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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九十七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二)董事競業許可範圍除上開所列舉者外，尚包括董事於任期中所為公司法二０九條規定之競業行為。]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同日上午十時二分。

　　主席：吳憲聰　　　　　　　　　　　　記錄：黃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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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九十六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九十六年度稅前淨利   106,202,597
　減：　所得稅費用  (3,956,183)
九十六年度淨利   102,246,414
　　提列10%法定盈餘公積  (10,224,641)
九十六年度可分配盈餘   92,021,773
期初未分配盈餘餘額   50,623,044
截至九十六年底可分配盈餘   142,644,817
九十六年度盈餘分配  
　　　現金股利 – 0.13元   13,819,269
　　　　　　$0.13 x 106,302,066股  
　　　股票股利 – 0.7元   74,411,440
　　　　　　$0.7 x 106,302,066股  
　　　董監酬勞 - 現金   1,000,000
　　　員工紅利 - 股票   2,000,000
分配合計   91,230,709
期末未分配盈餘結轉下期   51,414,108

註：本次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嗣後如因員工執行認股權憑證轉換普通股，致影響
流通在外股份總數，股東配股及配息因此發生變動時，擬請在認股權憑證發行金額及
股份之範圍內，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董事長：吳亦圭　　　　　經理人：吳憲聰　　　　　會計主管：費莉莉

岢夆

建 議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修 正 理 由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壹拾伍億元，
分為普通股壹億伍仟萬股，每股票面金額
為新台幣壹拾元，得分次發行。其中壹仟
壹佰萬股保留供員工認股權憑證行使認股
權使用。
第三十八條
本章程於民國八十年七月廿四日訂立，於
民國八十年八月二十二日第一次修正，‧
‧‧‧‧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第十六次修
正，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第十七次修正。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壹拾伍億元，
分為普通股壹億伍仟萬股，每股票面金額
為新台幣壹拾元，得分次發行。其中參佰
壹拾捌萬股保留供員工認股權憑證行使認
股權使用。
第三十八條
本章程於民國八十年七月廿四日訂立，於
民國八十年八月二十二日第一次修正，‧
‧‧‧‧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第十六次修
正。

修訂保留供員工認股
權憑證行使認股權使
用之股份。

增列本次修正日期

越　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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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修 正 理 由
第六條：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一、被背書保證企業申請背書保證額度

時，應提供基本資料及財務資料，並
填具申請書向本公司財務部提出申請
。財務部應將相關資料詳加評估，於
背書保證存續期間，每年辦理徵信工
作。評估項目包括其必要性及合理性
、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背書保證之背
書保證金額與業務往來金額是否相當
、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
股東權益之影響、以及是否應取得擔
保品及擔保品之價值評估等。

　二 ∼ 五 （略）
第十條：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

序
　一 ∼ 二 （略）
　三、公開發行之子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

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
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
違規情事，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稽核單位，本公司稽核單位應將書面
資料送交各監察人。

　四、本公司稽核人員依年度稽核計劃至
子公司進行查核時，應一併了解子公
司為他人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
情形，若發現有缺失事項應持續追蹤
其改善情形，並作成追蹤報告呈報董
事會。

第六條：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一、被背書保證企業申請背書保證額度

時，應提供基本資料及財務資料，並
填具申請書向本公司財務部提出申請
。財務部應將相關資料轉送授信部，
由授信部詳加評估，於背書保證存續
期間，每年辦理徵信工作。評估項目
包括其必要性及合理性、因業務往來
關係從事背書保證之背書保證金額與
業務往來金額是否相當、對本公司之
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
響、以及是否應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
之價值評估等。

　二 ∼ 五 （略）
第十條：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

序
　一 ∼ 二 （略）
　三、子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

核背書保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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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稽核單
位，本公司稽核單位應將書面資料送
交各監察人。

　四、本公司稽核人員依年度稽核計劃至
子公司進行查核時，應一併了解子公
司為他人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
情形，若發現有缺失事項應持續追蹤
其改善情形，並作成追蹤報告呈報總
經理。

變更背書保證申請資
料評估權責部門。

依據「公開發行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第十八條
，明定公開發行之子
公司每年辦理稽核次
數
依據「公開發行公司
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
理準則」第十一條修
正稽核報告之呈報單
位

越　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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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號
1
1
1
1
1

12
R102935645
A102126026
F102893081

　　　　　　　戶　　　　　名
吳亦圭（台灣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莊雨蒼（台灣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吳憲聰（台灣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張繼中（台灣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劉鎮圖（台灣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張炎輝
陳標春
徐善可

選 舉 權 數 
108,816,619
105,514,948
98,803,616
97,469,930
96,334,323
77,139,000
11,753,121
11,721,876
11,217,060

備　　註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戶　　號
45

J100765185
A101593621

　　　　　　　戶　　　　　名
葉德昌（亞洲聚合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阮啟殷
鄭慧明

選 舉 權 數 
70,823,101
68,619,367
66,814,363

姓　名
吳亦圭（台灣聚合化學品
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莊雨蒼（台灣聚合化學品
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吳憲聰（台灣聚合化學品
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張繼中（台灣聚合化學品
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劉鎮圖（台灣聚合化學品
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

張炎輝
陳標春
徐善可

當選日兼任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董事職務
中華電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台達化學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台聚(香港)有限公司、台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台聚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氯乙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亞洲聚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亞洲聚合股
份有限公司、昌隆貿易股份有限公司、華夏海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華運倉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越
峰電子(昆山)有限公司、越峰電子（廣州）有限公司、順安塗佈科技（昆山）有限公司、順昱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順昶塑膠（昆山）有限公司、順昶塑膠（南通）有限公司、順昶塑膠股份有限公司、漢
通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聚利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聚利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環球半導體股
份有限公司、聯聚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鑫特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S. Holdings (UK) Limited
、Acme Components (Malaysia) Sdn. Bhd.、Acme Electronics (BVI) Corp.、Acme Electronics 
(Cayman) Corp.、Acme Magnetics USA Inc.、APC (BVI) Holding Co., Ltd.、CGPC (BVI) Holding 
Co., Ltd.、CGPC America Corporation、China General (Europe) Ltd.、China General Plastics 
(Hong Kong) Ltd.、Curtana Company Limited、Forever Young Co., Ltd.、Forum Pacific Trading 
Ltd.、Golden Amber Enterprises Ltd.、Krystal Star International Corp.、Regal Trade Holdings 
Corp.、Swanlake Traders Ltd.、Swanson International Limited、Swanson Plastics (Malaysia) Sdn. 
Bhd.、Swanson Plastics (Singapore) Pte. Ltd.、Taita (BVI) Holding Co., Ltd.、USI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World Star Investments Ltd.、World Union Trading Co., Ltd.
上華電訊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越峰電子(昆山)有限公司、越峰電子（廣州）
有限公司、Acme Components (Malaysia) Sdn. Bhd.、Acme Electronics (BVI) Corp.、Acme 
Magnetics USA Inc.、Brite Star Corp.、Golden Amber Enterprises Ltd.
越峰電子(昆山)有限公司、越峰電子（廣州）有限公司、Acme Electronics (Cayman) Corp.、Golden 
Amber Enterprises Ltd.、Acme Electronics (BVI) Corp.、Acme Magnetics USA Inc.
台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華夏海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華運倉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越峰電子(昆山)
有限公司、順昶塑膠股份有限公司、聚利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聚華(上海)貿易有限公司、環球半
導體股份有限公司、鑫特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wanlake Traders Ltd.
上華電訊股份有限公司、中山華聚塑化製品有限公司、中華電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達化學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台聚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亞洲聚合股份有限公司、昌隆貿易股份有限公司、泉州華
夏塑膠有限公司、華夏海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華夏塑膠（中山）有限公司、華運倉儲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順昶塑膠股份有限公司、群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漢通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聚利創業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聚利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慧聚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環球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聯
聚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鑫特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PC (BVI) Holding Co., Ltd.、Brite Star 
Corporation、CGPC (BVI) Holding Co., Ltd.、China General Plastics (Hong Kong) Ltd.、Forever 
Young Co., Ltd.、Forum Pacific Trading Ltd.、Regal Trade Holdings Corp.、Stargaze International 
Co., Ltd.、Swanlake Traders Ltd.、Taita (BVI) Holding Co., Ltd.、Unic Insurance Ltd.、USI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World Star Investments Ltd.
力世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三晃股份有限公司、大成國際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大豐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化合成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亞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開發工銀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開發全球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開發知識經濟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開發澳洲投資、
中華電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中瑞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中歐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仁寶電腦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今鼎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元鴻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天
工通訊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日本創業投資、水美工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世華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台亞衛星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台茂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翔航太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台翰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汽電共生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移動媒體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正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永進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生華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由田新
技股份有限公司、立弘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丞信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光群雷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欣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因思銳遊戲總局股份有限公司、尖點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州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州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旭揚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旭德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利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均豪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宏全（印尼）有限公、宏全（
泰國）有限公司、宏全亞洲控股、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宏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宏發半導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志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統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亞洲電材股份有限公司、京元
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京華城股份有限公司、佳必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佳總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和勤
精機股份有限公司、坦能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定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尚茂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拓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東展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東泰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東浦精密光電股份有限
公司、東鼎液化瓦斯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欣寶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金山電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金豐機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冠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威力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威寶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宣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帝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彥武鋼鐵企業股份（馬
）有限公司、星元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星能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科冠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風股
份有限公司、美時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耐特科技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英屬維京群島商生華生物技
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虹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飛信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展頌股份有限公司、益進
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能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華海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國慶化學股份有限公
司、康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清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祥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統盟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軟銀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凱撒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博祥網通股份有限公司、復興航空運輸
股份有限公司、揚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揚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景傳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智擎生技
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智寶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森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程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華昇
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華矽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華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華開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華德光電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開發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開發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鈦昇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世紀資通股份有限公司、新竹貨運股份有限公司、新桃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
能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業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瑞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盟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群武鋼鐵企業股份（馬）有限公司、裕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達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鉅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雍聯股份有限公司、嘉聯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漢邦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漢新創業
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聚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遠東精密化學股份有限
公司、億力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儀大股份有限公司、廣泰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廣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德先股份有限公司、慶豐海防水泥、慶豐越南控股、摩特動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歐驊股份有
限公司、輝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鋐鑫電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澤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融程電訊股
份有限公司、優品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環隆電氣股份有限公司、總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聯僑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聯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鴻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瀚訊網通股份有限公司、願
景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耀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邏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昶股份有限公司、
American Major Industry Fund, L.L.C.、ARD Inc.、ASEM Capital Co., Ltd.、CDIB Asset 
Management Co., Ltd.、CDIB Biotech USA Investment Co., Ltd.、CDIB Biotech Venture 
Management Inc.、CDIB Bioventures Inc.、CDIB Capital (America) Ltd.、CDIB Capital (Japan) 
Limited.、CDIB Capital (Korea) Limited、CDIB Capital Limited、CDIB Europe Investment Co.、
CDIB France Co.、CDIB North America Venture Management, L.D.C.、CDIB North America 
Venture Management, LLC、CDIB Technology Ventures、CDIB Venture Investment (USA) Limited
、CDIB Venture Management (USA) Inc.、CDM、Eastern Power and Electric Company Limited、
Esplanade Investments Pte. Ltd.、Hon Chuan Vietnam Co., Ltd.、Pac-Link Fund、Service Inside 
Global、Sino Philippines Asset Management Inc.、Skysoft Inc.、Subic Bay Development & 
Management Center Inc.、Subicvest Inc.、TAIGEN Biopharmaceuticals Holdings Limited (Cayman)
、Zaram Technology Inc.
成功大學教授
台林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緯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力大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中揚特別機會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互動王視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世紀
民生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元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光罩股份有限公司、生揚創業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生揚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同致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冠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屬
蓋曼群島商富裕創投基金公司、英屬蓋曼群島商新揚基金公司、財團法人資訊策進委員會、財團法人
嚴慶齡工業發展基金會、國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億科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富裕創業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敦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華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華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華聯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順昶塑膠股份有限公司、勤美達股份限有公司、新盛投資有限公司、新盛創業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新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新揚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群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鉅揚管理
顧問有限公司、廣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Sim2Travel Inc.、Neutron Innovation (BVI) Ltd.

時間：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
地點：桃園縣大園鄉中正東路442號城市商旅 ─ 航空館二樓C廳
出席：出席股東連同委託代理人代表股份總數70,046,692股，占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總數106,818,066股之65.58%。
列席：王小蕙會計師、黃慧婷律師
主席：吳憲聰（吳亦圭董事長指定吳憲聰董事代理主席）記錄：黃惠珍
主席宣布開會(到會股東代表股份總數已足法定額)
主席致詞：(略)
壹、報告事項：(詳見議事手冊)
　　一、本公司九十六年度營業狀況。
　　二、監察人查核九十六年度會計表冊報告。
　　三、修正「董事會議事規範」報告。
貳、承認及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九十六年度會計表冊，敬請　承認。
　　附件：一、營業報告書（請參閱議事手冊）
　　　　　二、財務報表（請參閱附表）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謹擬具本公司九十六年度盈餘分派案，敬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九十六年度淨利為新台幣102,246,414元，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10,224,641元，九十六年

度可分配盈餘新台幣92,021,773元。截至九十六年底之可分配盈餘合計新台幣142,644,817元，擬分派如
下：

　　　　　　　股東紅利：新台幣13,819,269元，以現金發放，即每股現金股利新台幣0.13元；
　　　　　　　及新台幣74,411,440元，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即每股股票股利新台幣0.7元。
　　　　　　　董事暨監察人酬勞：1,000,000元。
　　　　　　　員工紅利：2,000,000元，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
　　　　　　　分配後，未分配盈餘餘額計新台幣51,414,108元。
　　　　　二、有關各項分配明細，請參閱次頁「盈餘分配表」。
　　　　　三、本分派案以分派九十六年度盈餘數為先，不足部分始分派以前年度盈餘。
　　　　　四、現金股利發放至元為止，元以下捨計，故現金股利發放總額以實際配發金額為準。
　　　　　五、本次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案，嗣後如因員工執行認股權憑證轉換普通股，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總數，股東配

息因此發生變動時，擬請在認股權憑證發行金額及股份之範圍內，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六、另請授權董事長於本案通過後，訂定現金股利分配基準日。
　　　　　七、敬請  承認。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建議以盈餘轉增資，增加資本新台幣76,411,440元，發行新股7,641,144股，提請公決。
　　說明：一、為充裕營運資金，擬以前案盈餘分配股東股票股利新台幣74,411,440元及員工紅利新台幣2,000,000元轉

增資，增加資本新台幣76,411,440元，發行新股7,641,144股，每股面額10元。

　　　　　二、本公司登記資本額新台幣1,500,000,000元，目前實收資本總額新台幣1,063,020,660元，分為106,302,066
股。增資發行新股後，實收資本總額為新台幣1,139,432,100元，分為113,943,210股。

　　　　　三、本案依證券主管機關規定申報生效後，由董事會另訂配股基準日，按是日股東名簿記載各股東持有股份比
例計算，每一千股配發盈餘轉增資股七十股。原股東持有股份尾數不足配發一股之畸零股份，得由股東自
行湊足整數配發，未拼湊部份統由本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按票面金額認購後，以現金分派之。

　　　　　四、本次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嗣後如因員工執行認股權憑證轉換普通股，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總數，股東
配股因此發生變動時，擬請在認股權憑證發行金額及股份之範圍內，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五、本次發行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已發行之股份相同。
　　　　　六、本案所擬訂之條款如經證券主管機關核示必須變更時，擬請授權董事會遵照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七、是否可行，提請公決。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由：謹擬具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敬請  公決。
　　說明：一、為保留已發行股份總數中之11,000,000股供員工認股權憑證行使認股權使用，擬修正第五條條文。
　　　　　二、另於第三十八條增列本次修正日期。
　　　　　三、檢具「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次頁，是否可行，提請公決。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董事會提）
　　案由：謹擬具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修正案，敬請  公決。
　　說明：一、配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4年12月29日金管證六字第0940006026號令及實務運作情形，擬修正本

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二、檢具「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次頁，是否可行，提請公決。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董事會提）
　　案由：謹擬具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修正案，敬請　公決。
　　說明：一、配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4年12月29日金管證六字第0940006026號令及實務運作情形，擬修正本

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二、檢具「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次頁，是否可行，提請　公決。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參、選  舉
　　案由：選舉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
　　說明：一、本公司現任董事暨監察人任期將於97年6月15日屆滿，敬請依公司章程第十七條規定，改選董事九人包括

獨立董事三人及監察人三人。
　　　　　二、本公司獨立董事候選人採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依法提出之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本屆獨立董事

候選人經依法定程序提名並經董事會審查通過後之候選人計有張炎輝先生、陳標春先生及徐善可先生，有
關候選人學經歷資料請參閱次頁。

　　　　　三、新任董事暨監察人於當選後即日就任，任期三年，自97年6月13日起至100年6月12日止。
　　　　　四、本屆董事暨監察人於任期屆滿前於股東會選任新任董事、監察人時同時解任。
　　選舉結果：
　　　　一、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二、監察人當選名單如下：

肆、討論事項（二）（董事會提）
　　案由：董事競業許可，敬請  公決。
　　說明：一、本公司新任董事九人，詳見當選名單，即日起就任。
　　　　　二、因本公司新任董事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行為，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之前提

下，爰依公司法第二○九條之規定，提請許可新任董事得為自己或他人經營屬於本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三、是否可行，提請公決。
　　　　　　　[司儀宣讀新任董事九人屬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如后：
　　　　　　　(一)本公司新任董事於當選日兼任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董事職務情形報告說明如下：

建 議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修 正 理 由
第五條：資金貸與作業
　(一)辦理程序
　　１、（略）
　　２、財務部應就資金貸與事項建立備

查簿。但屬關係人應收帳款、其他
應收帳款、其他應收款超過正常授
信期限一定期間視同資金貸與者，
由會計部另行建立備查簿。資金貸
與經董事會決議後，應將資金貸與
對象、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資
金貸放日期及依審查程序應審慎評
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３、（略）
　　４、財務部與會計部應分別就每月所

發生及註銷之資金貸與及視同資金
貸與事項編製明細表，俾控制追蹤
及辦理公告申報，並應按季評估及
提列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
告中揭露資金貸與資訊及提供簽證
會計師相關資料。

　　５、(略)
　(二)審查程序
　　１、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應由申請

資金貸與之公司或行號先行檢附相
關財務資料及敘明借款用途，以書
面方式申請。惟視同資金貸與者除
外。

　　２、本公司受理申請後，應由財務部
就資金貸與他人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貸與對象是否與本公司間有直（
間）接之業務往來關係、所營事業
之財務狀況、償債能力與信用、獲
利能力及借款用途予以調查及評估
，並考量本公司資金貸與總額對本
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
權益之影響程度後，擬具相關書面
報告提報董事會以資審核。

　　３、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或短期融資
事項時，應取得同額之擔保票據，
必要時應辦理動產或不動產之抵押
設定，並按季評估擔保品價值是否
與資金貸與餘額相當，必要時應增
提擔保品。惟視同資金貸與者除外。

　　前項債權擔保，債務人如提供相當資
力及信用之個人或企業保證，以代替
提供擔保品者，董事會得參酌財務部
之審查報告辦理；以公司為保證者，
應注意其章程是否有訂定得為保證之
條款。

第六條：資金融通期限與計息方式
　（第一項略）
　貸與資金之計息，參考金融機構短期借

款之平均利率；如遇特殊情形，得經董
事會同意後，依實際狀況需要予以調整
。

第八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每月十日前，財務部（會計部）應

將上月份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
餘額送交會計部，併同營業額於規
定期限內按月辦理公告申報。

　(二)除按月公告申報資金貸與餘額外，
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餘額達下
列標準之一時，財務部（會計部）
應即檢附相關資料通知會計部於事
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辦理公告申報：

　　１ ∼ ４（略）
第九條：對子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之控管程

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為他人提供資金貸
與時，應依各自訂定之「內控制度
」及「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規
定辦理，並應於每月五日前將上月
份辦理資金貸與之餘額、對象、期
限等，以書面彙總向本公司申報。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如非屬公開發行公
司，其資金貸與餘額達第八條第二
項應公告申報之標準者，應於事實
發生之日通知本公司，本公司並依
規定於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三)本公司稽核人員依年度稽核計畫至
子公司進行查核時，應一併了解子
公司之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
執行情形，若發現有缺失事項應持
續追蹤其改善情形，並作成追蹤報
告呈報董事會。

第五條：資金貸與作業
　(一)辦理程序
　　１、（略）
　　２、財務部應就資金貸與事項建立備

查簿。資金貸與經董事會決議後，
應將資金貸與對象、金額、董事會
通過日期、資金貸放日期及依審查
程序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
備查。

　　３、（略）
　　４、財務部應就每月所發生及註銷之

資金貸與事項編製明細表，俾控制
追蹤及辦理公告申報，並應按季評
估及提列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
務報告中揭露資金貸與資訊及提供
簽證會計師相關資料。

　　５、(略)
　(二)審查程序
　　１、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應由申請

資金貸與之公司或行號先行檢附相
關財務資料及敘明借款用途，以書
面方式申請。

　　２、本公司受理申請後，應由權責部
門就資金貸與他人之必要性及合理
性、貸與對象是否與本公司間有直
（間）接之業務往來關係、所營事
業之財務狀況、償債能力與信用、
獲利能力及借款用途予以調查及評
估，並考量本公司資金貸與總額對
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
東權益之影響程度後，擬具相關書
面報告提報董事會以資審核。

　　３、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或短期融資
事項時，應取得同額之擔保票據，
必要時應辦理動產或不動產之抵押
設定，並按季評估擔保品價值是否
與資金貸與餘額相當，必要時應增
提擔保品。

　　前項債權擔保，債務人如提供相當資
力及信用之個人或企業保證，以代替
提供擔保品者，董事會得參酌權責部
門之審查報告辦理；以公司為保證者
，應注意其章程是否有訂定得為保證
之條款。

第六條：資金融通期限與計息方式
　（第一項略）
　貸與資金之計息，以不低於本公司向金

融機構短期借款之平均利率或三商銀同
天期定期存款利率加碼百分零點五(0.5
﹪)並按月計息；如遇特殊情形，得經
董事會同意後，依實際狀況需要予以調
整。

第八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每月十日前，財務部應將上月份本

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餘額送交會
計部，併同營業額於規定期限內按
月辦理公告申報。

　(二)除按月公告申報資金貸與餘額外，
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餘額達下
列標準之一時，財務部應即檢附相
關資料通知會計部於事實發生之日
起二日內辦理公告申報：

　　１ ∼ ４（略）
第九條：對子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之控管程

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亦應依證期會台財

證一字第○九一○一六一九一九號
函之規定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
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
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
同。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為他人提供資金貸
與時，應依各自訂定之「內控制度
」及「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規
定辦理，並應於每月五日前將上月
份辦理資金貸與之餘額、對象、期
限等，以書面彙總向本公司申報。
本公司之稽核單位應將子公司之資
金貸與他人作業列為每月稽核項目
之一，其稽核情形並應列為向董事
會及監察人報告稽核業務之必要項
目。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如非屬公開發行公
司，其資金貸與餘額達第八條第二
項應公告申報之標準者，應於事實
發生之日通知本公司，本公司並依
規定於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依據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93年7月9日基
秘字第167號函及行
政院證券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函令，逾期
應收帳款轉列其他應
收帳款係屬資金貸與
性質之作業由會計部
為建立備查簿之權責
部門。

配合本條第一項第2
款修正

同本條第一項第2款
之法令依據修正
明定權責部門

同本條第一項第2款
之法令依據修正

明定權責部門

修正計息方式

配合第五條第一項第
2款修正

同前項

刪除本項

合併第(一)、(二)項
說明，並調整項次

依實際執行情形刪除
，並改增訂第三項

調整項次

本項增訂

越　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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