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年度營業報告
105 年全球鋼鐵市場受中國大陸積極推動供給側改革影響，鋼鐵產業的去產能產生極大
成效，帶動自 103 年第四季以來一路走跌的鋼材價格觸底反彈，使得下游客戶一改觀望態度
積極下單。由於本公司與燁輝(中國)主要產品鍍面鋼捲及烤漆鋼捲行銷全球，在中國大陸過
剩產能顯著的控制，鋼材價格觸底反彈，且在公司經營團隊原料採購與全球行銷策略調整得
宜，有效控管成本的努力下，各地市場產品銷售與獲利情況極佳，使得本公司全年獲利表現
為近十年來最亮麗的一年。
105年度營業概況：
105 年燁輝公司本體營收與 104 年比較，銷售數量增加 11.93%，使得營收增加新台幣 16.44
億；燁輝(中國)營收 105 年銷售量比 104 年增加 9.04%，使 105 年營收較 104 年增加新台幣
9.64 億，另燁興公司因 105 年銷售量較 104 年減少，105 年營收減少新台幣 2.32 億，總體而
言，本公司經營成果之合併營收為新台幣 52,847,410 仟元，較前一年的新台幣 49,784,834 仟
元增加 6.15%；合併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2,378,545 仟元，較前一年新台幣(1,614,837)仟元增加
247.29%，其中稅後淨利歸屬於母公司為新台幣 2,502,005 仟元，較前一年的新台幣(953,786)
仟元增加 362.32%。
1.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合併財報資訊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105年度

104年度

營業收入

52,847,410

49,784,834

3,062,576

6.15

營業成本

45,641,051

46,080,342

-439,291

-0.95

營業毛利(毛損)

7,206,359

3,704,492

3,501,867

94.53

營業費用

3,362,322

2,842,815

519,507

18.27

營業淨利(淨損)

3,844,037

861,677

2,982,360

346.11

-471,965

-2,458,392

1,986,427

80.80

3,372,072

-1,596,715

4,968,787

311.19

項目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稅前淨利(淨損)
所得稅費用

增減金額

變動%

993,527

18,122

975,405

5,382.44

2,378,545

-1,614,837

3,993,382

247.29

-904,716

190,111

-1,094,827

-575.89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473,829

-1,424,726

2,898,555

203.45

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2,502,005

-953,786

3,455,791

362.32

稅後淨利(淨損)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淨利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母公司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123,460

-661,051

537,591

81.32

1,612,620

-761,465

2,374,085

311.78

-138,791

-663,261

524,470

79.07

個體財報資訊
年度

105年度

項目

增減金額

104年度

變動%

營業收入

23,867,665

22,223,598

1,644,067

7.40

營業成本

20,009,747

20,354,559

-344,812

-1.69
106.41

營業毛利(毛損)

3,857,918

1,869,039

1,988,879

營業費用

1,793,191

1,310,381

482,810

36.85

營業淨利(淨損)

2,064,727

558,658

1,506,069

269.59

948,024

-1,623,316

2,571,340

158.40

3,012,751

-1,064,658

4,077,409

382.98

510,746

-110,872

621,618

560.66

2,502,005

-953,786

3,455,791

362.32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稅前淨利(淨損)
所得稅費用
稅後淨利(淨損)

2.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105年度未公開財務預測，故不適用揭露預算執行情形 。
3.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合併財報資訊

項目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仟元)

105年度

104年度

3,375,039

3,547,840

權益/資產(%)

36.87

37.98

負債/資產(%)

63.13

62.02

長期資金佔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153.50

162.75

流動比率(%)

102.10

120.89

速動比率(%)

58.52

77.76

資產報酬率(%)

3.83

-1.23

權益報酬率(%)

8.03

-5.54

純益率(%)

4.50

-3.24

每股盈餘(元)

1.46

-0.56

年底股數(股)

1,718,090,576

1,718,090,576

105年度

104年度

個體財報資訊
項目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仟元)
權益/資產(%)
負債/資產(%)
長期資金佔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流動比率(%)

2,003,887

2,677,000

57.09

57.11

42.91

42.89

434.09

387.63

74.03

58.92

速動比率(%)
資產報酬率(%)
權益報酬率(%)
純益率(%)

38.51

36.44

5.98

-1.49

9.37

-3.61

10.48

-4.29

每股盈餘(元)

1.46

-0.56

年底股數(股)

1,718,090,576

1,718,090,576

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自96年開發家電用途鍍烤鋼品市場，陸續已獲得全球各大家電廠(如惠而浦、費雪
派克、日商SHARP、Panasonic...)合格供應商資格，供應其所需烤漆鋼板。
面對市場強力競爭，本公司積極開發高端品質要求市場，並與日本鋼廠建立策略合作關
係，拓展海外市場，該合作案自102年12月起已開始出貨，並每年擴大每月出貨量，挹注
公司獲利，預期將在106年第2季累計達到10萬噸總銷售量里程碑。
在產品差異化方面，本公司除已成功開發抗菌一般鋅花鍍鋅鋼板(空調風管成型用途)且獲
得香港公共工程(如MTR地鐵、醫院)、澳門大型建案認證採用外，並持續開發其他高端用
途烤漆鋼板及烤箱內壁板成型用途鍍鋁鋅鋼板，105年出貨量已有顯著穩定成長，106年則
計劃推展到其他家電品牌擴大每月訂單量；另外，本公司亦已完成開發彩紋(木紋及髮絲
紋)鋼板以應用於特殊產品用途，預計於106年正式導入量產交貨，有助於市場拓展及提供
產品多樣化。
由於地球村概念的發酵，歐盟於95年推出RoHS及WEEE等兩項指令，主要內容為電子電器用
品需符合產品、製程環保及再生與再回收的要求，也獲得全球關注與響應，當時本公司即
因環保產品與製程均已研發完成而獲得大量與長期的品牌家電訂單訂單挹注。隨後歐盟於
97年再推出REACH指令，針對進口至歐盟之物質、混合物及成品中含有16項可能致癌、致
畸變及生殖毒性之高關注物質加以管制，截至105年底受管制之高關注物質已達173項，並
均已列入本公司品質目標及稽核系統中加以管理，努力為環保產品品質與消費者健康把
關。近期歐盟再進行新增指令要求，增加鍍面與烤漆產品等建築材料納入106年與107年環
保指令之要求，本公司將延續一貫積極、快速的成功研發模式，與表面處理及塗料供應商
合作開發多種組合及多效型新產品，並結合經銷商或成型廠等整個供應鏈之銷售體系，使
產品在市場需求能無縫接軌，並在推廣及銷售上能再次創造佳績。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106 年本公司為延續達成『109 年成為全球最好之鋼鐵製造服務企業』之願景，並配合
TPM 活動進入到創時代的五階 TPM 階段，燁輝生產服務系統(YPS，Yieh Phui Production
& Service System)也從四階之「YPS=TPM+MOT」精進至五階之「五階 YPS=精實 TPM+至
善 MOT」管理目標，並自 102 年起推行燁輝改變活動，以因應多變的鋼鐵市況，102 年
；103 年為
為燁輝「改變元年」
，年度標語：
「順應鋼鐵情勢變更，改變思維，勇於改變」
「改變二年」
，年度標語：
「改變、更多改變，好還要更好」
；而 104 年為「改變三年」
，
年度標語：
「兵無常勢，水無常形，隨情勢改變，改變是常態」
，經過三年的推行，改變
已成燁輝文化，並藉由 104 年成功達到獲得 TPM 精進特別賞的里程碑，YPS 活動亦由「感
動服務」精進至「至善服務」
，故將改變活動再精進為創新活動，並訂定 105 年為創新
，簡稱為「用、借、連、
元年，年度標語為「改變再精進，用心多借用，連結成創新」
創」
，
；106 年為創新二年，年度標語為「創新擴大產品服務差異化，創造客我最高價值」

即以精實生產的產品與至善的專業服務為基礎，促進行銷業務的推展及潛在市場的開
發，以創新擴大產品、服務與行銷的差異化，為客戶與公司創造最高的價值，並以提高
服務滿意度、個人職務目標訂定之點檢水平展開，除了朝滿足客戶需求及提供「至善服
務」目標邁進外，營運方面更朝著達到降低銷貨成本，提升獲利能力為目標。
本公司除了在台灣穩健經營成長外，同時在中國大陸蘇州常熟經濟開發區之燁輝(中國)
擴建年產約 120 萬噸汽車用冷軋鋼板及 40 萬噸汽車用合金化熱浸鍍鋅鋼板之產線，再
度提升技術層次，首度跨足汽車鋼板用途市場。本擴建案中之第一條投產產線酸洗連續
軋延線(PLTCM)已於 104 年 2 月 15 日投產，連續式冷軋退火線(CAL)已於 104 年 8 月 15
日投產，烤漆三線則於 106 年 2 月 21 日投產，鍍鋅四線則計畫於 106 年第三季投產，
除搶攻常熟沿江工業區新設之年產 70 萬輛規模的大汽車城新市場外，也鎖定中國大陸
之汽車及全球維修零件之鈑金市場。中國大陸是東協「十加三」成員，鋼材銷往東南亞
可享關稅優惠，與台灣外銷至東協國家之稅率相比，更具競爭力。屆時燁輝(中國)鍍面
鋼板年產量將突破 150 萬公噸，高於台灣燁輝的最高年產量 130 萬公噸，兩岸合計 8 條
熱浸鍍鋅生產線最高年產能可達 280 萬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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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公鑒:
查核意見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簡稱燁輝集團)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 12 月 31
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
合併權益變動表、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
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
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燁輝集團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 12 月 31 日之合併財務
狀況，暨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財務績效及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
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
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燁輝集團保持超然獨
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
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燁輝集團民國 105 年度合併財務報告之
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
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茲對燁輝集團民國 105 年度合併財務報告
之關鍵查核事項敘明如下：
一、 銷貨收入認列之時點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二十九)；收入認列之重要會計
估計及假設, 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五(二)1.；收入認列情形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
(三十一)。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銷貨收入認列時點主要係確認貨物所有權及風險何時移轉與客戶。由於主要客戶之銷
售條件不盡相同，燁輝集團須依客戶訂單之交易條件來判斷銷售予客戶之貨物所有權及風
險是否移轉。由於銷貨收入是否於正確時點認列，將對燁輝集團之財務績效產生重大影
響，因此本會計師將其認列為關鍵查核事項。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瞭解測試銷貨收入認列時點之主要內部控制設計及執行之
有效性；抽樣測試公司與主要客戶之交易條件，並執行截止日測試以確認收入認列時點之
適當性等。
二、存貨評價
有關存貨評價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三)；存貨評價之重要會計估計
及假設, 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五(二)5.；存貨評價情形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七)。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燁輝集團於 105 年 12 月 31 日存貨金額為 8,249,118 仟元(存貨成本總額 8,672,726 仟元
扣除備抵存貨跌價損失 423,608 仟元後之淨額) ，佔資產總額 10.06%，對於存貨之評價
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衡量，由於存貨淨變現價值之評估攸關重大判斷與估計，且存
貨之評價受國際金屬價格波動影響且價格變動幅度大，因此本會計師決定其為關鍵查核事
項。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取得管理階層編製之存貨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評估資
料，抽核估計售價資料至最近期銷售記錄；評估管理階層估計淨變現價值之依據及其合理
性等。
其他事項
上開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度之合併財務報告中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部分被投資公司財
務報告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合併財務報告所
表示之意見中, 有關該等公司財務報告所列之金額, 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 12 月 31 日對該等關聯企業採用權益法之投資金額分別為 5,358,441 仟元
及 4,956,947 仟元，分別占資產總額之 6.53%及 6.49%，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度所認列之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分別為 146,399 仟元及(243,151)仟元，分別占
稅前淨利之 4.34%及 15.23%。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業已編製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本會
計師分別出具無保留意見及修正式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
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
務報告，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告未存有導
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燁輝集團繼續經營之能力、相
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燁輝集團或停止營
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燁輝集團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
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
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
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
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
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
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
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
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
的非對燁輝集團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燁輝集團
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
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告
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
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
燁輝集團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告是否允
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告表示意
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團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
（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
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
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燁輝集團民國 105 年度合併財務報告
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
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
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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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公鑒:
查核意見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 12 月 31 日之個體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個體綜合損益表、個體權益變動表、個體現金流
量表，以及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請參閱其他
事項段)，上開個體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
足以允當表達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 12 月 31 日之個體財務狀況，暨
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個體財務績效及個體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
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
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5 年度個
體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
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茲對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05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之關鍵查核事項敘明如下：
一、 銷貨收入認列之時點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二十五)；收入認列之重要會計
估計及假設, 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五(二)1.；收入認列情形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六
(二十六)。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銷貨收入認列時點主要係確認貨物所有權及風險何時移轉與客戶。由於主要客戶之銷
售條件不盡相同，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須依客戶訂單之交易條件來判斷銷售予客戶之貨
物所有權及風險是否移轉。由於銷貨收入是否於正確時點認列，將對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之財務績效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本會計師將其認列為關鍵查核事項。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瞭解測試銷貨收入認列時點之主要內部控制設計及執
行之有效性；抽樣測試公司與主要客戶之交易條件，並執行截止日測試以確認收入認列時
點之適當性等。
二、存貨評價
有關存貨評價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二)；存貨評價之重要會計估計
及假設, 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五(二)5.；存貨評價情形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六(七)。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於 105 年 12 月 31 日存貨金額為 3,650,015 仟元(存貨成本總
額 3,652,353 仟元扣除備抵存貨跌價損失 2,338 仟元後之淨額) ，佔資產總額 7.57%，對
於存貨之評價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衡量，由於存貨淨變現價值之評估攸關重大判斷
與估計，且存貨之評價受國際金屬價格波動影響且價格變動幅度大，因此本會計師決定其
為關鍵查核事項。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取得管理階層編製之存貨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評估
資料，抽核估計售價資料至最近期銷售記錄；評估管理階層估計淨變現價值之依據及其合
理性等。
其他事項
上開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中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部分被投資公司財
務報告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個體財務報告所
表示之意見中, 有關該等公司財務報告所列之金額, 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 12 月 31 日對該等關聯企業採用權益法之投資金額分別為 4,422,752 仟元
及 3,808,043 仟元，分別占資產總額之 9.17%及 8.40%，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度所認列之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分別為 123,277 仟元及(189,732)仟元，分別占
稅前淨利之 4.09%及 17.82%。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
告，且維持與個體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
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
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燁輝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
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
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
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
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
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
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
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
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
的非對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燁輝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
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
提醒個體財務報告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
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
件或情況可能導致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告是否允
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
體財務報告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燁輝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
（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
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
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5 年度個
體財務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
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
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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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審查105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含個體財務報表)及
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
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
認為尚無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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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如上，敬請 鑒核。

此

致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一○六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孫金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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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說明

第十一條：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他人 第十一條：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他人 依據本公司審
作業程序
作業程序
計委員會職權
事項，新增文字
一、董事會之決議
一、董事會之決議
對單一企業之資金貸與額度，應先經 對單一企業之資金貸與額度，應先經 修訂
董事會決議同意後行之。於資金貸放 董事會決議同意後行之。於資金貸放
前，應審慎評估是是否符合本作業程 前，應審慎評估是否符合本作業程序
序之規定，併同財務部門之評估結果 之規定，併同財務部門之評估結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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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決定。
決定。但重大之資金貸與，應依相關
規定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董事會
本公司與子公司或子公司間之資金貸
與，應依前項規定提董事會決議，並 決議。
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對象於董事 本公司與子公司或子公司間之資金貸
會決議之一定額度及不超過一年之期 與，應依前項規定提董事會決議，並
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對象於董事
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第五條第 會決議之一定額度及不超過一年之期
一項第四款規定者外，公司或子公司 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對單一企業之資金貸與之授權額度不 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第五條第
得超過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一項第四款規定者外，公司或子公司
之十。
對單一企業之資金貸與之授權額度不
本公司於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 得超過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十。
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
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 本公司於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
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
會紀錄。
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
二、……….
會紀錄。
三、………
二、……….
三、………
第十二條：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作業 第十二條：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作業 依據本公司審
程序
程序
計委員會職權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決策單位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決策單位 事項，新增文字
修訂
及授權層級：
及授權層級：
(一)……

(一)……

(二)……

(二)……

(三)……

(三)……

(四)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若因業務
需要而有超過第九條規定之背書保證
限額必要時，則必須先經董事會決議
同意並由半數以上董事對公司超限可

(四)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若因業務
需要而有超過第九條規定之背書保證
限額必要時，應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後
送董事會決議並由半數以上董事對公

能產生之損失具名聯保，並修正本作
業程序，提報股東會追認，股東會不
同意時，應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內消
除超限部份。

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聯保，並
修正本作業程序，提報股東會追認，
股東會不同意時，應訂定計畫於一定
期限內消除超限部份。

二、本公司背書保證之辦理程序如下： 二、本公司背書保證之辦理程序如下：
(一)辦理背書保證時，財務單位應依 (一)辦理背書保證時，財務單位應依
背書保證對象之申請，逐項審核其資 背書保證對象之申請，逐項審核其資
格、額度是否符合本作業程序之規定 格、額度是否符合本作業程序之規定
及有無已達應公告申報標準之情事， 及有無已達應公告申報標準之情事，
並應分析背書保證對象之營運、財務 並應分析背書保證對象之營運、財務
及信用狀況等，以評估背書保證之風 及信用狀況等，以評估背書保證之風
險及作成記錄，必要時並應取得擔保 險及作成記錄，必要時並應取得擔保
品。於敘明相關背書保證內容、原因 品。於敘明相關背書保證內容、原因
及風險評估結果簽報董事長核准後提 及風險評估結果簽報董事長核准後提
董事會討論同意後為之；如仍在規定 董事會討論同意後為之；如仍在規定
之授權額度內，則由董事長依背書保 之授權額度內，則由董事長依背書保
證對象之信用程度及財務狀況逕行核 證對象之信用程度及財務狀況逕行核
決。
決。
(二)……
(三)……

重大之背書保證，應依相關規定經審
計委員會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四)……

(二)……

三、……

(三)……

四、……

(四)……
三、……
四、……

因應本公司業
一、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與他人 一、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與他人 務需求
者，公司應命該子公司依本準則規定 者，公司應命該子公司依本準則規定
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並應依 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並應依
所訂作業程序辦理。
所訂作業程序辦理。

第十四條：其他應行辦理事項：

第十四條：其他應行辦理事項：

二、子公司之對外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比照本公司訂定辦理。子公司並應於
每月五曰前將辦理背書保證之金額、
對象、期限等向本公司申報，惟如達
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訂之標準
時，則應立即通知本公司，俾便辦理
公告申報。

二、子公司之對外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比照本公司訂定辦理。子公司並應於
每月五曰前將辦理背書保證之金額、
對象、期限等向本公司申報，惟如達
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訂之標準
時，則應立即通知本公司，俾便辦理
公告申報。

三、每一營業年度內本公司及子公司 三、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本
之背書保證辦理情形及有關事項，應 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
記錄，如有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
提報次一年度股東會備查。
四、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本 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
記錄，如有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
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說明

第 七 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 第 七 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本處理程序或 配合實務運
本處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 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者，於提報董事會討 作，闡明文
事會通過者，於提報董事會討論時， 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或 宇定義
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 其他董事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
董事或其他董事有反對意見或保留 錄載明。
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重大資產或重大衍生性商品交易，應經審計委員會
重大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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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未經審計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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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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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設備，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
使用之機器設備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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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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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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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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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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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四、……

二、……
三、……

依金融監
督管理委
員會 106
年2月9
號金管證
發字第
10600012
96 號函之
規定

二、……
三、……
四、……
第十一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
券，除符合下列規定情事者外，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另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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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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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
報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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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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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除符合下
列規定情事者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
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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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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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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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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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公司法發起設立或募集設立而以現金出資
取得有價證券，且取得有價證券所表彰之權利與出
資比例相當。

(二)參與認購標的公司依相關法令辦理現金增資
(一)發起設立或募集設立而以現金 而按面額發行之有價證券。
出資取得有價證券者。
(三)參與認購轉投資百分之百之被投資公司辦理

依金融監
督管理委
員會 105
年 11 月 11
日金管證
發字第
10500445
04 號函之
規定

(二)參與認購標的公司依相關法令 現金增資發行之有價證券。
辦理現金增資而按面額發行之有價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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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券者。
(三)參與認購轉投資百分之百之被 (五)屬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投資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之有價 (六)境內外公募基金。
證券者。
(七)依證券交易所或櫃買中心之上市（櫃）證券標
(四)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 購辦法或拍賣辦法取得或處分上市（櫃）公司股
所買賣之上市、上櫃及興櫃有價證 票。
券。
(八)參與公開發行公司現金增資認股或於國內認
(五)屬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購公司債(含金融債券)，且取得之有價證券非屬私
券。
募有價證券者。
(六)海內外基金。
(九)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
(七)依證券交易所或櫃買中心之上 定於基金成立前申購國內私募基金者，或申購、買
市（櫃）證券標購辦法或拍賣辦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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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或處分上市（櫃）公司股票。
(八)參與公開發行公司現金增資認 外，餘與公募基金之投資範圍相同。
股而取得，且取得之有價證券非屬私
募有價證券者。
(九)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十
一條第一項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九十九年九月三日金管投字第０九
九００四二八三一號令規定於基金
成立前申購基金者。
(十)申購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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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金融監
督管理委
員會 106
年2月9
號金管證
發字第
10600012
96 號函之
規定
第十五條：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 第十五條：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依金融監
分不動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 督管理委
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 員會 106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買回、 年 2 月 9
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 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 號金管證
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先經審 發字第
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外，應 計委員會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通過，始得簽訂交 10600012
將下列資料，先經審計委員會同意， 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96 號函之
並提董事會決議通過，始得簽訂交易 一、……
規定
契約及支付款項：
第十二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 第十二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交
或無形資產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
上者，除與政府機構交易外，應於事 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
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 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
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 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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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二、……

三、……

三、……

四、……

四、……

五、……

五、……

六、……

六、……

七、……

七、……
第二十條：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第二十條：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採行下 因應本公司
業務需求
列風險管理措施：
易，應採行下列風險管理措施：
一、……

一、……

二、……

二、……

三、授權權限：
三、授權權限：
(一) 本公司所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一)交易性: (投資性)
如為交易性(投資性)之目的者，每筆 (以契約總額計算，非以保證金金額計算)
交易均需呈董事長核准後，始得進行 層 級 每日總金額 授權額度
授權額度說明
交易。
超過每日交易總金
美金 1,000
(二) 所從事之衍生性商品如為非交
額1,000萬元(不含)
萬元(不含)
無
1.董事會
易性(避險性)之目的者，依下列授權
以上
以上時，應先提董事
權限進行交易：(以契約總額計算，
會核准，始得交易
非以保證金金額計算)
2.董事長
董事會授權董事長
核准後提 美金1,000 美金3,000
層 級 每日總金額 累積淨額
於授權額度內先行
1.董事會 美金2,000萬 美金6,000萬 報最近期 萬元(含)以 萬元(含) 核准，再提最近董事
以下
元(不含)以 元(不含)以 董事會追 下
會追認
認之
上
上
美金 250 萬 美 金 750 超過授權額度應提
2.董事長核 美金2,000萬 美金6,000萬
3.董事長 元(含)以下 萬元(含) 董事會
准後提報最 元(含)以下 元(含)以下
以下
近期董事會
美金50
萬元
美 金 250 超過授權額度應呈
追認之
4.總經理 (含)以下 萬元(含) 董事長簽核
3.董事長 美金500萬元 美金1,500萬
以下
(含)以下
元(含)以下
(二)非交易性(避險性)
4.總經理 美金100萬元 美金500萬元
(以契約總額計算，非以保證金金額計算)
(含)以下
(含)以下
層 級 每日總金 授權額度 授權額度說明
四、……
額
五、……
1.董事會 美金2,000
無
超過每日交易總金
六、……
萬元(不
額2,000萬元(不含)
含)以上
以上時，應先提董事
七、……
會核准，始得交易
2.董事長 美金2,000 美金6,000 董事會授權董事長
核准後提 萬元(含) 萬元(含) 於授權額度內先行
報最近期 以下
以下
核准，再提最近董事
董事會追
會追認
認之
3.董事長 美金500 萬 美金1,500 超過授權額度應提
元( 含) 以 萬元(含) 董事會
下
以下

4.總經理 美金100 萬 美 金 500 超過授權額度應呈
元( 含) 以 萬元(含) 董事長簽核
下
以下
四、……
五、……
六、……
七、……
第二十三條：本公司辦理合併、分 第二十三條：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依金融監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 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師、律師 督管理委
會決議前，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 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 員會 106
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 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會討 年 2 月 9
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 論通過。但公司合併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 號金管證
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 發字第
示意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過。
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間之 10600012
合併，得免取得前開專家出具之合理性意見。
96 號函之
規定
依金融監
第三十二條：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第三十二條：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 督管理委
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 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 員會 106
年2月9
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 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號金管證
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逹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發字第
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 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 10600012
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逹公司實收資 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 96 號函之
規定
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 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附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
國內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
讓。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 五、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
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
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新臺幣
失上限金額。
五億元以上。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從事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
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買賣公債。
(一)買賣公債。
(二)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
(二)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三)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
業使用之機器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 一、 指每筆交易金額。
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
標的交易之金額。
元以上。
(四)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

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 開發計畫不動產之金額。
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有價證券之金額。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
一、 指每筆交易金額。

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程序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二、 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 本公司須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
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
三、 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
之金額。
予補正時，應於知悉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目重行公
四、 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告申報。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
額。
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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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本程序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
入。
本公司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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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
時有錯誤或缺漏時，應予補正應將全
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
第 十八 條：本公司設置董事七
七人，監
察人二人，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
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依公司法第一九
八條之規定選任之。任期均為三年，連
選均得連任, 且董事監察人最低持股比
例應符合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
本公司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
得具有下列關係之一：
一、配偶。
二、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修訂後
第 十八 條：本公司設置董事七
七人，採候
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
人，依公司法第一九八條之規定選任之。
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均得連任, 且董事最
低持股比例應符合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
本公司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
具有下列關係之一：
一、配偶。
二、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修訂說明
本公司依據證券
交易法第十四條
之四規定設置審
計委員會，取代本
章程有關於監察
人之相關修正。

本公司除經主管機關核准外,董事間應至
本公司除經主管機關核准外,監察人間或 少一席以上,不得具有前項各款關係之
監察人與董事間,應至少一席以上,不得 一。
具有前項各款關係之一。
本公司依據證券
交易法第十四條
之四規定設置審
計委員會，取代本
章程有關於監察
人之相關修正。
第二十一條：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或監 第二十一條：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依法 本公司依據證券
察人全體均解任時，依法補選，但補選 補選，但補選就任之董事任期，以補足 交易法第十四條
之四規定設置審
就任之董事或監察人之任期，以補足原 原任期限為限。
計委員會，取代本
任期限為限。
章程有關於監察
人之相關修正。
第二十二條：董事會每季至少召開一
第二十二條：董事會每季至少召開一次， 本公司依據證券
次，董事會召集時應載明事由，於七日 董事會召集時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 交易法第十四條
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遇有緊急情 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 之四規定設置審
事時，得隨時召集之。前項之召集得以 召集之。前項之召集得以書面、傳真或 計委員會，取代本
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之。 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之。董事長認為必 章程有關於監察
董事長認為必要時，或董事二人以上請 要時，或董事二人以上請求時得開臨時 人之相關修正。
求時得開臨時會，均由董事長召集之並 會，均由董事長召集之並為主席，董事
為主席，董事長不能執行職務時，由董 長不能執行職務時，由董事長指定一人
事長指定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時由董事 代理之，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
互推一人代理之。
之。
第 十九 條：董事監察人任期屆滿而不
及改選時，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
監察人就任時為止。但主管機關得依職
權限期令公司改選；屆期仍不改選者，
自限期屆滿時，當然解任。

第 十九 條：董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
時，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
止。但主管機關得依職權限期令公司改
選；屆期仍不改選者，自限期屆滿時，當
然解任。

第二十五條：監察人除依法執行職務
第二十五條：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 本公司依據證券
外，得列席董事會議陳述意見，但無表 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審計 交易法第十四條
決權。本公司自民國 102 年所選任之董 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之成員負責執行公 之四規定設置審
事監察人任期屆滿改選後，依據證券交 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規定監 計委員會，取代本
章程有關於監察
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 察人之職權。
會以取代監察人，由審計委員會或審計 本公司董事會得另設其他功能性委員會， 人之相關修正。
依據公司治理實
委員會之成員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
其組織規程由董事會核定之。
務守則第 27 條設
易法、其他法令暨本章程規定監察人之
置功能性委員
職權。審計委員會設置後，本章程有關
會，明定於章程。
監察人之規定，將不再適用。
第二十六條：董事、監察人之車馬費、
獨立董事之報酬及董事長、副董事長之
薪資,由董事會依相關同業及上市公司
水準議定,董事長、副董事長得依本公司
薪給待遇之相關規定支領其他給與，本
公司並得為全體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
保險。

第二十六條：董事之車馬費、獨立董事之
報酬及董事長、副董事長之薪資,由董事
會依相關同業及上市公司水準議定,董事
長、副董事長得依本公司薪給待遇之相關
規定支領其他給與，本公司並得為全體董
事購買責任保險。

本公司依據證券
交易法第十四條
之四規定設置審
計委員會，取代本
章程有關於監察
人之相關修正。

業務需求
第二十七條：本公司設總經理一人，其委 第二十七條：本公司設總經理一人，副總
經理若干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
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
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之。
定辦理之。

第 三十 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 第 三十 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
了，由董事會編造下列各項表冊，於股東 了，由董事會編造下列各項表冊，經審計
常會開會三十日前，送交監察人查核後， 委員會同意，再提董事會決議後，提請股
提請股東常會承認。
東常會承認。
1. 營業報告書。
1. 營業報告書。
2. 財務報表。
2. 財務報表。
3.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表之議案。

3.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表之議案。

第三十條之一：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所謂
獲利係指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
董監酬勞前之利益)，應提撥 0.2%以上為
員工酬勞，及 0.1%以下為董事及監察人
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
保留彌補數額。

第三十條之一 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所謂
獲利係指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
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應提撥 0.2%以上為
員工酬勞，及 0.1%以下為董事酬勞。但公
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
額。

本公司依據證券
交易法第十四條
之四規定設置審
計委員會，取代本
章程有關於監察
人之相關修正。

本公司依據證券
交易法第十四條
之四規定設置審
計委員會，取代本
章程有關於監察
人之相關修正。

第三十六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 第三十六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 增訂修正章程日
月三十日。

月三十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三年二月十七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三年二月十七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一月二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一月二十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三月十二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三月十二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五月九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五月九日。

期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十月六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十月六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四月十四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四月十四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六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六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七月二十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七月二十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十月二十九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十月二十九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四月十五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四月十五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十月七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十月七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五月二十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五月二十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三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三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十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十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十二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十二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三十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三十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八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八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八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八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六日。

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六日。

第三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三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三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 ○ 一 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三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 ○ 一 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三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 ○ 二 年六月二十日。

第三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 ○ 二 年六月二十日。

第三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 ○ 四 年六月十八日。

第三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 ○ 四 年六月十八日。

第三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 ○ 五 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三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 ○ 五 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三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 ○ 五 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三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 ○ 五 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四十次修正於民國一 ○ 六 年六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