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9,626,494 元；考量合併後股本提高且可供分配盈餘有限，故本年度擬不

分配，留待以後有盈餘年度再併計分配。故 101 年度期末未分配盈餘為

89,626,494 元。 

2.本公司 101 年度估列董監事酬勞費用 725,037 元及員工紅利費用 1,450,074
元。前述未配發之金額，俟股東會決議後，與帳列數之差異視為會計估計

變動，列為 102 年度之損益。 

3.一○一年度盈餘分配表請參閱附件五。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承認。 
 

伍、討論事項一 

第一案 

案由：修訂公司章程，提請 核議。(董事會提) 

說明：1.為提升本公司投資彈性，擬增訂公司章程第四條，明訂本公司轉投資總額，

不受公司法第十三條之限制。另為配合 102 年起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IFRSs)，擬修訂第二十條有關盈餘分配之說明。併案修訂第廿二條。 

2.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六。 

股東戶號 11891 股東發言摘要：參考議事手冊第 45 頁，考量公司不再經營藥品買

賣業務，建議修改公司章程第 2 條，刪除營業項目第 1 項至第 4 項，

即刪除西藥批發業、西藥零售業、醫療器材批發業及醫療器材零售業。 

主席裁示：針對這位股東提的增加修正案是否有股東附議？ 

本案經股東戶號 15302 股東附議。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意見，決議本案增加修正公司章程第 2 條，刪除

營業項目第 1 項至第 4 項，即西藥批發業、西藥零售業、醫療器材批發業

及醫療器材零售業。其餘依原議案內容無異議通過。 

 
第二案 

案由：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提請 核議。(董事會提) 

說明：1.為因應本公司合併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組織暨核決權限調整，爰

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部分條文，增訂本公司之子公司就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相關規範及取得非供營業用不動產及有價證券之限

額，另依公司合併後營運現狀修定並酌做文字調整。 

2.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七。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由：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提請 核議。(董事會提) 

說明：1.配合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101 年 7 月 6 日金管證審字第 1010029874 號函

修訂公開發行公司資金貸與及背書保證處理準則，並因應本公司合併昇陽

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業務規模及經營擴大，實有提高背書保證限額之

必要，爰擬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除依處理準則內容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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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並酌作文字調整外，並提高背書保證總額及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限額

等。 

2.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八。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由：修訂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提請 核議。(董事會提) 

說明：1.配合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101 年 7 月 6 日金管證審字第 1010029874 號函

修訂公開發行公司資金貸與及背書保證處理準則，並因應本公司合併昇陽

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業務規模及經營擴大，爰擬修訂本公司資金貸與

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除依處理準則內容修定並酌作文字調整外，並調

整資金貸與他人之總額及對個別對象之限額。 

2.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九。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案由：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提請 核議。(董事會提) 

說明：1.配合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102 年 2 月 26 日公告函文之規定，爰擬修訂本

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2.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十。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陸、選舉事項 

案由：全面改選第八屆董事及監察人。(董事會提) 
說明：1.本公司現任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屆滿，爰擬依法辦理改選；本次擬選舉第八

屆董事五人(含二席獨立董事)，監察人三人。 

2.本次選舉之董事名額中含獨立董事二席，採候選人提名制，由獨立董事候

選人名單中選任之。經 102 年 5 月 8 日董事會審查通過之獨立董事候選人

名單如下： 

(一)姓名：黃其光 
學歷：美國紐約保險學院保險碩士 
現任：1.華立集團顧問 

2.板信商業銀行顧問 
3.秉誠保險代理人有限公司董事長 
4.泰豐輪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5 華宏新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6.財團法人黃秉心保險獎學金基金會董事長 

經歷：1.台灣新光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新壽公寓大廈管理維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3.台灣新光健康管理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4.台灣宅配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5.樂雅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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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華僑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 
7.中華票券金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持有股份：44,681 股 

(二)姓名：于俊明先生： 

學歷：國立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碩士 

現任：1.中華民國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秘書長 
2.台北市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總幹事 
3.國有財產局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審議小組委員 
4.台北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金管理委員會委員 
5.台北市松山、大安、古亭地政事務所不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委員 
6.台北市不動產評價委員 

經歷：1.台北市都市計畫委員會委員 
2.台北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委員 
3.台北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金管理委員會委員 

持有股份：0 股 

3.新選任之董事及監察人自選舉後就任，任期三年，自民國 102 年 6 月 25
日起至 105 年 6 月 24 日止，提請 選舉。 

 
選舉結果：董事(含獨立董事)及監察人當選名單： 

 

職稱 
股東戶號 

(身分證字號)
姓名 當選權數 

董事 6348 麥寬成 253,222,986 權

董事 15273 
鼎陽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簡伯殷 
228,254,439 權

董事 15273 
鼎陽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敏賢 
228,154,439 權

獨立董事 10448 黃其光 219,413,368 權

獨立董事 E120500*** 于俊明 219,313,368 權

監察人 6334 曾令雄 233,286,282 權

監察人 6323 許全隆 228,204,439 權

監察人 15281 麥修仁 227,524,439 權

 

柒、討論事項二 

案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核議。(董事會提) 
說明：1.為因應公司業務需要，爰擬依公司法第 209 條第 1 項規定，提請許可解除

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2.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資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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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名稱 競業重要內容(兼任公司名稱) 許可從事競業之行為 

新東陽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昇陽置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昇陽建設代表人 
昇陽國際置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昇陽建設代表人 
成陽投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上陽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鼎陽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興陽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元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新東陽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昇陽行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桃花園飯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新東陽房屋仲介代表人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玉山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新東陽代表人 

玉山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常務董事/玉山金控代表人 

華陽國際物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精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仲昆陶瓷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實陽建設代表人 

麥寬成 

瑞華新藥研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英屬蓋曼群島商 
TDW  GROUP 代表人 

新東陽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昇陽建設代表人 

昇陽置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昇陽建設代表人 

昇陽國際置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昇陽建設代表人 

統富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昇陽建設代表人 

簡伯殷 

昇陽行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暨其代表之法人： 
鼎陽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新東陽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昇陽置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昇陽建設代表人及財會主管

昇陽國際置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昇陽建設代表人及財會主管

興陽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昇陽行銷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興陽投資代表人 
興陽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吳敏賢 

宏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實陽建設代表人 
暨其代表之法人： 
鼎陽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捌、臨時動議：無。 

玖、散會：同日上午九時四十分主席宣布散會。 

(本次股東常會紀錄僅載明會議進行之要旨，詳盡內容仍以會議影音紀錄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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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一年度營業報告 

(一) 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 101 年度營業收入淨額 466,304 仟元，較 100 年度 1,066,260 仟元減少

599,956 仟元，衰退 56.27%。稅後淨利 53,320 仟元，較 100 年度 124,646 仟元，

減少 71,326 仟元，衰退約 57.22%。主係 101 年度銷售中建案受政府打房措施、

個案特性等因素影響銷量及價格，致淨利相對減少。 

另有關本公司 101 年度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40,000 仟股，每股發行價格為

新台幣 13.8 元，募集資金總額為新台幣 552,000 仟元。本次募集完成後，已依

計畫償還銀行借款 480,000 仟元，以節省 101 年度及 102 年度利息費用，本次

償還銀行借款之效益業已達成。 
 

(二) 預算執行情形 

依據公開發行公司財務預測處理準則規範，本公司並未編製 101 年度之財務

預測。 

(三) 財務收支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1 年度 100 年度 增減比率(%) 

營業收入淨額 466,304 1,066,260 -56.27% 

營業成本 361,576 877,206 -58.78% 

營業毛利 104,728 189,054 -44.60% 

營業費用 51,108 57,877 -11.70% 

營業淨利 53,620 131,177 -59.12% 

營業外收(支) 94 (4,384) -102.14% 

稅前淨利 53,714 126,793 -57.64% 

所得稅費用 394 2,147 -81.65% 

稅後淨利 53,320 124,646 -57.22% 

 

附件一 
昇陽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一年度 
營業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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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獲利能力分析 

年   度
項   目 101 年度 100 年度 

資產報酬率(%) 0.03 6.88 

股東權益報酬率(%) 0.04 11.21 

營業利益 0.04 15.78 
佔實收資本比率(%) 

稅前純益 0.04 15.25 

純益率(%) 0.11 11.69 

獲利能力 

基本每股盈餘(元)-追溯調整後 0.48 1.49 
 
 
(五) 產品開發成果狀況 

本公司營建事業發展初期係以精耕大台北都會區優質地段作為開發的首要標

的，目前開發成果如下： 

(1)台北市南港區之自地自建個案「如陽 Living」，引進日本獨特的 SI 工法

技術，為全國第一棟高性能住宅，結構體與內裝修系統分離，精質施工，

以先進科藝打造台灣的永續住宅，該個案銷售已於 102 年初完銷。 

(2)台北市中山區「京手作」及大同區「花博苑」之小型住宅個案，均採先

建後售，於 101 年下半年推出銷售，銷售已逾 30%。 

(3)新北市板橋區光環段 5 地號之國有土地設定地上權，地上權存續期間為

自簽約日起 50 年，採先建後售，預計 103 年完工。 

(4)台北市大安區土地則考量開發策略及適時獲利，已處分部分持份，並與

各合作夥伴採合資開發模式進行後續之規劃設計與土地開發整合工

作。 

(5)購入之台北市中正區房屋整建案及大同、信義區之都市更新案，將持續

進行規劃開發。 

(6)為靈活運用資金，短期獲利之買賣個案亦受惠南港房價提升，有效挹注

本公司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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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二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台灣當前景氣外受歐美經濟衰退，內有延續前一年度之政府持續房價調控政策、

加上景氣不明及實價登錄政策正式實施之影響，致使房地產市場觀望氣氛濃厚，

成交量銳減，本公司受此影響營業收入較前一年度減少。惟根據市場普遍預測，

今年市場應可緩步復甦，因此對於房地產景氣評估，本公司抱持審慎心態，以積

極行動開發優質個案。 

考量本公司主力經營之大台北地區完整區塊土地稀有性問題，使得土地購置、整

合成本大幅增加之情況下，除將開發範圍擴展至大台北以外之區域，並評估佈局

大陸房地產市場，初步擬選定大陸新型城鎮化發展之中西部二、三縣城市為赴大

陸投資之地區，期以多元化開發方式進行，儲備足夠案源，為公司帶來穩定的營

收溢注。 

另本公司將於 102 年第一季正式合併原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合併後除可

進行資源整合、發揮品牌效益，未來在整合企業整體核心資源後，將可強化本公

司之競爭力，有助提升營運績效及營收獲利。本公司期許完成合併案後，延續昇

陽建設的優良品牌、並以更完整的建築團隊，確保建築的品質、品味及價值，並

落實永續服務的理想，為社會及客戶創造更完美的生活空間，並為雙方之股東及

員工創造更大的利益。 

三、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台灣房地產市場在奢侈稅正式上路、政府持續房價調控政策、緊縮房地產銀行放

款及實價登錄制度等政策影響下，全台房市景氣頓時由熱絡轉趨保守，惟大台北

地區在就業人口持續增加及各項大眾運輸系統陸續完備影響下，長期觀之需求仍

將呈穩定成長，本公司對未來大台北地區房地產景氣趨勢，抱持審慎樂觀態度。 

本公司之土地開發政策仍將以大台北都會區優質地段作為開發的首要標的，並以

政府土地開發招標案(含公辦都更、設定地上權、BOT 等)、聯合開發，或參與市

地重劃、區段徵收及都市計畫變更等多元化方式開發土地，長期目標除大台北都

會區外，更進一步向新竹、台中或台南、高雄、屏東等發展密集之都會區擴展，

大陸房地產投資則以中西部二、三縣城市為基礎，以掌握中國中西部房地產快速

發展時機。銷售政策則以進行詳實精確的市場調查與分析，推出符合市場需求之

產品，並彈性採取預售、成屋銷售或邊建邊售之銷售方式，降低市場波動風險，

進行產品藍海策略；同時發展採用『永住、環保、通用、健康』之高性能住宅設

計，創造產品差異化與不可取代性，建立公司品牌及知名度，並降低外部競爭威

脅，進而提升毛利，創造公司最大獲利。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註：昇陽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為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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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一年度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

東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 (含合併財務報表 )等，業經

本公司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簡蒂暖暨陳宗

哲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認為足以允當表達本公司之財

務狀況、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情形。連同營業報告書、

盈餘分配表，經本監察人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照

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  

    此致 

昇陽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一○二年度股東常會 

 

昇陽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監 察 人 ：  

 
 
 
 
 
 

中 華 民 國 一 ○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註：昇陽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為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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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範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依據 

及理由 

第四條 (董事會召集及會議通知)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辦理議事事

務單位為總經理室。為使董事會

深入討論議案並基於議事運作順

暢考量，召集董事會時，總經理

室應先擬妥議題及議程並提供充

分之會議資料予出席人員，會議

資料如不充分，於特定情形下，

董事得向總經理室請求補足，董

事如認為議案資料不充足，得經

董事會決議後延期審議該議案。
 

(董事會會議資料)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辦理議事事

務單位為管理處。為使董事會深

入討論議案並基於議事運作順暢

考量，召集董事會時，管理處應

先擬妥議題及議程並提供充分之

會議資料予出席人員，會議資料

如不充分，於特定情形下，董事

得向管理處請求補足，董事如認

為議案資料不充足，得經董事會

決議後延期審議該議案。 

配合本公司組

織架構調整。

第七條 (會議參考資料及列席人員) 

本公司召開董事會時，總經理室

應備妥相關資料供與會董事隨時

查考。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

相關部門或子公司之人員列席。

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師、律師

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及說

明。但討論及表決時應離席。 

 

(會議參考資料及列席人員) 
本公司召開董事會時，管理處應

備妥相關資料供與會董事隨時查

考、相關部門經理人員或專業人

士應列席會議報告備詢或提供相

關專業意見。 

配合本公司組

織架構調整及

「公開發行公

司董事會議事

辦法」修正。

第十一條 (應經董事會討論事項)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

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

報告。但半年度財務報告依

法令規定無須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者，不在此限。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

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

訂內部控制制度。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

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

(應經董事會討論事項)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

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

報告。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

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

訂內部控制制度。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

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

配合「公開發行

公司董事會議

事辦法」修正。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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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依據 

及理由 
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

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

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

性質之有價証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

之任免。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

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

然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益

性質捐贈，得提下次董事會

追認。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

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董

事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事項

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

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

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

關係人；所稱對非關係人之重大

捐贈，指每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

累積對同一對象捐贈金額達新臺

幣一億元以上，或達最近年度經

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入

淨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五以上者。（外國公司股票無面

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

者，本項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五之金額，以股東權益百分之二

點五計算之。）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事會

召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年，已提董事會決議通過部分

免再計入。 
 
獨立董事對於證交法第十四條之

三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應親自

出席或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出

席。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留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

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

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

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

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

性質之有價証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

之任免。 
 
(本項新增) 
 
 
 
七、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

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董

事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事項

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

項。 
 
 
 
 
 
 
 
 
 
 
 
 
 
 
 
 
 
 
 
 
 
獨立董事對於證交法第十四條之

三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應親自

出席或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出

席。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留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

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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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依據 

及理由 
達反對或保留意見者，除有正當

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

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達反對或保留意見者，除有正當

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

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第十四條 (董事利益迴避) 
董事應秉持高度自律，對董事會

所列之議案涉有董事本身或其代

表之法人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

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

容，如有損害公司利益之虞時，

得陳述意見及答詢，不得加入討

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

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

其表決權。 
 

(董事利益迴避) 
董事應秉持高度自律，對董事會

所列之議案涉有董事本身或其代

表之法人利害關係，致有損害公

司利益之虞時，得陳述意見及答

詢，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

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

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配合「公開發行

公司董事會議

事辦法」修正。

第十五條 (會議記錄及簽署事項) 
董事會議決議事項，應做成議事

錄，記載事項包含 1.會議屆次(或
年次 )及時間地點；2.主席之姓

名；3.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席、

請假及缺席者之姓名；4.列席者之

姓名及職稱；5.紀錄之姓名；6.報
告事項；7.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

議方法與結果、董事、監察人、

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依前

條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

名、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

其應迴避或不迴避理由、迴避情

形、反對或保留意見且有紀錄或

書面聲明及獨立董事依第十一條

第四項規定出具之書面意見；8.
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案之

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監察人、

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依前

條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

名、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

其應迴避或不迴避理由、迴避情

形及反對或保留意見且有紀錄或

書面聲明；9.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一部

分，應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

(會議記錄及簽署事項) 
董事會議決議事項，應做成議事

錄，記載事項包含 1.會議屆次(或
年次 )及時間地點；2.主席之姓

名；3.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席、

請假及缺席者之姓名；4.列席者之

姓名及職稱；5.紀錄之姓名；6.報
告事項；7.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

議方法與結果、董事、監察人、

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反對

或保留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暨獨立董事依第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出具之書面意見；8.臨時動議：

提案人姓名、議案之決議方法與

結果、董事、監察人、專家及其

他人員發言摘要、反對或保留意

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9.其他應

記載事項。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一部

分，應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

配合「公開發行

公司董事會議

事辦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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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依據 

及理由 
存。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

人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

內分發各董事、監察人及相關列

席人員，並應列入公司重要檔

案，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第一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

以電子方式為之。 

董事會決議事項，如獨立董事有

反對或保留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

聲明時，除應於議事錄載明外，

並應於董事會之日起二日內於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公開資

訊觀測站辦理公告申報。 
 

存。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

人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

內分發各董事、監察人及相關列

席人員，並應列入公司重要檔

案，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第一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

以電子方式為之。 

董事會決議事項，如獨立董事有

反對或保留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

聲明時，除應於議事錄載明外，

並應於董事會之日起二日內於行

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

公開資訊觀測站辦理公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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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4110 $ 1,176 -
4511 465,608 100
4170 25 -
4190 455 -

466,304 100
5000
5110 1,060 -
5510 360,516 77

361,576 77
5910 104,728 23
6000
6100 10,357 2
6200 40,802 9

51,159 11
6900 53,569 12
7000
7110 1,530 -
7160 4,012 1
7310 401 -
7480 724 -

6,667 1
7500
7510 6,375 1
7520 50 -
7880 97 -

6,522 1
7900 53,714 12
8110 394 -

$ 53,320 12

9601 $ 53,320 12
9602 - -

$ 53,320 12

9750 $ 0.48 0.48
9850 $ 0.48 0.4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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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543 115,800 41,435 152,626 1,141,404

400,000 153,320 - - 553,320

- - 12,465 (12,465) -

- - - (98,523) (98,523)

- - - 53,320 53,320

$ 1,231,543 269,120 53,900 94,958 1,649,5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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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20

289
9,109
1,320
50
3

(401)

(36,793)
1,223

(37,669)
39,624
(410)

(63,054)
(5,452)
(2,352)

85
62,726
56,564
(58,694)
(3,405)
16,083

(10,000)
(910)
64

(10,846)

(248,285)
(98,523)
552,000
205,192
210,429
107,818

$ 318,247

$ 6,065
$ 3,02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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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來源項目：    

本年度期初未分配盈餘(註 1) 41,638,109  

本年度稅後淨利 53,320,428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0% (5,332,043)  

101 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89,626,494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 0  

本年度期末未分配盈餘 89,626,494   

附註：(註 2)    

  董監事酬勞(現金) 0  

  員工紅利(現金) 0  

註 1：「本年度期初未分配盈餘」為 101 年股東常會通過之盈餘分配表上「期末

未分配盈餘」金額。 
註 2：本公司 101 年度估列董監事酬勞費用 725,037 元及員工紅利費用 1,450,074

元，惟考量盈餘有限，故本年度擬不分配，前述未配發之金額，俟股東會

決議後，與帳列數之差異視為會計估計變動，列為 102 年度之損益。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註：昇陽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為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五 
 

昇陽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一○一年度



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事由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01. F401010國際貿易業 
02. H701010住宅及大樓開發租售業

03. H701020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04. H701040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05. H701050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業 
06. H701060新市鎮、新社區開發業

07. H701070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代

辦業 
08. H701080都市更新重建業 
09. H701090都市更新整建維護業 
10. H703090不動產買賣業 
11. H703100不動產租賃業 
12. H703110老人住宅業 
13. I102010投資顧問業 
14. 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

法令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01. F108021西藥批發業 
02. F208021西藥零售業 
03. F108031醫療器材批發業 
04. F208031醫療器材零售業 
05. F401010國際貿易業 
06. H701010住宅及大樓開發租售業 
07. H701020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08. H701040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09. H701050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業 
10. H701060新市鎮、新社區開發業 
11. H701070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代

辦業 
12. H701080都市更新重建業 
13. H701090都市更新整建維護業 
14. H703090不動產買賣業 
15. H703100不動產租賃業 
16. H703110老人住宅業 
17. I102010投資顧問業 
18. 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

法令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考量公司不再經

營藥品買賣業

務，爰刪除相關

營業項目。 

第 四 條 本公司轉投資總額，不受公司法第

十三條規定「不得超過本公司實收

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並授權

董事會執行。 
 

(本條新增) 
 

因應公司營運需

要。 

附件六 

chun
文字方塊

chun
註解
“Accepted”的設定者是“chun”

chun
註解
“None”的設定者是“chun”

mag_chen
打字機文字

mag_chen
打字機文字

mag_chen
打字機文字

mag_chen
打字機文字

mag_chen
打字機文字

mag_chen
打字機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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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事由 

第 廿 條 公司每年決算如有當期淨利，應先

彌補虧損，如尚有餘額應依法提列

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並依主

管機關規定提列特別盈餘公績；再

就其餘額，加計上年度累積未分配

盈餘數及當年度未分配盈餘調整

數，為累積可分配盈餘，由董事會

提撥適當數額，擬具盈餘分配議

案，提報股東會決議分派之。分配

盈餘時，員工紅利不低於百分之

二；董事、監察人酬勞，不高於百

分之三；其餘全部分派股東紅利，

其中現金股利應不低於股東紅利

總額百分之十。 

本公司現處於業務擴充階段，董事

會對於盈餘分派議案之擬具，應考

慮公司未來之資本支出預算及資

金之需求，得優先保留所需資金嗣

以後年度有充足資金時再行分派。

 

公司每年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

稅捐，彌補往年虧損，如尚有餘額

應依法提列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

公積，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提列特別

盈餘公績；再就其餘額，加計上年

度累積未分配盈餘數，為累積可分

配盈餘，由董事會提撥適當數額，

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報股東會決

議分派之。分配盈餘時，員工紅利

不低於百分之二；董事、監察人酬

勞，不高於百分之三；其餘全部分

派股東紅利，其中現金股利應不低

於股東紅利總額百分之十。 

 
本公司現處於業務擴充階段，董事

會對於盈餘分派議案之擬具，應考

慮公司未來之資本支出預算及資

金之需求，得優先保留所需資金嗣

以後年度有充足資金時再行分派。 

配合 IFRSs 修

正。 

第廿二條 本章程訂立於民國八十一年十二月二十二

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年十一月六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年十二月六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年三月二十八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年六月三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年三月三十一日

第六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年六月三十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年五月三十一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年六月二十八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六年六月十五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年六月十六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年六月十五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年六月十五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一年六月十五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一年十一月九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二年六月二十五

日 
 

本章程訂立於民國八十一年十二月二十二

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年十一月六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年十二月六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年三月二十八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年六月三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年三月三十一日 
第六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年六月三十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年五月三十一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年六月二十八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六年六月十五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年六月十六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年六月十五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年六月十五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一年六月十五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一年十一月九日 

股東會同意通

過，增列「第十

五次修訂於民國

一○二年六月二

十五日」。 

 

mag_chen
打字機文字

mag_chen
打字機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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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依據 

及理由 
第一條 本處理程序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三

十六條之一及主管機關公佈之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以下簡稱處理準則)
訂定。 

本處理程序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三

十六條之一及財政部證券暨期貨

管理委員會(九十一)台財證(一)字
第 0910006105 號函有關規定訂

定。 
 

簡化訂定依據

之說明。 

第三條 本公司取得資產評估及作業程序

如下： 
一、 本公司資產之取得，承辦單

位應將擬取得之緣由、標的

物、交易相對人、移轉價格、

付款條件、價格參考及依據

本程序應公告之事項等，依

「核決權限表」裁決，並依

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關

作業規定及本處理程序辦理

之。 
二、 有關資產取得之評估，由執

行單位填列專案簽呈或內部

控制規定之程序表單，依「核

決權限表」裁決後方得為

之。 
三、 各項資產取得之日起應即辦

理權益過戶手續。 
四、 資產取得後，應依本公司資

產管理之有關規定，辦理登

記、管理及使用。 
 

本公司取得資產評估及作業程序

如下： 
一、 本公司資產之取得，承辦單

位應將擬取得之緣由、標的

物、交易相對人、移轉價格、

付款條件、價格參考及依據

本程序應公告之事項等，依

「核決權限表」裁決，並依

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關

作業規定及本處理程序辦理

之。 
二、 有關資產取得之評估，屬不

動產者(不含營建業之存貨)
由管理處填列專案簽呈、屬

營建業存貨之不動產由營建

事業處填列專案簽呈、屬有

價證券投資及其他固定資產

之其他資產，則分別由財務

部及使用單位填列專案簽

呈，依「核決權限表」裁決

後方得為之。 
三、 各項資產取得之日起應即辦

理權益過戶手續。 
四、 資產取得後，應依本公司資

產管理之有關規定，辦理登

記、管理及使用。 
 

配合公司組織

架構調整。 

第四條 本公司處分資產評估及作業程序

如下： 
一、 本公司資產之處分，承辦單

位應將擬處分之緣由、標的

物、交易相對人、移轉價格、

收款條件、價格參考依據及

依本程序應公告之事項等，

本公司處分資產評估及作業程序

如下： 
一、 本公司資產之處分，承辦單

位應將擬處分之緣由、標的

物、交易相對人、移轉價格、

收款條件、價格參考依據及

依本程序應公告之事項等，

配合公司組織

架構調整。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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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依據 

及理由 
依「核決權限表」裁決，並

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

關作業規定及本處理程序辦

理之。 
二、 有關資產處分之評估，由執

行單位填列專案簽呈或內部

控制規定之程序表單，依「核

決權限表」裁決後方得為

之。 
 

依「核決權限表」裁決，並

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

關作業規定及本處理程序辦

理之。 
二、 有關資產處分之評估，屬不

動產者(不含營建業之存貨)
由管理處填列專案簽呈、屬

營建業存貨之不動產由營建

事業處填列專案簽呈、屬有

價證券投資及其他固定資產

之其他資產，則分別由財務

部及使用單位填列專案簽

呈，依「核決權限表」裁決

後方得為之。 
 

第七條 本公司有關有價證券及金融商品

投資之執行單位為財務處。屬營

建業存貨之不動產執行單位為營

業處。非屬營建業存貨之不動產

及其他固定資產之其他資產執行

單位分別為管理單位或董事長指

示之專責單位執行。 
 

本公司有關有價證券投資之執行

單位為財務部。屬營建業存貨之

不動產執行單位為營建事業處。

非屬營建業存貨之不動產及其他

固定資產之其他資產執行單位分

別為管理處及使用單位執行。 
 

配合公司組織

架構調整。 

第十一條

之一 
本公司取得非供營業用之不動產

之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資

本額。本公司取得有價證券之總

額及個別有價證券之限額，依本

公司章程對投資限額之規定。 
 

(本條新增) 依實際需要增

訂。 

第十七條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內部稽核

制度： 
一、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

瞭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

制之允當性，並對交易部門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作業

程序遵循規定情形按月稽

核，且作成稽核報告，如發

現重大違規情事，應立即向

董事長呈報，並以書面通知

各監察人。 
二、本公司稽核人員應將衍生性

商品交易列入稽核計劃中，

並於次年二月底前將上年度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內部稽核

制度： 
一、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

瞭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

制之允當性，並對交易部門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作業

程序遵循規定情形按月稽

核，且作成稽核報告，如發

現重大違規情事，應立即向

董事長呈報，並以書面通知

各監察人。 
二、本公司稽核人員應將衍生性

商品交易列入稽核計劃中，

並於次年二月底前將上年度

酌作文字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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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依據 

及理由 
之年度稽核計劃執行情形向

金管會證期局申報，且至遲

於次年五月底前將異常事項

改善情形申報證期局備查。

三、選取衍生性商品交易為樣

本，檢視其交易過程中各種

重要之控制之執行是否確

實，以確保僅有經核准的交

易方能入帳，並取得交易確

認函與交易成交單相核對是

否相符。 
四、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處理情

形： 
(一)、每月定期評估衍生性商品

之交易，並彙總當月損益

及非避險性交易未平倉部

位，呈董事長作為管理績

效評估及風險衡量之參

考。 
(二)、本公司董事長應隨時注意

衍生性商品交易風險之監

督與控制。 
(三)、董事長應依下列原則管理

衍生性商品交易： 
1．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

管理措施是否適當並確實

依處理準則及本處理程序

相關規定辦理。 
 
 
2．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

現有異常情事時，應採取

必要之因應措施，並立即

向董事會報告。 
3．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應建立備查簿，詳細登

載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

類、金額、董事會通過日

期、每月定期評估報告、

及董事長定期評估事項。
 
 

之年度稽核計劃執行情形向

證期會申報，且至遲於次年

五月底前將異常事項改善情

形申報證期局備查。 
三、選取衍生性商品交易為樣

本，檢視其交易過程中各種

重要之控制之執行是否確

實，以確保僅有經核准的交

易方能入帳，並取得交易確

認函與交易成交單相核對是

否相符。 
四、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處理情

形： 
(一)、每月定期評估衍生性商品

之交易，並彙總當月損益

及非避險性交易未平倉部

位，呈董事長作為管理績

效評估及風險衡量之參

考。 
(二)、本公司董事長應隨時注意

衍生性商品交易風險之監

督與控制。 
(三)、董事長應依下列原則管理

衍生性商品交易： 
1．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

管理措施是否適當並確實

依證期會訂定之「公開發

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及本處理程序相關規

定辦理。 
2．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

現有異常情事時，應採取

必要之因應措施，並立即

向董事會報告。 
3．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應建立備查簿，詳細登

載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

類、金額、董事會通過日

期、每月定期評估報告、

及董事長定期評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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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依據 

及理由 
第廿條 …(略)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非屬國

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

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

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

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資

訊申報網站。 
…(略) 

…(略)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截至上月

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

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

之資訊申報網站。 
…(略) 
 

增訂子公司規

範並酌作文字

調整。 

第廿二條 本公司之子公司應依「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之規定訂定其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程序，並依該處理程序規定執

行辦理。該程序應規定各該公司

取得非供營業用之不動產或有價

證券之總額，及個別有價證券之

限額。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達「公

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

準則」規定應公告申報情事者，

由本公司為之。 

前項子公司適用第二十條第一項

之應公告申報標準有關達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總資產百分之

十規定，以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

或總資產為準。 
 

(本條新增) 增訂子公司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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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依據 
及理由 

第二條 第二條：適用範圍  
一、本公司辦理為他人背書或提供

保證者，應依本作業程序規定辦

理。但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 
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子公司，擬為

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者，應依處

理準則規定及本公司作業程

序，訂定該子公司之背書保證作

業程序，並應依所定作業程序辦

理。 
 

第二條：適用範圍  
一、本公司辦理為他人背書或提供

保證者，應依本作業程序規定辦

理。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 
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子公司，擬為

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者，應依處

理準則規定及本公司作業程

序，訂定該子公司之背書保證作

業程序，並應依所定作業程序辦

理。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資金

貸與及背書

保證處理準

則修正。 

第三條 第三條：定義 
一、本作業程序所稱子公司及母公

司，除另有定義者外，應依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

規定認定之。 

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者，本準則

所稱之淨值，係指證券發行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資產負

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二、本作業程序所稱之公告申報，

係指輸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本作業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

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

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

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

者。 
 

第三條：定義 
一、本作業程序所稱子公司及母公

司，除另有定義者外，應依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

基金會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

報第五號及第七號之規定認定

之。 

二、本作業程序所稱之公告申報，

係指輸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資金

貸與及背書

保證處理準

則修正。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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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依據 
及理由 

第五條 第五條：背書保證之對象 
本公司得對下列公司為背書保證：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本公司持有表決

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

司。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

背書保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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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百分之百之

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

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

係由全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率對

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或同業間依

消費者保護法規範從事預售屋銷售

合約之履約保證連帶擔保者，不受

前兩項規定之限制，得為背書保證。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接出

資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

之公司出資。 
 

第五條：背書保證之對象 
本公司得對下列公司為背書保證：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本公司持有表決

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

司。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

背書保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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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百分之百之

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

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

係由全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率對

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者，不受前兩

項規定之限制，得為背書保證。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接出

資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

之公司出資。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資金

貸與及背書

保證處理準

則修正。 

第六條 第六條：背書保證之額度 
一、本公司背書保證總額以不超過

本公司淨值為限。 
二、對單一企業之背書保證限額以

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為限。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

保證之總額及對單一企業背書

保證之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

值百分之一百五十為限。 

 
淨值以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之財務報表所載為準。 
 

第六條：背書保證之額度 
一、本公司背書保證總額以不超過

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二十為限。 
二、對單一企業之背書保證限額以

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十為

限。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

保證之總額及對單一企業背書

保證之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

值百分之五十為限。 

淨值以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之財務報表所載為準。 
 

為利本公司

營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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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依據 
及理由 

第八條 第八條：辦理及審查程序 
一、被保證公司請求本公司背書保

證時，需先將有關背書保證事項

提交該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連

同其董事會會議記錄函請本公

司予以辦理。專責單位應詳加評

估，並辦理徵信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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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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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略) 
… 
十、(略) 

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

非屬新臺幣十元者，本款規定計

算之實收資本額，應以股本加計

資本公積-發行溢價之合計數為

之。 
 

第八條：辦理及審查程序 
一、被保證公司請求本公司背書保

證時，需先將有關背書保證事項

提交該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連

同其董事會會議記錄函請本公

司予以辦理。財務部應詳加評

估，並辦理徵信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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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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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略) 
 
十、(略) 

1.配合公司

實際狀況調

整。 
2.配合公開

發行公司資

金貸與及背

書保證處理

準則修正。

第九條 第九條：辦理背書保證應注意事項

一、(略) 
二、(略) 
三、本公司如因情事變更，致背書

保證對象不符合本作業程序規

定或金額超限時，應依本項第

四款辦理，或由稽核單位督促

專責單位對於該對象所背書保

證之金額或超限部份應於合約

所訂期限屆滿時或訂定於一定

期限內全部消除，並將該改善

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計畫時

程完成改善及報告於董事會。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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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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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聯保，

第九條：辦理背書保證應注意事項 
一、(略) 
二、(略) 
三、本公司如因情事變更，致背書

保證對象不符合本作業程序規

定或金額超限時，稽核單位應

督促財務部對於該對象所背書

保證之金額或超限部份應於合

約所訂期限屆滿時或訂定於一

定期限內全部消除，並將該改

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計畫

時程完成改善及報告於董事

會。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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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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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聯保， 

配合公司實

際 狀 況 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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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依據 
及理由 

 並修正本作業程序，報經股東

會追認之；股東會不同意時，

應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內銷除

超限部分。 
 

並修正本作業程序，報經股東

會追認之；股東會不同意時，

應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內銷除

超限部分。 

第十條 第十條：資訊公開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

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

保證餘額。 
二、本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下列標

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

即日起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

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

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

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期性

質之投資及資金貸與餘額合計

數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三十以上。 
(四)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

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且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五以上。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

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

第四款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

由本公司為之。 
四、本公司應評估或認列背書保證

之或有損失於財務報告中適當

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

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必要之查

核程序。 
 

第十條：資訊公開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

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

保證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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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

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

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

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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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

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

第四款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

由本公司為之。 
四、本公司應依財務會計準則第九

號之規定，評估或認列背書保

證之或有損失於財務報告中適

當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

資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必要之

查核程序。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資金

貸與及背書

保證處理準

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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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依據

及理由 
第二條 第二條：適用範圍  

一、本公司辦理辦理資金貸與他人，

應依本作業程序規定辦理。但其

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超

過百分之五十之子公司，擬將資

金貸與他人者，應依處理準則規

定及本公司作業程序，訂定該子

公司之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並應依所定作業程序辦理。 
 

第二條：適用範圍  
一、本公司辦理辦理資金貸與他人，

應依本作業程序規定辦理。但其

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超

過百分之五十之子公司，擬將資

金貸與他人者，應依處理準則規

定及本公司作業程序，訂定該子

公司之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並應依所定作業程序辦理。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資金

貸與及背書

保證處理準

則修正。 

第三條 第三條：定義 
一、本作業程序所稱子公司及母公

司，除另有定義者外，應依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

定認定之。 

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者，本準則

所稱之淨值，係指證券發行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資產負

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二、本作業程序所稱之公告申報，係

指輸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

之資訊申報網站。 

本作業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

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

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

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

者。 
 

第三條：定義 
一、本作業程序所稱子公司及母公

司，除另有定義者外，應依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

第五號及第七號之規定認定之。 

二、本作業程序所稱之公告申報，係

指輸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資金

貸與及背書

保證處理準

則修正。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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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依據

及理由 
第六條 第六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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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與總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

淨值百分之四十為限；而個別貸

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最近一

年度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稱業

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

銷貨金額孰高者。 

二、資金貸與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

公司或行號者，該貸與總金額以

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

為限；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

公司淨值百分之二十為限。 

第六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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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與總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

淨值百分之二十為限；而個別貸

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最近一

年度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稱業

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

銷貨金額孰高者。 

二、資金貸與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

公司或行號者，該貸與總金額以

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二十

為限；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

公司淨值百分之十為限。 

為利本公司

營運需要。

第十四

條 
第十四條：資訊公開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

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資金貸

與餘額。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餘額達下列標準

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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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

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三

款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

司為之 
四、本公司應評估資金貸與情形並提

列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

告中適當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

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必

要之查核程序。 
 

第十四條：資訊公開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

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資金貸

與餘額。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餘額達下列標準

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

日內公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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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

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三

款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

司為之 
四、本公司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

定，評估資金貸與情形並提列適

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

適當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

資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必要之

查核程序。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資金

貸與及背書

保證處理準

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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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依據 

及理由 
第八條 （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

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

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

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

處應有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

員辦理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

(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

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

會；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

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

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

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

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

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

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

選舉董事、監察人者，應另附選舉

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

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

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

代表出席。 

（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本項新增) 
 
 
 
(本項新增)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

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

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

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

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

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

選舉董事、監察人者，應另附選舉

票。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

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

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

文件，以備核對。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

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

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

代表出席。 
 

配合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

會公告函文

之 規 定 修

正。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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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依據 

及理由 
第九條 （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

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

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

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

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董事代理者，以任職

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

狀況之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

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

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

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

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

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

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

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

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

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本項新增)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

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

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

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

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配合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

會公告函文

之 規 定 修

正。 

第十六條 （監票、計票與表決票之保存） 
議案交付投票表決時，由主席指定

監票及計票人員若干人，但監票人

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

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

應於計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

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

錄。 
 

（監票、計票與表決票之保存） 
議案交付投票表決時，由主席指定

監票及計票人員若干人，但監票人

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之，各

項議案表決以不唱票之方式進行

之。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

作成紀錄。 
 

配合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

會公告函文

之 規 定 修

正。 

第十七條 （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

依本公司所訂『董事及監察人選任

程序』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

果，包含當選董事、監察人之名單

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妥善保

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

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

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

依本公司所訂『董事及監察人選任

程序』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

果。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妥善保

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

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

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配合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

會公告函文

之 規 定 修

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