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年清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一○八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一○八年六月十三日(星期四)上午十時正

地

點：台中市西屯區市政路 386 號(豐邑市政都心廣場 301 會議室)

出席股數：出席及代理出席股東代表股份總數計 12,605,617 股(含電子投票 6,414,811
股 )，佔已發行股份總數 16,000,000 股之 78.78 %
出席董事：何家慶、張湘棋、卓光明(嬌水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黃國維(慶源水科技
有限公司代表人)、獨立董事陳芳崑
列席人員: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嚴文筆會計師
主席：何家慶董事長

紀錄：林靜屏

一、 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本公司一○七年度營業報告，報請 公鑑。
說明：本公司一○七年度營業報告。【附件一】
第二案
案由：審計委員會審查本公司一○七年度決算表冊報告，報請 公鑑。
說明：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附件二】
第三案
案由：本公司一○七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報請 公鑑。
說明：
一、依本公司「公司章程」第 30 條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擬分派百分之 5.23 為員工酬勞計新台幣 3,400,000 元；百分之 0.92 為
董事酬勞計新台幣 600,000 元。
三、本次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皆以現金發放，發放日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第四案
案由：董事和經理人績效及報酬評估報告，報請 公鑑。
說明：
一、本公司係依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評核個別董事之績效，並將評核結果
依「董事薪酬辦法」列為薪資報酬之計算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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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公司係依據「考勤及考核獎懲作業」評核個別經理人之績效，並將評核結
果依「員工酬勞分配辦法」列為薪資報酬之計算基礎。
三、董事及經理人個別績效評估結果及薪酬之內容及數額之關聯性及合理性，業
經薪酬委員會審議及董事會決議通過，尚屬合理。
五、其他報告。
說明：本次股東常會無股東提案。

二、 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明：
一、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七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已編製完竣，
並請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明宏會計師及嚴文筆會計師查核完竣，連同營
業報告書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書在案。
二、 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附件一】及【附件三】
三、 敬請 承認。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
表決時出席股東有效表決權數：12,605,617 權。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項目

現場投票

電子投票

合計

贊成權數

6,187,806 權

6,414,811 權

12,602,617 權

99.97%

反對權數

0權

3,000 權

3,000 權

0.02%

無效權數

0權

0權

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0權

0權

0權

0.00%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一○七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明：
一、依公司法第 228 條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第 31 條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一○七年度稅後淨利為新台幣 49,588,934 元，加上期初未分配盈餘新
台幣 122,714 元及本期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轉
列保留盈餘新台幣 1,138,056 元共計新台幣 50,849,704 元，依法提列法定盈
餘公積新台幣 4,958,893 元及特別盈餘公積新台幣 5,511,152 元。可供分配盈
餘為新台幣 40,379,659 元。擬分配股東紅利新台幣 40,000,000 元，全數為現
金股利每股配發新台幣 2.5 元，(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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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計入本公司其他收入)。
三、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訂定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
宜。
四、如嗣後因本公司現金增資，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
者，授權董事長按除息基準日流通在外股數，依比率調整之。
五、一○七年度盈餘分配表。【附件四】
六、敬請 承認。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
表決時出席股東有效表決權數：12,605,617 權。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項目

現場投票

電子投票

合計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贊成權數

6,187,806 權

6,414,811 權

12,602,617 權

99.97%

反對權數

0權

3,000 權

3,000 權

0.02%

無效權數

0權

0權

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0權

0權

0權

0.00%

三、 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 年 11 月 26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70341072 號函
規定辦理及實際營運之需要，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之
部分條文。
二、其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五】
三、敬請 討論。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
表決時出席股東有效表決權數：12,605,617 權。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項目

現場投票

電子投票

贊成權數

6,187,806 權

6,414,811 權

12,602,617 權

99.97%

反對權數

0權

3,000 權

3,000 權

0.02%

無效權數

0權

0權

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0權

0權

0權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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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案，提請
說明：

討論。

一、緣配合法規名稱，更名為「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程序」。
二、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8 年 3 月 7 日金管證審字第 1080304826 號函規
定辦理及實際營運之需要，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程序」
之部分條文。
三、其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六】
四、敬請 討論。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
表決時出席股東有效表決權數：12,605,617 權。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項目

現場投票

電子投票

贊成權數

6,187,806 權

6,414,811 權

12,602,617 權

99.97%

反對權數

0權

3,000 權

3,000 權

0.02%

無效權數

0權

0權

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0權

0權

0權

0.00%

四、 臨時動議：無。
五、 散
會：(同日上午十時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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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參、 附件
【附件一】

萬年清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
107 年雖然有中美貿易戰以及中國大陸經濟下行的雙重壓力，中國市場成長減緩，但由
於本公司多年來深耕中國市場，仍獲得相當好的業績成長，包括長春漳州、湖州新市污水、
大同市御東新區污水二期、太陽紙業、山東鼎越、日照華泰紙業、常熟聚和、廣東鼎豐、泰
慶皮革等專案。本公司考量中國市場未來發展性，為降低營運風險，於 107 年度積極拓展東
南亞及印度市場，尤其在越南市場獲得重大進展，接獲遠東紡纖(越南)二期廢水工程，其為
本公司最大承攬金額的單一案件。
由於各地區客戶對於廢水回收的需求日趨殷切，本公司積極爭取廢水處理及回收的業
務，107 年度第一次接獲結合既有客戶需求及自身廢水處理技術，延伸至廢水回收設備販售
及工程服務業務－遠東紡纖(越南)二期廢水回收工程案，本公司可藉由該專案累積工程經驗
及產品知名度，預期未來能擴展本公司於廢水處理以外的新興市場，增加業務面向。
展望 108 年，根據中國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化學需氧量、氨氮排放量下降 2%列為
今年污染防治重點工作，因此本公司在中國地區廢水高級處理設備產品應用市場預期將有新
一波的成長；東南亞及印度地區預期在新的工程執行實績所帶來的產品知名度，可以有更多
的新客戶及訂單的加入，拓展公司技術設備在該地區的市場佔有率。此外在台灣則積極爭取
台商回流新建廠市場的商機。未來萬年清將秉持更嚴謹的態度來落實對目標的承諾以及股東
對萬年清的冀望。在此謹向全體同仁，以及各位股東、政府相關研究或產業單位、各學校系
所所給予的支持，致上十二萬分之敬意與謝意，更期望各位先進不吝指正。

茲將 107 年經營結果報告如下：

一、107 年營業報告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107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 382,999 仟元較 106 年新台幣 331,702
仟元成長 15.46%。合併營業利益自新台幣 49,601 仟元增加為 62,767 仟元，成長
26.54%。107 年個體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 382,999 仟元較 106 年度新台幣
331,642 仟元成長 15.49%；營業毛利為 135,029 仟元較 106 年度 109,550 仟元成
長 23.26%，主要係工程接案量成長帶動營業毛利成長；個體營業淨利成長為新
台幣 62,869 仟元；稅後淨利成長 22.17%至新台幣 49,589 仟元，本公司在全體同
仁貫徹穩健踏實之經營方向下，已獲得較佳之經營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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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業收支預算執行情形及獲利能力分析
1.營業收支及獲利能力分析: 107 年度財務概況，請參閱所附之財務報表。
2.營業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依規定，不須公開財務預測。
(三)研究發展狀況
1.發明專利「一種含硼廢水處理程序之監控方法」審核中。
2.發明專利「以流體化床均質顆粒化技術處理含硼廢水之方法」已通過。
3.發明專利「以流體化床結晶技術合成過硼酸鋇均質顆粒之方法」已通過。
4.產學計畫「高濃度含硼廢水之處理與資源化研究( III )」已結案。
5.產學計畫「硼氟複合式廢水技術之開發與處理研究( I )」已結案。
6.產學計畫「硼氟複合式廢水技術之開發與處理研究( II )」進行中。

二、108 年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及未來發展策略
依據公司經營原則及方針，持續加強公司內部專案的控管、降低採購發包成
本及提升工程管理效率，以提升工程營業毛利；持續擴大各地區廢水處理技術設
備工程市場的開發，增加相關廢水處理技術設備的銷售量。
本年度將會投入廢水回收及土壤和地下水整治技術領域，將以研究發展及業
務開發雙向併行方式，因應未來或既有客戶廢水回收需求，以及擴充土壤和地下
水整治的業務面向。

(二)重要產銷政策
公司營運發展主軸仍是以擁有專利授權之「廢水處理套裝設備」銷售及工程
服務為主，在成長水處理市場中，利用公司特有的技術經驗優勢及多種不同策略
合作模式，獲取最大經營效益。

(三)預期銷售數量及依據
公司之預計銷售額係依據 107 年度已掌握之市場概況及潛在客戶廢水處理工
程之資本支出預估，考量客戶及不同地區經濟成長狀況作預測，預計 108 年度營
業目標將較 107 年度成長。

董事長：何家慶

經理人：張湘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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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主管：吳美真

【附件二】

萬年清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七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明宏及
嚴文筆會計師查核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暨盈餘分配案等各項表冊，經本審計委員會審
查完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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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

鑒核

此

致

本公司民國一○八年股東常會

萬年清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陳芳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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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
!
!
!
ीৣਡൔ!
!
!
ԃమᕉნπำިҽԖज़Ϧљ

Ϧ᠙Ǻ
!

ਡཀـ
ԃమᕉნπำިҽԖज़Ϧљ҇୯ɄΎԃΜΒДΟΜВϷ҇୯ɄϤԃΜΒ
ДΟΜВϐঁᡏၗౢॄ߄Ǵᄤ҇୯ɄΎԃДВԿΜΒДΟΜВϷ҇୯
ɄϤԃДВԿΜΒДΟΜВϐঁᡏᆕӝཞ߄ǵঁᡏᡂ߄ǵঁᡏߎࢬ
ໆ߄ǴаϷঁᡏ୍ൔ߄ߕຏȐхࡴख़εीࡹ༼ᕴȑǴҁीৣਡฺ٣Ƕ!
!
٩ҁीৣϐཀـǴ໒ঁᡏ୍ൔ߄ӧ܌Ԗख़εБय़߯٩ྣچวՉΓ୍ൔ
ጓᇙྗ߾ጓᇙǴىаϢ߄ၲԃమᕉნπำިҽԖज़Ϧљ҇୯ɄΎԃΜΒДΟ
ΜВϷ҇୯ɄϤԃΜΒДΟΜВϐ୍ݩރǴᄤ҇୯ɄΎԃДВԿΜΒ
ДΟΜВϷ҇୯ɄϤԃДВԿΜΒДΟΜВϐ୍ᕮਏϷߎࢬໆǶ!
ਡཀـϐ୷ᘵ
ҁीৣ߯٩ྣीৣਡᛝ୍ൔ߄ೕ߾ϷϦᇡቩीྗ߾Չਡπ
բǶҁीৣܭ၀ྗ߾ΠϐೢҺஒܭीৣਡঁᡏ୍ൔ߄ϐೢҺࢤᇥ
ܴǶҁीৣ܌ᗧឦ٣୍ڙ܌ᐱҥ܄ೕጄϐΓς٩ीৣᙍၰቺೕጄǴᆶԃమ
ᕉნπำިҽԖज़ϦљߥຬฅᐱҥǴ٠ቬՉ၀ೕጄϐځдೢҺǶҁीৣ࣬ߞςڗ
ளىϷϪϐਡᏵǴаբࣁ߄Ңਡཀـϐ୷ᘵǶ
ᜢᗖਡ٣
ᜢᗖਡ٣߯ࡰ٩ҁीৣϐղᘐǴჹԃమᕉნπำިҽԖज़Ϧљ҇୯
ɄΎԃࡋঁᡏ୍ൔ߄ϐਡനࣁख़ाϐ٣Ƕ၀٣ςܭਡঁᡏ୍ൔ߄
ᡏϷԋਡཀـϐၸำύϒаӢᔈǴҁीৣ٠όჹ၀٣ൂᐱ߄ҢཀـǶ

8

!
!
!
ԏΕᇡӈ
ԃమᕉნπำިҽԖज़ϦљϐπำԏΕǴ߯௦ᒿਔ໔ᅈىǴ٠٩ֹπำࡋ
ᇡӈӚය໔ԏΕǴֹπำࡋΞ٩ಕीςวғӝऊԋҁ՞ीᕴӝऊԋҁᑽໆǴځύԖ
ᜢीᕴӝऊԋҁ܌௦ҔϐଷёૈੋϷᆅ໘ቫϐीϷղᘐǴӢԶёૈቹៜֹπ
ԭϩКϷπำԏΕϐीᆉǶӢԜǴҁीৣஒԏΕᇡӈෳ၂،ࣁۓᜢᗖਡ٣Ƕ
ҁीৣϐਡำׇхࡴ(ՠόज़)ܭǴຑԏΕᇡӈीࡹޑ܄ǵෳ၂ᆅ
໘ቫଞჹԏΕᇡӈࡌ܌ҥϐϣޑڋԖਏ܄ǴхࡴᕕှϷෳ၂ᆶֹπԭϩКी
ϷπำԏΕीᆉ҅ዴ࣬܄ᜢϐϣڋǵຑᆅ໘ቫ٩ၸѐᐕўᡍी҂ٰۘ
Εԋҁϐӝ܄ǵᔠຎᆅ໘ቫჹीᕴӝऊԋҁǵӝऊֹπำࡋϷᖝཞ܄ӝऊ܌
ՉϐຑЎҹϷਡ،ำׇǵᔠຎख़εӝऊ٠ೖፋᆅֽǴаᕕှӚӝऊϐۓచ
ීϷ॥ᓀǴϷՉΕԋҁϐᄒЗᗺෳ၂Ƕ
ҁीৣҭԵໆঁᡏ୍ൔ߄ύԖᜢᎍԏΕඟ៛ޑ܄Ƕ
ᆅ໘ቫᆶݯൂՏჹঁᡏ୍ൔ߄ϐೢҺ
ᆅ໘ቫϐೢҺ߯٩ྣچวՉΓ୍ൔጓᇙྗ߾ጓᇙϢ߄ၲϐঁᡏ୍ൔ
߄ǴЪᆢᆶঁᡏ୍ൔ߄ጓᇙԖᜢϐѸाϣڋǴаዴߥঁᡏ୍ൔ߄҂ӸԖᏤ
Ӣܭᆸᄄ܈ᒱᇤϐख़εόჴ߄ၲǶ
ܭጓᇙঁᡏ୍ൔ߄ਔǴᆅ໘ቫϐೢҺҭхࡴຑԃమᕉნπำިҽԖज़Ϧ
љᝩុᔼϐૈΚǵ࣬ᜢ٣ϐඟ៛ǴаϷᝩុᔼी୷ᘵϐ௦ҔǴନߚᆅ໘ቫ
ཀკమᆉԃమᕉნπำިҽԖज़Ϧљ܈ଶЗᔼǴ܈ନమᆉ܈ଶѦձคჴሞёՉ
ϐځдБਢǶ
ԃమᕉნπำިҽԖज़ϦљϐݯൂՏȐ֖ቩीہȑॄԖᅱ࿎୍ൔᏤࢬำ
ϐೢҺ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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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ਡঁᡏ୍ൔ߄ϐೢҺ
ҁीৣਡঁᡏ୍ൔ߄ϐҞޑǴ߯ჹঁᡏ୍ൔ߄ᡏࢂցӸԖᏤӢܭᆸᄄ
܈ᒱᇤϐख़εόჴ߄ၲڗளӝዴߞǴ٠рڀਡൔǶӝዴߞ߯ଯࡋዴߞǴோ٩
ྣϦᇡቩीྗ߾ՉϐਡπբคߥݤѸૈୀрঁᡏ୍ൔ߄ӸԖϐख़εόჴ
߄ၲǶόჴ߄ၲёૈᏤӢܭᆸᄄ܈ᒱᇤǶӵόჴ߄ၲϐঁձߎᚐ༼܈ᕴኧёӝႣය
ஒቹៜঁᡏ୍ൔ߄٬Ҕ܌ޣբϐᔮ،Ǵ߾ᇡࣁڀԖख़ε܄Ƕ
ҁीৣ٩ྣϦᇡቩीྗ߾ਡਔǴၮҔղᘐ٠ߥϐᚶᅪǶҁ
ीৣҭՉΠӈπբǺ
1. ᒣᇡ٠ຑঁᡏ୍ൔ߄ᏤӢܭᆸᄄ܈ᒱᇤϐख़εόჴ߄ၲ॥ᓀǹჹ܌ຑ
ϐ॥ᓀीϷՉϐӢᔈჹǹ٠ڗளىϷϪϐਡᏵаբ
ࣁਡཀـϐ୷ᘵǶӢᆸᄄёૈੋϷӅᒉǵଵǵࡺཀᒪᅅǵόჴᖂܴ܈
ⷢຫϣڋǴࡺ҂ୀрᏤӢܭᆸᄄϐख़εόჴ߄ၲϐ॥ᓀଯܭᏤӢܭᒱ
ᇤޣǶ
2. ჹᆶਡױᜢϐϣڗڋளѸाϐᕕှǴаीਔݩΠϐਡ
ำׇǴோځҞߚޑჹԃమᕉნπำިҽԖज़ϦљϣڋϐԖਏ߄܄Ң
ཀـǶ
3. ຑᆅ໘ቫ܌௦Ҕीࡹϐ܄ǴϷ܌ځբीीᆶ࣬ᜢඟ៛ϐ
ӝ܄Ƕ
4. ٩Ᏽڗ܌ளϐਡᏵǴჹᆅ໘ቫ௦Ҕᝩុᔼी୷ᘵϐ܄Ǵа
Ϸ٬ԃమᕉნπำިҽԖज़ϦљᝩុᔼϐૈΚёૈౢғख़εᅪቾϐ٣
ҹ܈ࢂݩցӸӧख़εόዴ܄ۓǴբр่ፕǶҁीৣऩᇡࣁ၀٣ҹ܈
ݩӸӧख़εόዴ܄ۓǴ߾ܭਡൔύගᒬঁᡏ୍ൔ߄٬Ҕݙޣཀ
ঁᡏ୍ൔ߄ϐ࣬ᜢඟ៛Ǵܭ܈၀ඟ៛߯ឦόਔঅ҅ਡཀـǶҁ
ीৣϐ่ፕ߯аᄒԿਡൔВڗ܌ளϐਡᏵࣁ୷ᘵǶோ҂ٰ٣ҹ
܈ݩёૈᏤठԃమᕉნπำިҽԖज़ϦљόӆڀԖᝩុᔼϐૈΚǶ
5. ຑঁᡏ୍ൔ߄Ȑхࡴ࣬ᜢߕຏȑϐᡏ߄ၲǵ่ᄬϷϣǴаϷঁᡏ
୍ൔ߄ࢂցϢ߄ၲ࣬ᜢҬܰϷ٣ҹǶ
6. ჹܭიϣಔԋঁᡏϐ୍ၗૻڗளىϷϪϐਡᏵǴаჹঁᡏ
୍ൔ߄߄ҢཀـǶҁीৣॄೢიਡਢҹϐࡰᏤǵᅱ࿎ϷՉǴ٠ॄ
ೢԋԃమᕉნπำިҽԖज़Ϧљਡཀـ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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ҁीৣᆶݯൂՏྎ೯ϐ٣Ǵхࡴ܌ೕჄϐਡጄൎϷਔ໔ǴаϷख़εਡ
วȐхࡴܭਡၸำύ܌ᒣᇡϐϣڋᡉલѨȑǶ
ҁीৣҭӛݯൂՏගٮҁीৣ܌ᗧឦ٣୍ڙ܌ᐱҥ܄ೕጄϐΓςᒥൻ
ीৣᙍၰቺೕጄύԖᜢᐱҥ܄ϐᖂܴǴ٠ᆶݯൂՏྎ೯܌Ԗёૈᇡࣁቹៜ
ीৣᐱҥ܄ϐᜢ߯Ϸځд٣Ȑхࡴ࣬ᜢٛៈࡼȑǶ
ҁीৣவᆶݯൂՏྎ೯ϐ٣ύǴ،ۓჹԃమᕉნπำިҽԖज़Ϧљ҇୯
ɄΎԃࡋঁᡏ୍ൔ߄ਡϐᜢᗖਡ٣Ƕҁीৣܭਡൔύ௶ܴ၀٣
ǴନߚݤзόϢϦ໒ඟ៛ۓ٣Ǵ܈ӧཱུـشݩΠǴҁीৣ،ۓόܭਡ
ൔύྎ೯ۓ٣ǴӢёӝႣයԜྎ೯܌ౢғϐॄय़ቹៜε܌ܭቚϐϦճ
Ƕ
!
!
!
!
!
Ӽ ҉ ᖄ ӝ  ी ৣ ٣ ୍ ܌
ЬᆅᐒᜢਡᒤϦ໒วՉ୍ൔ
ਡᛝЎဦǺߎᆅቩӷಃ1060027042ဦ
(87)Ѡ(Ϥ)ಃ65314ဦ
!!!
!
ഋ!ܴ!ֻ!!!
!
!ी!ৣǺ!
!
ᝄ!Ў!!
!
!
ύ҇୯ɄΖԃΟДΒΜΒ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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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ԃమᕉნπำިҽԖज़Ϧљ
!

!
!
!
ीৣਡൔ!
!
!
Ϧ᠙Ǻ
!

ਡཀـ
ԃమᕉნπำިҽԖज़ϦљϷځηϦљ҇୯ɄΎԃΜΒДΟΜВϷ҇୯
ɄϤԃΜΒДΟΜВϐӝٳၗౢॄ߄Ǵᄤ҇୯ɄΎԃДВԿΜΒДΟΜ
ВϷ҇୯ɄϤԃДВԿΜΒДΟΜВϐӝٳᆕӝཞ߄ǵӝٳᡂ߄ǵ
ӝٳߎࢬໆ߄ǴаϷӝٳ୍ൔ߄ߕຏȐхࡴख़εीࡹ༼ᕴȑǴҁीৣ
ਡฺ٣Ƕ!
!
٩ҁीৣϐཀـǴ໒ӝٳ୍ൔ߄ӧ܌Ԗख़εБय़߯٩ྣچวՉΓ୍ൔ
ጓᇙྗ߾ᄤߎᑼᅱ࿎ᆅہᇡё٠วѲғਏϐ୯ሞ୍ൔᏤྗ߾ǵ୯ሞी
ྗ߾ǵ୯ሞ୍ൔᏤှញϷှញϦጓᇙǴىаϢ߄ၲԃమᕉნπำިҽԖज़Ϧ
љϷځηϦљ҇୯ɄΎԃΜΒДΟΜВϷ҇୯ɄϤԃΜΒДΟΜВϐӝٳ
୍ݩރǴᄤ҇୯ɄΎԃДВԿΜΒДΟΜВϷ҇୯ɄϤԃДВԿΜΒ
ДΟΜВϐӝٳ୍ᕮਏϷӝٳߎࢬໆǶ!
ਡཀـϐ୷ᘵ
ҁीৣ߯٩ྣीৣਡᛝ୍ൔ߄ೕ߾ϷϦᇡቩीྗ߾Չਡπ
բǶҁीৣܭ၀ྗ߾ΠϐೢҺஒܭीৣਡӝٳ୍ൔ߄ϐೢҺࢤᇥ
ܴǶҁीৣ܌ᗧឦ٣୍ڙ܌ᐱҥ܄ೕጄϐΓς٩ीৣᙍၰቺೕጄǴᆶԃమ
ᕉნπำިҽԖज़ϦљϷځηϦљߥຬฅᐱҥǴ٠ቬՉ၀ೕጄϐځдೢҺǶҁी
ৣ࣬ߞςڗளىϷϪϐਡᏵǴаբࣁ߄Ңਡཀـϐ୷ᘵǶ
ᜢᗖਡ٣
!
ᜢᗖਡ٣߯ࡰ٩ҁीৣϐղᘐǴჹԃమᕉნπำިҽԖज़ϦљϷځ
ηϦљ҇୯ɄΎԃࡋӝٳ୍ൔ߄ϐਡനࣁख़ाϐ٣Ƕ၀٣ςܭਡӝٳ
୍ൔ߄ᡏϷԋਡཀـϐၸำύϒаӢᔈǴҁीৣ٠όჹ၀٣ൂᐱ߄Ң
ཀـ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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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ԏΕᇡӈ
ԃమᕉნπำިҽԖज़ϦљϷځηϦљϐπำԏΕǴ߯௦ᒿਔ໔ᅈىǴ٠
٩ֹπำࡋᇡӈӚය໔ԏΕǴֹπำࡋΞ٩ಕीςวғӝऊԋҁ՞ीᕴӝऊԋҁᑽ
ໆǴځύԖᜢीᕴӝऊԋҁ܌௦ҔϐଷёૈੋϷᆅ໘ቫϐीϷղᘐǴӢԶё
ૈቹៜֹπԭϩКϷπำԏΕϐीᆉǶӢԜǴҁीৣஒԏΕᇡӈෳ၂،ࣁۓᜢᗖ
ਡ٣Ƕ
ҁीৣϐਡำׇхࡴ(ՠόज़)ܭǴຑԏΕᇡӈीࡹޑ܄ǵෳ၂ᆅ
໘ቫଞჹԏΕᇡӈࡌ܌ҥϐϣޑڋԖਏ܄ǴхࡴᕕှϷෳ၂ᆶֹπԭϩКी
ϷπำԏΕीᆉ҅ዴ࣬܄ᜢϐϣڋǵຑᆅ໘ቫ٩ၸѐᐕўᡍी҂ٰۘ
Εԋҁϐӝ܄ǵᔠຎᆅ໘ቫჹीᕴӝऊԋҁǵӝऊֹπำࡋϷᖝཞ܄ӝऊ܌
ՉϐຑЎҹϷਡ،ำׇǵᔠຎख़εӝऊ٠ೖፋᆅֽǴаᕕှӚӝऊϐۓచ
ීϷ॥ᓀǴϷՉΕԋҁϐᄒЗᗺෳ၂Ƕ
ҁीৣҭԵໆӝٳ୍ൔ߄ύԖᜢᎍԏΕඟ៛ޑ܄Ƕ
ᆅ໘ቫᆶݯൂՏჹӝٳ୍ൔ߄ϐೢҺ
ᆅ໘ቫϐೢҺ߯٩ྣچวՉΓ୍ൔጓᇙྗ߾ᄤߎᑼᅱ࿎ᆅہᇡ
ё٠วѲғਏϐ୯ሞ୍ൔᏤྗ߾ǵ୯ሞीྗ߾ǵ୯ሞ୍ൔᏤှញϷှញϦጓ
ᇙϢ߄ၲϐӝٳ୍ൔ߄ǴЪᆢᆶӝٳ୍ൔ߄ጓᇙԖᜢϐѸाϣڋǴаዴ
ߥӝٳ୍ൔ߄҂ӸԖᏤӢܭᆸᄄ܈ᒱᇤϐख़εόჴ߄ၲǶ
ܭጓᇙӝٳ୍ൔ߄ਔǴᆅ໘ቫϐೢҺҭхࡴຑԃమᕉნπำިҽԖज़Ϧ
љϷځηϦљᝩុᔼϐૈΚǵ࣬ᜢ٣ϐඟ៛ǴаϷᝩុᔼी୷ᘵϐ௦ҔǴନ
ߚᆅ໘ቫཀკమᆉԃమᕉნπำިҽԖज़ϦљϷځηϦљ܈ଶЗᔼǴ܈ନమᆉ
܈ଶѦձคჴሞёՉϐځдБਢǶ
ԃమᕉნπำިҽԖज़ϦљϷځηϦљϐݯൂՏȐ֖ቩीہȑॄԖᅱ࿎
୍ൔᏤࢬำϐೢҺǶ
ीৣਡӝٳ୍ൔ߄ϐೢҺ
ҁीৣਡӝٳ୍ൔ߄ϐҞޑǴ߯ჹӝٳ୍ൔ߄ᡏࢂցӸԖᏤӢܭᆸᄄ
܈ᒱᇤϐख़εόჴ߄ၲڗளӝዴߞǴ٠рڀਡൔǶӝዴߞ߯ଯࡋዴߞǴோ٩
ྣϦᇡቩीྗ߾ՉϐਡπբคߥݤѸૈୀрӝٳ୍ൔ߄ӸԖϐख़εόჴ
߄ၲǶόჴ߄ၲёૈᏤӢܭᆸᄄ܈ᒱᇤǶӵόჴ߄ၲϐঁձߎᚐ༼܈ᕴኧёӝႣය
ஒቹៜӝٳ୍ൔ߄٬Ҕ܌ޣբϐᔮ،Ǵ߾ᇡࣁڀԖख़ε܄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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ҁीৣ٩ྣϦᇡቩीྗ߾ਡਔǴၮҔղᘐ٠ߥϐᚶᅪǶҁ
ीৣҭՉΠӈπբǺ
1. ᒣᇡ٠ຑӝٳ୍ൔ߄ᏤӢܭᆸᄄ܈ᒱᇤϐख़εόჴ߄ၲ॥ᓀǹჹ܌ຑ
ϐ॥ᓀीϷՉϐӢᔈჹǹ٠ڗளىϷϪϐਡᏵаբ
ࣁਡཀـϐ୷ᘵǶӢᆸᄄёૈੋϷӅᒉǵଵǵࡺཀᒪᅅǵόჴᖂܴ܈
ⷢຫϣڋǴࡺ҂ୀрᏤӢܭᆸᄄϐख़εόჴ߄ၲϐ॥ᓀଯܭᏤӢܭᒱ
ᇤޣǶ
2. ჹᆶਡױᜢϐϣڗڋளѸाϐᕕှǴаीਔݩΠϐਡ
ำׇǴோځҞߚޑჹԃమᕉნπำިҽԖज़ϦљϷځηϦљϣڋϐ
Ԗਏ߄܄ҢཀـǶ
3. ຑᆅ໘ቫ܌௦Ҕीࡹϐ܄ǴϷ܌ځբीीᆶ࣬ᜢඟ៛ϐ
ӝ܄Ƕ
4. ٩Ᏽڗ܌ளϐਡᏵǴჹᆅ໘ቫ௦Ҕᝩុᔼी୷ᘵϐ܄Ǵа
Ϸ٬ԃమᕉნπำިҽԖज़ϦљϷځηϦљᝩុᔼϐૈΚёૈౢғख़
εᅪቾϐ٣ҹ܈ࢂݩցӸӧख़εόዴ܄ۓǴբр่ፕǶҁीৣऩᇡࣁ
၀٣ҹ܈ݩӸӧख़εόዴ܄ۓǴ߾ܭਡൔύගᒬӝٳ୍ൔ߄
٬Ҕݙޣཀӝٳ୍ൔ߄ϐ࣬ᜢඟ៛Ǵܭ܈၀ඟ៛߯ឦόਔঅ҅
ਡཀـǶҁीৣϐ่ፕ߯аᄒԿਡൔВڗ܌ளϐਡᏵࣁ୷ᘵǶ
ோ҂ٰ٣ҹ܈ݩёૈᏤठԃమᕉნπำިҽԖज़ϦљϷځηϦљόӆ
ڀԖᝩុᔼϐૈΚǶ
5. ຑӝٳ୍ൔ߄Ȑхࡴ࣬ᜢߕຏȑϐᡏ߄ၲǵ่ᄬϷϣǴаϷӝٳ
୍ൔ߄ࢂցϢ߄ၲ࣬ᜢҬܰϷ٣ҹǶ
6. ჹܭიϣಔԋঁᡏϐ୍ၗૻڗளىϷϪϐਡᏵǴаჹӝٳ
୍ൔ߄߄ҢཀـǶҁीৣॄೢიਡਢҹϐࡰᏤǵᅱ࿎ϷՉǴ٠ॄ
ೢԋიਡཀـǶ
ҁीৣᆶݯൂՏྎ೯ϐ٣Ǵхࡴ܌ೕჄϐਡጄൎϷਔ໔ǴаϷख़εਡ
วȐхࡴܭਡၸำύ܌ᒣᇡϐϣڋᡉલѨȑǶ
ҁीৣҭӛݯൂՏගٮҁीৣ܌ᗧឦ٣୍ڙ܌ᐱҥ܄ೕጄϐΓςᒥൻ
ीৣᙍၰቺೕጄύԖᜢᐱҥ܄ϐᖂܴǴ٠ᆶݯൂՏྎ೯܌Ԗёૈᇡࣁቹៜ
ीৣᐱҥ܄ϐᜢ߯Ϸځд٣Ȑхࡴ࣬ᜢٛៈࡼȑ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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ҁीৣவᆶݯൂՏྎ೯ϐ٣ύǴ،ۓჹԃమᕉნπำިҽԖज़ϦљϷځ
ηϦљ҇୯ɄΎԃࡋӝٳ୍ൔ߄ਡϐᜢᗖਡ٣Ƕҁीৣܭਡൔύ௶
ܴ၀٣ǴନߚݤзόϢϦ໒ඟ៛ۓ٣Ǵ܈ӧཱུـشݩΠǴҁीৣ،ۓ
όܭਡൔύྎ೯ۓ٣ǴӢёӝႣයԜྎ೯܌ౢғϐॄय़ቹៜε܌ܭቚϐ
ϦճǶ!
!
ځд!
!
ԃమᕉნπำިҽԖज़Ϧљςጓᇙ҇୯ɄΎԃϷɄϤԃࡋϐঁᡏ୍ൔ
Ǵ٠ҁीৣрڀคߥ੮ཀـϐਡൔӧਢǴഢୖٮԵǶ!

Ӽ!҉!ᖄ!ӝ!!ी!ৣ!٣!୍!!܌
ЬᆅᐒᜢਡᒤϦ໒วՉ୍ൔ!
ਡᛝЎဦǺߎᆅቩӷಃ1060027042ဦ
(87)Ѡ(Ϥ)ಃ65314ဦ
!!!
!
ഋ!ܴ!ֻ!!!
!
!
!ी!ৣǺ!
!
!
ᝄ!Ў!!
!
!
ύ҇୯ɄΖԃΟДΒΜΒ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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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萬年清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一○七年度
單位: 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小

額
計

合

計
122,714

期初未分配盈餘
加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權益工具

1,138,056
49,588,934

民國一○七年稅後淨利

50,849,704

小計
減 :
提列百分之十法定盈餘公積

(4,958,893)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5,511,152)

可供分配盈餘

40,379,659

分配項目:
(40,000,000)

股東紅利－現金

(40,000,000)

分派項目合計

379,659

期末未分配盈餘

董事長：何家慶

經理人：張湘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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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主管：吳美真

【附件五】

萬年清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第三次修訂)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訂依據及
理由

第一節 資產之取得或處分
第一節 資產之取得或處分
第一條
第一條
本處理程序係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 本處理程序係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
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 一及證券主管機關函頒「公開發行公司取 文字修訂
函頒「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有關規定訂定，
則」有關規定訂定，但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 但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從其規定。
第三條 用詞定義
第三條 用詞定義
一～六、略
一～六、略
七、審計委員會：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
四第三項規定之。
第四條
專業意見之獨立性要求：本公司取得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意見書，該
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律師或
證券承銷商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

新增審計委
員會定義

第四條
專業意見之獨立性要求：公司取得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意見書，
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律 文字修訂
師或證券承銷商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
係人。

二、價格參考依據
二、 價格參考依據
(一) 有價證券
(一) 有價證券
略
略
1. 依法律發起設立或募集設立而以
1. 發起設立或募集設立而以現金出
現金出資取得有價證券者，且取得
資取得有價證券者。
有價證券所表彰之權利與出資比
例相當。
2. 略
2. 略
3. 參與認購直接或間接百分之百投
3. 參與認購轉投資百分之百之被投
資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有價證
資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之有價
券，或百分之百持有之子公司間互
證券者。
相參與認購現金增資發行有價證
券。
4. 略
4. 略
5. 屬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5. 屬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債券。
券。
6. 公募基金。
6. 海內外基金。

27

依據金管證
發 字 第
1070331908
3 號函修訂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7. 依證券交易所或櫃買中心之上市
（櫃）證券標購辦法或拍賣辦法取
得或處分上市（櫃）公司股票。

7. 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或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之上市（櫃）證券標購辦法或拍
賣辦法取得或處分上市（櫃）公司
股票。
8. 參與國內公開發行公司現金增資認
股或於國內認購公司債（含金融債
券），且取得之有價證券非屬私募
有價證券者。
9. 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於基金成立前申購國內
私募基金者，或申購、買回之國內
私募基金，信託契約中已載明投資
策略除證券信用交易及所持未沖銷
證券相關商品部位外，餘與公募基
金之投資範圍相同。

(三) 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除與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
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
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
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第六條 作業程序
一、略
本公司資產之取得或處分，應依據下列
額度及程序辦理：
(一) 本公司有價證券之購買及處分，依
核決權限辦理；超過新台幣一仟萬
元者，另須提董事會通過後，始得
為之。
(二) 本公司不動產及設備之取得及處
分，依核決權限辦理；超過新台幣
一仟萬元者，另須提董事會通過
後，始得為之，但年度預算經董事
會核定之資本支出預算不在此限。

修訂依據
及理由

8. 參與公開發行公司現金增資認股而
取得，且取得之有價證券非屬私募
有價證券者。
9. 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於基金成
立前申購基金者。

10. 申購∕買回之國內私募基金，如信
託契約中已載明投資策略除證券信
用交易及所持未沖銷證券相關商品
部位外，餘與公募基金之投資範圍
相同者。
(三) 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與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 文字修訂
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
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
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第六條 作業程序
一、略
本公司資產之取得或處分，應依據下列
額度及程序辦理：
(一) 本公司有價證券之購買及處分，其
金額在新台幣壹仟萬元（含壹仟萬）1. 因應營
以下者，應呈請董事長核准；超過 運管理
新台幣壹仟萬元者，另須提董事會 需要修
訂
通過後，始得為之。
(二) 本公司不動產及設備之取得及處 2. 文字修
分，其金額在新台幣壹仟萬元（含 訂
壹仟萬）以下者，應呈請董事長核
准；超過新台幣壹仟萬元者，另須
提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但年
度預算經董事會核定之資本支出預
算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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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公告申報程序
第八條 公告申報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應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應
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 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
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 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證期局指定網站辦理
公告申報：
報：
一～六、略
一～六、略
七、 除前六項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
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
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文字修訂
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略
略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內公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內公
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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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
每月十日前輸入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
每月十日前輸入金管會證期局指定之資
訊申報網站。
網站。
第九條 公告申報內容
第九條 公告申報內容
本公司依前條規定應辦理公告申報之事項， 本公司依前條規定應辦理公告申報之事項，
其公告申報之內容應依照金管會之相關規定 其公告申報之內容應依照金管會證期局之相 文字修訂
關規定辦理。
辦理。
第十條 公告申報之補正
第十條 公告申報之補正
一、略
一、略
二、本公司依第八條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 二、本公司依第八條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
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
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 文字修訂
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
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
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證期局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三)略
(一)～(三)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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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控管 第十一條 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控管
程序
程序
一、 子公司亦應依「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準則」有關規定訂定「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程序」，經子公司董事會通過後
提報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一、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依「公司取得 二、 本公司之子公司，其取得或處分資產依
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有關規定訂定「取
該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辦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經子公司董
理。
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二、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 三、 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取得
或處分資產達「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
處分資產達第八條所訂應公告標準者，
由母公司辦理公告申報事宜。
分資產處理準則」所訂公告申報標準
者，由本公司代該子公司辦理公告申報
事宜。
三、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所稱「達公司實 四、 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中，有關達實收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總資產百分之十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總資產百分之十
規定」，係以母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
規定，係以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
資產為準。
產為準。
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規定，以證券發
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最近期
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金額
計算。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
新臺幣十元者，本準則有關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之交易金額規定，以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之權益百分之十計算之。
所稱子公司係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規定認定之。
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
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 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
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 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
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外，應將下列資料先經審計委員會並提董事 外，應將下列資料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二分
會決議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後，始得簽訂
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七、略
一～七、略
本公司與母公司或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 本公司與其母公司或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
營業使用之設備，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在新 供營業使用之設備，董事會得依第六條之規
台幣一仟萬元範圍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 定授權董事長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
之董事會追認。
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修訂依據
及理由

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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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按第十五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按第十五
條及第十六條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 條及第十六條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
低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低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 一、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
額，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
額，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
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
轉增資配股。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
轉增資配股。對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
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行公司，亦應就
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行公司，亦應
該提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證券交易法第
就該提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證券交易法
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
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
積。
二、審計委員會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 二、各審計委員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 文字修訂
定辦理。
定辦理。
三、應將第一項及第二項處理情形提報股東 三、應將第一款及第二款處理情形提報股東
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於年報及公
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於年報及公
開說明書。
開說明書。
本公司經依前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者， 本公司經依前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者，
應俟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 應俟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
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 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
定無不合理者，並經金管會同意後，始得動 定無不合理者，並經金管會證期局同意後，
用該特別盈餘公積。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 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本公司向關係人
動產，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 取得不動產，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
規之情事者，亦應依前三項規定辦理。
營業常規之情事者，亦應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交易原則與方針
第十九條 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三、略
一～三、略
四、授權交易總額
四、授權交易總額及損失上限金額限制
(一)避險性操作：本公司之整體避險總 營運管理
每筆交易金額需提董事通過，始得為之。
額以未來 6 個月內之應收/應付款項 需要修訂
及資產/負債互抵餘額為限。
(二)金融性操作：本公司不從事金融性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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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損失上限金額限制
(一)避險性操作：
1. 有 關 避 險 性 衍 生 性 商 品 之 交 易 契
約，部位建立後，應設立停損點以
防止超額損失，個別契約損失上限
為契約金額之百分之十，全部契約
損失上限為契約金額百分之十五。
2. 若已達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時，
營運管理需
財務人員應向總經理提出分析報
要增訂
告，由總經理決定是否立即停損。
3. 若已達全部契約損失上限金額時，
財務人員應向總經理及董事長提出
分析報告，由董事長決定是否立即
停損並應同時通知各董事。
(二)金融性操作：本公司不從事金融性
操作。
五、績效評估
六、績效評估
(一)以避險性操作為目的
(一)以避險性操作為目的
將公司每年編列預算時訂定年度
1. 以本公司帳面上匯、利率成本與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間產生損益績
經營目標列為績效評估目標，交
效評估基礎。
易人員應盡力達成此一目標，並
2. 會計人員應以市價評估及檢討操作
以此作為績效評估基礎。
績效；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部分
至少每週應評估一次，惟若為業務
需要辦理之避險性交易至少每個月
應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應呈送董
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
(二)以金融性操作為目的
(二)以金融性操作為目的
本公司不從事金融性操作。
本公司不從事金融性操作。
第二十條 作業程序
第二十條 作業程序
一～三、略
一～三、略
四、會計人員依據交割資料及相關交易憑 四、會計人員依據交割資料及相關交易憑
證，製作會計分錄並登錄會計帳務後交
證，製作會計分錄、登錄會計帳務。 1. 文 字 修
訂
由權責主管覆核後呈董事長核准。
2.
新 增 會
五、本公司有關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會計處理
計 處 理
方式，除本處理程序規定外，悉依財務
方式
會計準則第三十四號公報，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及本公司會計制度之相關規定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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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風險管理措施
第二十一條 風險管理措施
一、風險管理範圍：
一、風險管理範圍：
(一) 信用風險：交易對象限定與本公司
(一) 信用風險：交易對象以國際知
有 往 來之 銀 行 或 專 業 經 紀 商 為原
名、債信良好銀行為原則。
則，以規避交易對象未能履約風險。
(二) 市場價格風險：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二) 市場價格風險：以國際間普遍交
易應密切注意因不利的市場價格水
易之金融商品為主，減少特別設
準或價格波動而造成本公司財務狀
計產品的使用。
況風險。
(三) 流動性風險：為確保市場流動性，
(三) 流動性風險：選擇交易量大、報
以流動性較高為主市場，銀行必須
價能力強之銀行為主。
有充足的資訊及隨時可在任何市場
進行交易能力。
(四) 現金流量風險：本公司取得衍生性
商品之資金來源以自有資金為主，
且承作交易金額應考量未來三個月
之營運資金需求。
文字修訂
(五) 作業風險：確實依照本公司訂定之
(四) 作業風險：確實依照交易處理程
序作業，避免作業風險。
核決權限、交易處理程序作業及納
入內部稽核，以避免作業風險。
(五) 法律風險：與交易對象簽署之文
(六) 法律風險：與交易對象簽署文件應
交由法務人員或委由法律事務所審
件以市場普遍通用契約為主，任
閱後才可正式簽署，以避免法律風
何獨特契約須經法務或律師之檢
險。
視。
二～三、略
二～三、略
四、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位至少每
週應評估一次，惟若為業務需要辦理
之避險性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
其評估報告應呈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
主管人員。
五、確認人員負責將交易憑證或合約登
錄，定期與往來銀行對帳或查證，並
核對交易總額是否已超過規定之部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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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應將合併、分割或收購重要約定內容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開發行
及相關事項，於股東會開會前製作致股東之 公司應將合併、分割或收購重要約定內容
公開文件，併同前條之專家意見及股東會之 及相關事項，於股東會開會前製作致股東
開會通知一併交付股東，以作為是否同意該 之公開文件，併同前條第一項之專家意見
合併、分割或收購案之參考。但依其他法律 及股東會之開會通知一併交付股東，以作
規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 為是否同意該合併、分割或收購案之參
考。但依其他法律規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 文字修訂
事項者，不在此限。
若股東會因出席人數、表決權不足或其他法 議合併、分割或收購事項者，不在此限。
律限制，致無法召開、決議，或議案遭股東 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任一方之
會否決，應立即對外公開說明發生原因、後 股東會，因出席人數、表決權不足或其他
續處理作業及預計召開股東會之日期。
法律限制，致無法召開、決議，或議案遭
股東會否決，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
司應立即對外公開說明發生原因、後續處
理作業及預計召開股東會之日期。
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 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除其他法律
先報經金管會同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 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金管會證
事會及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相關 期局同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及
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相關事項。
事項。
參與股份受讓之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 參與股份受讓之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金管會同意者外，應於 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金管會證期局同意
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
同一天召開董事會。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時，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上市
應將下列資料作成完整書面紀錄，並保存五 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應
將下列資料作成完整書面紀錄，並保存五
年，備供查核：
年，備供查核：
文字修改
一~三、略
一~三、略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時，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上市
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 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應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資料，依規定格式以網 於董事會決議通過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資料，依規定格式以
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金管會備查。
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金管會證期局備
查。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
非屬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 有非屬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司者，本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本條第 之公司者，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
買賣之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第三項
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辦理。
及第四項規定辦理。

34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訂依據及
理由

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八條
所有參與或知悉本公司合併、分割、收購或 所有參與或知悉公司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計畫之人，應出具書面保密承諾， 股份受讓計畫之人，應出具書面保密承
在訊息公開前，不得將計畫之內容對外洩 諾，在訊息公開前，不得將計畫之內容對
文字修改
露，亦不得自行或利用他人名義買賣與合 外洩露，亦不得自行或利用他人名義買賣
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相關之所有公 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相關之
司之股票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所有公司之股票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
價證券。
第三十條
第三十條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契約
契約應載明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應載明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文字修改
讓公司之權利義務，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公司之權利義務，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六、略
第三十三條
本處理程序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規定，以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最近期
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金額計算。
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台幣十元
者，本準則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之交
易金額規定，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權益百分
之十計算之。

配合法令規
定明訂

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三條
本公司相關執行人員有違反「公開發行公司 本公司相關執行人員有違反上述處理程序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或本處理程序 或處理準則者，列入本公司考核處理。
營運管理需
時，稽核人員或其權責主管應將其違反情事
要修訂
立即呈報至總經理或董事會，依照本公司工
作規則提報考核，依情節輕重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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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年清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第四次修訂)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訂依據及
理由
配合適用國
際財務報導
準則第十六
號租賃公報
規定，爰新
增第五款，
擴大使用權
資產範圍，
並將現行第
二款土地使
用權移至第
五款規範。
現行第五款
至第八款順
移至第六款
及第九款。

第二條 資產範圍
第二條 資產範圍
一、有價證券：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 一、有價證券：股票、公債、公司債、金
債券、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
融債券、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
證、認購（售）權證、受益證券及資產
憑證、認購（售）權證、受益證券及
基礎證券等投資。
資產基礎證券等投資。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資性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資
不動產、營建業之存貨）及設備。
性不動產、土地使用權、營建業之存
貨）及設備。
三、會員證。
三、會員證。
四、專利權、著作權、商標權及特許權等無 四、專利權、著作權、商標權及特許權等
形資產。
無形資產。
五、使用權資產。
五、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買匯
六、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買匯貼
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六、衍生性商品。
七、衍生性商品。
七、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八、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
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八、其他重要資產。
九、其他重要資產。
第三條 用詞定義
第三條 用詞定義
一、配合國際
一、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特定利率、金 一、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資產、利 財 務 報 導 準
率、匯率、指數或其他利益等商品所 則 第 九 號 金
融工具價格、商品價格、匯率、價格或
費率指數、信用評等或其他變數所衍生
衍生之遠期契約、選擇權契約、期貨 融 工 具 之 定
之遠期契約、選擇權契約、期貨契約、
契約、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
義，修正，並
及上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
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上述契約
之組合或崁入衍生性商品之組合式契
等。所稱之遠期契約，不含保險契 酌 作 文 字 修
約或結構型商品等。所稱之遠期契約，
約、履約契約、售後服務契約、長期 正。
不含保險契約、履約契約、售後服務契
租賃契約及長期進（銷）貨合約。 二、因公司
法一百零七
約、長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銷）貨契
約。
年八月一日
二、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 二、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發布之修正
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企業併購 條文，已於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企業併購法、
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機構合併 一百零七年
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
法或其他法律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
他法律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
十一月一日
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或依公司法第
處分之資產，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
一百五十六條第八項規定發行新股 施行，爰配
條之三規定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
（以下簡稱股份受讓）者。
受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 合其條次修
正，將第二
讓）者。
款援引之
「第一百五
十六條第八
項」修正為
「第一百五
十六條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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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依據及
理由
第四條 專業意見之獨立性要求：
第四條 專業意見之獨立性要求：
依證券交易
本公司取得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券 本公司取得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 法第五十三
承銷商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 券承銷商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 條第四款有
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列 人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與交易 關董事、監
規定：
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
察人及經理
一、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法、銀行法、保
人消極資格
險法、金融控股公司法、商業會計法，
及發行人募
或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或因
集與發行有
業務上犯罪行為，受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價證券處理
之宣告確定。但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
赦免後已滿三年，不在此限。
準則第八條
二、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或有實質
第一項第十
關係人之情形。
五款發行人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者之估
或其負責人
價報告，不同專業估價者估價人員不得
之誠信原則
互為關係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等 規 定 新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時，應依
增。
下列事項辦理：
新增第二項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業能
明定本準則
力、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二、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適當作
相關專家出
業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出具報告或
具估價報告
意見書；並將所執行程序、蒐集資料及
或意見書之
結論，詳實登載於案件工作底稿。
評估、查核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及資訊
及 聲 明 事
等，應逐項評估其完整性、正確性及合
項。
理性，以做為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之
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專業性
與獨立性、已評估所使用之資訊為合理
與正確及遵循相關法令等事項。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第五條 評估程序
第五條 評估程序
一、價格決定方式
一、價格決定方式
(一) 略
(一) 略
(二) 略
(二) 略
(三)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三)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應參考公告
產，應參考公告現值、評定價值、
現值、評定價值、鄰近不動產實
鄰近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等議定
際交易價格等議定之。
之。
(四) 取得或處分除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四) 取 得 或 處 分 其 他 不 動 產 及 設
資產之外設備，應以比價、議價或
備，應以比價、議價或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擇一為之。
擇一為之。
(五) 略
(五) 略
(六) 略
(六) 略
(七) 略
(七) 略
(八) 略
(八)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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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適用國
際財務報導
準則第十六
號租賃公報
規定修訂將
使用權資產
納入本處理
程序。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二、價格參考依據
二、價格參考依據
(一) 有價證券
(一) 有價證券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除
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
符合下列規定者外，應於事實發
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
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
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
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
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
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告者，應依財
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
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
示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
金會（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告者，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
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
號規定辦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
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
市場之公開報價或金融監督管理
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委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
公開報價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1. 依法律發起設立或募集設立而
以現金出資取得有價證券者，且
取得有價證券所表彰之權利與
出資比例相當。
2. 參與認購標的公司依相關法令
辦理現金增資而按面額發行之
有價證券。
3. 參與認購直接或間接百分之百
投資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有
價證券，或百分之百持有之子公
司間互相參與認購現金增資發
行有價證券。
4. 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之上市、上櫃及興櫃有價
證券。
5. 屬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
6. 公募基金。
7. 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之上市（櫃）證券標
購辦法或拍賣辦法取得或處分
上市（櫃）公司股票。
8. 參與國內公開發行公司現金增
資認股或於國內認購公司債（含
金融債券），且取得之有價證券
非屬私募有價證券者。
9. 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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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依據及
理由
配合適用國
際財務報導
準則第十六
號租賃公報
規定將使用
權資產納入
本處理程序
並酌作文字
修正。

修正後條文

(二) 不動產或設備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
或其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
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
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交易金額達
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1. 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
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
參考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
董事會決議通過；其嗣後有交易條
件變更，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2. 略
3. 略
4. 略
(三) 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交易金額達
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
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
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
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四) 略
(五) 略
(六) 略
(七) 略
(八) 另有關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
八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
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
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依本處理程序規定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部分免再計入。

修正前條文

修訂依據及
理由

一條第一項規定於基金成立前
申購國內私募基金者，或申購、
買回之國內私募基金，信託契約
中已載明投資策略除證券信用
交易及所持未沖銷證券相關商
品部位外，於與公募基金之投資
範圍相同。
(二) 不動產或設備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
備，除與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
營業使用之設備外，交易金額達
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
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
定：
1. 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
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
之參考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
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條
件變更，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
理。
2. 略
3. 略
4. 略
(三) 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配合適用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 際財務報導
形資產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 準則第十六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號租賃公報
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關交
規定將使用
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
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 權資產納入
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 本處理程序
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 並酌作文字
修正
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四) 略
(五) 略
(六) 略
(七) 略
(八) 另有關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
第八條第七項規定辦理，且所
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
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年，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取
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
或會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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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財務報導
準則第十六
號租賃公報
規定將使用
權資產納入
本處理程序
並酌作文字
修正

第六條 作業程序
第六條 作業程序
一、授權額度、層級、執行單位及交易流程 一、授權額度、層級、執行單位及交易流
程
本公司資產之取得或處分，應依據下
本公司資產之取得或處分，應依據下列
列額度及程序辦理：
額度及程序辦理：
(一) 略
(一) 略
(二) 本公司不動產及設備之取得及
(二) 本公司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及
處分，依核決權限辦理；超過新
設備之取得及處分，依核決權限辦
台幣一仟萬元者，另須提董事會
理；超過新台幣一仟萬元者，另須
通過後，始得為之，但年度預算
提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但年
經董事會核定之資本支出預算
度預算經董事會核定之資本支出
不在此限。
預算不在此限。
(三) 會員證及無形資產之取得或處
(三) 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及會員
分，比照有價證券辦理。
證之取得或處分，比照有價證券辦
理。
(四) 略
(四) 略
(五) 略
(五) 略
第八條 公告申報程序
第八條 公告申報程序
配合適用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應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 際財務報導
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 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準則第十六
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 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站辦 號租賃公報
申報：
理公告申報：
規定將使用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
權資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
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 權資產納入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
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本處理程序
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 並酌作文字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附買 修正。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但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
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
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
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
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
場基金，不在此限。
限。
二、略
二、略
三、略
三、略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
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
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
人，交易金額並達下列規之一：
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並達下列規定之
一：
(一) 略
(一) 略
(二) 略
(二) 略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
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且其交
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臺
資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
幣五億元以上。
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其中實收資本
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上，處分自行興
建完工建案之不動產，且交易對象非為
關係人者，交易金額為達新臺幣十億元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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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合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
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且
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
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公司預計投入
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新臺
之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幣五億元以上。
七、除前六項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 七、除前六項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
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
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
限：
不在此限：
(一) 買賣國內公債。
(一) 買賣公債。
(二) 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易所或
(二) 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證券交
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
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
有價證券買賣，或於國內初級市
買賣，或於初級市場認購募集發行
之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一
場認購募集發行之普通公司債
般金融債券（不含次順位債券），
及未涉及股權之一般金融債
或申購或買回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券，或證券商因承銷業務需要、
或期貨信託基金，或證券商因承銷
擔任興櫃公司輔導推薦證券商
業務需要、擔任興櫃公司輔導推薦
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
證券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買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價證
券。
第十二條 投資額度
第十二條 投資額度
配合適用國
一、本公司投資限額：
一、本公司投資限額：
際財務報導
(一) 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及其使用權
(一) 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投資以不 準則第十六
投資以不超過本公司實收資本總
超過本公司實收資本總額百分 號租賃公報
額百分之五十為限。
之五十為限。
規定將使用
(二) 略
(二) 略
權資產納入
二、各子公司投資限額：
二、各子公司投資限額：
(一) 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及其使用
(一) 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投資以 本處理程序
權投資以不超過本公司實收資本
不超過本公司實收資本總額百 並酌作文字
修正
總額百分之五十為限。
分之五十為限。
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
配合適用國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使用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 際財務報導
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 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 準則第十六
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 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號租賃公報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規定將使用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公債、者，除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 權資產納入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事 業 發 行 之 貨 幣 市 場 基 金 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先經 本處理程序
外，應將下列資料先經審計委員會並提董事 審計委員會並提董事會決議後，始得簽訂 並酌作文字
修正
會決議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略
一、略
二、略
二、略
三、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第十五 三、取得不動產依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
條及第十六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
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
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關資料。
四、略
四、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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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略
五、略
六、略
六、略
七、略
七、略
略
略
本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 本公司與母公司或子公司間，取得或處
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 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董事會得授權董
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董事會得授權董 事長在新台幣一仟萬元範圍內先行決
事長在新台幣一仟萬元範圍內先行決行，事 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用
權資產。
第十五條
第十五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按下列方
產，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一、略
一、略
二、略
二、略
合 併 購 買 或 租 賃 同 一 標 的 之 土 地 及 房 屋 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者，得就
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前項所列任一方 土地及房屋分別按前項所列任一方法評
法評估交易成本。
估交易成本。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第一項及
產，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評估不動產或其 第二項規定評估不動產成本，並應洽請會
使用權資產成本，並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 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示具體意見。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列情形
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第十四條規定 之一者，應依第十四條規定辦理，不適用
辦理，不適用前三項規定：
前三項規定：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
或其使用權資產。
產。
二、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二、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交
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三、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委建、三、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委
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產而
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
取得不動產。
產而取得不動產。
四、本公司與母公司、子公司，或保留直接
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
本總額之子公司彼此間，取得供營業使
用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第十六條
第十六條
本公司依前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評估結 本公司依前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評估
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第十七條規定 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第十七條
辦理。但如因下列情形，並提出客觀證據及 規定辦理。但如因下列情形，並提出客觀
取具不動產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 證據及取具不動產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
理性意見者，不在此限：
之具體合理性意見者，不在此限：
一、關 係 人 係 取 得 素 地 或 租 地 再 行 興 建 一、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行興建
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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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略
(二) 略
(三) 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一年
內之其他非關係人租賃案例，經
按不動產租賃慣例應有之合理
樓層價差推估其交易條件相當
者。
二、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動產或 二、本 公 司 舉 證 向 關 係 人 購 入 之 不 動
租賃取得不動產使用權資產，其交易條
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區一年內之
件與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
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相當且面積
交易案例相當且面積相近者。
相近者。
前項所稱鄰近地區交易案例，以同一或相鄰 前項所稱鄰近地區成交案例，以同一或相
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方圓未逾五百公尺 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方圓未逾五百
或其公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積相 公尺或其公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
近，則以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例之面積不低 積相近，則以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之面
於交易標的物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所稱 積不低於交易標的物面積百分之五十為
一年內係以本次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原則；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取得不動產事
產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年。
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
配合適用國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按第十 際財務報導
產，如經按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規定評估結 五條及第十六條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 準則第十六
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項：價格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號租賃公報
一、應就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交易價格 一、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
規定將使用
之差額，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
與評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交易法第
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 權資產納入
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
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對本公司之投 本處理程序
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對本
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 並酌作文字
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
發行公司，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股 修正
為公開發行公司，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
比例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
持股比例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
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二、略
二、略
三、略
三、略
本 公 司 經 依 前 項 規 定 提 列 特 別 盈 餘 公 積 本公司經依前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者，應俟高價購入或承租之資產已認列跌價 者，應俟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
損失或處分或終止租約或為適當補償或恢 或處分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其
復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者，並 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者，並經金管會同意
經金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 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積。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若有其他證
產，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規 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者，亦
之情事者，亦應依前三項規定辦理。
應依前三項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交易原則與方針
第十九條 交易原則與方針
文字修訂
一、略
一、略
二、略
二、略
三、略
三、略
四、授權交易總額
四、授權交易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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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訂依據及
理由

每筆衍生性商品交易之契約總額需提
每筆交易金額需提董事通過，始得為
董事通過，始得為之。
之。
五、略
五、略
六、績效評估要領
六、績效評估
(一) 以避險性操作為目的
(一) 以避險性操作為目的
1. 略
1. 略
2. 略
2. 略
3. 略
3. 略
(二) 以金融性操作為目的
(二) 以金融性操作為目的
本公司不從事金融性操作。
本公司不從事金融性操作。
第二十三條 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情形處 第二十三條 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情形 文字修訂
理
處理
一、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董事會應 一、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董事會
依下列原則確實監督管理：
應依下列原則確實監督管理：
(一) 財務人員應隨時注意衍生性商品
(一) 財務人員應隨時注意衍生性商
交易風險之監督與控制，衍生性商
品交易風險之監督與控制。
品交易所有之部位至少每週評估
一次。
文字修訂
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應將合併、分割或收購重要約定內容 本公司應將合併、分割或收購重要約定內
及相關事項，於股東會開會前製作致股東之 容及相關事項，於股東會開會前製作致股
公開文件，併同前條之專家意見及股東會之 東之公開文件，併同前條之專家意見及股
開會通知一併交付股東，以作為是否同意該 東會之開會通知一併交付股東，以作為是
合併、分割或收購案之參考。但依其他法律 否同意該合併、分割或收購案之參考。但
規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 依其他法律規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合
併、分割或收購事項者，不在此限。
事項者，不在此限。
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任一方之股 若股東會因出席人數、表決權不足或其他
東會因出席人數、表決權不足或其他法律限 法律限制，致無法召開、決議，或議案遭
制，致無法召開、決議，或議案遭股東會否 股東會否決，應立即對外公開說明發生原
決，應立即對外公開說明發生原因、後續處 因、後續處理作業及預計召開股東會之日
理作業及預計召開股東會之日期。
期。
文字修訂
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七條
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除其他法律另 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
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金管會同意 素事先報經金管會同意者外，應於同一天
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決 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
議合併、分割或收購相關事項。
收購相關事項。
參與股份受讓之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參與股份受讓之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
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金管會同意者外，應 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金管會同意者
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
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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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依據及
理由
第三十三條
第三十三條
新增實收資
本處理程序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規定，以 本 處 理 程 序 有 關 總 資 產 百 分 之 十 之 規 本額達新台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最近 定，以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 幣一百億元
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金額計 之最近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資 之計算方式
算。
產金額計算。
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台幣十 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台幣
元者，本準則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之 十元者，本準則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交易金額規定，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權益百 十之交易金額規定，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分之十計算之；本準則有關實收資本額達新 權益百分之十計算之。
台幣一百億元之交易金額規定，以歸屬於母
公司業主之權益新台幣二百億元計算之。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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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萬年清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第二次修正)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訂依據
及理由
文字修訂

第二條 適用範圍
第二條 適用範圍
凡本公司因從事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 凡本公司因業務關係從事資金貸與他人
證交易者，均屬本程序規範範圍。
及背書保證交易者，均屬本程序規範範
圍。
第四條 定義
第四條 定義
一、資金貸與對象限制
一、資金貸與對象限制
(一) 本程序所定義資金貸與對象，係
(一) 本程序所定義資金貸與對象，係
依據公司法第十五條規定辦
依據公司法第十五條規定辦理。
理。即本公司資金，除有下列各
即本公司資金，除有下列各款情
款情形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
形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他人：
1. 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業務往來者。
1. 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業務往來者。
2. 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
2. 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
資金之必要者。
金之必要者。
(二) ～(三)略
(二) ～(三)略
(四)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四)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
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
事資金貸與，不受第一項第二款
金貸與，不受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1. 索引修訂
之限制。
目之限制。
(五) ～(六)略
(五) ～(六)略
二、略
二、略
2. 表 達 方 式
三、背書保證對象限制
三、背書保證對象限制
(一) 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本公司除得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 調整
業間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約規定互
(二)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出資股
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
(三) 直接及間接對本公司持有表決
保證，或同業間依消費者保護法規範
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
從事預售屋銷售合約之履約保證連
司。
帶擔保者外，得背書保證之對象僅限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於下列公司：
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
(一) 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書保證，且其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
(二)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十。但本
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
(三) 直接及間接對本公司持有表決權
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
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限。
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
(四)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接
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
出資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
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出資股東依其
之百之公司出資。
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或
(五)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同業間依消費者保護法規範從事預
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
售屋銷售合約之履約保證連帶擔保
得為背書保證，且其金額不得超
者，得背書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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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訂依據
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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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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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交易限制
四、交易限制
(一) 資金貸與他人部份
(一) 資金貸與他人部份
1. ～2.略
1. ～2.略
3. 就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3. 就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或行號，個別對象之資金貸與金
或行號，個別對象之資金貸與金 3.
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業務往來金
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業務往來金
額為限。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
額為限。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
雙方資金貸與申請日最近一年
雙方最近一年內或或未來一年
內之實際進、銷貨金額之孰高
內可預估之實際進、銷貨金額之
孰高者，且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百
者，且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
分之十。
十。
4. ～5.略
4. ～5.略
(二) 背書保證部份
(二) 背書保證部份
1. ～2.略
1. ～2.略
3. 本公司及其 子公司整體對他人
3. 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對他人背
書或提供保證之總額，以不超過
背書或提供保證之總額，以不超
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為限。
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為限。
4. 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對單一企
4. 本公司及其 子公司整體對單一
業背書或保證之金額，以不超過
企業背書或保證之金額，以不超
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三十為限。
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三十為限。
5. 本公司及子公司訂定整體得為
5. 前述淨值以最近期經會計師查
4.
背書保證之總額達本公司淨值
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所載
百分之五十以上者，並應於股東
為準。
會說明其必要性及合理性。
6. 前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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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與本公司因業務往來關係而從
事背書保證者，除上述限額規定
外，其個別背書保證金額以不超
過雙方間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
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
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五、資金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五、資金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5.
(一) 貸與期限：
(一) 貸與期限：
1. 每筆資金貸與期限以一年以內
每筆資金貸與期限以一年以內
為原則，但公司之營業週期長於
為原則，但公司之營業週期長於
一年者，以營業週期為準。
一年者，以營業週期為準。
2. 為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
從事資金貸與，借款期限最長得
為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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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明進銷
區間及數
值

符合法規

新增子公
司期限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訂依據
及理由

第五條 資金貸與審查及辦理程序
第五條 資金貸與審查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經董事 一、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經董事
會決議後辦理，不得授權其他人決
會決議後辦理，不得授權其他人決
定。
定。
二、依第四條規定適用本作業程序之子 1. 同第十
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由該子公 二條內
容
司之董事會決議之。
二、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其子公司間之 三、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其子公司間之
資金貸與，應依前項規定提董事會決
資金貸與，應依前項規定提董事會決
議，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對象
議，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對象
於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度及不超過
於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度及不超過
一年之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一年之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第四條第
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第四條第
一項第四款規定者外，本公司或其子
四項規定者外，本公司或其子公司對 2. 索引條
公司對單一企業之資金貸與之授權
單一企業之資金貸與之授權額度不 項修訂
額度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得超過該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表淨值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三、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財務單位 四、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就借款人
編製「貸與資金評估報告」就借款人
之借款用途、資金貸與之原因及必要 3. 明訂權
之借款用途、資金貸與之原因及必要
性、擔保條件及對本公司之營運風 責單位
性、累積資金貸與金額是否仍在限額
險、財務狀況、股東權益之影響等，
內、擔保條件及對本公司之營運風
詳細評估。
險、財務狀況、股東權益之影響等，
詳細評估。
對於徵信資料及評估後，擬同意貸放
對於徵信資料及評估後，擬同意貸放
案件，財會單位應填具徵信報告及審
案件，經辦人員應填具徵信報告及審
核意見，逐級呈報董事會核准。
核意見，逐級呈報董事會核准。
4. 增加債
除依前款辦理外，應擇一取得下列債
權擔保
權擔保：
內容
(一) 同額之擔保本票。
(二) 或得由財務狀況良好之保證人
足額擔保，唯保證人為公司或行
號者，必須檢視其章程是否得為
保證。
(三) 必要時應取得等值之擔保品並
依擔保品性質辦理動產或不動
產抵押設定。
四、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者，應充分考 五、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者，應充分考
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
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
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
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
董事會紀錄。
董事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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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訂依據
及理由

五、本公司應評估資金貸與情形並提列 六、公司應評估資金貸與情形並提列適
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適
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
當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予
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簽
簽證會計師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證會計師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六、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應建立備查
七、公司辦理資金貸與應建立備查簿，登
簿，登載資金貸與相關重要事項。
載資金貸與相關重要事項。
第六條 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及逾第六條 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及逾 文字修訂
期債權處理程序
期債權處理程序
一、略
一、略
二、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符處理準 二、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符處理準
則規定或餘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
則規定或餘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
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會，
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審計委員，
並依計劃時程完成改善。
並依計劃時程完成改善。
三、～四、略
三、～四、略
第七條 背書保證審查及辦理程序
第七條 背書保證審查程序
1. 文字修訂
一、～五、略
一、～五、略
六、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不符本 六、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不符本 2. 加強子公
司管控
準則規定或金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
準則規定或金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
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
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審計委
會，並依計劃時程完成改善。
員，並依計劃時程完成改善。
七、背書保證對象若為淨值低於實收資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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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會單位應
本額二分之一之子公司，應明定其後
依該公司營運狀況，每季評估為其背
續相關管控措施。
書保證之適當性，並呈報董事長簽
核。
八、～九、略
八、～九、略
第八條 背書保證核決程序
第八條 背書保證核決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時，應經董事會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時，應經董事會 1. 載明金額
決議通過後為之。但為配合時效需
決議通過後為之。但為配合時效需 2. 同第十二
要，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於實收資本
要，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於一定金額 條內容
額百分之五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
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董事 3. 文字修改
最近期董事會追認。
會追認。
二、依第四條規定適用本作業程序之子
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由該子公
司之董事會決議之。
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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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四
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子公司依第四
條第三項第一款第五目規定為背書
條第三項第三款第一目規定為背書
保證前，並應提報本公司董事會決議
保證前，並應提報本公司董事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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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始得辦理。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
後始得辦理。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
書保證，不在此限。
書保證，不在此限。
三、略
四、略
四、本公司所為之背書保證事項，應經董 五、本公司所為之背書保證事項，應經董
事會決議後辦理，本公司已設置獨立
事會決議後辦理，若本公司已設置獨
董事，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立董事者，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
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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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第十條 資訊公告申報作業程序
第十條 資訊公告申報作業程序
一、資金貸與應公告申報標準
一、資金貸與應公告申報標準
(一) 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
(一)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資金貸與他 1. 文字修訂
之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人之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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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企業
金貸與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資金貸與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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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新增資金貸
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
與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2. 條文索引
修訂
百分之二以上。
值百分之二以上。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
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應
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
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該本公司
一款第三目應公告申報之事
為之。
項，應由該本公司為之。
二、背書保證應公告申報標準
二、背書保證應公告申報標準
(一) 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
(一)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背書保證餘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百分之五十以上。
值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 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
(二)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企業
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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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企業
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
背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千萬
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期性質
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期性
之投資及資金貸與餘額合計數
質之投資及資金貸與餘額合計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數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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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三十以上。
值百分之三十以上。
(四) 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
(四) 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新增背書保
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且
證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3. 同前項
百分之五以上。
值百分之五以上。
條款刪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
除
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應
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
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
一款第四目應公告申報之事
之。
項，應由該公開發行公司為之。
三、定期公告申報
三、定期公告申報
(一) ～(二)略
(一) ～(二)略
(三) 每月初十號編製上月份公司資
(三) 每月初編製上月份公司資金貸
予他人及背書保證餘額明細
金貸予他人及背書保證餘額明
表，呈報董事長，如無交易則
細表，呈報董事長，如無交易則
免。公開發行後並依前兩項規
免。
定期限，按月申報本公司及子
公司資金貸予他人及背書保證
餘額與資料。
第十一條 交易記錄保存
第十一條 交易記錄保存
文字修訂
一、略
一、略
二、背書保證部份
二、背書保證部份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財務單位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財務單
就承諾擔保事項、被背書保證企業之
位就承諾擔保事項、被背書保證企
名稱、背書保證金額、董事會通過或
業之名稱、背書保證金額、董事會
董事長決行日期、背書保證日期、取
通過或董事長決行日期、背書保證
得擔保品內容及評估事項或解除背
日期、取得擔保品內容及評估事項
書保證責任之條件與日期，詳細登記
或解除背書保證責任之條件與日
於「背書保證備查簿」。
期，詳細登記於「背書保證事項備
查簿」。
文字修訂
第十三條 稽核作業執行
第十三條 稽核作業執行
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 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
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 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
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記錄，如發現重大 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記錄，如發現重
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獨立董事。 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審計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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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相關人員作業疏失懲處
第十四條 相關人員作業疏失懲處
符合實際
本公司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反「公開發 本公司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反「公開發 運作情形
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與本程序時，稽核人員或其權責主管應 與本程序時，稽核人員或其權責主管應
將其違反情事立即呈報至總經理或董事 將其違反情事立即呈報至總經理或董事
會，依照本公司工作規則提報考核，依 會，總經理或董事會並應視情節重大與
情節輕重處罰。
否給與相關人員適當之懲處。
文字修訂
第十五條 程序訂定與修正
第十五條 程序訂定與修正
一、略
一、略
二、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者，依前項規 二、本公司若已設置獨立董事者，依前項
定將「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作業
規定將「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作
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
業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
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
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
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
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
董事會紀錄。
入董事會紀錄。
三、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時，訂定或修 三、本公司若有設置審計委員會時，訂定
正「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作業程
或修正「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作
序」
， 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業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前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議。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
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
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第三項
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第
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項所
三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
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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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適用範圍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文字修訂
凡本公司因從事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 凡本公司因業務關係從事資金貸與他人
證交易者，均屬本程序規範範圍。本公司 及背書保證交易者，均屬本程序規範範
應依本作業程序辦理。
圍。
第四條 定義:
第四條 定義:
一、資金貸與對象限制
一、資金貸與對象限制
(一)本程序所定義資金貸與對象，係
(一)本程序所定義資金貸與對象，係
依據公司法第十五條規定辦
依據公司法第十五條規定辦
理。即本公司資金，除有下列各
理。即本公司資金，除有下列各
款情形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
款情形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
他人：
他人：
1. 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業務往來者
1. 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業務往來者
2. 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
2. 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
資金之必要者。
金之必要者。
(二)前項所稱短期，係指一年。但公
(二)前項所稱短期，係指一年。但公
司之營業週期長於一年者，以營
司之營業週期長於一年者，以營
業週期為準。
業週期為準。
(三)所稱融資金額，係指本公司短期
(三)所稱融資金額，係指本公司短期
融通資金之累計餘額。
融通資金之累計餘額。
(四)本公司直接或直接及間接持有
(四)本公司直接或直接及間接持有
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
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
司間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一項
司間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一項
第二款之限制。
第二款之限制。
(五)公司負責人違反（一）項規定，
(五)本程序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應
應與借用人連帶負返還責任；如
公司受有損害者，亦應由其負損
害賠償責任。
(六)本程序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應
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規定認定之。

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規定認定之。
(六)本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編製者，本程序所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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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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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編製者，本程序所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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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二、略
三、略
三、略
四、交易限制
四、交易限制
(一)資金貸與他人部分：
(一)資金貸與他人部分
1. 略
1. 略
2. 略
2. 略
3. 就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3. 就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
或行號，個別對象之資金貸與金
行號，個別對象之資金貸與金額
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業務往來
以不超過雙方間業務往來金額為
額，且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
限。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
十為限。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
資金貸與申請日最近一年內之實
雙方資金貸與申請日最近一年
際進、銷貨金額之孰高者，且不
內之實際進、銷貨金額之孰高
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十。
者。
(二)背書保證部分:
(二)背書保證部分：
1. 略
1. 略
2. 略
2. 略
3. 略
3. 略
4. 略
4. 略
5. 略
5. 略
6. 公司及子公司整體背書保證之
6. 以上者，並應於股東會說明其必
要性及合理性。
總額達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
者，並應於股東會說明其必要性
及合理性。
第十條 資訊公告申報作業程序
第十條 資訊公告申報作業程序
一、資金貸與應公告申報標準
一、資金貸與應公告申報標準
本公司資金貸與達下列標準之一
本公司資金貸與達下列標準之一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
內公告申報：
內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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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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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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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貸與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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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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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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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二以上。
百分之二以上。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
者，該子公司有前項應公告申報之事項， 者，該子公司有前項應公告申報之事項，
應由該本公司為之。
應由該本公司為之。
前項所稱之公告申報，係指輸入金融監督 前項所稱之公告申報，係指輸入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前項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易簽約日、 前項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易簽約日、
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資 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
金貸與或背書保證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 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等日期孰前者。
二、背書保證應公告申報標準
二、背書保證應公告申報標準
本公司背書保證達下列標準之一者，
本公司背書保證達下列標準之一
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公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
告申報：
內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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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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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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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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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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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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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期性質
法之投資帳面金額及資金貸與
之投資及資金貸與餘額合計數
餘額合計數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上。
百分之三十以上。
(四)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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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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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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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明確長期
性質投資之
定義，參證
卷發行人財
務報表編製
準則第九條
第四項第一
款規定修正
內容。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訂依據及
理由

百分之五以上。
百分之之五以上。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
者，該子公司有前項應公告申報之事項， 者，該子公司有前項應公告申報之事項，
應由該本公司為之。
應由該本公司為之。
前項所稱之公告申報，係指輸入金融監督 前項所稱之公告申報，係指輸入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前項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易簽約日、 前項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易簽約日、
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資 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資
金貸與或背書保證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 金貸與或背書保證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
等日期孰前者。
等日期孰前者。
第十五條 程序訂定與修正
第十五條 程序訂定與修正
一、本公司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 一、本公司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規定訂定「資金
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規定訂定「資金
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經董
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經董
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
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
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者，公司應將其異議提報股東會討
者，公司應將其異議提報股東會討
論，修正時亦同。
論，修正時亦同。
二、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者，依前項規 二、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者，依前項規
定將「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作業
定將「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作業
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
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
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
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
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
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
事錄載明。
董事會紀錄。
三、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時，訂定或修 三、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時，訂定或修
正「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作業程
正「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作業程
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不
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前
適用前項規定。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
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
決議。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所
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第三項
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項所
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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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證券交
易法第十四
條 之 三 規
定 ，酌修第

二項文字。
另依證劵交
易法第十四
條 之 五 規
定 ，審計委
員會之職權
包括訂定或
修正為他背
書或提供保
證之重大財
務業務行為
之 處 理 程
序，參酌公
開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準
則第八條規
定，酌修第
二及三項內
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