥特別盈餘公積新台幣 87,618,206 元。本公司 2019
年度盈餘分配表業經 2020 年 3 月 10 日董事會通過在案，請詳附件四。
2、 現金股利發放基準日、發放日暨相關事宜，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
事長全權處理之。
3、 本次盈餘分派於配息基準日前，若基於法令變更、主管機關要求、本公
司買回公司股份或因股本變動影響流通在外股份總數，致股東每股配
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擬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03,142,414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表決權數 93,198,642 權
(含電子投票 24,085,242 權)

90.359%

反對表決權數 44 權

0.000%

(含電子投票 44 權)
無效權數 0 權

0.000%

棄權/未投票表決權數 9,943,728 權
(含電子投票 5,892,028 權)

9.641%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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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及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案，提請 討論公決。
說 明：
1、 為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2019 年 3 月 7 日以金管證審字第
1080304826 號令公告新修訂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
則，擬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請附件六。
2、 本修訂案業經董事會於 2019 年 11 月 10 日決議通過在案。
3、 提請 討論。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03,142,414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表決權數 92,625,642 權
(含電子投票 23,512,242 權)

89.804%

反對表決權數 573,044 權
(含電子投票 573,044 權)

0.555%

無效權數 0 權

0.000%

棄權/未投票表決權數 9,943,728 權
(含電子投票 5,892,028 權)

9.641%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案，提請 討論公決。
說 明：
1、 為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2019 年 3 月 7 日以金管證審字第
1080304826 號令公告新修訂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
則，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
附件七。
2、 本修訂案業經董事會於 2019 年 11 月 10 日決議通過在案。
3、 提請 討論。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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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03,142,414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表決權數 93,198,642 權
(含電子投票 24,085,242 權)

90.359%

反對表決權數 44 權
(含電子投票 44 權)

0.000%

無效權數 0 權

0.000%

棄權/未投票表決權數 9,943,728 權
(含電子投票 5,892,028 權)

9.641%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 修訂本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論公決。（特別決議）
說 明：
1、 爰依台灣證券交易所於 2019 年 12 月 25 日以臺證上二字第 1080023568
號公告新版外國發行人註冊地國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表，按法規及
主管機關函文內容，本公司應配合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經股東會決
議通過章程修訂。章程修正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九。
2、 本修訂案業經董事會於 2020 年 3 月 10 日決議通過在案。
3、 提請 討論。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03,142,414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表決權數 93,198,642 權
(含電子投票 24,085,242 權)

90.359%

反對表決權數 44 權
(含電子投票 44 權)

0.000%

無效權數 0 權

0.000%

棄權/未投票表決權數 9,943,728 權
(含電子投票 5,892,028 權)

9.641%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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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 由：補選本公司第三屆一席董事案，提請 討論公決。
說 明：
1、 本公司第三屆董事會成員黃岳成董事（2020 年 5 月 27 日解任，解任時
未持有公司股票）因業務繁忙請辭，為符合公司治理實務之精神及公
司章程規定，擬補選董事一席。本次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
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2、 新選任之董事於選任後即行就任，補足原任期至本屆任期屆滿為止，
任期自 2020 年 5 月 27 日起至 2022 年 5 月 6 日止。
3、 本公司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截至受理提名期間屆滿，除本公司董事會外未有其他股東提名。董事
會於 2020 年 3 月 10 日決議提名之董事名單暨其相關學經歷請附件八。
4、 提請 討論。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董事選舉統計表：
戶號或身份
證統一編號

戶名

得票權數

是否當選

196308****

Victor Feng Gao(高峰)

93,162,554 權

是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五案】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本公司董事長競業禁止之限制案（特別決議）
，提請 討論公
決。
說 明：
1、 參照臺灣公司法第 209 條第 1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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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緣本公司董事長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業務範圍相同或類似之
公司，或擔任他公司董事或經理人之行為，為配合實際業務需要，在無
損及本公司之利益下，擬依據本公司章程第 46 條第 1 項第 i 款規定，
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本公司董事長競業禁止之限制。惟日後若有利益
衝突之情事（包括潛在之利益衝突）
，董事長仍應根據本公司章程即時
向董事會報告相關事宜。
3、 擬解除本公司董事長之競業禁止內容如下表所示：
8

董事長姓名

為他人為屬於本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Cosie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董事
Professional Advantage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董事
Shayn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董事
Shayne Holding Inc. 董事
JV International LLC 執行董事
Spectra Home LLC 執行董事
Shayne USA LLC 執行董事
杭州樺桐家私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杭州日隆皮具有限公司 董事

謝智通

商億(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杭州珂圖家居有限公司 董事
珂圖家具(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兼總經理
Allied Perfection Group Limited 董事
Fortune Horizon Global Limited 董事
逢利(上海)商貿有限公司 董事
浙江通天星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桐廬樺桐大廈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
賢鑫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杭州五生農業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杭州樺通農業開發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4、 提請 討論。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03,142,414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表決權數 93,197,642 權
(含電子投票 24,084,242 權)

90.358%

反對表決權數 43 權
(含電子投票 43 權)

0.000%

無效權數 0 權

0.000%

棄權/未投票表決權數 9,944,729 權
(含電子投票 5,893,029 權)

9.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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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六案】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之競業禁止案，提請

討論公決。
（特別決議）

說 明：
1、 參照台灣公司法第 209 條第 1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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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緣本公司新任董事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業務範圍相同或類似
之公司，或擔任他公司董事或經理人之行為，為配合實際業務需要，在
無損及本公司之利益下，擬依據本公司章程第 46 條第 1 項第 i 款規定，
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本次補選之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惟日後若
有利益衝突之情事（包括潛在之利益衝突）
，新任董事仍應根據本公司
章程即時向董事會報告相關事宜。
3、 本次股東常會新選任之董事兼任職務情形，請參閱附件八。
4、 提請 討論。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03,142,414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表決權數 93,197,642 權

89.63%

(含電子投票 24,084,242 權)
反對表決權數 43 權
(含電子投票 43 權)

0.00%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表決權數 9,944,729 權
(含電子投票 5,893,029 權)

10.36%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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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2020 年 5 月 27 日上午 10 點 36 分。
(本股東會議事錄係依法令規定記載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會議進行之內
容，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記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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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19 年度營業報告書
商億全球控股有公司
2019 年營業報告書
2019 年因中美貿易持續發酵，於第二季再度擴大對中國 2000 億美金商品加
徵關稅至 25%，中美關稅壁壘的持續，增加的生產成本與沉重的關稅壓力，對
中國的整體局勢和經濟均造成不小的衝擊。而本公司憑藉與客戶多年之穩固合
作關係、全體員工與業務合作夥伴對商億全球的支持，以及公司合理有效的因
應措施，公司得以於下行經濟下保持相對穩定的業績表現。
本公司除繼續鞏固北美家具市場份額，更積極開發澳洲、歐洲以及中國大
陸地區的業務機會，且為因應中美貿易戰，降低中國單一生產基地風險，公司
已於泰國擴增家具生產基地，整體來看本公司營運及財務、業務等方面依然持
續呈現穩定態勢。
(一) 營運計劃實施概況：
1、業務發展
2018 年 9 月 24 日起，美國官方開始執行對中國大陸輸出之 2000
億美元貨物加征關稅 10%，於 2019 年 5 月 15 日再加徵關稅至 25%，本
公司出口之家具產品屬加課品項。加之北美市場作為本公司之主要銷售
區域，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影響不容小覷。本公司藉由優異的技術工藝
與穩定的品質、交期管理，加上成熟的客製化量產能力，已長期成為北
美市場頂級家居品牌之合作供應商，與客戶擁有深厚穩定的合作關係。
通過與客戶友好協商以降低關稅影響，公司在 2018 年第四季給予北美
客戶 5%的銷售折扣，於 2019 年 5 月份再次協商後給予約 11%銷售折
扣，穩定了本公司營收表現與獲利能力。
2、營運規模發展
本公司為擴大生產基地以降低生產集中之風險與中美貿易摩擦之
影響，於 2019 年 2 月份設立泰國子公司租賃家具生產廠房，並擴增泰
國生產工廠，其快速整合製程相關資源並訓練人員工藝技術投入生產，
已於 4 月下旬實現量產 9 個貨櫃，於第四季產能已能達每個月出貨 32
個貨櫃的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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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底為業務營運策略發展需要，預計於柬埔寨設立孫公司，主
要為擴建床墊生產廠房，以橫向整合床墊生產業務，目前已由集團子公
司 Shayn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承租土地，並積極規劃建廠。
(二) 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新臺幣千元
2019年度

項目

金額

百分比

營業收入

4,026,937

100

營業成本

2,446,225

61

營業毛利

1,580,712

39

營業淨利

780,909

19

稅前淨利

882,120

22

稅後淨利

841,576

21

稅後淨利(不包含非控制權益)

842,428

21

7.67

每股盈餘(元)
(三)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臺幣千元
2019年度

項目
財務收支

獲利能力

營業收入

4,026,937

營業毛利

1,580,712

稅前淨利

882,120

資產報酬率(%)

18.53

股東權益報酬率(%)

24.71

佔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淨利

70.28

稅前淨利

79.39
20.90

純益率(%)
每股盈餘(元)

7.67

1、營業收入：為降低中美貿易戰之影響,公司 2019 年第二季開始給予北美
客戶 11%左右銷售折扣，致營收較 2018 年度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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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營業毛利：2019 年營業毛利下降主要係因
（1）中美貿易衝突下,美國對中國進口 2000 億商品加徵 10%關稅,另於
2019 年 5 月加徵至 25%,本公司與客戶協商,分別給予美國客戶 5%
及 11%的銷售折扣,以降低衝擊。
（2）惟美金對人民幣匯率由 2018 年度的平均 6.6118,上升到 2019 年度
的平均 6.8967,大約升值 4.31%,降低了中國出口企業的衝擊。
(四) 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因無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故不適用。
(五) 研究發展狀況：
1、研發費用佔比
本公司於 2019 年度所投入之研發費用為新臺幣 48,057 千元，約佔
營業淨額 1.19%。研發主要著重於產品外觀美感與型式獨特性變化。本
公司因應未來產品設計多元需求變化，維持產品開發之競爭優勢，並推
動自有品牌業務，預期未來研發費用將持續增加。
2、產品設計開發型態
本公司目前接單型態主係受託生產製造，新式產品設計多由家具品
牌商客戶負責，另有部份 ODM 產品係由本公司依客戶需求，協助設計
家具之風格型式，並提供設計圖紙給客戶選擇。研發成果包括金屬元素
的餐椅、多功能性複合床組、增加視覺效果的加大型床頭背景、簡易製
程之新型態沙發、新型態床頭板、新型態嬰兒床、新型編藤床及編繩餐
椅等，改良沙發坐墊製程等。
3、研發組織及功能
研發部門負責訂定新產品計劃、開發設計，技術部門負責製圖、量
產製程試驗、工藝製程及產品改良。本公司擁有優異的作工品質及對市
場家居風格之敏感度，並以符合現代時尚潮流之風格、設計獨特性、以
及使用者之舒適耐用性為目標，在原有研發團隊基礎上，不斷尋求與外
部資深研發顧問及行業內優秀設計師的合作機會，壯大研發隊伍以增強
公司研發設計能力，以實現 OEM 至 ODM 的轉變。
(六) 營運方針
1、持續鞏固北美市場、佈局拓展澳洲、歐洲及中國大陸等全球主要經濟市
場，致力於降低北美市場政治經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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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持續引進優秀研發設計人才，不斷尋求業界知名設計師合作之機會，擴
大研發團隊，加強與客戶的共同開發合作計畫，設計出更貼近消費者的
產品，早日實現 OEM 向 ODM 的轉型。
3、進一步強化突出客製化訂單量產的核心競爭力，將該成功模式應用於更
多品牌通路，提高公司獲利。
4、持續推動成本控管，穩固產品品質，完善其營運生產及管理系統，提高
營運效率。
5、擬訂相關品牌推廣策略及產銷活動，透過在地化提供國內客戶更完善服
務及具競爭力之價格，逐步實現經營自有品牌的目標。
6、因應中美貿易戰的衝擊，持續擴增泰國生產基地產能，降低中國單一生
產基地風險。
7、業務營運策略發展跨足床墊製造產業，橫向整合拓展床墊生產業務，建
造高自動化程度的生產流水線。
2019 年底降臨的黑天鵝效應，從中國武漢開始的新型冠狀病毒(武漢
肺炎)疫情，致中國大規模的延遲復工造成短時間停工停產，對中國經濟
有著顯著的衝擊，中國重要子公司杭州樺桐家私集團有限公司於 2020 年
2 月 18 日已正式經杭州市桐廬縣政府核准復工，並依照政府分批復工政
策執行，復工狀況符合管理階層預期。在 2018 年開打的中美貿易戰及
2019 年底的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等不確定因素影響，為確保未來
面對突發狀況，公司仍能保持產能供應無虞，將提高泰國生產基地產能
並跨足床墊製造產業，以分散降低中國單一生產基地營運風險。

敬祝

各位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事長：謝智通

經理人：謝淑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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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主管：林芳毅

附件二、審計委員會 2019 年度審查報告書
商億全球控股有限公司
Shane Global Holding Inc.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2019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之議案，其
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無保留意見
之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之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
核，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
規定繕具報告如上。
敬請 鑒核

商億全球控股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獨立董事：高孔亷

西

元

2

0

2

0

年

16

0

3

月

1

3

日

附件三、2019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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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E GLOBAL HOLDING INC. ! Ϧ ᠙ Ǻ

ਡཀـ
! ! SHANE GLOBAL HOLDING INC. Ϸ  ځη Ϧ љ Ȑ  ሹ  ი ȑ Ջ ϡ 2019 ԃ
Ϸ 2018 ԃ 12 Д 31 В ϐ ӝ  ٳၗ ౢ ॄ  ߄ Ǵ ᄤ Ջ ϡ 2019 ԃ Ϸ 2018 ԃ 1 Д 1 В
Կ 12 Д 31 В ϐ ӝ  ٳᆕ ӝ ཞ  ߄ ǵ ӝ    ٳᡂ  ߄ ǵ ӝ  ٳ ߎ ࢬ ໆ ߄ Ǵ а Ϸ
ӝ  ٳ ୍ ൔ ߄ ߕ ຏ Ȑ х ࡴ ख़ ε  ी ࡹ  ༼ ᕴ ȑǴ   ҁ  ी ৣ  ਡ ฺ ٣ Ƕ
! ! ٩ҁीৣϐཀـǴ໒ӝٳ୍ൔ߄ӧ܌Ԗख़εБय़߯٩ྣچวՉ
Γ  ୍ ൔ  ጓ ᇙ ྗ ߾ Ϸ ߎ ᑼ ᅱ ࿎ ᆅ   ہ  ᇡ ё ٠ ว Ѳ ғ ਏ ϐ ୯ ሞ  ୍ ൔ
Ꮴྗ߾ǵ୯ሞीྗ߾ǵှញϷှញϦጓᇙǴىаϢ߄ၲሹიՋϡ
2019 ԃ Ϸ 2018 ԃ 12 Д 31 В ϐ ӝ  ٳ ୍ ݩ ރǴᄤ Ջ ϡ 2019 ԃ Ϸ 2018 ԃ 1 Д
1 В Կ 12 Д 31 В ϐ ӝ  ٳ ୍ ᕮ ਏ Ϸ ӝ  ٳ ߎ ࢬ ໆ Ƕ
ਡཀـϐ୷ᘵ
! ! ҁ  ी ৣ Ջ ϡ 2019 ԃ ࡋ ߯ ٩ ྣ  ी ৣ  ਡ ᛝ   ୍ ൔ ߄ ೕ ߾ ǵ ߎ ᑼ ᅱ ࿎
ᆅ   ہ  ҇ ୯ 109 ԃ 2 Д 25 В ߎ ᆅ  ቩ ӷ ಃ 1090360805 ဦ  ڄϷ   Ϧ ᇡ
ቩ ी ྗ ߾  Չ  ਡ π բ ǹ Ջ ϡ 2018 ԃ ࡋ ߯ ٩ ྣ  ी ৣ  ਡ ᛝ   ୍ ൔ ߄ ೕ ߾
ϷϦᇡቩीྗ߾ՉਡπբǶҁीৣܭ၀ྗ߾ΠϐೢҺஒܭी
ৣਡӝٳ୍ൔ߄ϐೢҺࢤᇥܴǶҁीৣ܌ᗧឦ٣୍ڙ܌ᐱҥ܄
ೕጄϐΓς٩ीৣᙍၰቺೕጄǴᆶሹიߥຬฅᐱҥǴ٠ቬՉ၀
ೕጄϐځдೢҺǶҁीৣ࣬ߞςڗளىϷϪϐਡᏵǴаբࣁ߄Ң
ਡཀـϐ୷ᘵ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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ᜢᗖਡ٣
! ! ᜢ ᗖ  ਡ ٣  ߯ ࡰ ٩ ҁ  ी ৣ ϐ   ղ ᘐ Ǵ ჹ  ሹ  ი Ջ ϡ 2019 ԃ ࡋ ӝ
ٳ୍ൔ߄ϐਡനࣁख़ाϐ٣Ƕ၀٣ςܭਡӝٳ୍ൔ߄ᡏϷ
ԋਡཀـϐၸำύϒаӢᔈǴҁीৣ٠όჹ၀٣ൂᐱ߄ҢཀـǶ
! !  ჹ  ሹ  ი Ջ ϡ 2019 ԃ ࡋ ӝ  ٳ ୍ ൔ ߄ ϐ ᜢ ᗖ  ਡ ٣  ௶ ܴ ӵ Π Ǻ
ԏΕวғϐჴ܄
! !  ሹ  ი Ջ ϡ 2019 ԃ ࡋ ӝ  ٳᔼ  ԏ Ε ࣁ 4,026,937 щ ϡ Ǵ ோ   ٿε ࠼ Њ
ᔼ  ԏ Ε ՞ ӝ  ٳᔼ  ԏ Ε К  ٯଯ ၲ 74%Ǵ ჹ ӝ  ٳ ୍ ൔ ߄ ϐ ቹ ៜ ߯ ឦ ख़ ε Ǵ
ჹϦљ୍ᕮਏౢғख़εቹៜǴࡺஒٿε࠼ЊᎍԏΕวғϐჴ܄ӈΕ
ҁԃࡋӝٳ୍ൔ߄ᜢᗖਡ٣ǶԖᜢԏΕᇡӈࡹϐᇥܴፎୖ᎙ӝٳ
୍ൔ߄ߕຏѤ܌ॊǶ
! ! ҁीৣჹԜϐਡำׇхࡴǺ
1. ҁ  ी ৣ ᙖ җ ᕕ ှ Ԗ ᜢ ᎍ  Ҭ ܰ ൻ ᕉ ϐ ࣬ ᜢ ϣ    ࡋ ڋ ڋϷ բ  ำ  ׇǴ
ᏵаीӢᔈᎍԏΕวғϐჴ܄ϐϣڋਡำׇǴаዴᇡ٠ຑ
ՉᎍҬܰਔϐ࣬ᜢϣڋբϐीϷՉࢂցԖਏǶ
2. ҁ  ी ৣ Ծ Ь ा ࠼ Њ ᎍ ୧ ܴ ಒ ᒧ  ڗኬ ҁǴᔠ ຎ ु ൂǵр  ൂǵᎍ  ว ౻ ǵ
ගൂϷයࡕԏීǴаዴᇡԏΕวғϐჴ܄Ƕ
ᆅ໘ቫᆶݯൂՏჹӝٳ୍ൔ߄ϐೢҺ
! ! ᆅ  ໘ ቫ ϐ ೢ Һ ߯ ٩ ྣ   چว Չ Γ  ୍ ൔ  ጓ ᇙ ྗ ߾ Ϸ ߎ ᑼ ᅱ ࿎ ᆅ 
ہᇡё٠วѲғਏϐ୯ሞ୍ൔᏤྗ߾ǵ୯ሞीྗ߾ǵှញϷှញϦ
ጓᇙϢ߄ၲϐӝٳ୍ൔ߄ǴЪᆢᆶӝٳ୍ൔ߄ጓᇙԖᜢϐѸाϣ
ڋǴаዴߥӝٳ୍ൔ߄҂ӸԖᏤӢܭᆸᄄ܈ᒱᇤϐख़εόჴ߄ၲǶ
! ! ܭጓᇙӝٳ୍ൔ߄ਔǴᆅ໘ቫϐೢҺҭхࡴຑሹიᝩុᔼ
ϐૈΚǵ࣬ᜢ٣ϐඟ៛ǴаϷᝩុᔼी୷ᘵϐ௦ҔǴନߚᆅ໘ቫཀ
კమᆉሹი܈ଶЗᔼǴ܈ନమᆉ܈ଶѦձคჴሞёՉϐځдБਢǶ
! ! ሹიϐݯൂՏȐ֖ቩीہȑॄԖᅱ࿎୍ൔᏤࢬำϐೢҺǶ
ीৣਡӝٳ୍ൔ߄ϐೢҺ
! ! ҁीৣਡӝٳ୍ൔ߄ϐҞޑǴ߯ჹӝٳ୍ൔ߄ᡏࢂցӸԖᏤ
Ӣܭᆸᄄ܈ᒱᇤϐख़εόჴ߄ၲڗளӝዴߞǴ٠рڀਡൔǶӝዴߞ
߯ଯࡋዴߞǴோ٩ྣϦᇡቩीྗ߾ՉϐਡπբคߥݤѸૈୀр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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ٳ୍ൔ߄ӸԖϐख़εόჴ߄ၲǶόჴ߄ၲёૈᏤӢܭᆸᄄ܈ᒱᇤǶӵόჴ
߄ၲϐঁձߎᚐ༼܈ᕴኧёӝႣයஒቹៜӝٳ୍ൔ߄٬Ҕ܌ޣբϐᔮ
،Ǵ߾ᇡࣁڀԖख़ε܄Ƕ
! ! ҁीৣ٩ྣϦᇡቩीྗ߾ਡਔǴၮҔղᘐ٠ߥϐ
ᚶᅪǶҁीৣҭՉΠӈπբǺ
1. ᒣ ᇡ ٠ ຑ  ӝ  ٳ ୍ ൔ ߄ Ꮴ Ӣ  ܭᆸ ᄄ  ܈ᒱ ᇤ ϐ ख़ ε ό ჴ ߄ ၲ ॥ ᓀ ǹ ჹ ܌
ຑϐ॥ᓀीϷՉϐӢᔈჹǹ٠ڗளىϷϪϐਡᏵ
аբࣁਡཀـϐ୷ᘵǶӢᆸᄄёૈੋϷӅᒉǵଵǵࡺཀᒪᅅǵόჴ
ᖂܴⷢ܈ຫϣڋǴࡺ҂ୀрᏤӢܭᆸᄄϐख़εόჴ߄ၲϐ॥ᓀଯܭ
ᏤӢܭᒱᇤޣǶ
2. ჹ ᆶ  ਡ  ױᜢ ϐ ϣ    ڗ ڋள Ѹ ा ϐ ᕕ ှ Ǵ а  ी  ਔ   ݩΠ   ϐ 
ਡำׇǴோځҞߚޑჹሹიϣڋϐԖਏ߄܄ҢཀـǶ
3. ຑ  ᆅ  ໘ ቫ  ܌௦ Ҕ  ी ࡹ  ϐ    ܄Ǵ Ϸ  ܌ ځբ  ी  ी ᆶ ࣬ ᜢ ඟ ៛
ϐӝ܄Ƕ
4. ٩ Ᏽ  ڗ ܌ள ϐ  ਡ  Ᏽ Ǵ ჹ ᆅ  ໘ ቫ ௦ Ҕ ᝩ ុ  ᔼ  ी ୷ ᘵ ϐ    ܄Ǵ
аϷ٬ሹიᝩុᔼϐૈΚёૈౢғख़εᅪቾϐ٣ҹ܈ࢂݩցӸ
ӧख़εόዴ܄ۓǴբр่ፕǶҁीৣऩᇡࣁ၀٣ҹ܈ݩӸӧख़ε
όዴ܄ۓǴ߾ܭਡൔύගᒬӝٳ୍ൔ߄٬Ҕݙޣཀӝٳ୍ൔ
߄ϐ࣬ᜢඟ៛Ǵܭ܈၀ඟ៛߯ឦόਔঅ҅ਡཀـǶҁीৣϐ
่ፕ߯аᄒԿਡൔВڗ܌ளϐਡᏵࣁ୷ᘵǶோ҂ٰ٣ҹ܈ݩ
ёૈᏤठሹიόӆڀԖᝩុᔼϐૈΚǶ
5. ຑ  ӝ  ٳ ୍ ൔ ߄ Ȑ х ࡴ ࣬ ᜢ ߕ ຏ ȑ ϐ  ᡏ ߄ ၲ ǵ ่ ᄬ Ϸ ϣ  Ǵ а Ϸ ӝ
ٳ୍ൔ߄ࢂցϢ߄ၲ࣬ᜢҬܰϷ٣ҹǶ
6. ჹ  ܭ ი ϣ ಔ ԋ ঁ ᡏ ϐ  ୍ ၗ ૻ  ڗள   ىϷ  Ϫ ϐ  ਡ  Ᏽ Ǵ а ჹ ӝ ٳ
୍ൔ߄߄ҢཀـǶҁीৣॄೢიਡਢҹϐࡰᏤǵᅱ࿎ϷՉǴ
٠ॄೢԋიਡཀـǶ
ҁीৣᆶݯൂՏྎ೯ϐ٣Ǵхࡴ܌ೕჄϐਡጄൎϷਔ໔ǴаϷ
ख़ ε  ਡ ว  Ȑ х ࡴ   ܭਡ ၸ ำ ύ  ܌ᒣ ᇡ ϐ ϣ    ڋᡉ  લ Ѩ ȑǶ

19

! ! ҁीৣҭӛݯൂՏගٮҁीৣ܌ᗧឦ٣୍ڙ܌ᐱҥ܄ೕጄϐΓ
ςᒥൻीৣᙍၰቺೕጄύԖᜢᐱҥ܄ϐᖂܴǴ٠ᆶݯൂՏྎ೯܌Ԗё
ૈ  ᇡ ࣁ  ቹ ៜ  ी ৣ ᐱ ҥ  ܄ϐ ᜢ ߯ Ϸ  ځд ٣  Ȑ х ࡴ ࣬ ᜢ ٛ ៈ  ࡼ ȑǶ
! ! ҁ  ी ৣ வ ᆶ  ݯ ൂ Տ ྎ ೯ ϐ ٣  ύ Ǵ ،  ۓჹ  ሹ  ი Ջ ϡ 2019 ԃ ࡋ ӝ
ٳ୍ൔ߄ਡϐᜢᗖਡ٣Ƕҁीৣܭਡൔύ௶ܴ၀٣Ǵନ
ߚݤзόϢϦ໒ඟ៛ۓ٣Ǵ܈ӧཱུـشݩΠǴҁीৣ،ۓόܭ
ਡൔύྎ೯ۓ٣ǴӢёӝႣයԜྎ೯܌ౢғϐॄय़ቹៜε܌ܭቚ
ϐϦճǶ

༇ߞᖄӝीৣ٣୍܌
 ी ৣ



ઽ

 ी ৣ

ᕜ

چᄤයᆅہਡЎဦ
Ѡ   Ϥ ӷ ಃ 0920123784 ဦ

Ջ

ϡ

2 0 2 0

ԣ

ྷ

ӄ

ߎᑼᅱ࿎ᆅہਡЎဦ
ߎ ᆅ  ቩ ӷ ಃ 1060023872 ဦ

ԃ

20

3

Д

1 3

В

SHANE GLOBAL HOLDING INC. Ϸ η Ϧ љ
ӝٳၗౢॄ߄
Ջ ϡ 2019 ԃ Ϸ 201 8 ԃ 12 Д 31 В
ൂՏǺཥѠჾщϡ

ж
1100
1170
1200
1220
130X
1421
1412
1476
11XX

ၗ
ࢬၗౢ
ߎϷऊߎȐߕຏѤϷϤȑ
ᔈԏීȐߕຏѤǵΎϷΒΜȑ
ځдᔈԏීȐߕຏѤǵΎϷΒΎȑ
ҁය܌ளิၗౢȐߕຏΒΒȑ
ӸȐߕຏѤϷΖȑ
ႣбීȐߕຏΜϖȑ
ႣбચၛීȐߕຏΟǵΜѤϷΒΐȑ
ځдߎᑼၗౢɡࢬȐߕຏѤǵΜϖϷΒΐȑ
ࢬၗౢᕴी

1600
1755
1805
1821
1840
1985
1990
15XX

ߚࢬၗౢ
όౢǵቷ܊ϷഢȐߕຏѤǵΜϷΒΐȑ
٬ҔၗౢȐߕຏΟǵѤǵΜϷΒΐȑ
៉ȐߕຏѤϷΜΒȑ
ځдคၗౢȐߕຏѤϷΜΟȑ
ሀ܌ۯளิၗౢȐߕຏѤϷΒΒȑ
ႣбચၛීɡߚࢬȐߕຏΟǵΜѤϷΒΐȑ
ځдߚࢬၗౢȐߕຏΜϖȑ
ߚࢬၗౢᕴी

1XXX

ၗ! ! ౢ! ! ᕴ! ! ी

ж

ዸ

2110
2130
2150
2170
2180
2200
2230
2280
2320
2399
21XX

ॄ

Ϸ

ࢬॄ
ᔈбอය౻چȐߕຏΜϤϷΒΐȑ
ӝऊॄɡࢬȐߕຏѤϷΒΜȑ
ᔈб౻Ᏽ
ᔈбී
ᔈбීɡᜢ߯ΓȐߕຏΒΖȑ
ځдᔈбීȐߕຏΜΎϷΒϖȑ
ҁය܌ளิॄȐߕຏѤϷΒΒȑ
ચၛॄɡࢬȐߕຏΟǵѤǵΜϷΒΖȑ
ԃϣډයϐߏයॷීȐߕຏΜϤϷΒΐȑ
ځдࢬॄȐߕຏΜΎȑ
ࢬॄᕴी

2540
2570
2580
2600
25XX

ߚࢬॄ
ߏයॷීȐߕຏΜϤϷΒΐȑ
ሀ܌ۯளิॄȐߕຏѤϷΒΒȑ
ચၛॄɡߚࢬȐߕຏΟǵѤǵΜϷΒΖȑ
ځдߚࢬॄȐߕຏΜΎȑ
ߚࢬॄᕴी

2XXX

ዸ

3310
3320
3350
3300
3400
3500
31XX
36XX

ߚڋȐߕຏѤϷΜΐȑ

3XXX

2019ԃ12Д31В
ᚐ

ߎ

ʘ

2018ԃ12Д31В
ᚐ

ߎ

$ 1,684,691
505,252
33,759
12,482
523,311
90,988
286,048
3,136,531

40
12
1
12
2
7
74

$ 2,759,300
546,566
33,478
549,530
49,261
2,406
121,119
4,061,660

57
11
1
11
1
3
84

769,902
290,081
7,733
10,900
20,711
10,268
1,109,595

18
7
1
26

649,208
7,922
9,808
19,079
99,883
9,562
795,462

13
1
2
16

$ 4,246,126

100

$ 4,857,122

100

$

(
(

ᕴी
ॄ! ! ᆶ! ! ! ᕴ! ी

12,545
9,979
15,276
216,159
37,219
351,736
341,906
97,337
1,165
4,065
1,087,387

1
5
1
8
8
2
25

19,002
69
12,979
1,385
33,435

93,263
15,289
1,680
276,108
59,957
341,005
376,948
6,540
1,170,790

2
6
1
7
8
24

1
1

12
966
978

-

1,120,822

26

1,171,768

24

1,111,120
1,312,085

26
31

1,111,120
1,312,085

23
27

207,086
267,987
965,043
1,440,116
355,605 )
423,405 )
3,084,311

5
6
23
34
8)
10 )
73

103,987
264,922
1,117,675
1,486,584
267,987 )
3,641,802

2
6
23
31
6)
75

(
(

$

(

ΓǺᖴల㊩

1

43,552

1

3,125,304

74

3,685,354

76

$ 4,246,126

100

$ 4,857,122

100

ीЬᆅǺ݅ޱኾ

21

(

40,993

ࡕߕϐߕຏ߯ҁӝٳ୍ൔϐϩǶ
ဠ٣ߏǺᖴඵ೯

ʘ



! ! ॄᕴी
ᘜឦܭҁϦљЬϐȐߕຏѤϷΜΐȑ
ި! ! ҁ
ද ೯ ި
ၗҁϦᑈ
ߥ੮ࣦᎩ
ࣦۓݤᎩϦᑈ
ձࣦᎩϦᑈ
҂ϩଛࣦᎩ
ߥ੮ࣦᎩᕴी
ځд
ᙒި౻
ҁϦљЬϐӝी

3110
3200

ౢ

SHANE GLOBAL HOLDING INC. Ϸ η Ϧ љ
ӝٳᆕӝཞ߄
Ջ ϡ 2019 ԃ Ϸ 2018 ԃ 1 Д 1 В Կ 12 Д 31 В
ൂՏǺཥѠჾщϡǴோ
ࣦިᎩࣁϡ

ж ዸ

ߎ

4100

ᔼԏΕȐߕຏѤǵΒΜϷ
ΒΖȑ
ᎍԏΕ

5110

ᔼԋҁȐߕຏΖǵΒϷ
ΒΖȑ
ᎍԋҁ

5900

ᔼЛճ

6000

ᔼҔȐߕຏΒϷΒΖȑ
ᎍҔ
ᆅҔ
ࣴزวҔ
ႣයߞҔ෧ཞཞѨȐߕ
ຏѤϷΎȑ
ᔼҔӝी

6900

ᔼృճ

6100
6200
6300
6450

7010
7020
7050
7000

2019ԃࡋ
ᚐ

ᔼѦԏΕϷЍрȐߕຏѤ
ϷΒȑ
ځдԏΕ
ځдճϷཞѨ
୍ԋҁȐߕຏΒΖȑ
ᔼѦԏΕϷЍр
ӝी

$

(

ʘ

4,026,937

100

2,446,225 )

( 61 )

1,580,712

ߎ

$

(

39

2018ԃࡋ
ᚐ

ʘ

4,439,108

100

2,637,644 )

( 59 )

1,801,464

41

(
(
(

327,266 )
418,465 )
48,057 )

( 8)
( 11 )
( 1)

(
(
(

337,013 )
366,388 )
49,041 )

(
(
(

(
(

6,015 )
799,803 )

( 20 )

(
(

2,289 )
754,731 )

( 17 )

780,909

90,499
13,011
2,299 )

(

7900

ᝩុᔼൂՏิృճ

7950

܌ளิҔȐߕຏѤϷΒΒȑ (

8200

ҁԃࡋృճ

19

44,076
16,010
2,865 )

1
-

3

57,221

1

882,120

22

1,103,954

25

841,576

22

(

24

101,211

40,544 )

Ȑௗԛ।ȑ

2
1
-

1,046,733

8)
8)
1)

(

1)
21

(

89,123 )
1,014,831

(

2)
23

Ȑ܍।ȑ

ж ዸ

8310
8341
8360
8361

8300

8500

8610
8620
8600

8710
8720
8700

9710
9810

ځдᆕӝཞȐߕຏѤϷΜ
ΐȑ
όख़ϩᜪԿཞϐ
ҞǺ
ඤᆉ߄ၲჾϐի
ඤৡᚐ
ࡕុёૈख़ϩᜪԿཞ
ϐҞǺ
୯Ѧᔼၮᐒᄬ୍
ൔ߄ඤᆉϐիඤ
ৡᚐ
ҁයځдᆕӝཞ
Ȑิࡕృᚐȑ

ߎ

2019ԃࡋ
ᚐ

($

69,683 )

(

19,642 )

(

89,325 )

ʘ

(

(

ߎ

2)

$

2018ԃࡋ
ᚐ

ʘ

64,736

-

(

68,564 )

2)

(

3,828 )

2

(

2)
-

ҁԃࡋᆕӝཞᕴᚐ

$

752,251

19

$

1,011,003

23

ృճȐཞȑᘜឦܭǺ
ҁϦљЬ
ߚڋ

$

842,428
852 )
841,576

21
21

$

1,011,996
2,835
1,014,831

23
23

754,810
2,559 )
752,251

19
19

$
$

1,008,931
2,072
1,011,003

23
23

$
$

9.70
9.69

(
$

ᆕӝཞᕴᚐᘜឦܭǺ
ҁϦљЬ
ߚڋ

$
(
$

ࣦިᎩȐߕຏΒΟȑ
ٰԾᝩុᔼൂՏ
୷! ! ҁ
ี! ! ញ

$
$

7.67
7.67

$

ࡕߕϐߕຏ߯ҁӝٳ୍ൔϐϩǶ

ဠ٣ߏǺᖴඵ೯

ΓǺᖴల㊩

23

ीЬᆅǺ݅ޱኾ

24

2019 ԃࡋృճȐཞȑ

2019 ԃࡋิࡕځдᆕӝཞ

2019 ԃࡋᆕӝཞᕴᚐ

ᖼΕᙒި౻ȐߕຏΜΐȑ

2019 ԃ 12 Д 31 ВᎩᚐ

D1

D3

D5

L1

Z1

ဠ٣ߏǺᖴඵ೯

2018 ԃࡋࣦᎩࡰኘϷϩଛȐߕຏΜΐȑ
ࣦۓݤᎩϦᑈ
ձࣦᎩϦᑈ
ҁϦљިܿߎިճ

B1
B3
B5

2018 ԃࡋᆕӝཞᕴᚐ

D5

2018 ԃ 12 Д 31 ВᎩᚐ

2018 ԃࡋิࡕځдᆕӝཞ

D3

Z1

2018 ԃࡋృճ

D1

ߎቚၗȐߕຏΜΐϷΒѤȑ

2017 ԃࡋࣦᎩࡰኘϷϩଛȐߕຏΜΐȑ
ࣦۓݤᎩϦᑈ
ձࣦᎩϦᑈ
ҁϦљިܿߎިճ

B1
B3
B5

E1

2018 ԃ 1 Д 1 ВᎩᚐ

ж ዸ
A1

ឦ

$ 1,111,120

-

-

-

-

-

1,111,120

111,120

-

-

-

-

ި
ҁ
$ 1,000,000

ᘜ

Ϧ

љ



$

$

267,987

-

-

-

-

3,065
-

264,922

-

-

-

-

264,922
-

(
(
(

(
(
(

$

965,043

-

842,428

-

842,428

103,099 )
3,065 )
888,896 )

1,117,675

-

1,011,996

-

1,011,996

103,987 )
264,922 )
699,360 )

ࡕߕϐߕຏ߯ҁӝٳ୍ൔϐϩǶ

207,086

-

-

-

-

103,099
-

103,987

-

-

-

-

103,987
-

ߥ
੮
ࣦ
Ꭹ
ࣦۓݤᎩϦᑈ ձࣦᎩϦᑈ ҂ ϩ ଛ ࣦ Ꭹ
$
$
$ 1,173,948

ҁ

ΓǺᖴల㊩

$ 1,312,085

-

-

-

-

-

1,312,085

1,171,209

-

-

-

-

ၗ ҁ Ϧ ᑈ
$
140,876

ܭ

($

(

(

(

(

(

($

(

-

-

-

-

-

-

-

-

-

-

ި ౻
-

423,405 )

423,405 )

 ᙒ
$

ϐ

ीЬᆅǺ݅ޱኾ

355,605 )

-

87,618 )

87,618 )

-

-

267,987 )

-

3,065 )

3,065 )

-

-

Ь
ځдҞ
୯Ѧᔼၮᐒᄬ
୍ൔ߄ඤᆉ
ϐ ի ඤ ৡ ᚐ
($
264,922 )

Ջ ϡ 2019 ԃ Ϸ 201 8 ԃ 1 Д 1 В Կ 12 Д 3 1 В

ӝٳᡂ߄

SHANE GLOBAL HOLDING INC. Ϸ η Ϧ љ



(

(

(

(

(

$ 3,084,311

423,405 )

754,810

87,618 )

842,428

888,896 )

3,641,802

1,282,329

1,008,931

3,065 )

1,011,996

699,360 )

ᕴ
ी
$ 2,049,902



(

(

(

(

$

40,993

-

2,559 )

1,707 )

852 )

-

43,552

-

2,072

763 )

2,835

-

ߚ    ڋ
$
41,480

(

(

(

(

(

$ 3,125,304

423,405 )

752,251

89,325 )

841,576

888,896 )

3,685,354

1,282,329

1,011,003

3,828 )

1,014,831

699,360 )

  ᕴ ᚐ
$ 2,091,382

ൂՏǺཥѠჾщϡ

SHANE GLOBAL HOLDING INC. Ϸ η Ϧ љ
ӝٳߎࢬໆ߄
Ջ ϡ 2019 ԃ Ϸ 2018 ԃ 1 Д 1 В Կ 12 Д 31 В
ൂՏǺཥѠჾщϡ

ж

2019ԃࡋ

ዸ

A10000
A20010
A20100
A20200
A20300
A20900
A21200
A22500
A23700
A24100
A29900
A30000
A31150
A31180
A31200
A31230
A32125
A32130
A32150
A32160
A32180
A32230
A33000
A33100
A33300
A33500
AAAA

ᔼࢲϐߎࢬໆ
ҁԃࡋิృճ
ԏཞҞǺ
שᙑҔ
ᎍҔ
ႣයߞҔ෧ཞཞѨ
୍ԋҁ
ճ৲ԏΕ
ೀϩόౢǵቷ܊ϷഢཞѨ
ӸຳሽϷքᅉཞѨ
҂ჴѦჾիඤృճ
Ⴃбચၛීᎍ
ᔼၗౢϷॄϐృᡂኧ
ᔈԏී
ځдᔈԏී
Ӹ! ! 
Ⴃбී
ӝऊॄ
ᔈб౻Ᏽ
ᔈбී
ᔈбීɡᜢ߯Γ
ځдᔈбී
ځдࢬॄ
ᔼၮౢғϐߎ
ԏڗϐճ৲
Ѝбϐճ৲
Ѝбϐ܌ளิ
ᔼࢲϐృߎࢬΕ

B02700
B02800
B03700
B04500

ၗࢲϐߎࢬໆ
ᖼόౢǵቷ܊Ϸഢ
ೀϩόౢǵቷ܊Ϸഢ
Ӹрߥߎቚу
ᖼคၗౢ

$

(

(

(
(
(
(
(
(

(
(

(
(
(

Ȑௗԛ।ȑ

25

2018ԃࡋ

882,120
92,129
1,824
6,015
2,299
47,476 )
945
10,722
3,025 )
-

$ 1,103,954

(

(

27,067
2,861 )
4,052
44,239 )
5,098 )
14,060
55,945 )
21,965 )
11,769
2,391 )
870,002
49,324
2,299 )
82,340 )
834,687

(

201,455 )
496
2,862 )
3,372 )

(

(

(
(

(
(

(
(

62,280
1,429
2,289
2,865
33,691 )
808
133 )
2,493
65,312 )
13,729
25,131
9,846 )
2,853
418
34,125
11,135
36,916 )
2,324 )
1,115,287
29,318
4,802 )
83,163 )
1,056,640

93,003 )
9)
1,562 )

Ȑ܍।ȑ
ж ዸ
B05350
B06500
B06700
BBBB

ڗள٬Ҕၗౢ
ځдߎᑼၗౢȐቚуȑ෧Ͽ
ځдߚࢬၗౢቚу
ၗࢲϐృߎࢬȐрȑΕ

2019ԃࡋ
($
92,736 )
(
173,044 )
(
3,403 )
(
476,376 )

C00200
C01600
C01700
C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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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2019 年度盈餘分配表

SHANE GLOBAL HOLDING INC.
盈餘分配表
西元 2019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 NTD
122,613,781

期初未分配盈餘

842,428,077

加：本期稅後淨利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

81,702,878 )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

87,618,206 )
795,720,774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總額
減：分配項目：
(

股東紅利-現金（NT$6 元/股）

648,672,000 )
147,048,774

期末未分配盈餘

註 1： 現金股利係以 2020 年 3 月 9 日止流通在外股數 108,112,000 股計算，實際每股股利以
配息基準日實際流通在外股份為準，惟分配總額不變。
註 2： 本公司以美金為主要功能性貨幣，實際配發現金股利之美金總額將以股東會當日的台
灣銀行台幣兌美金之中價匯率為計算基礎。
註 3： 特別盈餘公積係依金管會發字第 1010012865 號函規定，就「其他股東權益減項淨額」
提列同等數額，計新台幣 87,618,206 元。

董事長：謝智通

經理人：謝淑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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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主管：林芳毅

附件五、「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

商億全球控股有限公司
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
第一條

目的
本公司為激勵員工及提昇員工向心力，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2 第 1 項第 1
款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之「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等相關規定，
訂定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除依有關法令規
定外，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二條

轉讓股份之種類、權利內容及權利受限情形
本次轉讓予員工之股份為普通股，其權利義務除有關法令及本辦法另有規定者
外，與其他流通在外普通股相同。

第三條

轉讓期間
本次買回之股份，自買回股份之日起五年內，得一次或分次轉讓予員工，逾期
未轉讓部份，視為本公司未發行股份，應依法辦理註銷股份之變更登記。

第四條

受讓人之資格
凡於認股基準日前到職滿一年或對公司有特殊貢獻經提報董事會同意之本公司
員工，且於員工認股基準日或繳足認購股款前仍在職，得依本辦法第五條所定認購
數額，享有認購資格。
本辦法所稱之員工，係指本公司及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
之海內外子公司領有薪資之全職員工，兼職員工、臨時性員工、短期工讀生及委外
勞工均不適用本辦法。

第五條

轉讓之程序
本公司依員工之職等、服務年資、績效考核及對公司之特殊貢獻等標準，並兼
顧認股基準日時公司持有之買回股份總額及單一員工認購股數之上限等因素，訂定
員工得受讓股份之權數，授權董事長核准之。
員工於認購繳款期間屆滿而未認購繳款者，視為棄權；認購不足之餘額，授權
董事長另洽其他員工認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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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之作業程序：
一、依董事會之決議，公告、申報並於執行期限內買回本公司股份。
二、本公司董事長依本辦法訂定及公布員工認股基準日、得認購股數標準、認購繳
款期間、權利內容及限制條件等作業事項以資遵循。
三、統計實際認購繳款股數，辦理股票轉讓過戶登記。

第七條

約定之每股轉讓價格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以實際買回之平均價格為轉讓價格，惟轉讓前，如
遇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增加或減少，得按發行股份增減比率調整之。
轉讓價格調整公式：
調整後轉讓價格= 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 x 申報買回股份時已發行之普通股
總數 / 轉讓買回股份予員工前已發行之普通股總數。

第八條

轉讓後之權利義務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並辦理過戶登記後，除另有規定者外，餘權利義務與
原有股份相同。

第九條

其他有關公司與員工權利義務事項
一、符合受讓資格之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喪失其請求轉讓股份之權利:
1. 於轉讓期間內留職停薪尚未復職者。
2. 於本辦法訂定後因死亡、任何原因離職或與公司終止雇傭關係者。
3. 於轉讓期間屆滿，仍未申請轉讓者。
二、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其所發生之稅捐及費用應依相關法令由公司或員
工各自負擔。

第十條

實施及修訂
一、本辦法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生效，並得報經董事會決議修訂。
二、本辦法應提報股東會報告，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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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商億全球控股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要點說明：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108 年 3 月 7 日新修訂「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
則」，本公司依據其法規修正背書保證作業程序相關條文。

修正後內容

現行內容

第一條 目的及適用公司：
第一條 目的及適用公司：
本公司為保障股東權益，健全辦理背書保證作 本公司為保障股東權益，健全辦理背書保證作
業及降低財務風險，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業及降低財務風險，特訂定本作業辦法。
本作業程序除對於子公司之規定僅適用於子 本作業辦法除對於子公司之規定僅適用於本
公司外，其餘規定對於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均適 公司外，其餘規定對於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均適
用之。本作業程序如與本公司任何子公司所在 用之。本辦法如與本公司任何子公司所在地已
地已經生效的法令衝突，則以該子公司所在地 經生效的法令衝突，則以該子公司所在地法令
法令為準。
為準。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為他人背書保證事項，除遵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為他人背書保證事項，除遵
照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適用法令規定 照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適用法令規定
外，應依本作業程序之規定辦理。
外，應依本作業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條 背書保證範圍及內容界定如下：
第二條 背書保證情形：
一、融資背書保證：
一、融資背書保證：
(一) 客票貼現融資。
(一) 客票貼現融資。
(二) 為他公司融資之目的所為之背書或
(二) 為他公司融資之目的所為之背書或
保證。
保證。
(三) 為本公司融資之目的而另開立票據
(三) 為本公司融資之目的而另開立票據
予非金融事業作擔保者。
予非金融事業作擔保者。
二、關稅背書保證：
二、關稅背書保證：
係指為本公司或他公司有關關稅事項所
係指為本公司或他公司有關關稅事項所
為之背書或保證。
為之背書或保證。
三、其他背書保證：
三、其他背書保證：
係指無法歸類列入前二項之背書或保證
係指無法歸類列入前二項之背書或保證
事項。
事項。
四、本公司提供動產或不動產為他公司借款 四、本公司提供動產或不動產為他公司借款
之擔保設定質權、抵押權者，亦應依本作
之擔保設定質權、抵押權者，亦應依本作
業程序辦理。
業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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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內容
第三條

現行內容

背書保證之對象：

第三條 背書保證對象：
本公司得背書保證之對象僅限於下列公司：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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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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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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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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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四、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
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書保證。 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書保證，且其金額
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並應提報本
公司董事會決議後為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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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書保證對象若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
之一之子公司，除應於背書保證前詳細審查其
必要性及合理性，並評估其風險外，並應於背
書保證後，逐月執行風險評估，並定期將風險
評估呈報董事會。
本辦法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應依臺灣證券發
行人財務報告編制準則之規定認定之。
本辦法所稱之淨值，係指臺灣證券發行人財務
報告編制準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本公
司業主之權益。
第四條 背書保證之額度：
第四條 背書保證之額度：
一、本公司得為背書保證總額以本公司淨值 一、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總額以本公司淨值
百分之一百四十為限，其中本公司對直接
百分之一百四十為限。其中本公司對直接
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九十以上之子公
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九十以上之子公
司背書保證總額以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
司背書保證總額以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
百為限，其餘對外背書保證總額以本公司
百為限，其餘對外背書保證總額以本公司
淨值之百分之四十為限。
淨值之百分之四十為限。
二、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 二、本公司對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九
總額以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二百為限。除
十以上之單一子公司背書保證總額以本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整體對直接及間接持
公司淨值百分之百為限，其餘對單一企業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單一子公司背
背書保證之總額以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
書保證之總額以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百
四十為限。
為限外，其餘對同一對象背書保證總金額
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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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內容

現行內容

三、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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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得為背書保
分之九十以上之子公司間，得為背書保
證，且其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
證，且其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
之十。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之十。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百分之百之子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
份百分之百之子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
限。
限。
(刪除)
四、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
總額以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二百為限；本
公司及各子公司整體對直接及間接持有
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單一子公司背書
保證之總額以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百為
限，對其餘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總額以本
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四十為限。
四、與本公司或各子公司因業務往來關係而 五、與本公司或各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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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從事背書保證者，除上述限額規定外，其
該對象與本公司或子公司最近六個月之
個別背書保證金額以不超過最近一年度
業務往來金額評估，惟對同一對象背書保
雙方間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稱業務往來
證總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十
金額系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為限。
五、本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新增)
編製者，本作業程序所稱之淨值，係以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所載歸屬於本公司業主之權益。
第五條 決策及授權層級：
第五條 決策及授權層級：
一、各部門因業務需要必須辦理保證或票據 一、各部門因業務需要必須辦理保證或票據
背書時，應審慎評估是否符合本程序之規
背書時，應審慎評估是否符合本辦法之規
定，並同審查評估結果提報董事會決議後
定，並同審查評估結果提報董事會決議後
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應先經董事會決議
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應先經董事會決議
同意後為之。
同意後為之。
二、董事會休會期間，若業務需要得由董事會 二、董事會休會期間，若業務需要得由董事會
授權董事長在不逾第四條規定背書保證
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決行，事後再提
額度的百分之五十以內先予決行，事後再
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之。
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之。
三、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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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依第四條第三
分之九十以上之子公司依第三條第二項
項規定為背書保證前，應提報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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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決議後始得辦理。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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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內容

現行內容

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子公司間背
書保證，不在此限。

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
保證，不在此限。

第六條 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第六條 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時，應由被背書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時，應由被背書
保證公司出具申請書向本公司財務部門
保證公司出具申請書向本公司財務部門
提出申請，財務部門應對被背書保證公司
提出申請，財務部門應對被背書保證公司
作徵信調查，評估其風險性並作成評估紀
作徵信調查，評估其風險性並作成評估紀
錄，經財務主管審查通過後呈總經理及董
錄，經財務主管審查通過後呈總經理及董
事長核示，必要時應取得擔保品。
事長核示，必要時應取得擔保品。
二、財務部門針對被背書保證公司作徵信調 二、財務部門針對被背書保證公司作徵信調
查並作風險評估，評估事項應參考以下幾
查並作風險評估，評估事項應參考以下幾
點：
點：
(一) 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一) 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二) 背書保證對象之徵信及風險評估。
(二) 以被背書保證公司之財務狀況衡量
(三) 對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
權益之影響。
(四) 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評估價值。

背書金額是否必須。
(三) 累積背書保證金額是否仍在限額以內。
(四) 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背書保證，應評
估其背書保證金額與業務往來金額
是否在限額以內。
(五) 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
東權益之影響。
(六) 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評估價值。
(七) 檢附背書保證徵信及風險評估紀錄。
三、財務部門應建立備查簿，就背書保證對 三、財務部門應建立備查簿，就背書保證對
象、金額、董事會通過或董事長決行日
象、金額、董事會通過或董事長決行日
期、背書保證日期及依前項規定應審慎評
期、背書保證日期及依前項規定應審慎評
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四、財務部門應評估或認列背書保證之或有 四、財務部門應依本公司所遵循之財務會計
準則公報規定，評估或認列背書保證之或
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背書保證
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背書保
資訊，並提供簽證會計師相關資料，以供
證資訊，並提供簽證會計師相關資料，以
會計師執行必要查核程序，出具允當之查
供會計師執行必要查核程序，出具允當之
核報告。
查核報告。
五、本公司因情事變更，使背書保證對象原符 五、本公司因情事變更，使背書保證對象原符
合本施行辦法規定而嗣後不符規定，或背
合本施行程序規定而嗣後不符規定，或背
書保證金額因據以計算限額之基礎變動
書保證金額因據以計算限額之基礎變動
致超過所訂額度時，對該對象背書保證金
致超過所訂額度時，對該對象背書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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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或超限部份應於合約所訂期限屆滿時
額或超限部份應於合約所訂期限屆滿時
或訂定改善計畫於一定期限內全部消
或訂定改善計畫於一定期限內全部消
除，將相關改善計畫呈報審計委員會，並
除，將相關改善計畫呈報審計委員會，並
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六、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務需要，而有超 六、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務需要，而有超
過本作業程序所訂額度之必要且符合本
過本作業辦法所訂額度之必要且符合本
作業程序所訂條件者，應經董事會同意並
作業辦法所訂條件者，應經董事會同意並
由半數以上之董事對公司超限可能產生
由半數以上之董事對公司超限可能產生
之損失具名聯保，並修正本作業程序，報
之損失具名聯保，並修正本作業辦法，報
經股東會追認之；股東會不同意時，應訂
經股東會追認之；股東會不同意時，應訂
定計劃於一定期限內銷除超限部分。
定計劃於一定期限內銷除超限部分。
於前項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慮各獨立
於前項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慮各獨立
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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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七、背書保證對象若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 七、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為背書保證之總額
二分之一之子公司，除應於背書保證前詳
細審查其必要性及合理性，並評估其風險
外，並應於背書保證後，逐月執行風險評
估，並定期將風險評估呈報董事會。
第九條 印鑑章保管及程序：
本公司無印鑑章，對外背書保證文件應由
董事會授權之人簽署。

達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並應於
股東會說明其必要性及合理性，俾使股東
知悉本公司從事背書保證之風險情形。

第九條 印鑑章保管及程序：
一、本公司對外保證之用印以「背書保證專用
印鑑章」為之，該印鑑應由經董事會同意
且非辦理背書保證部門外之專人妥善保
管，並按核決權限及所定程序始得用印或
簽發票據。
二、本 公 司 若 對 國 外 公 司 為 背 書 保 證 行 為
時，公司所出具之背書保證函應由董事會
授權之人簽署。

公告申報程序（本公司於中華民國
公開發行後適用）：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彙整相關資訊，公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彙整相關資訊，公
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
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
餘額。
餘額。
二、本公司背書保證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於 二、本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
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公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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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本
第十一條

公告申報程序：

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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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
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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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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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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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條所稱事實發生日，系指簽約日、
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
定背書保證對象及金額之日等日期

孰前者。
(六)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中華民國公開
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本項第四款
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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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本條所稱事實發生日，系指交易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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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孰前者。
(六)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中華民國公開
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本項第四款
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
之。

第十二條 罰則：
第十二條 罰則：
本公司之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反本作業程序 本公司之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反本作業辦法
時，依相關法令負擔損害賠償。
時，依照本公司人事管理辦法與員工管理規則
提報考核，依其情節輕重處罰。
第十四條 實施及修訂：
第十四條 實施及修訂：
一、本公司訂定或修正本作業程序，應經審計 一、本公司訂定或修正本作業辦法，應經審計
委員會全體成員(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二
委員會全體成員(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如未
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如未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以實際在任者計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以實際在任者計
算之)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
算之)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
(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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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
會之決議。
會之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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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公司將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提報董事會 二、本公司將背書保證作業辦法提報董事會
討論時，應充分考慮各獨立董事之意見，
討論時，應充分考慮各獨立董事之意見，
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
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理由列入董事會議紀錄。
三、本作業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 三、本作業辦法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董事會通
通過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
過後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
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
明者，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審計
明者，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審計
委員會並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委員會並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刪除)
四、本作業辦法有關審計委員會、獨立董事之
規定，於本公司成立審計委員會、設置獨
立董事之日起適用。
四、本作業程序有關審計委員會之規定，對子 五、本作業辦法有關審計委員會之規定，對子
公司監察人準用之。
公司監察人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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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億全球控股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要點說明：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108 年 3 月 7 日新修訂「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
則」，本公司依據其法規修正背書保證作業程序相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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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辦法
第一條 目的及適用公司：
第一條 目的及適用公司：
本公司為保障股東權益，健全資金貸與他人作 本公司為保障股東權益，健全資金貸與他人作
業及降低財務風險，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業及降低財務風險，特訂定本作業辦法。
本作業程序除對於子公司之規定僅適用於子 本作業辦法除對於子公司之規定僅適用於本
公司外，其餘規定對於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均適 公司外，其餘規定對於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均適
用之。本作業程序如與本公司任何子公司所在 用之。本辦法如與本公司任何子公司所在地已
地已經生效的法令衝突，則以該子公司所在地 經生效的法令衝突，則以該子公司所在地法令
法令為準。
為準。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除遵照臺灣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除遵照臺灣
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適用法令規定外，應依本 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適用法令規定外，應依本
作業程序之規定辦理。
作業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條

資金貸與對象、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 第二條 資金貸與對象、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
對象之限額：
對象之限額：
一、依本公司上市地國法令之規定，本公司之 一、本公司資金，除有下列各款情形外，不得
資金，除有下列各款情形外，不得貸與股
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東或任何他人：
(一) 與本公司或子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
(一) 與本公司或子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
司或行號；所稱「業務往來」係指雙
方間有進貨或銷貨交易者。
司或行號。
(二) 本公司對其它公司或行號有短期融
(二) 與本公司或子公司有短期融通資金
必要之公司或行號。
通資金之必要者，融資金額不得超過
前述所稱短期，係指一年，但其營業週期
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四十，本公司直
長於一年者，以營業週期為準；所稱融資
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五
金額，係指本公司短期融通資金之累計餘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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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出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四十；所稱
「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係以本公司
之子公司因業務需要短期融通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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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限；所稱短期，係指一年，但其
營業週期長於一年者，以營業週期為
準；所稱融資金額，
係指本公司短期融通資金之累計餘
額。
(三)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之公司之間從事資金貸與
之金額以貸出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六
十為限及期間以雙方簽定合約議定
還款日期為依據。
二、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 資 金 貸 與 有 業 務 往 來 公 司 或 行 號
者，貸與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百

(刪除)

二、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 業務往來者：
(1) 個別對象限額：
以該對象與本公司或子公司最近
六個月之業務往來金額評估，惟
對同一對象資金貸與總
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
十為限。
(2) 貸與總額：
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為
限。
(二) 短期融通資金必要者：
(1) 個別對象限額：
以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公司因業
務需要短期融通資金者為限，資
金貸與之限額應以貸出公司淨值
之百分之四十。
(2) 貸與總額：
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為
限。
(三)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之公司之間從事資金貸與
之金額以貸出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六
十為限，期間以不超過三年為原則。

分之四十為限，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公
司資金貸與之限額應以貸出公司淨
值之百分之四十；個別資金貸與限額
以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為
限。

(二) 資金貸與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
司者，貸與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
百分之四十為限，本公司直接及間接
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五十以上之
公司資金貸與之限額應以貸出公司
淨值之百分之四十；個別貸與金額以
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為限。

(新增)

第三條 資金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第三條 資金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一、除本作業程序另有規定外，每次資金貸與 一、每次資金貸與期限自本公司撥款日起算，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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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超過一年或一營業週期 (較長者)為
原則，惟因業務往來所為資金貸與，得延
長為一年（含）以內，本公司直接及間接
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公司
不在此限。
二、資金貸與他人之利息計算除另有約定者 二、資金貸與他人之利息計算除另有約定者
外，以每次資金貸與餘額先乘以約定之年
外，以每次資金貸與餘額先乘以約定之年
利率及資金貸與日數，再除以365為利息
利率及資金貸與日數，再除以365為利息
金額。約定年利率以不得低於銀行短期一
金額。約定年利率以不得低於銀行短期一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為原則。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為原則。
三、資金貸與他人之利息計收除另有約定者 三、資金貸與他人之利息計收除另有約定者
外，以每月繳息一次為原則，於約定繳息
外，以每月繳息一次為原則，於約定繳息
日前七日通知借款人按時繳息。
日前七日通知借款人按時繳息。
期限自本公司撥款日起算，以不超過一年
或一營業週期(較長者)為原則。

第四條

資金貸與辦理程序：
第四條 資金貸與辦理程序：
.
.
.
.
.
.
二、徵信調查
二、徵信調查
(一) 初次借款者，借款人應提供基本資料
(一) 初次借款者，借款人應提供基本資料
（公司登記文件）、財務資料，前述
（公司登記文件）、財務資料，前述
資料未取得需取得調查外部徵信文
資料未取得需取得調查外部徵信文
件，以便評估借款人信用情形。財務
件，以便評估借款人信用情形。財務
部評估後，得要求借款人提供擔保品
部評估後，得要求借款人提供擔保品
或保證人。
或保證人。
(二) 若借款人財務狀況良好，且年度財務
(二) 若借款人財務狀況良好，且年度財務
報表已委請會計師辦妥融資簽證，則
報表已委請會計師辦妥融資簽證，則
得沿用尚未超過一年之調查報告，併
得沿用尚未超過一年之調查報告，併
同該期之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以作
同該期之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以作
為董事會決議之參考。本公司資金貸
為董事會決議之參考。本公司資金貸
與子公司或子公司彼此間資金貸
與子公司或子公司彼此間資金貸
與，得無需提供外部徵信文件。
與，得無需提供外部徵信文件。
(三) 本公司評估借款人之信用品質時，應
(三) 本公司評估借款人之信用品質時，應
一併評估：
一併評估資金貸與他人之必要性及
(1) 資金貸與他人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合理性、擔保品價值或保證人信用品
(2) 貸與對象之徵信及風險評估。
質、資金貸與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
(3) 對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
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股東權益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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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評估
價值。
第七條 辦理資金貸與他人應注意事項：
第七條 辦理資金貸與他人應注意事項：
一、本公司將公司資金貸與他人前，應審慎評 一、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前，應審慎評估是否
估是否符合本作業程序之規定，併同評估
符合本作業辦法之規定，併同評估結果提
結果提董事會決議後辦理，不得授權其他
董事會決議後辦理，不得授權其他人決
人決定。
定。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子公司彼此間之資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子公司彼此間之資
金貸與，應依本作業程序提董事會決議，
金貸與，應依本作業辦法提董事會決議，
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對象於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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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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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本公司直接及間
前項所稱一定額度，依本作業程序第二條
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公
第二項規定之。

司不在此限。
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本作業辦法第二條
第二項規定者外，本公司或子公司對單一
企業之資金貸與之授權額度不得超過其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
二、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資 二、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資
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
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
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
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
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符本程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符本辦
序規定或貸與餘額超限時，財務部應訂定
法規定或貸與餘額超限時，財務部應訂定
改善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
改善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
會，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會，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四、承辦人員應於每月十日以前編製上月份資 四、承辦人員應於每月10日以前編製上月份資
金貸與其他公司明細表，逐級呈請核閱。
金貸與其他公司明細表，逐級呈請核閱。
五、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於資金貸與他人 五、本公司若設置獨立董事，於資金貸與他人
時，應充分考慮各獨立董事之意見，獨立
時，應充分考慮各獨立董事之意見，並將
董事如有反對意見或保留意見，應於董事
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見及反對之理由
會議事錄載明。
列入董事會紀錄。
六、本公司應評估資金貸與情形並提列適足 六、本公司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評估
之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有
資金貸與情形並提列適足之備抵壞帳，且
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執
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
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必要之查核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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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新增)
編製者，本作業程序所稱之淨值，係以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所載歸屬於本公司業主之權益。
第八條 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控管程序： 第八條 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一、子公司應於每月七日(含)前編製上月份資 一、子公司應於每月十五日(含)前編製上月份
金貸與其他公司明細表及餘額呈報本公
資金貸與其他公司明細表及餘額呈報本
司。
公司。
二、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成決議七日前，應 二、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成決議七日前，應
將相關評估資料呈報本公司。
將相關評估資料呈報本公司。
三、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成決議七日內，應 三、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成決議七日內，應
將決議記錄呈報本公司。
將決議記錄呈報本公司。
四、子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資金貸與對象不符 四、子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資金貸與對象不符
本作業程序規定或餘額超限時，應訂定改
本作業辦法規定或餘額超限時，應訂定改
善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呈報本公司，並
善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呈報本公司，並
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五、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金額重大（新臺幣一 五、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金額重大（新臺幣一
億五千萬以上）者，應經本公司審計委員
億五千萬以上）者，應經本公司審計委員
會及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會及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六、子公司內部稽核人員亦應至少每季稽核 六、子公司內部稽核人員亦應至少每季稽核資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
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
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
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立
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稽核單位，本公司
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稽核單位，本公司稽
稽核單位應將書面資料送交審計委員會。
核單位應將書面資料送交審計委員會。
七、本公司稽核人員依年度稽核計畫至子公 七、本公司稽核人員依年度稽核計畫至子公司
司進行查核時，應一併稽核子公司資金貸
進行查核時，應一併稽核子公司資金貸與
與他人作業程序執行情形，若發現有缺失
他人作業程序執行情形，若發現有缺失事
事項應持續追蹤其改善情形，並作成追蹤
項應持續追蹤其改善情形，並作成追蹤報
報告呈報審計委員會。
告呈報審計委員會。
第九條

公告申報程序：

第九條

公告申報程序（本公司於中華民國公
開發行後適用）：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彙整相關資訊，公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10日前彙整相關資訊，公
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資金貸與
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資金貸與
餘額。
餘額。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於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餘額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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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餘額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二十以上。
(二) 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資金貸
與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十以上。
(三) 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資金貸與金額
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以上。
(四)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中華民國公開
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本項第三款
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
之。
(五) 本條所稱事實發生日，系指簽約日、
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
定資金貸與對象及金額之日等日期
孰前者。

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餘額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二十以上者。
(二) 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資金貸
與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十以上者。
(三) 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資金貸與金額
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以上。
(四)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中華民國公開
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本項第三款
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
之。
(五) 本條所稱事實發生日，系指交易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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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孰前者。

第十條 罰則：
第十條 罰則：
本公司之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反本作業程序 本公司之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反本作業辦法
時，依相關法令負擔損害賠償。
時，依照本公司人事管理辦法與員工管理規則
提報考核，依其情節輕重處罰。
第十一條 其他事項：
第十一條 其它事項：
本作業程序其他未盡事宜，悉依臺灣證券交易 本作業辦法其他未盡事宜，悉依臺灣證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適用法令及本公司相關規章辦理。 所上市公司適用法令及本公司相關規章辦理。
第十二條 實施與修訂：
第十二條 實施與修訂：
一、本公司訂定或修正本作業程序，應經審計 一、本公司訂定或修正本作業辦法，應經審計
委員會全體成員(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二
委員會全體成員(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如未
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如未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以實際在任者計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以實際在任者計
算之)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
算之)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
(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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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
會之決議。
會之決議。
二、本公司將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提報董 二、本公司將背書保證作業辦法提報董事會
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討論時，應充分考慮各獨立董事之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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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見或保留意見，
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見及反對之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理由列入董事會議紀錄。
三、本作業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 三、本作業辦法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董事會通
通過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
過後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
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
明者，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交審計
明者，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審計
委員會並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委員會並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四、本作業程序有關審計委員會、獨立董事之 四、本作業辦法有關審計委員會、獨立董事之
規定，於本公司成立審計委員會、設置獨
規定，於本公司成立審計委員會、設置獨
立董事之日起適用。
立董事之日起適用。
五、本作業程序有關審計委員會之規定，對子 五、本作業辦法有關審計委員會之規定，對子
公司監察人準用之。
公司監察人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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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 國籍

目前兼任本公司及其他公司之職務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 企業管理
碩士 工程理學碩士
CDIB Capital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Corporation
limited 經理人
General Motors 財務主管

哈爾濱商業大學 工程學士

主要經（學）歷

Greater Pacific Capital LLP 董事總經理

Sun Capital Partners, Inc. 董事總經理

CDIB Capital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經理人

Eaton (China) Investment Corp. 董事長兼總經理 Meilele HK Limited 董事

CDIB Capital Asia Partners Limited 董事
Delphi Corporation 財務主管
Victor Feng Gao
董事 美國
（高峰）
UT 斯達康（中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兼財務長 Tutwo (Xiamen) Outdoor Co., Ltd. 董事兼副董事長

姓 名

附件八、董事會提名之董事名單暨其學經歷

0股

持有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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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E GLOBAL HOLDING INC.
商億全球控股有限公司

現行條文

條次

Act of the R.O.C., the Act Governing

the relevant laws, regulations, rules and
codes as amended, from time to time,
applicable as a result of the original and
continued trading or listing of any shares
on any Taiwan stock exchange or
securities market,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Act of the
R.O.C., the Company Act of the R.O.C.,
the Busines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the relevant laws, regulations, rules and
codes as amended, from time to time,
applicable as a result of the original and
continued trading or listing of any shares
on any Taiwan stock exchange or
securities market,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Act of the
R.O.C., the Company Act of the R.O.C.,
the Act Governing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s of the Taiwan Area and the

(1) 除另有規範者外，本章程之用辭定義如下：

(1) In these Articles the following terms shall have the
meanings set opposite unless the context otherwise
requires:

修正條文草案

Proposed Amendments

(1) 除另有規範者外，本章程之用辭定義如下：

第 2 條 (1) In these Articles the following terms shall have the
meanings set opposite unless the context otherwise
requires:

Current Provisions

Comparison Table for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章程修正對照表

No.

附件九、章程修正對照表

月 25 日股東權
益保護事項檢查
表」）明確納入我
國企業併購法相
關規定，修改第
2 條「上市（櫃）
規範」之範圍，另
配合經濟部經商字

為配合證券交易
所於 2019 年 12 月
25 日以臺證上二
字第 1080023568
號公告修正「外
國發行人註冊地
國股東權益保護
事項檢查表」
（下
稱「2019 年 12

修正理由

Expla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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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statutory modification thereof and every
other act, order, regulation or other

the Companies Law of the Cayman
Islands and any amendment or other

Law

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與其他類似法
律、由中華民國主管機關依法制定之規

關係條例與其他類似法律、由中華民國
主管機關依法制定之規章、規則及條
例，以及金管會、櫃買中心與證交所頒
布之規範（如適用）；

the Cayman Islands and any amendment
or other statutory modification thereof
and every other act, order, regulation or

the Companies Law (2020 Revision) of

章、規則及條例，以及金管會、櫃買中
心與證交所頒布之規範（如適用）
；

法律、條例、規則及準則暨其修訂版
本，包括但不限於中華民國證券交易
法、公司法、企業併購法、臺灣地區與

法律、條例、規則及準則暨其修訂版
本，包括但不限於中華民國證券交易
法、公司法、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上市（櫃）規範 因股票在中華民國任何股票交易所或 上市（櫃）規範 因股票在中華民國任何股票交易所或
證券市場交易或掛牌而應適用之相關
證券市場交易或掛牌而應適用之相關

定盈餘公積」之
定義；並酌予調
整其他定義文

promulgated by the Financial Supervisory 字，以杜疑義。
Commission, the TPEx and the TWSE
(where applicable);

第 10802432410
號函，修正「法

修正理由

TPEx and the TWSE (where applicable);

修正條文草案

Explanations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s of the Taiwan
Area and the Mainland Area, and any
similar laws, statutes and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R.O.C. authorities
thereunder, and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現行條文

條次

Proposed Amendments

Mainland Area, and any similar laws,
statutes and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R.O.C. authorities thereunder, and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promulgated by the
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the

Current Provision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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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條次

a resolution:(a) passed by a simple majority of votes
cast by such Members as, being
entitled to do so, vote in person or, in

Ordinary
Resolution

Ordinary
Resolution

a resolution:(a) passed by a simple majority of votes
cast by such Members as, being
entitled to do so, vote in person or, in

現行有效且適用於本公司之英屬開曼
群島公司法（2020 年修訂版）暨其修訂
或其他變更，與其他適用或影響於本公
司、組織備忘錄及/或本章程法律、命
令、法令或其他在英屬開曼群島具有法
效性之文書（暨其修訂）；當本章程援
引開曼法令之任何條文時，應為法律所
修訂之現行條文；

where in these Articles any provision of
the Law is referred to, the reference is to
that provision as modified by any law for
the time being in force;

where in these Articles any provision of
the Law is referred to, the reference is to
that provision as modified by any law for
the time being in force;

現行有效且適用於本公司之英屬開曼 開曼法令
群島公司法暨其修訂或其他變更，與其
他適用或影響於本公司、組織備忘錄及
/或本章程法律、命令、法令或其他在英
屬開曼群島具有法效性之文書（暨其修
訂）；當本章程援引開曼法令之任何條
文時，應為法律所修訂之現行條文；

time being in force in the Cayman Islands
applying to or affecting the Company, the
Memorandum and/or these Articles, and

being in force in the Cayman Islands
applying to or affecting the Company, the
Memorandum and/or these Articles, and

開曼法令

other instrument having statutory effect
(as amended from time to time) for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修正條文草案

instrument having statutory effect (as
amended from time to time) for the time

Current Provisions
現行條文

Explanations
修正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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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條次

present at a general meeting of the
Company held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Articles;

present at a general meeting of the
Company held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Articles; and

instrument is executed;

(c) where the Company has only one
Member, approved in writing by such
Member signed by such Member and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resolution so
adopted shall be the date on which the

instrument is executed;

(c) where the Company has only one
Member, approved in writing by such
Member signed by such Member and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resolution so
adopted shall be the date on which the

Relevant Period, approved in writing
(in one or more counterparts) signed
by all Members for the time being
entitled to receive notice of and to
attend and vote at general meetings
(or being Juristic Persons by their
duly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s); or

(b) at any time other than during the

duly authorised representatives or,
where proxies are allowed, by proxy,

duly authorised representatives or,
where proxies are allowed, by proxy,

(b) at any time other than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approved in writing
(in one or more counterparts) signed
by all Members for the time being
entitled to receive notice of and to
attend and vote at general meetings
(or being Juristic Persons by their
duly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case of any Members being
Juristic Persons, by their respective

Proposed Amendments
修正條文草案

the case of any Members being
Juristic Persons, by their respective

Current Provisions
現行條文

Explanations
修正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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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條次

Special
Resolution

普通決議

(a) passed by a majority of at least
two-thirds of votes cast by such
Members as, being entitled to do so,
vote in person or, in the case of any

a special resolution of the Company
pas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being
a resolution:

(a) passed by a majority of at least
two-thirds of votes cast by such
Members as, being entitled to do so,
vote in person or, in the case of any

a special resolution of the Company
pas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being
a resolution:

(c) 當本公司僅有一名股東時，由該股
東以書面經簽認通過者；該決議有
效日應以簽認之日為準；

(c) 當本公司僅有一名股東時，由該股
東以書面經簽認通過者；該決議有
效日應以簽認之日為準；
Special
Resolution

(b) 於非掛牌期間，由當時有權出席股
東會並行使表決權之股東（如為法
人股東則為其合法授權代表）全體
以書面（乙份或數份副本）經簽認
通過者；或

(b) 於非掛牌期間，由當時有權出席股
東會並行使表決權之股東（如為法
人股東則為其合法授權代表）全體
以書面（乙份或數份副本）經簽認

通過者；與

指下列決議：
(a) 於依本章程召集之股東會，由股東
親自出席，如為法人股東則由其合
法授權代表出席，或以委託書方式
出席之股東表決權過半數通過者；

Proposed Amendments
修正條文草案

普通決議
指下列決議：
(a) 於依本章程召集之股東會，由股東
親自出席，如為法人股東則由其合
法授權代表出席，或以委託書方式
出席之股東表決權過半數通過者；

Current Provisions
現行條文

Explanations
修正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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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條次

attend and vote at general meetings
(or being Juristic Persons by their
duly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s); and

(b) at any time other than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approved in writing
(in one or more counterparts) signed
by all Members for the time being
entitled to receive notice of and to

given; and

intention to propose the resolution as
a Special Resolution, has been duly

representatives or, where proxies are
allowed, by proxy, present at a
general meeting of the Company held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Articles, of
which notice, specifying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power contained in
these Articles to amend the same) the

Members being Juristic Persons, by
their respective duly authorised

Current Provisions
現行條文

(in one or more counterparts) signed
by all Members for the time being
entitled to receive notice of and to
attend and vote at general meetings
(or being Juristic Persons by their
duly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s); or

(b) at any time other than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approved in writing

which notice, specifying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power contained in
these Articles to amend the same) the
intention to propose the resolution as
a Special Resolution, has been duly
given;

allowed, by proxy, present at a
general meeting of the Company held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Articles, of

Members being Juristic Persons, by
their respective duly authorised
representatives or, where proxies are

Proposed Amendments
修正條文草案

Expla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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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條次

特別決議

指本公司依據開曼法令通過之下列特
別決議：
(a) 於依本章程召集之股東會，由股東
親自出席，如為法人股東則由其合
法授權代表出席，或以委託書方式
出席之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通
過，且記載擬以特別決議通過有關
議案事項之召集通知已合法送達
者；

A Special Resolution shall be effective
for any purpose for which an Ordinary
Resolution is expressed to be required
under any provision of these Articles;

A Special Resolution shall be effective
for any purpose for which an Ordinary
Resolution is expressed to be required
under any provision of these Articles;

指本公司依據開曼法令通過之下列特 特別決議
別決議：
(a) 於依本章程召集之股東會，由股東
親自出席，如為法人股東則由其合
法授權代表出席，或以委託書方式
出席之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通
過，且記載擬以特別決議通過有關
議案事項之召集通知已合法送達
者；

(c) where the Company has only one
Member, approved in writing by such
Member signed by such Member and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special
resolution so adopted shall be the date
on which the instrument is executed.

Proposed Amendments
修正條文草案

(c) where the Company has only one
Member, approved in writing by such
Member signed by such Member and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special
resolution so adopted shall be the date
on which the instrument is executed.

Current Provisions
現行條文

Explanations
修正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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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條次

ten percent (10%) of the annual profits
of the Company under the Applicable

Reserve

Listing Rules;

a reserve set aside in an amount equal to

Statutory

Statutory
Reserve

other items adjusted to the
then-current year’s undistributed
earnings other than after-tax net profit
for the period as calculated by the
Company under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ten percent (1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after-tax net profit for the period and

a reserve set aside in an amount equal to

而以特別決議為之者，亦為有效；

而以特別決議為之者，亦為有效；

(c) 當本公司僅有一名股東時，由該股
東以書面經簽認通過者；該決議有
效日應以簽認之日為準。

(c) 當本公司僅有一名股東時，由該股
東以書面經簽認通過者；該決議有
效日應以簽認之日為準。

本章程規定應以普通決議通過之事項

以書面（乙份或數份副本）經簽認
通過者；或

以書面（乙份或數份副本）經簽認
通過者；與

本章程規定應以普通決議通過之事項

(b) 於非掛牌期間，由當時有權出席股
東會並行使表決權之股東（如為法
人股東則為其合法授權代表）全體

Proposed Amendments
修正條文草案

(b) 於非掛牌期間，由當時有權出席股
東會並行使表決權之股東（如為法
人股東則為其合法授權代表）全體

Current Provisions
現行條文

Expla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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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Amendments
修正條文草案

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提撥百
分之十之盈餘公積；

法定盈餘公積 依據上市（櫃）規範自本公司當年度盈 法定盈餘公積 依據上市（櫃）規範自本公司當年度稅
餘提撥百分之十之盈餘公積；
後淨利，加計當年度稅後淨利以外項目

Current Provisions
現行條文

Explanations
修正理由

conclusive evidence of the entitlement of a Person to
權益保護事項檢
Shares recorded against his/her/its name. During the
查表，增訂第 7
Relevant Period, whenever the Company issues Shares, 條第 2 項發行股
the Company shall,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aw and 份之股款催告期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and subject to receipt of 限規定，後續各
the subscription price from each subscriber, deliver or 項 條 文 依 次 遞
cause the Shareholder Service Agent to deliver Shares 延，並就本條第
by advising TDCC to record the number of Shares
1 項與第 4 項（原
against the name of each subscriber within thirty (30)
本條第 3 項）條
days from the date the Board resolves to issue Shares. 文 酌 作 文 字 調
The Company shall make a public announcement in
整。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prior to
the delivery of such Shares.

(1) 本公司發行股份時得不印製股票，惟股東名簿之記載 (1) 本公司發行股份時得不印製股票，惟股東名簿之記載
應為任何人對於股份權利之絕對證據。在掛牌期間，
應為任何人對於股份權利之絕對證據。在掛牌期間，
本公司發行股份時，應依照開曼法令規定及上市（櫃）
本公司發行股份時，應於開曼法令規定得交付股份之

subscriber within thirty (30) days from the date such
Shares may be delivered, pursuant to the Law. The
Company shall make a public announc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prior to
the delivery of such Shares.

conclusive evidence of the entitlement of a Person to
Shares recorded against his/her/its name.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whenever the Company issues Shares,
the Company shall deliver or cause the Shareholder
Service Agent to deliver Shares by advising TDCC to
record the number of Shares against the name of each

第 7 條 (1) The Company shall issue Shares without printing share (1) The Company shall issue Shares without printing share 為配合 2019 年
certificates, provided that the Register shall be
certificates, provided that the Register shall be
12 月 25 日股東

No.
條次

54

現行條文

條次

日起三十日內，自行或促使股務代理機構將股份以通
知集保結算所登記之方式交付予認股人。本公司並應
於股份交付前依上市（櫃）規範公告之。

Current Provisions

No.

immediately request each of the subscribers for
payment. Where the Company issues Shares at a
premium, the amount in excess of par value shall be
collected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payment for
Shares. Where a subscriber delays payment for
Shares as mentioned above, the Company shall
prescribe a period of not less than one (1) month and
call upon each subscriber to pay up, declaring that in
case of default of payment within that prescribed
period the subscriber’s right shall be forfeited. After
the Company have made the aforesaid call, the
subscribers who fail to pay accordingly shall forfeit
their rights and the Shares subscribed to by them
shall be otherwise sold.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 Company may hold the subscriber liable for

(2) When the total number of Shares in every issuance
has been subscribed to in full, the Company shall

規範，在收訖認股人繳納股款之情形下，於董事會決
議發行股份之日起三十日內，自行或促使股務代理機
構將股份以通知集保結算所登記之方式交付予認股
人。本公司並應於股份交付前依上市（櫃）規範公告
之。

修正條文草案

Proposed Amendments
修正理由

Expla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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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條次

(4) The Company shall not issue any unpaid Shares or
partial paid-up Shares to any Person.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a subscriber who fails to pay up the Shares
pursuant to Paragraph (2) of this Article will not be
considered a Member until the Shares to be
subscribed are paid in full, and only if the Shares the
subscriber subscribed have been paid in full may the
subscriber's name be entered in the Register.

其權利者，若認股人仍不照繳，即失其權利，其所認
股份另行募集，且本公司如受有損害時，仍得向該認
股人請求賠償。

(2) 本公司於每次發行股份總數募足時，應即向各認股人
催繳股款，以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時，其溢額應與
股款同時繳納。認股人延欠上開應繳之股款，經本公
司定一個月以上之期限催告照繳，並聲明逾期不繳失

default in payment.

compensating the damage, if any, resulting from such

Proposed Amendments
修正條文草案

(3) 本公司不得發行任何未繳納股款或僅繳納部分股款 (4) 本公司不得發行任何未繳納股款或僅繳納部分股款
之股份。
之股份。為避免疑義，未依本條第 2 項之規定繳納股

(3) The Company shall not issue any unpaid Shares or
partial paid-up Shares to any Person.

Current Provisions
現行條文

Expla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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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條次

and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and

not more than fifteen percent (15%) of the new Shares
for subscription by the Employees pursuant to the Law

Placement or other issuance of Shares for
consideration other than cash), the Board may reserve

to the existing Members by capitalisation of its
reserv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Articles, Private

special rights, where the Company issues new Shares

instruments, exercise of subscription warrants or
rights to acquire Shares vested with preferential or

share options or warrants granted to the Employees,
conversion of convertible securities or debt

Company's business, any reorganisation of the
Company, asset acquisition, share swap, exercise of

Consolidation of the Company, Spin-off of the

第 8 條 (a) upon each issuance of new Shares (other than
resulting from o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Merger or

Current Provisions

No.
修正理由

Explanations

(a) upon each issuance of new Shares, the Board may
為配合第 10 條
reserve not more than fifteen percent (15%) of the new 之修訂內容，酌
Shares for subscription by the Employees pursuant to the 予調整第 8 條第
Law and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and
a 項之規定。

繳足股款後，其姓名始得被登記於股東名簿。

款之認股人，在未繳足其所認購股份之股款以前，不
具有股東之身分，且唯有在認股人就其所認購之股份

修正條文草案

Proposed Amendments

57

現行條文

條次

修正條文草案

Proposed Amendments

obligation under corporate bonds which are
convertible bonds or vested with rights to acquire

obligation under Share subscription warrants and/or
options granted to the Employees;
(c) in connection with meeting the Company’s

(b) in connection with meeting the Company’s

business, or pursuant to any reorganisation of the
Company save as otherwise provided by these

business, or pursuant to any reorganisation of the
Company;

10 條本文則配合
調整項次為第 10
條第 1 項，並參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之規定，原第

權益保護事項檢
查表，增訂第 10

為配合 2019 年
12 月 25 日股東

修正理由

Explanations

compensation;

(b) in connection with meeting the Company’s
obligation under Share subscription warrants and/or 照台灣公司法之
規定，修正各款
options granted to the Employees;
(c) in connection with distribution of the Employees’ 條文之內容。

Articles;

(a) in connection with a Merger or a Consolidation of
the Company or a Spin-off of the Company's

following reasons:

(1) Subparagraph (a) of Article 8 and Article 9 shall not
apply whenever the new Shares are issued due to the

工優先承購。

(a) in connection with a Merger or a Consolidation of
the Company or a Spin-off of the Company's

Shares are issued for the following purpose:

第 10 條 The preceding Article shall not apply whenever the new

規範保留發行新股總數不超過百分之十五之股份由
員工優先承購。

新股者除外），董事會得依照開曼法令及上市（櫃）

增資而發行新股予原股東、私募或非以現金增資發行

之認購權或其他權利之行使或依本章程進行公積轉

價證券或公司債之轉換、具優先或特別取得股份權利

(a) 發行新股時（關於合併、分割、重整、資產收購、股 (a) 發行新股時，董事會得依照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
份交換、員工股份選擇權或認股權之行使、可轉換有
範保留發行新股總數不超過百分之十五之股份由員

Current Provisions

No.

58

現行條文

條次

Company’s reserv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Articles.

existing Members by capitalisation of the

(f) in connection with issuance of new Shares to the

obligation under share subscription warrant or
Preferred Shares vested with rights to acquire
Shares; or

(d) in connection with meeting the Company’s
obligation under corporate bonds which are
convertible bonds or vested with rights to acquire
Shares;
(e) in connection with meeting the Company’s

修正條文草案

Proposed Amendments

重整有關者；
(b) 與履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或選擇權之義務有關者；
(c) 與分派員工酬勞有關者；

(a) 與合併、分割或重整有關者；

(b) 與履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或選擇權之義務有關者；

(c) 與履行可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之義務有

關者；

新股者，不適用之：
(a)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與因合併他公司、分割或

前條規定於本公司因下列情形發行新股者，不適用之： (1) 第 8 條第 a 款與第 9 條規定於本公司因下列事由發行

Listing Rules.

apply pursuant to the Law and/or the Applicable

(g) in connection with any other event otherwise
prohibited, limited, restricted or exempted to so

conducted pursuant to Article 13; or

(f) in connection with any Private Placement

entered into by the Company, or

obligation under share subscription warrant or
Preferred Shares vested with rights to acquire
Shares;
(e) in connection with any share swap arrangement

Shares;
(d) in connection with meeting the Company’s

Current Provisions

No.
修正理由

Expla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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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條次

禁止、限制或除外情事有關者。

(f) 與第 13 條私募規定有關者；或
(g) 與開曼法令及（或）上市（櫃）規範所定之其他

關者；
(e) 與履行認股權憑證或附認股權特別股之義務有關

者；
(e) 與股份交換有關者；

(d) new Shares are issued for the share exchange
entered into by the Company;
(e) new Shares are issued for a Spin-off effected by
the transferor company;

other companies;

(c) all new Shares are issued as consideration for the
acquisition of issued shares, business, or assets of

intention of takeover;

(b) all new Shares are issued as consideration for
being acquired by the other company with the

and other companies;

new shares for the Merger between its subsidiary

new Shares for a Merger, or the Company issues

(a) the Company, as the surviving company, issues

(2) Article 8 and Article 9 shall not apply to any of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f) 依本章程進行公積轉增資而發行新股予原股東者。

者；或

(d) 與履行可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之義務有

Proposed Amendments
修正條文草案

(d) 與履行認股權憑證或附認股權特別股之義務有關

Current Provisions
現行條文

Explanations
修正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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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Provisions

現行條文

No.

條次

禁止、限制或除外情事有關者。

(f) 因本章程第 13 條規定之私募而發行新股者；或
(g) 與開曼法令及（或）上市（櫃）規範所定之其他

(d) 因進行股份轉換而發行新股者；
(e) 因受讓分割而發行新股者；

業或財產者；

者；
(c) 發行新股全數用於收購他公司已發行之股份、營

與他公司之合併而發行新股者；
(b) 為利進行併購之意願，發行新股全數用於被收購

(a) 存續公司為合併而發行新股，或本公司為子公司

(2) 第 8 條與第 9 條規定於本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適用之：

Law and/or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restricted or exempted to so apply pursuant to the

(g) new Shares are issued in connection with any
other event otherwise prohibited, limited,

Private Placement conducted pursuant to Article
13; or

(f) new Shares are issued in connection with any

修正條文草案

Proposed Amendments
修正理由

Explanations

61

現行條文

條次

司事業所需之財產為出資。

(3) 本公司因前項所列事由而發行之新股，得以現金或公

preceding Paragraph may be paid up in cash or
assets as required for the business of the Company.

(3) New Shares issued for any of the circumstances in the

修正條文草案

Proposed Amendments

第 34 條 (1)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at least thirty (30) days’
(1)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at least thirty (30) days’
notice of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nd fifteen (15)
notice of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nd fifteen (15)
days’ notice of an 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 shall be
days’ notice of an 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 shall be
given to each Member, and the Company may make a
given to each Member, and subject to the Law and the
public announcement of a notice of general meeting to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the Company may make a
Members holding less than 1,000 Shares instead of
public announcement of a notice of general meeting to
delivering the same to each Member. The period of
Members holding less than 1,000 Shares instead of
notice shall be exclusive of the day on which it is served
delivering the same to each Member. The period of
and of the day on which the general meeting is to be
notice shall be exclusive of the day on which it is served
held. Such notice shall be in writing, shall specify the
and of the day on which the general meeting is to be
place, the day and the time of meeting and the agenda
held. Such notice shall be in writing, shall specify the
and the proposals to be resolved at the general meeting
place, the day and the time of meeting and the agenda
and shall be given in the manner hereinafter described or
and the proposals to be resolved at the general meeting
be given via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if previously
and shall be given in the manner hereinafter described or
consented by the Members and permitted by the Law
be given via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if previously
and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consented by the Members and permitted by the Law
and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Current Provisions

No.

以明確規定公告
方式需依循開曼
法令及上市（櫃）
規範為之。

酌作文字修正，

修正理由

Explanations

62

法令及上市（櫃）規範之規定以公告方式通知之。通
知之寄發日及召集日均不計入前述期間。前述通知應
以書面為之，並載明開會之地點、日期、時間、議程
與召集事由，並依本章程之規定送達，或於取得股東
事前同意且不違反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之情形
下，以電子通訊方式為之。

於掛牌期間，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
股東；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
東。對於持股未滿 1,000 股之股東，公司得依據開曼

Proposed Amendments
修正條文草案

Explanations
修正理由

下列事項，非在股東會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説明其主要 下列事項，非在股東會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説明其主要
內容，不得在股東會中審議、討論或提付表決；其主要 內容，不得在股東會中審議、討論或提付表決；其主要
內容得置於中華民國證券主管機關或本公司指定之網 內容得置於中華民國證券主管機關或本公司指定之網
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召集通知：
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召集通知：

The following matters shall not be considered, discussed or 酌作文字修正，
proposed for approval at a general meeting unless they are 以杜疑議。
specified in the notice of general meeting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their major contents; the major contents may
be posted on the website designated by the R.O.C.
competent authorities or the Company, and such website
shall be indicated in the notice:

(1) 於掛牌期間，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 (1)
股東；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
東。對於持股未滿 1,000 股之股東，公司得以公告方
式通知之。通知之寄發日及召集日均不計入前述期
間。前述通知應以書面為之，並載明開會之地點、日
期、時間、議程與召集事由，並依本章程之規定送達，
或於取得股東事前同意且不違反開曼法令及上市
（櫃）規範之情形下，以電子通訊方式為之。

Current Provisions
現行條文

第 36 條 The following matters shall not be considered, discussed or
proposed for approval at a general meeting unless they are
specified in the notice of general meeting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their major contents; the major contents may
be posted on the website designated by the R.O.C.
competent authorities or the Company, and such website
shall be indicated in the notice:

No.
條次

63

(b) 提案股東於本公司股票停止過戶期間開始時，持
股未達百分之一者；

第 46 條 (1) Subject to the Law and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the (1) Subject to the Law and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the 為配合 2019 年
Company may by a Special Resolution:
Company may by a Special Resolution:
12 月 25 日股東
權益保護事項檢
查表，增訂第 46

(b) 提案股東於本公司股票停止過戶期間開始時，持
股未達百分之一者；

修正理由

Explanations

依第 28 條第 2 項
對於「股票停止
過戶期間」（the
Book
Closure
(b) the number of Shares held by the proposing
Member(s) is less than one percent (1%) of the total Period）之定義，
issued Shares in the Register upon commencement 酌作文字調整，
以使條文用語一
of the Book Closure Period before the relevant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Company;
致。

(4) The Board shall include a proposal submitted by
Member(s) unless:

(4) 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股東所提議案，董事會應予 (4) 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股東所提議案，董事會應予
列入：
列入：

of the Company;

transfers before the relevant annual general meeting

(b) the number of Shares held by the proposing
Member(s) is less than one percent (1%) of the total
issued Shares in the Register upon commencement
of the period in which the Register is closed for

第 40 條 (4) The Board shall include a proposal submitted by
Member(s) unless:

(e) 解散、自願清算、合併、股份轉換或分割；

(e) 解散、自願清算、合併、股份轉換或分割；

修正條文草案
(e) any dissolution, voluntary winding-up, Merger, share
exchange, Consolidation or Spin-off of the Company;

現行條文

條次

Proposed Amendments

(e) any dissolution, voluntary winding-up, Merger, share
swap, Consolidation or Spin-off of the Company;

Current Provision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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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條次

Proposed Amendments
修正條文草案

Explanations
修正理由

Company.

(2) 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contained in these Articles,
(2) 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contained in these Articles,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by the Law and the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by the Law and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in case the Company is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in case the Company is
dissolved after participating in the merger/consolidation
dissolved after participating in the merger/consolidation
or the Company is delisted from the TPEx or TWSE due
or the Company is delisted from the TPEx or TWSE due
to the general transfer (or the assignment of all rights
to the general transfer (or the assignment of all rights
and delegation of all duties of the Company), the
and delegation of all duties of the Company), the
transfer of business or assets of the Company, any share
transfer of business or assets of the Company, any share
exchange or any Spin-off entered into or carried out by
swap arrangement or any Spin-off entered into or
carried out by the Company while the surviving,
the Company while the surviving, transferee, existing or
transferee, existing or newly incorporated company is
newly incorporated company is not a listed company
not a listed company (including TWSE/TPEx listed
(including TWSE/TPEx listed company), any such
company), any such action aforementioned shall be
action aforementioned shall be approved by the
approved by the affirmative vote of at least two-thirds
affirmative vote of at least two-thirds (2/3) of the total
(2/3) of the total votes cast by the Members of the
votes cast by the Members of the Company.

(1) 除開曼法令或上市（櫃）規範另有規定外，下列事項 (1) 除開曼法令或上市（櫃）規範另有規定外，下列事項 條第 1 項第 f 款
應經股東會之特別決議為之：
之規定，後續各
應經股東會之特別決議為之：
款條文並依次遞
(f) enter into any share exchange;
延；並就第 46 條
新增第 1 項第 f 款。
第 2 項酌作文字
修正。
(f) 股份轉換；

Current Provisions
現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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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Amendments
修正條文草案

Explanations
修正理由

為配合 2019 年
12 月 25 日股東
Consolidation, Merger, acquisition or share exchange 權益保護事項檢
查表，修訂第 48
(collectively,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a
Member expressing his diss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條第 2 項及第 3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may request the Company to 項，並增訂第 48
條第 4 項。另為
purchase all of his Shares at the then prevailing fair
配合本條增訂，
price.
並依據英屬開曼
群島公司法規
(2) 在不違反開曼法令規定之情形下，股東會決議本公司 (2) 在不違反開曼法令規定之情形下，股東會決議本公司 定，增訂第 48 條
分割或與他公司新設合併/吸收合併時，股東在該議案
進行分割、新設合併/吸收合併、收購或股份轉換（下 第 5 項，以明確
表決前以書面表示異議，或以口頭表示異議經紀錄，
合稱「併購事項」）時，依上市（櫃）規範之規定表 載示股東依本公
並就該議案放棄其表決權者，得請求本公司按當時公
示異議之股東得請求本公司按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 司註冊地國公司
平價格收買其持有之股份。
持有之股份。
法令規定下之異

Subject to the compliance with the Law, in the event
that the Company resolves to carry out any Spin-Off,

(2) 儘管本章程有所規範，除開曼法令或上市（櫃）規 (2) 儘管本章程有所規範，除開曼法令或上市（櫃）規
範另有規定外，本公司參與合併後消滅，或本公司
範另有規定外，本公司參與合併後消滅，或本公司
概括讓與（或轉讓本公司所有權利與義務）
、讓與本
概括讓與（或轉讓本公司所有權利與義務）
、讓與本
公司之營業或財產、股份轉換或分割而致終止上市
公司之營業或財產、股份轉換或分割而致終止上市
（櫃）
，且存續、既存、新設或受讓之公司非屬上市
（櫃）
，且存續、既存、新設或受讓之公司為非上市
（櫃）公司（包括證交所/櫃買中心之上市（櫃）公
（櫃）公司（包括證交所/櫃買中心之上市（櫃）公
司）者，應經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
司）者，應經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
以上股東之同意行之。
以上股東之同意行之。

Current Provisions
現行條文

第 48 條 (2) Subject to the compliance with the Law, in the event any (2)
part of the Company’s business is involved in any
Spin-Off, Merger or Consolidation, a Member, who
has forfeited his right to vote on such matter and
expressed his dissent therefor, in writing or orally
with an entry to that effect in the minutes of the
meeting before the relevant vote, may request the
Company to purchase all of his Shares at the then
prevailing fair price.

No.
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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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條次

Proposed Amendments
修正條文草案

Explanations
修正理由

(4)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Law, a Member making a
request pursuant to Paragraphs (1) or (2) of this
Article shall make such request in writing within
twenty (20) days after the date of the general meeting

在不違反開曼法令規定之情形下，依本條第 2 項行使
股份收買請求權之股東，與本公司在股東會決議日起
六十日內未達成協議者，本公司應於此期間經過後三
十日內，以全體未達成協議之股東為相對人，向中華
民國法院聲請為價格之裁定，並得以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Court of the R.O.C. as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securities of the Company are registered or listed.

(3) 在不違反開曼法令規定之情形下，依前二項行使股份 (3)
收買請求權之股東，與本公司在股東會決議日起六十
日內未達成協議者，得在此期間經過後三十日內向中
華民國法院聲請為價格之裁定。惟本公司亦得為保障
異議股東之權益而依據掛牌地國法令辦理。

(2) of this Article fail to reach an agreement on the
條規定之限制或
purchase price within sixty (60) days following the date 禁止，俾保障股
of the resolution, the Company shall, within thirty (30) 東權益。
days after such sixty (60) days period, file a petition
against all Members who fail to reach such an
agreement (collectively, the "Dissenting Members")
with the R.O.C. Courts for a ruling on the appraisal
price, and may designate Taiwan Taipei District

(1) or (2) of this Article fail to reach an agreement on
the purchase price within sixty (60) days following the
date of the resolution, the Member may, within thirty
(30) days after such sixty (60) days period, file a petition
to the R.O.C. Courts for a ruling on the appraisal price.
However, for the purpose of protecting rights of the
dissenting Member, the Company may elect to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place where the

(3)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Law, in the event the Company (3)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Law, in the event the Company 議股東股份收買
and a Member making a request pursuant to Paragraphs
and a Member making a request pursuant to Paragraphs 請求權，不受本

Current Provisions
現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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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條次

Current Provisions
現行條文

(4) 在不違反開曼法令規定之情形下，依本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之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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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與本公司就收買價格達成協議者，本公司應自股東會
決議日起九十日內支付價款。若股東與本公司未達成
協議者，本公司應自決議日起九十日內，依其所認為

specify the repurchase price. If the Member and the
Company reach an agreement on the repurchase
price, the Company shall pay for the Shares to be
repurchased within ninety (90) days after the date of
the general meeting adopting such resolutions. In
case no agreement is reached, the Company shall pay
the fair repurchase price determined at its discretion
to the Dissenting Members with whom the Company
fail to reach an agreement within ninety (90) days
after the date of the general meeting adopting such
resolutions. If the Company fails to pay the price, it
shall be considered to have accepted the repurchase
price proposed by such Dissenting Members.

adopting resolu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matter(s) as
set out in Subparagraph (a), (b) or (c) of Paragraph
(1) of Article 46 or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and

Proposed Amendments
修正條文草案

Explanations
修正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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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條次
支付者，視為同意股東請求收買之價格。

之公平價格支付價款予未達成協議之股東；本公司未

修正條文草案

Proposed Amendments
修正理由

Explanations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duties owed by a Director to the 為配合 2019 年
Company under common law of the Cayman Islands and 12 月 25 日股東
subject to the Law, the Directors shall assume fiduciary 權益保護事項檢
duties to the Company and without limitation, the due 查表，修訂第 73
care of a good administrator, exercise due care and skill 條第 1 項。
and act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ompany in

司按公平價格收買其持有股份之權利，不受本條規定
之限制或禁止。

(5) 儘管有本條第 2 項至第 4 項之規定，就本公司進行新
設合併/吸收合併表示異議之股東，仍得依照英屬開曼
群島公司法（2020 年修訂版）第 238 條行使請求本公

value of his shares upon dissenting from a
Consolidation or Merger.

the Cayman Islands and any amendment or other
statutory modification thereof to payment of the fair

section 238 of the Companies Law (2020 Revision) of

Article, nothing under this Article shall restrict or
prohibit a Member from exercising his right under

(5) Notwithstanding Paragraphs (2), (3) and (4) of this

第 73 條 (1)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duties owed by a Director to the (1)
Company under common law of the Cayman Islands and
subject to the Law, the Directors shall assume fiduciary
duties to the Company and without limitation, the due
care of a good administrator, and exercise due care and
skill in conducting the business operation of the

Current Provisions

No.

69

Consolidation, Merger, or acquisition of the

Director breaches any of such duties and acts for his/her
or other Person’s interest, the Company may, with the
sanction of an Ordinary Resolution, take all such actions
and steps as may be appropriate and to the maximum
extent legally permissible to seek to recover any and all

done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ompany.

or other Person’s interest, the Company may, with the
sanction of an Ordinary Resolution, take all such actions
and steps as may be appropriate and to the maximum
extent legally permissible to seek to recover any and all
earnings derived from such act as if such misconduct is

如有違反其義務者，應對本公司負擔賠償責任；若該
董事違反其義務且係為自己或他人利益為行為時，經
股東會普通決議，本公司得在法律允許之最大範圍
內，為一切適當行為，以將該行為之所得歸為本公司
之所得。

應對本公司負擔賠償責任；若該董事違反其義務且係
為自己或他人利益為行為時，經股東會普通決議，本
公司得在法律允許之最大範圍內，為一切適當行為，
以將該行為之所得歸為本公司之所得。

併/吸收合併、收購等事宜）
。董事如有違反其義務者，

執行本公司業務（包括處理本公司進行分割、新設合

(1) 在不影響董事依據英屬開曼群島普通法對本公司所 (1) 在不影響董事依據英屬開曼群島普通法對本公司所
負義務之情況下，除開曼法令另有規定外，董事應對
負義務之情況下，除開曼法令另有規定外，董事應對
本公司負忠實義務，且不限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本公司負忠實義務，且不限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並應以合理之注意及技能執行本公司業務。董事
務，並應以合理之注意、技能，及為公司之最大利益

earnings derived from such act as if such misconduct is
done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ompany.

conducting the business operation of the Company,
including matters in connection with Spin-off,

Company. A Director may be liable to the Company if
he acts contrary to his duties. In circumstances where a
Company. A Director may be liable to the Company if
he acts contrary to his duties. In circumstances where a
Director breaches any of such duties and acts for his/her

修正條文草案

現行條文

條次

Proposed Amendments

Current Provisions

No.
修正理由

Expla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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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2.3 條 本條新增。

第 79 條 新增第 2 項

No.
條次

Current Provisions
現行條文

Explanations
修正理由

為配合 2019 年
12 月 25 日股東
of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by the Board, the
audit committee of the Company shall review the
權益保護事項檢
fairness and reasonableness of the plan and
查表，增訂第
transaction of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and then 82.3 條。

(1)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prior to any resolution

(2) 董事會違反上市（櫃）規範、本章程或股東會決議進
行分割、新設合併/吸收合併、收購等事宜，致本公司
受有損害時，參與決議之董事，對本公司應負賠償之
責。但經表示異議之董事，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可證
者，免其責任。

dissent.

為配合 2019 年
12 月 25 日股東
權益保護事項檢
in connection with Spin-off, Consolidation, Merger, 查表，增訂第 79
or acquisition of the Company, as a result of which 條第 2 項。第 79
the Company suffers damages, any Director involved 條內容則拆分為
in decision-making related thereto shall be liable to 前、後段，並將
the Company in respect of the damages suffered by 前、後段分別調
the Company. However, a Director may be exempted 整為第 79 條第 1
from the liability if the minutes of the Board meeting 項及第 3 項。
or written statement demonstrates such Director’s

(2) If the Board fails to comply with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these Articles and any resolutions
passed in a general meeting in dealing with matters

Proposed Amendments
修正條文草案

71

Current Provisions

現行條文

No.

條次

意見。

(2) 審計委員會進行前項之審議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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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other assets.

from an independent expert on the reasonableness of
the share exchange ratio or the distribution of cash

(2) When reviewing the abovementioned matters, the
audit committee of the Company shall seek opinions

曼法令規定無須召開股東會決議者，得不提報股東
會。

計委員會就併購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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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依開

(1) 於掛牌期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併購事項前，應由審

and Acquisition to be resolved requires no approval
by the Members.

general meeting if the Law provides that the Merger

committee of the Company may elect not to submit
the aforesaid review results to the Members at a

submit review results to the Board and the general
meeting of the Company. However, the audit

修正條文草案

Proposed Amendments
修正理由

Expla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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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Provisions

現行條文

No.

條次

Members.

available at the venue of the general meeting of the
Company for inspection by Members, those
documents shall be deemed as having been sent to all

arranged for the same documents to be made

designated by the R.O.C. competent authorities and

(4) If the Company posted the aforesaid review results
and opinions of independent experts on a website

最近一次股東會就併購事項提出報告。

東；但依開曼法令規定無須召開股東會決議者，應於

決議併購事項之股東會召集通知時，一併發送予股

(3) 審計委員會之審議結果及獨立專家之意見，應於發送

be resolved requires no approval by the Members.

the Law provides that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to

the Members at the most recent general meeting if

Company shall report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to

and Acquisition is to be resolved. However, the

independent experts to all Members together with
the notice of general meeting in which the Merger

audit committee of the Company and opinions of

(3) The Company shall send the review results of the

修正條文草案

Proposed Amendments
修正理由

Explanations

73

現行條文

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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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於股東視為已發送。

(4) 前項審議結果及獨立專家之意見，經本公司於中華民

修正條文草案

Proposed Amendments
修正理由

Explanations

Director, he shall cease to act as a Director and be
removed from the position of Director automatically:

(a) 曾犯重罪（包括但不限於中華民國組織犯罪防制條
例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尚未執行、尚未執行

(a) commits a felony (including but not limiting to an
offence under Statute for Prevention of
Organizational Crimes of the R.O.C.) and has been
convicted thereof, and has not started serving the
sentence, has not completed serving the sentence, or
the time elapsed after completion of serving the
sentence, expiration of the probation, or pardon is
less than five (5) years;

(a) 曾犯重罪（包括但不限於中華民國組織犯罪防制
條例之罪）
，經有罪判決確定，且(i)尚未執行、(ii)

completion of serving the sentence, expiration of the
probation, or pardon is less than five (5) years;

serving the sentence, (ii) he has not completed
serving the sentence, or (iii) the time elapsed after

(a) commits a felony (including but not limiting to an
offence under Statute for Prevention of
Organizational Crimes of the R.O.C.) and has been
convicted thereof, and either (i) he has not started

(1) 於掛牌期間，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得擔任董事，其已 (1) 於掛牌期間，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得擔任董事，其已
擔任者，當然解任：
擔任者，當然解任：

Director, he shall cease to act as a Director and be
removed from the position of Director automatically:

第 83 條 (1)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a person who is under any (1)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a person who is under any 為杜疑義，酌予
of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shall not act as a Director
of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shall not act as a Director 調整條文用語。
of the Company; if he has already held office of a
of the Company; if he has already held office of a

Current Provisions

No.

74

現行條文

條次

the Anti-corruption Act, and either (i) he has not
started serving the sentence, (ii) he has not
completed serving the sentence, or (iii) the time
elapsed after completion of serving the sentence,
expiration of the probation, or pardon is less than
two (2) years;

(c) has been imposed a final sentence due to violation of

(c) has been imposed a final sentence due to violation of

the Anti-corruption Act, and has not started serving the
sentence, has not completed serving the sentence, or
the time elapsed after completion of serving the
sentence, expiration of the probation, or pardon is less
than two (2) years;

上之刑確定，且(i)尚未執行、(ii)尚未執行完畢，
或(iii)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二年者；

(b) 曾犯詐欺、背信、侵占罪經宣告有期徒刑一年以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of more than one year for
commitment of fraud, breach of trust or
misappropriation, and either (i) he has not started
serving the sentence, (ii) he has not completed
serving the sentence, or (iii) the time elapsed after
completion of serving the sentence, expiration of the
probation, or pardon is less than two (2) years;

(b) has been imposed a final sentence involving

尚未執行完畢，或(iii)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
後未逾五年者；

Proposed Amendments
修正條文草案

之刑確定，尚未執行、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
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二年者；

(b) 曾犯詐欺、背信、侵占罪經宣告有期徒刑一年以上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of more than one year for
commitment of fraud, breach of trust or
misappropriation, and has not started serving the
sentence, has not completed serving the sentence, or
the time elapsed after completion of serving the
sentence, expiration of the probation, or pardon is
less than two (2) years;

(b) has been imposed a final sentence involving

者；

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五年

Current Provisions

No.
修正理由

Expla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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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條次
尚未執行、(ii)尚未執行完畢，或(iii)執行完畢、緩
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二年者；

(c) 曾犯貪污治罪條例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且(i)

Proposed Amendments
修正條文草案

within the Book Closure Period fixed by the Boar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28(2) prior to the general
meeting for the election of such Director, has transferred
some or all his Shares held by him such that the
remaining Shares are less than one half of the Shares
held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Book Closure Period,
his election as a Director shall be deemed invalid and
void.
於掛牌期間，如董事（不含獨立董事）(a)於當選後、
就任前轉讓全部或部份股份致其剩餘股份少於選任
當時所持有公司股份數額之二分之一，或(b)於董事會
依照本章程第 28 條第 2 項所訂股東會召開前之股票

within the closing period fixed by the Boar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28(2) prior to the general
meeting for the election of such Director, has transferred
some or all his Shares held by him such that the

remaining Shares are less than one half of the Shares
held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losing period, his
election as a Director shall be deemed invalid and void.

(3) 於掛牌期間，如董事（不含獨立董事）(a)於當選後、(3)
就任前轉讓全部或部份股份致其剩餘股份少於選任
當時所持有公司股份數額之二分之一，或(b)於董事會
依照本章程第 28 條第 2 項所訂股東會召開前之股票

(3)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if a Director (other than

(3)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if a Director (other than
Independent Director), (a) after having been elected and
Independent Director), (a) after having been elected and
before his inauguration of the office of a Director, has
before his inauguration of the office of a Director, has
transferred some or all his Shares held by him such that
transferred some or all his Shares held by him such that
the remaining Shares are less than one half of the Shares
the remaining Shares are less than one half of the Shares
held by such Director at the time of his election or, (b)
held by such Director at the time of his election or, (b)

後未逾二年者；

(c) 曾犯貪污治罪條例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尚未執
行、尚未執行完畢，或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

Current Provisions
現行條文

Explanations
修正理由

76

停止過戶期間內，轉讓全部或部份股份致其剩餘股份
少於其於股票停止過戶期間起始日當時所持有公司
股份之二分之一時，該董事之當選應失其效力。

Current Provisions
現行條文
停止過戶期間內，轉讓全部或部份股份致其剩餘股份
少於其於股票停止過戶期間起始日當時所持有公司
股份之二分之一時，該董事之當選應失其效力。

Proposed Amendments
修正條文草案

Explanations
修正理由

action against a Director who has, in the course of
performing his/her duties, committed any act resulting in

Company.

之任一獨立董事為本公司，向有管轄權之法院（包括臺 之任一獨立董事為本公司，向有管轄權之法院（包括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
，對執行職務損害本公司或違反開曼法 灣臺北地方法院）
，對執行職務損害本公司或違反開曼法

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之股東，得以書面請求審計委員會 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之股東，得以書面請求審計委員會

除開曼法令另有規定外，繼續六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 除開曼法令另有規定外，繼續六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

Company.

R.O.C. In case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 fails to file such
R.O.C. In case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 fails to file such
action within thirty (30) days after receipt of such request, to action within thirty (30) days after receipt of such request, to
the extent permitt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Cayman Islands, the extent permitt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Cayman Islands,
the Members making such request may file the action for the the Members making such request may file the action for the

damage to the Company or in violation of the Law, the
damage to the Company or in violation of the Law,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or these Articles, with a competent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or these Articles, with a competent
court, including the Taiwan Taipei District Court of the
court, including the Taiwan Taipei District Court of the

action against a Director who has, in the course of
performing his/her duties, committed any act resulting in

第 86 條 Subject to the Law, one or more Members holding one
Subject to the Law, one or more Members holding one
為杜疑義，酌予
percent (1%) or more of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outstanding percent (1%) or more of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issued
調整條文用語。
Shares continuously for a period of six months or a longer Shares continuously for a period of six months or a longer
time may request in writing any Independent Director of the time may request in writing any Independent Director of the
Audit Committee to file,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 an
audit committee to file,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 an

No.
條次

77

Proposed Amendments
修正條文草案

令、上市（櫃）規範或本章程之董事提起訴訟。該獨立 令、上市（櫃）規範或本章程之董事提起訴訟。該獨立
董事自收受前述請求日起三十日內不提起訴訟時，於開曼 董事自收受前述請求日起三十日內不提起訴訟時，於開曼
法令允許之範圍內，該請求之股東得為本公司提起訴訟。 法令允許之範圍內，該請求之股東得為本公司提起訴訟。

Current Provisions
現行條文

interest of the Company in respect of any matter proposed
for consideration and approval at a meeting of Board shall

第 91 條 A Director who is in any way, whe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 Director who is in any way, whe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terested in a matter discussed, considered or proposed in a interested in a matter discussed, considered or proposed in a
meeting of the Board shall declare the nature of his interest meeting of the Board shall declare the nature of his interest
and its essential contents at such relevant meeting. Where
and its essential contents at such relevant meeting. When
the spouse, a blood relative within the second degree of
the Company conducts any Spin-Off, Consolidation,
kinship of a Director as defined under the Civil Code of
Merger, or acquisition, a Director who bears any interest
Taiwan, or any company which has a controlling or
in the transaction shall explain the essential contents of
subordinate relation with a Director bear any interest in the such personal interest and the reason of approval or
matter under discussion at a Board meeting, such Director disapproval of the resolu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hall be deemed to bear a personal interest in the matter.
transaction in a meeting of the Board and the general
Any Director who bears a personal interest that may conflict meeting of the Company. Where the spouse, a blood
with and impair the interest of the Company in respect of
relative within the second degree of kinship of a Director as
any matter proposed for consideration and approval at a
defined under the Civil Code of Taiwan, or any company
meeting of Board shall abstain from voting, on his own
which has a controlling or subordinate relation with a
behalf or as a proxy or corporate representative, with respect Director bear any interest in the matter under discussion at a
to the said matter. Any and all votes cast by such Director(s) Board meeting, such Director shall be deemed to bear a
shall not be counted in determining the number of votes for personal interest in the matter. Any Director who bears a
or against such matter.
personal interest that may conflict with and impair the

No.
條次

為配合 2019 年
12 月 25 日股東
權益保護事項檢
查表，修訂第 91
條。

Explanations
修正理由

78

determining the number of votes for or against such matter.

abstain from voting, on his own behalf or as a proxy or
corporate representative, with respect to the said matter. Any
and all votes cast by such Director(s) shall not be counted in

Proposed Amendments
修正條文草案

之表決權數。

Shares, where the Company still has annual net profit for 合。
the year, after paying all relevant taxes, offsetting losses
(including losses of previous years and adjusted
undistributed profits, if any), setting aside the Statutory

(including losses of previous years and adjusted
undistributed profits, if any), setting aside the Statutory

酌予調整條文用
語，使英文內容
與中文內容相符

Explanations
修正理由

Shares, where the Company still has annual net profit for
the year, after paying all relevant taxes, offsetting losses

(3)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subject to the Law,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and these Articles and 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by the rights attaching to any

權之董事，其表決權不算入已出席董事之表決權數。

有自身利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利益之虞時，不得加入表
決，並不得代理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該不得行使表決

配偶、依中華民國民法定義之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 司進行分割、新設合併/吸收合併、收購時，董事應於董
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董事會議之事項有利害關 事會及股東會說明其與該交易自身利害關係之重要內容
係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利害關係。董事對於董 及贊成或反對該交易決議之理由。董事之配偶、依中華
事會之事項，有自身利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利益之虞 民國民法定義之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
時，不得加入表決，並不得代理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關係之公司，就董事會議之事項有利害關係者，視為董
該不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其表決權不算入已出席董事 事就該事項有自身利害關係。董事對於董事會之事項，

董事就董事會議之事項，具有直接或間接利害關係時， 董事就董事會議之事項，具有直接或間接利害關係時，
應於董事會中揭露其自身利害關係之重要內容。董事之 應於董事會中揭露其自身利害關係之重要內容；於本公

Current Provisions
現行條文

第 100 條 (2)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subject to the Law,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and these Articles and 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by the rights attaching to any

No.
條次

79

No.
條次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provided that the setting aside
of the Statutory Reserve does not apply if the aggregate
amount of the Statutory Reserve amounts to the
Company’s total paid-in capital), and setting aside the
Special Reserve (if any), the Company may distribute
not less than ten percent (10%) of the remaining balance
(including the amounts reversed from the Special
Reserve), plus accumulated undistributed profits of
previous years (including adjusted undistributed profits)
in whole or in part as determined by an Ordinary
Resolution passed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Company duly convened and held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Articles to the Members as dividends/bonuses in
proportion to the number of Shares held by them
respectively pursuant to these Articles, provided that,
cash dividends/bonuses shall not be less than ten percent
(1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dividends/bonuses to
Members.

Reserve of the remaining profi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修正條文草案

(3) 於掛牌期間，除開曼法令、上市（櫃）規範或本章程 (3) 於掛牌期間，除開曼法令、上市（櫃）規範或本章程
另有規定，或附於股份之權利另有規範外，凡本公司
另有規定，或附於股份之權利另有規範外，凡本公司
於每一會計年度終了時如有盈餘，於依法提繳所有相
於每一會計年度終了時如有盈餘，於依法提繳所有相

Resolution passed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Company duly convened and held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Articles to the Members as dividends/bonuses in
proportion to the number of Shares held by them
respectively pursuant to these Articles, provided that,
cash dividends/bonuses shall not be less than ten percent
(1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dividends/bonuses to
Members.

Reserve of the remaining profi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provided that the setting aside
of the Statutory Reserve does not apply if the aggregate
amount of the Statutory Reserve amounts to the
Company’s total paid-in capital), and setting aside the
Special Reserve (if any), the Company may distribute
not less than ten percent (10%) of the remaining balance
(including the amounts reversed from the Special
Reserve), plus accumulated undistributed profits of
previous years (including adjusted undistributed profits)
in part or in whole as determined by an Ordinary

Current Prov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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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將會計紀錄與帳冊備置於英屬開

in such order or notice.

medium at its Registered Office copies of its books of
account, or any part or parts thereof, as are specified

make available, in electronic form or any other

to the Tax Information Authority Law and any
amendment or other statutory modification thereof,

為配合英屬開曼
群島公司法 2019
books of account at any place outside the Cayman
Island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年之修訂，增訂
it shall, upon service of an order or notice pursuant 第 103 條第 2 項。

(2) If the Company keeps its accounting records and

之十，加計經本公司股東常會以普通決議所定以前年
度累積未分配盈餘之全部或一部（包括調整未分配盈
餘金額）
，依股東持股比例，派付股息/紅利予股東，
其中現金股息/紅利之數額，不得低於該次派付股息/
紅利總額之百分之十。

之十，加計經本公司股東常會以普通決議所定以前年
度累積未分配盈餘之全部或一部（包括調整未分配盈
餘金額）
，依股東持股比例，派付股息/紅利予股東，
其中現金股息/紅利之數額，不得低於該次派付股息/
紅利總額之百分之十。

第 103 條 新增第 2 項。

剩餘之金額（包括經迴轉之特別盈餘公積）得由股東
常會以普通決議，以不低於該可分配盈餘金額之百分

剩餘之金額（包括經迴轉之特別盈餘公積）得由股東
常會以普通決議，以不低於該可分配盈餘金額之百分

修正條文草案
關稅款、彌補虧損（包括先前年度之虧損及調整未分
配盈餘金額，如有）、按照上市（櫃）規範提撥法定
盈餘公積（但若法定盈餘公積合計已達本公司實收資
本總額者不適用之）
，次提特別盈餘公積（如有）後，

現行條文

條次

Proposed Amendments

關稅款、彌補虧損（包括先前年度之虧損及調整未分
配盈餘金額，如有）、按照上市（櫃）規範提撥法定
盈餘公積（但若法定盈餘公積合計已達本公司實收資
本總額者不適用之）
，次提特別盈餘公積（如有）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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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條次

the property of the Company (whether they shall consist of

and any other sanction required by the Law, divide and
distribute amongst the Members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Subject to the Law, if the Company shall be wound up, the
liquidator may, with the sanction of a Special Resolution

帳冊或其中之任何部份於本公司註冊辦公處供查閱。

後，按該命令或通知所記載，以電子或其他方式備置

機關法暨其修訂或其他變更所發布之命令或通知

曼群島境外者，應於收受依據英屬開曼群島稅務資訊

修正條文草案

Proposed Amendments

准，依股東所持股份比例，將公司全部或部分財產以現 准，依股東所持股份比例，將公司全部或部分財產以現
金或實物（無論是否為同樣性質之資產）分配予股東。 金或實物（無論是否為同樣性質之資產）分配予股東。

在符合開曼法令之情形下，本公司清算時，清算人得經 在符合開曼法令之情形下，本公司清算時，清算人得經
本公司股東會特別決議同意並根據開曼法令要求之批 本公司股東會特別決議同意並根據開曼法令要求之批

Classes. The liquidator may, with the like sanction, vest the or different Classes. The liquidator may, with the like
whole or any part of such assets in trustees upon such trusts sanction, vest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such assets in trustee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Members as the liquidator shall think upon such trust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Members as the
fit, but so that no Member shall be compelled to accept any liquidator shall think fit, but so that no Member shall be
asset whereon there is any liability.
compelled to accept any asset whereon there is any liability.

property of the same kind or not) and may, for such purpose property of the same kind or not) in cash or asset and may,
set such value as he deems fair upon any property to be
for such purpose set such value as he deems fair upon any
divided as aforesaid and may determine how such division property to be divided as aforesaid and may determine how
shall be carried out as between the Members or different
such division shall be carried out as between the Members

assets of the Company (whether they shall consist of

第 111 條 Subject to the Law, if the Company shall be wound up, the
liquidator may, with the sanction of a Special Resolution
and any other sanction required by the Law, divide amongst
the Members in specie or kind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Current Prov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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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Amendments
修正理由

Explanations

* 本公司修訂後之組織備忘錄及章程應以英文版本為準；如僅為公司組織備忘錄及章程之勘誤、項次/款次敘述之調整、編碼更正而不涉及
實質內容變動，或僅為中譯文之文字調整，不予臚列。

部交付信託，惟不應迫使股東接受負有債務之任何財產。 部交付信託，惟不應迫使股東接受負有債務之任何財產。

清算人並得決定所分派財產之合理價值，並決定股東間 清算人並得決定所分派財產之合理價值，並決定股東間
或不同股份類別間之分派方式。清算人認為適當時，得 或不同股份類別間之分派方式。清算人認為適當時，得
按開曼法令之批准，為股東之利益將此等財產之全部或一 按開曼法令之批准，為股東之利益將此等財產之全部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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