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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Ｏ九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四、承認事項
五、討論事項
六、臨時動議
七、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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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Ｏ九年股東常會開會議程
時間：中華⺠國⼀Ｏ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上午九時。
地點：臺北市中山區植福路8號 (大直典華3樓金枝玉葉廳)。
⼀、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數）。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1﹑本公司108年度營業報告。
2﹑審計委員會審查108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3﹑本公司108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4﹑本公司之子公司惠州迪芬尼聲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開發行人
⺠幣普通股股票(A股)並申請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中小企業板上市進
度報告。
5﹑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報告。
四、承認事項：
1﹑本公司108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
2﹑本公司108年度盈餘分派案。
五、討論事項：
1﹑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2﹑擬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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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第⼀案：本公司108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108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8頁至第10頁附件⼀。
第二案：審計委員會審查108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11頁附件二。
第三案：108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敬請
說

鑒察。

明：⼀、本公司擬配發108年度員工酬勞為新台幣75,520,000元，董事酬勞為新台幣
26,430,000元。
二、依本公司章程第25規定，以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百
分之二至十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二為董事酬勞。本公司108年度稅前利益
為 新 台 幣 2,494,313,676 元 ， 調 整 回 員 工 酬 勞 及 董 事 酬 勞 之 金 額 為 新 台 幣
2,607,603,352元；上述擬配發員工酬勞佔其2.90%，擬配發董事酬勞佔其1.01%。
三 、 本 公 司 108 年 帳 載 數 員 工 酬 勞 為 新 台 幣 75,526,451 元 ， 董 事 酬 勞 為 新 台 幣
37,763,225元，擬配發數與帳載數差異金額分別為新台幣-6,451元及-11,333,225
元整，員工酬勞乃會計估計之差異所致，董事酬勞擬調降配發數係為董事共體
時艱，此差異金額爰依會計估計變動處理。

第四案：本公司之子公司惠州迪芬尼聲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次公開發⾏⼈⺠幣普通股股票(A
股)並申請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中小企業板上市進度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本公司之子公司惠州迪芬尼聲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惠州迪芬尼」) 向中國
證監會申請⾸次公開發⾏⼈⺠幣普通股股票（A 股）並申請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案，
業經本公司108年3月28日董事會及108年6月18日股東常會決議通過。惠州迪芬尼已於
108年12月27日完成向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遞交 A 股上市申請文件，本案目前受
理審查中。配合前述遞交上市申請文件之需，本公司董事⻑或其指定之⼈、及 / 或子
公司董事會或其授權之⼈ ( 依其情形適用之 )，業已本諸前述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授
權，簽署避免同業競爭協議、穩定股價承諾函等相關文件⼀併送交審理中
第五案：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為指南」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依據中華⺠國108年5月23日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證治理字第1080008378
號函及109年2月13日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證治理字第1090002299號
函，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為指南」部份條文。
二、「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為指南」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第12頁至
第15頁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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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認事項
第⼀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108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提請 承認。
說 明：本公司108年度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業已自行編製完竣，並委請「安侯建業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吳美萍會計師及于紀隆會計師查核竣事，上述財務報告連同營業報
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8頁至第10頁附件⼀及第16頁至第32頁附件四。
決 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108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說 明：⼀、本公司108年度稅後淨利新台幣2,134,870,687元，減本年度精算損益變動數新台幣
2,146,160元，減處分透過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損益結轉保留盈餘新
台幣52,698,379元，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208,002,615元，減提列股東權益減
項特別盈餘公積新台幣396,592,709元，加期初累積盈餘新台幣3,420,171,288元，可
供分配保留盈餘為新台幣4,895,602,112元，依公司章程之規定擬具108年度盈餘分
派案如下：
致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國108年度
項

單位：新台幣元

目

金 額

期初餘額

3,420,171,288

加：追溯適用新準則之調整數

0

調整後期初餘額

3,420,171,288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2,134,870,687

減：本年度精算損益變動數

2,146,160

減：處分透過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
資產損益結轉保留盈餘

52,698,379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208,002,615

減：提列股東權益減項特別盈餘公積

396,592,709

可供分配保留盈餘

4,895,602,112

分配項目：
預計發放現金股利每股新台幣2.4元

1,076,875,978

期末未分配保留盈餘
董事⻑：梁立省

3,818,726,134
經理人：梁立省

會計主管：張淑娟

註：1.上述每股股利係以 109 年 4 月 7 日之實際流通在外股數 448,698,324 股計算。
2.本次現金股利分配未滿⼀元之畸零股款列入公司其他收入。
3.本次盈餘分配之預計股息支付率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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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盈餘分派優先分配108年度盈餘。
三、本次股東現金股利計新台幣 1,076,875,978 元，每股預計配發新台幣 2.4 元，依除
息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之股東及其持有股份分配之；上述配發比率係依本公司截
至 109 年 4 月 7 日之實際流通在外總股數 448,698,324 股計算；待股東常會通過後，
擬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息基準日及相關事宜。
四、本次盈餘分派案若遇有限制員工權利新股達成既得條件、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
股轉讓或註銷等，致影響股東每股分配之股利比率時，則股東之配息比例，擬由
股東會授權董事會決議按除息基準日流通在外股數，依比例再行調整，敬請 承
認。
決 議：

討論事項
第⼀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提請 決議。
說 明：⼀、參酌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訂定之「○○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參考範例，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
二、「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第33頁至第34頁附件五。
決 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提請 決議。
說 明：⼀、 擬依據公司法第267條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佈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
券處理準則」等規定，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二、 預計發行總額：3,000,000股。
三、 預計發行價格：每股新台幣0元。
四、 發行條件：
(⼀) 既得條件:區分為A、B、C、D類四種，以績效達成為既得條件。
1. A 類既得條件
(1)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期滿⼀年仍在本公司任職、期滿日前⼀年度個人
績效與營運績效達本公司訂定之目標績效，得既得百分之三十股份。
(2)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期滿二年仍在本公司任職、期滿日前⼀年度個人
績效與營運績效達本公司訂定之目標績效，得既得百分之三十股份。
(3)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期滿三年仍在本公司任職、期滿日前⼀年度個人
績效與營運績效達本公司訂定之目標績效，得既得百分之四十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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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 類既得條件
(1)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期滿⼀年仍在本公司任職、期滿日前⼀年度個人
績效與營運績效達本公司訂定之目標績效，得既得百分之五十股份。
(2)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期滿二年仍在本公司任職、期滿日前⼀年度個人
績效與營運績效達本公司訂定之目標績效，得既得百分之五十股份。
3. C 類既得條件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期滿⼀年仍在本公司任職、期滿日前⼀年度個人績效
與營運績效達本公司訂定之目標績效，得既得百分之⼀百股份。
4. D類既得條件
(1)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期滿⼀年仍在本公司任職、期滿日前⼀年度個人
績效與營運績效達本公司訂定之目標績效，得既得百分之十五股份。
(2)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期滿二年仍在本公司任職、期滿日前⼀年度個人
績效與營運績效達本公司訂定之目標績效，得既得百分之十五股份。
(3)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期滿三年仍在本公司任職、期滿日前⼀年度個人
績效與營運績效達本公司訂定之目標績效，得既得百分之二十股份。
(4)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期滿四年仍在本公司任職、期滿日前⼀年度個人
績效與營運績效達本公司訂定之目標績效，得既得百分之二十股份。
(5)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期滿五年仍在本公司任職、期滿日前⼀年度個人
績效與營運績效達本公司訂定之目標績效，得既得百分之三十股份。
5. 前述「個人績效」係指各任職期間達到本公司績效評估與發展辦法之績效，
包含達到應有貢獻度及特殊功績，評核分數3以上。
6. 前述「營運目標績效」係為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各階段預定之既得日前⼀年度
本公司每股盈餘不低於NT$ 3元，及股東權益報酬率不低於12%。
(二) 發行股份之種類：本公司普通股新股。
(三) 員工未符既得條件時之處理：獲配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遇有未達既得條件
者，其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股份全數由本公司無償收回並予以註銷。
五、 員工資格條件及獲配之股數：
(⼀) 以本公司正式編制之全職員工為限。符合發放資格之員工將限於與本公司未
來成功發展相關之關鍵人員、個人表現對公司具相當價值、核心新進員工
等。但不包含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10%以上員工。
(二) 實際獲配之股數，將參酌職級、績效表現、整體貢獻及其它因素等，並考量
公司營運需求及業務發展策略所需。具經理人身份者，應先提報薪酬委員會
同意。
(三) 單⼀員工累計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股數，加計其認購本公司依「發行人募
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第⼀項發行之員工認股權憑證
之合計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0.3%。且加計本公司依「發行人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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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發⾏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六條第⼀項規定發⾏員⼯認股權憑證累計
給予單⼀認股權⼈得認購股數，不得超過已發⾏股份總數之1%。
六、 辦理本次限制員⼯權利新股之必要理由：為吸引及留任公司所需之優秀專業⼈
才，以共創公司成⻑、員⼯及股東⻑期利益。
七、 可能費用化之金額：若以每股40元考量精算假設預估，每年分攤之費用化金額，
於109年度、110年度、111年度、112年度、113年度、114年度、115年度，其金
額分別為： 2,916,667 元、47,366,667 元、 37,983,333 元、20,066,667 元、7,066,667
元、3,400,000元、1,200,000元，合計共120,000,000元。
八、 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及其他對股東權益影響事項:若以每股40元考量精算假
設預估，每年對每股盈餘稀釋情形於109年度、110年度、 111年度、112年度、113
年度、114年度、115年度分別為：0.01 元、0.10元、0.08元、0.04元、0.02元、0.01
元、0.00元。
九、 員⼯獲配或認購新股後未達既得條件前受限制之權利：本次發⾏之限制員⼯權利
股票 ，相關限制及重要約定事項或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及本公司訂定之發⾏
辦法辦理。
⼗、 其他重要約定事項(含股票信託保管等)：本公司發⾏之限制員⼯權利新股，得以股
票信託保管之方式辦理。
⼗⼀、 其他應敘明事項：
(⼀) 本公司為⻑期留才考量，發⾏限制員⼯權利新股以A、D類既得條件為主，除
非因符合下列因素始得發⾏B、C類既得條件，並均需經由薪酬委員會同意。
1.關鍵⼈才聘僱約定。
2.特殊緊急留才目的(留任與公司發展相關之關鍵技術或製程相關的技術⼈
才、與公司發展相關且具高度營運影響力之管理者)
本公司最近五次(106年~108年)所發⾏之限制員⼯權利新股，其中A類占發⾏
總數之96%； B類及C類限制員⼯權利新股，僅分別占1%及3%；D類為本次
新增。
(二) 本次發⾏限制員⼯權利新股所訂各項條件，如經主管機關指示、相關法令規
則修正，或因應金融市場狀況或客觀環境需修訂或修正時，授權董事⻑修訂
發⾏辦法，並報提董事會追認後始得發⾏。
(三) 以109年3月19日已發⾏股份總數448,730,824股計算，此3,000,000股將占本公
司已發⾏股份總數 0.67 %。
決 議：

臨時動議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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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營業報告書

回顧 108 年，全球市場瀰漫著不穩定的氛圍，重要事件例如英國脫歐、中美貿易爭端、美
國經濟可能衰退、以及全球政治與社會動盪等，使得企業經營面臨極嚴峻的外在環境挑戰。另
⼀方面，在新興科技加速擴大於各項產品應用之推動下，各類消費性電子產品持續推陳出新，
卻也為企業帶來更多潛在商機。
致伸科技在 108 年充分掌握到此市場趨勢，⼀方面維持穩健的公司經營策略，同時藉由聚
焦聽覺與視覺相關產品研究開發之核心競爭力，保持穩定深化之客戶關係，在當年度營收的增
⻑及產品組合優化上，繳出了十分亮眼的成績單。
在業務經營上，子公司迪芬尼的聲學產品受惠於智慧音箱、智慧耳機及 TWS(真無線藍芽耳
機)產品之需求強勁，加上高階聲學客戶更多技術整合的需求，迪芬尼之營收於 108 年持續獲得
大幅成⻑；⽽致伸在光學產品應用上，⾞用相機模組保持穩定之供貨及優異的品質良率，持續
深化與主要國際⾞廠之合作關係，協助於智慧駕駛之零組件開發，以分散手機市場的風險。在
電腦週邊產品的開發，致伸亦藉由客製化發光技術及其應用導入，協助客戶在市場推出差異化
之電競產品，維持營收及獲利之穩定貢獻。
108 年對於致伸科技之製造生產布局，亦為相當重要的年度。除持續推展工業 4.0 之製造升
級外，推動區域製造以分散風險，決定於中國大陸之外，設立泰國生產據點，並將於 109 年度
投產出貨貢獻集團營收。
以下為本公司 108 年度的經營狀況報告。
⼀、108 年度營業結果
(⼀) 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108年度全球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80,649,608仟元，與107年度之新
台幣64,811,408仟元相比，成⻑24.4%。108年度合併稅後淨利為新台幣2,262,919仟
元，與107年度之新台幣1,913,975仟元相比，成⻑約18.2%。
(二) 財務收支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8年度

107年度

變動金額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6,628,011

1,786,951

4,841,060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3,578,919)

(2,917,352)

(661,567)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1,098,408)

(1,539,774)

44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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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108年度

107年度

股東權益報酬率 (%)

15.36

13.69

營業利益佔實收資本比率 (%)

61.59

43.41

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比率 (%)

64.96

52.84

純益率 (%)

2.81

2.95

每股盈餘 (元)

4.80

4.12

(四) 研究發展狀況
為 持 續強 化 本公 司的研 發與技 術競爭優勢，本 公司於 108年 度投入 新台幣
2,968,221仟元之研究發展費用，用於新產品與新技術的開發設計以及生產製程的提
昇與改善。
二、經營方針與發展策略
於業務發展上，109年重心為持續深化以技術優勢為導向的業務開發，聚焦於提升聽
覺與視覺相關技術的核心競爭力，持續發展聲學、光學與人機介面相關的新產品應用，
提升市場份額。迪芬尼的聲學產品，108年已逐步成為集團的營收及獲利重心，後續將著
重於產品品質及效能的提升與持續切入新產品的技術研發及整合。其中智慧音箱、智慧
耳機、真無線耳機等需求在109年預期仍持續成⻑，迪芬尼將積極爭取中高階相關產品的
導入機會，維持並擴大市場領先優勢。
在光學產品開發上，包括行動裝置、數位家庭、人工智慧及物聯網之趨勢發展所帶
來之技術應用已逐漸成熟，致伸將積極擴展新的相機模組應用領域，包括生物辨識應用、
智慧駕駛系統等，並在視覺影像之軟硬體上持續開發新功能及製程，如結構光3D感測、
多鏡頭之主動調焦、影像處理軟體等，進⽽切入智能監控與智慧家庭等相關產品。
⽽以人機介面為基礎的電腦週邊事業群，109年除持續穩固電競相關產品之營收與獲
利拓展，同時藉由致伸已蓄積的技術與設計能量，將可因應新市場趨勢與客戶需求，並
整合集團內具備的視覺和聽覺技術能力，開發智慧家庭之相關產品如門鎖、監控及安全
系統等，主動協助品牌客戶導入新的產品技術，將產品領域從電腦世代延伸至萬物聯網。
在生產製造管理上，109年本公司將持續以智慧製造及工業4.0思維引導下積極進行製
造能力升級，並針對自動化製程進行重點導入，善用大數據和人工智慧大幅提升製造訊
息的判斷與運用，期能達到製造成本的降低、製造良率的提升及產能利用的優化。針對
泰國製造基地，109年亦會加速生產導入，在維持產品良率與品質之高標準下，建立中國
大陸以外的規模生產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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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年，全球景氣仍會受到中美貿易戰、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所影響，然本公司
著眼於亞洲持續作為全球市場及供應鏈的主要區塊，後續將搭配工業4.0推導的進程，輔
以區域製造布局，無畏嚴峻的市場挑戰，迎向下⼀波技術再造的機會。

董事⻑暨總經理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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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立省

張淑娟

【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國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告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
務報告嗣經委任「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告及盈餘分派議案業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符合公司
法及相關法令規定，爰依公司法第219條之規定報告如上。

敬請 鑒核
此致
致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古台昭

中

華

⺠

國

1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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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1

0

日

【附件三】

致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第六條（專責單位及職掌）

現行條文
第六條（專責單位）

條文說明及
修正緣由
參酌「上市上

本公司應指定人力資源處為專責單位（以下 本公司應指定人力資源處為專責單位（以下 櫃公司誠信
簡稱本公司專責單位）
，隸屬董事會，辦理

簡稱本公司專責單位）
，隸屬董事會，辦理

經營守則」第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之修訂、執行、解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之修訂、執行、解

七條、第十七

釋、諮詢服務暨通報內容登錄建檔等相關作 釋、諮詢服務暨通報內容登錄建檔等相關作 條第二項及
業及監督執行，主要職掌下列事項，並應定 業及監督執行，主要職掌下列事項，並應定 第二十條之
期(⾄少⼀年⼀次)向董事會報告：

期向董事會報告：

「風險評

⼀、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公司經營策 ⼀、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公司經營策 估」
，修正本
略，並配合法令制度訂定確保誠信經營

略，並配合法令制度訂定確保誠信經營 條第二項內

之相關防弊措施。

之相關防弊措施。

容。並配合

二、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及其風險評估 二、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並於各方案 「○○股份
機制，定期分析及評估風險，依據風險

內訂定工作業務相關標準作業程序及

有限公司誠

評估結果，必要時得委請相關單位併同

行為指南。

信經營作業

內控作業執行查核，並於各方案內訂定

三、規劃內部組織、編制與職掌，對營業範 程序及行為

工作業務相關標準作業程序及行為指

圍內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

指南」參考範

南。

動，安置相互監督制衡機制。

例第五條修

三、規劃內部組織、編制與職掌，對營業範 四、誠信政策宣導訓練之推動及協調。
圍內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

五、規劃檢舉制度，確保執行之有效性。

安置相互監督制衡機制。

六、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及評估落實

四、誠信政策宣導訓練之推動及協調。

誠信經營所建立之防範措施是否有效

五、規劃檢舉制度，確保執行之有效性。

運作，並定期就相關業務流程進行評估

六、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及評估落實

遵循情形，作成報告。

誠信經營所建立之防範措施是否有效運

前項第六款之事項，本公司專責單位得視實

作，並定期就相關業務流程進行評估遵

際需求，轉由其他單位協助。

循情形，作成報告。
前項第六款之事項，本公司專責單位得視實
際需求，轉由其他單位協助。
七、製作及妥善保存誠信經營政策及其遵循
聲明、落實承諾暨執行情形等相關文件化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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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標題，及新
增條文內容。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條文說明及
修正緣由

第十條（政治獻金之處理程序）

第十條（政治獻金之處理程序）

修正本條第

本公司秉持政治中立原則，不涉入政治活

本公司秉持政治中立原則，不涉入政治活

⼀及第四項

動，亦不對政黨或參與政治活動之組織或個 動，亦不對政黨或參與政治活動之組織或個 文字。
人直接或間接提供捐獻（以下簡稱政治獻

人直接或間接提供捐獻（以下簡稱政治獻

金）
。惟若有影響公司經營之重大事由而有

金）。惟若有影響公司經營之重大事由而有

提供政治獻金之必要，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提供政治獻金之必要，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於陳報最高營運主管核准並知會公司專責

於陳報最高營運主管核准並知會公司專責

單位。其金額達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應提 單位。其金額達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應提
報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報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應確認係符合政治獻金收受者所在國家 ⼀、應確認係符合政治現金收受者所在國家
之政治獻金相關法規，包括提供政治獻

之政治獻金相關法規，包括提供政治獻

金之上限及形式等。

金之上限及形式等。

二、決策應做成書面紀錄。

二、決策應做成書面紀錄。

三、政治獻金應依法規及會計相關處理程序 三、政治獻金應依法規及會計相關處理程序
予以入帳。

予以入帳。

四、提供政治獻金時，應避免與政府相關單 四、提供政治獻金時，應避免與政府相關單
位從事商業往來、申請或辦理其他涉及

位從事商業往來、申請取或辦理其他涉

公司利益之事項。

及公司利益之事項。

第十二條（利益迴避）

第十二條（利益迴避）

配合「○○股

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及其他出席或列席董事 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及其他出席或列席董事 份有限公司
會之利害關係人對董事會會議事項，與其自 會之利害關係人對董事會所列議案，與其自 誠信經營作
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 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 業程序及行
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 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 為指南」參考
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 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 範例第十⼀
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 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 條修正與新
董事行使其表決權。董事間亦應自律，不得 董事行使其表決權。董事間亦應自律，不得 增條文內容。
不當相互支援。

不當相互支援。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 本公司人員於執行公司業務時，發現與其自
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前項會議之事項有 身或其所代表之法人有利害衝突之情形，或
利害關係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利害 可能使其自身、配偶、⽗⺟、⼦女或與其有
關係。

利害關係人獲得不正當利益之情形，應將相

本公司人員於執行公司業務時，發現與其自 關情事同時陳報直屬主管及本公司專責單
身或其所代表之法人有利害衝突之情形，或 位，直屬主管應提供適當指導。
可能使其自身、配偶、⽗⺟、⼦女或與其有 本公司人員不得將公司資源使用於公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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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條文說明及
修正緣由

利害關係人獲得不正當利益之情形，應將相 外之商業活動，且不得因參與公司以外之商
關情事同時陳報直屬主管及本公司專責單

業活動而影響其工作表現。

位，直屬主管應提供適當指導。
本公司人員不得將公司資源使用於公司以
外之商業活動，且不得因參與公司以外之商
業活動而影響其工作表現。
第十六條（禁止內線交易及保密協定）

第十六條（保密協定）

配合「○○股

本公司人員應遵守證券交易法之規定，不得 本公司人員應遵守證券交易法之規定，不得 份有限公司
利用所知悉之未公開資訊從事內線交易，亦 利用所知悉之未公開資訊從事內線交易，亦 誠信經營作
不得洩露予他人，以防止他人利用該未公開 不得洩露予他人，以防止他人利用該未公開 業程序及行
資訊從事內線交易。參與本公司合併、分

資訊從事內線交易。參與本公司合併、分

為指南」參考

割、收購及股份受讓、重要備忘錄、策略聯 割、收購及股份受讓、重要備忘錄、策略聯 範例第十五
盟、其他業務合作計畫或重要契約之其他機 盟、其他業務合作計畫或重要契約之其他機 條修正標題。
構或人員，應與本公司簽署保密協定，承諾 構或人員，應與本公司簽署保密協定，承諾
不洩露其所知悉之本公司商業機密或其他

不洩露其所知悉之本公司商業機密或其他

重大資訊予他人，且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使 重大資訊予他人，且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使
用該資訊。

用該資訊。

第十七條（遵循及宣示誠信經營政策）

第十七條（對外宣示誠信經營政策）

本公司董事與高階管理階層應簽署遵循誠

本公司應於內部規章、年報、公司網站或其 份有限公司

配合「○○股

信經營政策之聲明文件，由本公司專責單位 他文宣上揭露誠信經營政策，並適時於供應 誠信經營作
予以妥善保存，並於僱用條件要求受僱人遵 商會議、法人說明會等對外活動上宣示，使 業程序及行
守誠信經營政策。

其供應商、客戶或其他業務相關機構與人員 為指南」參考

本公司應於內部規章、年報、公司網站或其 均能清楚瞭解本公司誠信經營理念與規範。 範例第十六
他文宣上揭露誠信經營政策，並適時於供應

條修正標

商會議、法人說明會等對外活動上宣示，使

題，及新增條

其供應商、客戶或其他業務相關機構與人員

文內容。

均能清楚瞭解本公司誠信經營理念與規範。
第二十二條 (檢舉程序及獎勵制度)

第二十二條 (檢舉程序及獎勵制度)

參酌「上市上

本公司鼓勵內部及外部人員檢舉不誠信行

本公司鼓勵內部及外部人員檢舉不誠信行

櫃公司誠信

為或不當行為，依其檢舉情事之情節輕重， 為或不當行為，依其檢舉情事之情節輕重， 經營守則」第
經專責單位決議後進行獎勵：

經專責單位決議後進行獎勵：

二十三條第

⼀、經確認檢舉情事屬實後，酌發新臺幣⼀ ⼀、經確認檢舉情事屬實後，酌發新臺幣⼀ 三項允許匿
千元獎金。

千元獎金。

名檢舉，修正

二、若檢舉情事造成公司實際損失，則加發 二、若檢舉情事造成公司實際損失，則加發 本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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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新台幣三千元以上獎金。

新台幣三千元以上獎金。

條文說明及
修正緣由
檢舉資訊之

三、內部人員得同時進行記功嘉獎。但如有 三、內部人員得同時進行記功嘉獎。但如有 內容，原第二
虛報或惡意指控之情事，應予以紀律處

虛報或惡意指控之情事，應予以紀律處 項第二⾄第

分，情節重大者應予以革職。

分，情節重大者應予以革職。

本公司於公司網站及內部網站建立並公告

本公司於公司網站及內部網站建立並公告

三款調整為
第⼀⾄第二

內部獨立檢舉信箱、專線，檢舉人應⾄少提 內部獨立檢舉信箱、專線，檢舉人應⾄少提 款
供下列資訊：

供下列資訊：

⼀、被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被檢舉 ⼀、檢舉人之姓名、身分證號碼及可聯絡到
人身分特徵之資料。
二、可供調查之具體事證

檢舉人之電話、電⼦信箱。
二、被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被檢舉
人身分特徵之資料。
三、可供調查之具體事證。

第二十四條（內部宣導、建立獎懲、申訴制 第二十四條（建立獎懲、申訴制度及紀律處 配合「○○股
度及紀律處分）

分）

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專責單位應定期舉辦內部宣導，安排 本公司專責單位應定期舉辦內部宣導，安排 誠信經營作
高階管理階層向董事、受僱人及受任人傳達 高階管理階層向董事、受僱人及受任人傳達 業程序及行
誠信之重要性。

誠信之重要性。

為指南」參考

本公司應將誠信經營納入員工行為規範與

本公司應將誠信經營納入員工行為規範與

範例第二十

人力資源政策中，設立明確有效之獎懲及申 人力資源政策中，設立明確有效之獎懲及申 三條修正標
訴制度。

訴制度。

本公司對於本公司人員違反誠信行為情節

本公司對於本公司人員違反誠信行為情節

題。

重大者，應依相關法令或公司人事辦法予以 重大者，應依相關法令或公司人事辦法予以
解任或解僱。
解任或解僱。
本公司應於公司內部網站揭露違反誠信行

本公司應於公司內部網站揭露違反誠信行

為之人員職稱、姓名、違反日期、違反內容 為之人員職稱、姓名、違反日期、違反內容
及處理情形等資訊。
及處理情形等資訊。
第二十五條 (施行)

第二十五條 (施行)

修訂本條辦

… … （略）

… … （略）

法修訂日

本辦法訂立於⺠國 101 年 3 月 20 日。

本辦法訂立於 101 年 3 月 20 日。

第⼀次修訂於⺠國 104 年 7 月 7 日。

本辦法修訂於 104 年 7 月 7 日。

第二次修訂於⺠國 108 年 8 月 14 日。
第三次修訂於⺠國 109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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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ਡ!ൔ!!

ठ՜ࣽިמҽԖज़Ϧљဠ٣! Ϧ᠙Ǻ!!
ਡཀ!ـ
ठ՜ࣽިמҽԖज़Ϧљ҇୯ɄΖԃϷɄΎԃΜΒДΟΜВϐၗౢॄ߄Ǵᄤ҇୯
ɄΖԃϷɄΎԃДВԿΜΒДΟΜВϐᆕӝཞ߄ǵᡂ߄Ϸߎࢬໆ߄ǴаϷঁ
ᡏ୍ൔߕຏ)хࡴख़εीࡹ༼ᕴ*Ǵҁीৣਡฺ٣Ƕ!
٩ҁीৣϐཀـǴ୷ܭҁीৣϐਡ่݀Ϸځдीৣϐਡൔ)ፎୖ᎙ځд٣
ࢤ*Ǵ໒ঁᡏ୍ൔӧ܌Ԗख़εБय़߯٩ྣچวՉΓ୍ൔጓᇙྗ߾ጓᇙǴىаϢ߄
ၲठ՜ࣽިמҽԖज़Ϧљ҇୯ɄΖԃϷɄΎԃΜΒДΟΜВϐ୍ݩރǴᄤ҇୯ɄΖԃ
ϷɄΎԃДВԿΜΒДΟΜВϐ୍ᕮਏᆶߎࢬໆǶ!
ਡཀـϐ୷ᘵ!
ҁीৣ߯٩ྣीৣਡᛝ୍ൔ߄ೕ߾ϷϦᇡቩीྗ߾ՉਡπբǶҁी
ৣܭ၀ྗ߾ΠϐೢҺஒܭीৣਡঁᡏ୍ൔϐೢҺࢤᇥܴǶҁीৣ܌ᗧឦ٣୍
ڙ܌ᐱҥ܄ೕጄϐΓς٩ीৣᙍၰቺೕጄǴᆶठ՜ࣽިמҽԖज़ϦљߥຬฅᐱҥǴ٠ቬ
Չ၀ೕጄϐځдೢҺǶ୷ܭҁीৣϐਡ่݀ϷځдीৣϐਡൔǴҁीৣ࣬ߞςڗள
ىϷϪϐਡᏵǴаբࣁ߄Ңਡཀـϐ୷ᘵǶ!
ځд٣!
ӈΕठ՜ࣽިמҽԖज़Ϧљ௦Ҕݤϐϩၗ୍ൔ҂ҁीৣਡǴԶ߯җځ
дीৣਡǴӢԜǴҁीৣჹ໒ঁᡏ୍ൔ߄܌ҢϐཀـύǴଞჹߚҁीৣਡ୍
ൔ܌ӈϐߎᚐ߯٩ᏵځдीৣϐਡൔǶ҇୯ɄΖԃϷɄΎԃΜΒДΟΜВᇡӈ
ॊ௦ҔݤϐၗߎᚐǴϩձ՞ၗౢᕴᚐϐʘϷʘǴ҇୯ɄΖԃϷɄΎԃДВԿ
ΜΒДΟΜВ܌ᇡӈ௦ҔݤϐηϦљճҽᚐϩձ՞ิࡕృճϐʘϷʘǶ!
ᜢᗖਡ٣!
ᜢᗖਡ٣߯ࡰ٩ҁीৣϐղᘐǴჹठ՜ࣽިמҽԖज़Ϧљ҇୯ɄΖԃࡋঁᡏ
୍ൔϐਡനࣁख़ाϐ٣Ƕ၀٣ςܭਡঁᡏ୍ൔᡏϷԋਡཀـϐၸำύ
ϒаӢᔈǴҁीৣ٠όჹ၀٣ൂᐱ߄ҢཀـǶҁीৣղᘐᔈྎ೯ӧਡൔϐᜢᗖ
ਡ٣ӵΠ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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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Ӹຑሽ!
ԖᜢӸीࡹፎ၁ߕຏѤ)Ύ*ǹीीϷଷόዴ܄ۓፎ၁ߕຏϖǹӸܴಒ
Ϸᡂፎ၁ߕຏϤ)ϖ*܌ॊǶ!
ᜢᗖਡ٣ϐᇥܴǺ!
ठ՜ࣽިמҽԖज़ϦљӸ߯аԋҁᆶృᡂሽॶஉեᑽໆǶҗמࣽܭ؎ඤೲࡋ
זǴЪཥౢࠔϷғౢ׳ೌמཥёૈᡣޣሡวғख़εׯᡂǴᏤठӸృᡂሽॶ
ीሡһᒘᆅ໘ቫޑЬᢀղᘐǴ߯ឦڀόዴ܄ۓϐीीǶӢԜǴӸຑሽࣁҁीৣ
Չठ՜ࣽިמҽԖज़Ϧљঁᡏ୍ൔਡϐख़ाਡ٣Ƕ!
ӢᔈϐਡำׇǺ!
ҁीৣჹӸຑሽ܌ՉϐЬाਡำׇхࡴǺᕕှठ՜ࣽިמҽԖज़Ϧљ܌௦Ҕ
ϐӸຑሽࡹǴ٠ᔠຎࢂځցςࡪࡽۓϐीࡹՉǹܜኬᔠӸស҅ޑዴ܄٠
ϩӸសᡂϯǹܜኬᔠຎӸයࡕᎍ୧ݩރǴаຑӸഢܢຑሽीϐӝ܄Ƕ!
Βǵ௦Ҕݤϐၗ!
Ԗᜢ௦Ҕݤϐၗϐीࡹፎ၁ߕຏѤ)Ζ*ǹीीϷଷόዴ܄ۓፎ၁ߕ
ຏϖǶ!
ᜢᗖਡ٣ϐᇥܴǺ!
ठ՜ࣽިמҽԖज़Ϧљჹ௦ҔݤϐηϦљǴ٩၀ηϦљ܌ᔼ୍ጄൎϷ܄፦Ǵ
ҽηϦљϐӸృᡂሽॶीሡһᒘᆅ໘ቫޑЬᢀղᘐǴ߯ឦڀόዴ܄ۓϐी
ीǴЪቹៜηϦљϐᔼၮ่݀ǴӢԜǴҁीৣஒ௦ҔݤϐηϦљ୍ൔύԖᜢӸ
ృᡂሽॶीӈࣁख़ाਡ٣Ƕ!
ठ՜ࣽިמҽԖज़Ϧљϩձ҇ܭ୯ɄΟԃࡋၸηϦљ'LDPRQG &D\PDQ  +ROGLQJV
/WGٳᖼ7\PSKDQ\:RUOGZLGH(QWHUSULVHV/WGϷ҇ܭ୯ɄΖԃΎДӢ$/7,QWHUQDWLRQDO&R
/WG &D\PDQ ϐިܿᖏਔύ҂ڗளၸъဠ٣ৢԛǴԶ഼ѨڋΚǴࡺஒ$/7 ,QWHUQDWLRQDO
&R/WG &D\PDQ იຎࣁೀϩࡕख़ᖼǴԶаϦϢሽॶΕǶӢॊٿҬܰᒣᇡр៉ǵ
ਸೌמϷ࠼Њᜢ߯ϐคၗౢǴӢ၀ηϦљϷᜢᖄҾౢඳڙѱᕉნӢનԶݢ
ǴЪ෧ཞीڀόዴ܄ۓϐीीǴӢԜǴҁीৣஒॊ௦ҔݤϐηϦљϷᜢ
ᖄҾӢԏᖼԶᇡӈ࣬ᜢคၗౢϐ෧ཞຑӈࣁख़ाਡ٣Ƕ!
ӢᔈϐਡำׇǺ!
ҁीৣჹ௦ҔݤϐၗԖᜢӸຑሽी܌ՉϐЬाਡำׇፎ၁ᜢᗖਡ
٣ǵӸຑሽǶќǴηϦљύԖᜢ7\PSKDQ\:RUOGZLGH(QWHUSULVHV/WGϷځηϦљ߯җ
ځдीৣ܌ਡǴҁीৣϩձวрਡࡰҢڄᆶ၀ਡΓྎ೯ॊᜢᗖਡ٣Ǵ
٠ڗளځ٩ਡࡰҢڄӣᙟϐӚЎҹǶ!
ҁीৣჹ௦ҔݤϐၗԖᜢคၗౢ෧ཞी܌ՉϐЬाਡำׇхࡴǺຑ
ᆅ໘ቫᒣᇡᆶคၗౢ࣬ᜢϐߎౢғൂՏϷځϣѦ෧ཞၞຝǵڗள࠼ЊૼہѦ
ৎрڀϐคၗౢ᠘ሽൔǵૼہ٣୍܌ϣৎᙟਡ၀᠘ሽൔ٠ຑ܌ځ٬Ҕϐຑ
ሽБԄϷځӚୖኧᆶଷϐӝ܄ǵ٩Ᏽჴሞᔼၮ่݀ຑၸѐ܌բႣෳޑၲԋǴ
٠ଞჹځ෧ཞෳ၂ीᆉԖᜢϐଷՉ௵གࡋϩǴϷຑࢂցςܭ୍ൔඟ៛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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ᆅ໘ቫᆶݯൂՏჹঁᡏ୍ൔϐೢҺ!
ᆅ໘ቫϐೢҺ߯٩ྣچวՉΓ୍ൔጓᇙྗ߾ጓᇙϢ߄ၲϐঁᡏ୍ൔǴЪᆢ
ᆶঁᡏ୍ൔጓᇙԖᜢϐѸाϣڋǴаዴߥঁᡏ୍ൔ҂ӸԖᏤӢܭᆸᄄ܈ᒱᇤϐख़
εόჴ߄ၲǶ!
ܭጓᇙঁᡏ୍ൔਔǴᆅ໘ቫϐೢҺҭхࡴຑठ՜ࣽިמҽԖज़Ϧљᝩុᔼϐૈ
Κǵ࣬ᜢ٣ϐඟ៛ǴаϷᝩុᔼी୷ᘵϐ௦ҔǴନߚᆅ໘ቫཀკమᆉठ՜ࣽިמҽԖज़
Ϧљ܈ଶЗᔼǴ܈ନమᆉ܈ଶѦձคჴሞёՉϐځдБਢǶ!
ठ՜ࣽިמҽԖज़ϦљϐݯൂՏ)֖ቩीہ*ॄԖᅱ࿎୍ൔᏤࢬำϐೢҺǶ!
ीৣਡঁᡏ୍ൔϐೢҺ!
ҁीৣਡঁᡏ୍ൔϐҞޑǴ߯ჹঁᡏ୍ൔᡏࢂցӸԖᏤӢܭᆸᄄ܈ᒱᇤϐ
ख़εόჴ߄ၲڗளӝዴߞǴ٠рڀਡൔǶӝዴߞ߯ଯࡋዴߞǴோ٩ྣϦᇡቩीྗ߾
ՉϐਡπբคߥݤѸૈୀрঁᡏ୍ൔӸԖϐख़εόჴ߄ၲǶόჴ߄ၲёૈᏤӢܭᆸᄄ
܈ᒱᇤǶӵόჴ߄ၲϐঁձߎᚐ༼܈ᕴኧёӝႣයஒቹៜঁᡏ୍ൔ٬Ҕ܌ޣբϐᔮ،Ǵ
߾ᇡࣁڀԖख़ε܄Ƕ!
ҁीৣ٩ྣϦᇡቩीྗ߾ਡਔǴၮҔղᘐ٠ߥϐᚶᅪǶҁीৣҭ
ՉΠӈπբǺ!
ᒣᇡ٠ຑঁᡏ୍ൔᏤӢܭᆸᄄ܈ᒱᇤϐख़εόჴ߄ၲ॥ᓀǹჹ܌ຑϐ॥ᓀीϷՉ
ϐӢᔈჹǹ٠ڗளىϷϪϐਡᏵаբࣁਡཀـϐ୷ᘵǶӢᆸᄄёૈੋϷӅᒉǵ
ଵǵࡺཀᒪᅅǵόჴᖂܴⷢ܈ຫϣڋǴࡺ҂ୀрᏤӢܭᆸᄄϐख़εόჴ߄ၲϐ॥ᓀଯܭ
ᏤӢܭᒱᇤޣǶ!
ჹᆶਡױᜢϐϣڗڋளѸाϐᕕှǴаीਔݩΠϐਡำׇǴோځҞߚޑჹ
ठ՜ࣽިמҽԖज़ϦљϣڋϐԖਏ߄܄ҢཀـǶ!
ຑᆅ໘ቫ܌௦Ҕीࡹϐ܄ǴϷ܌ځբीीᆶ࣬ᜢඟ៛ϐӝ܄Ƕ!
٩Ᏽڗ܌ளϐਡᏵǴჹᆅ໘ቫ௦Ҕᝩុᔼी୷ᘵϐ܄ǴаϷ٬ठ՜ࣽިמҽԖ
ज़ϦљᝩុᔼϐૈΚёૈౢғख़εᅪቾϐ٣ҹ܈ࢂݩցӸӧख़εόዴ܄ۓǴբр่ፕǶҁ
ीৣऩᇡࣁ၀٣ҹ܈ݩӸӧख़εόዴ܄ۓǴ߾ܭਡൔύගᒬঁᡏ୍ൔ٬Ҕޣ
ݙཀঁᡏ୍ൔϐ࣬ᜢඟ៛Ǵܭ܈၀ඟ៛߯ឦόਔঅ҅ਡཀـǶҁीৣϐ่ፕ߯
аᄒԿਡൔВڗ܌ளϐਡᏵࣁ୷ᘵǶோ҂ٰ٣ҹ܈ݩёૈᏤठठ՜ࣽިמҽԖज़Ϧ
љόӆڀԖᝩុᔼϐૈΚǶ!
ຑঁᡏ୍ൔ)хࡴ࣬ᜢߕຏ*ϐᡏ߄ၲǵ่ᄬϷϣǴаϷঁᡏ୍ൔࢂցϢ߄ၲ
࣬ᜢҬܰϷ٣ҹǶ!
ჹܭ௦ҔݤϐၗϦљϐ୍ၗૻڗளىϷϪϐਡᏵǴаჹঁᡏ୍ൔ߄Ң
ཀـǶҁीৣॄೢਡਢҹϐࡰᏤǵᅱ࿎ϷՉǴ٠ॄೢԋठ՜ࣽިמҽԖज़Ϧљਡཀ
ـǶ!
ҁीৣᆶݯൂՏྎ೯ϐ٣Ǵхࡴ܌ೕჄϐਡጄൎϷਔ໔ǴаϷख़εਡว)хࡴ
ܭਡၸำύ܌ᒣᇡϐϣڋᡉલѨ*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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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ҁीৣҭӛݯൂՏගٮҁीৣ܌ᗧឦ٣୍ڙ܌ᐱҥ܄ೕጄϐΓςᒥൻीৣᙍ

ၰቺೕጄύԖᜢᐱҥ܄ϐᖂܴǴ٠ᆶݯൂՏྎ೯܌Ԗёૈᇡࣁቹៜीৣᐱҥ܄ϐᜢ߯Ϸ
ځд٣)хࡴ࣬ᜢٛៈࡼȑǶ!
ҁीৣவᆶݯൂՏྎ೯ϐ٣ύǴ،ۓჹठ՜ࣽިמҽԖज़Ϧљ҇୯ɄΖԃࡋঁᡏ
୍ൔਡϐᜢᗖਡ٣Ƕҁीৣܭਡൔύ௶ܴ၀٣ǴନߚݤзόϢඟ៛ۓ
٣Ǵ܈ӧཱུـشݩΠǴҁीৣ،ۓόܭਡൔύྎ೯ۓ٣ǴӢёӝႣයԜྎ೯܌
ౢғϐॄय़ቹៜε܌ܭቚϐϦճǶ!

Ӽ!ߠ!ࡌ!!ᖄ!ӝ!!ी!ৣ!٣!୍!܌
ֆ! ऍ! !
! ी! ৣǺ !
Ϊ! इ! ໜ!

چЬᆅᐒᜢ ѠϤӷಃဦ
烉
ਡᛝЎဦ ѠϤӷಃဦ!
҇!!୯!!Ʉΐ!!ԃ!!Ο!!Д!!Μ!!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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ၸཞࡪϦϢሽॶᑽໆϐߎᑼၗౢɡࢬ!



ځдᔈԏී)ߕຏϤ)Ѥ*ϷΎ*!

Ӹ)ߕຏϤ)ϖ**!

ځдࢬၗౢ!







όౢǵቷ܊Ϸഢ)ߕຏϤ)Ύ**!

٬Ҕၗౢ)ߕຏϤ)Ζ**!

ၗ܄όౢ)ߕຏϤ)ΐ**!

คၗౢ)ߕຏϤ)Μ**!

ሀ܌ۯளิၗౢ)ߕຏϤ)ΜϤ**!

ځдߚࢬၗౢ!











ဠ٣ߏǺఉҥ࣪!

ၗౢᕴी!

௦Ҕݤϐၗ)ߕຏϤ)Ϥ*ϷΎ*!



)ߕຏϤ)Ο**!

ၸځдᆕӝཞࡪϦϢሽॶᑽໆϐߎᑼၗౢɡߚࢬ





ᔈԏීɡᜢ߯Γ)ߕຏϤ)Ѥ*ǵ)ΒΜ*ϷΎ*!



ߚࢬၗౢǺ!

ᔈԏී)ߕຏϤ)Ѥ*Ϸ)ΒΜ**!



)ߕຏϤ)Β**!

ߎϷऊߎ)ߕຏϤ)**!



ࢬၗౢǺ!

! ၗ! ! ౢ!


 
 







 

 



 







 

 



     







 

 









     







 





ᔈб౻ᏵϷී!
ᔈбීɡᜢ߯Γ)ߕຏΎ*!
ၸཞࡪϦϢሽॶᑽໆϐߎᑼॄɡࢬ!





ᔈбᖒၗ!
ચၛॄɡࢬ)ߕຏϤ)ΜΟ**!
ځдࢬॄ)ߕຏϤ)ΒΜ**!
ԃϣډයϐߏයॷී)ߕຏϤ)ΜΒ**!
ଏීॄɡࢬ!







ߏයॷී)ߕຏϤ)ΜΒ**!
ચၛॄɡߚࢬ)ߕຏϤ)ΜΟ**!
ߏයሀۯԏΕ)ߕຏϤ)Ύ**!
ځдߚࢬॄ)ߕຏϤ)Μϖ*Ϸ)ΜϤ**!






ॄϷᕴी!

ीЬᆅǺలী!

  

 


 










҂ϩଛࣦᎩ)ߕຏϤ)Ο*Ϸ)ΜΎ**!


















































 



 





! ӝी!

ձࣦᎩϦᑈ)ߕຏϤ)ΜΎ**!




     



ځд)ߕຏϤ)Ο**!

ࣦۓݤᎩϦᑈ)ߕຏϤ)ΜΎ**!




 





ߎ! ! ᚐ!



ၗҁϦᑈ)ߕຏϤ)ΜΎ**!







【★】
































 



 





























 







 









     



 




ᚐ! 



ߎ

ൂՏǺཥѠჾίϡ!



ද೯ިިҁ)ߕຏϤ)ΜΎ**!



! ॄӝी!

ߏයᔈбීɡᜢ߯Γ)ߕຏΎ*!



ߚࢬॄǺ!

ځдᔈбී)ߕຏΎ*!



)ߕຏϤ)Β**!

อයॷී)ߕຏϤ)Μ**!



ࢬॄǺ!

ॄϷ

ፎ၁᎙ࡕߕঁᡏ୍ൔߕຏ

 



 



 








 



     











 









     




ߎ! ! ᚐ! 炴

ΓǺఉҥ࣪!

   






炴
ߎ! ! ᚐ!

҇୯ɄΖԃϷɄΎԃΜΒДΟΜВ!

ၗౢॄ߄!

ठ՜ࣽިמҽԖज़Ϧљ!

【★】

ठ՜ࣽިמҽԖज़Ϧљ!
ᆕӝཞ߄!
҇୯ɄΖԃϷɄΎԃДВԿΜΒДΟΜВ!
ൂՏǺཥѠჾίϡ




























ᔼԏΕ)ߕຏϤ)ΒΜ*ϷΎ*!
ᔼԋҁ)ߕຏϤ)ϖ*ǵ)Μϖ*ǵ)Ѕ*ǵΎϷΜΒ*!
ᔼЛճ!
ᔼҔ)ߕຏϤ)Μϖ*ǵ)ΜΖ*ǵ)Ѕ*ǵΎϷΜΒ*Ǻ!
ᎍҔ!
ᆅҔ!
ࣴزวҔ!
ႣයߞҔ෧ཞཞѨ)ᙯճ*)ߕຏϤ)Ѥ**!
! ᔼҔӝी!
ᔼృճ!
ᔼѦԏΕϷЍрǺ!
ځдԏΕ)ߕຏϤ)ЅΒ*ϷΎ*!
ځдճϷཞѨ)ߕຏϤ)ЅΟ*ϷΎ*!
௦ҔݤᇡӈϐηϦљϷᜢᖄҾཞҽᚐ)ߕຏϤ)Ϥ**
୍ԋҁ)ߕຏϤ)ΜΟ**!
! ᔼѦԏΕϷЍрӝी!
ิృճ!
෧Ǻ܌ளิҔ)ߕຏϤ)ΜϤ**!
ҁයృճ!
ځдᆕӝཞǺ!
όख़ϩᜪԿཞϐҞ
ዴۓᅽճीฝϐӆᑽໆኧ)ຏߕϤ)Μϖ**!
ၸځдᆕӝཞࡪϦϢሽॶᑽໆϐπڀၗ҂ჴ
ຑሽཞ!
ᆶόख़ϩᜪϐҞ࣬ᜢϐ܌ளิ!
όख़ϩᜪԿཞϐҞӝी!
ࡕុёૈख़ϩᜪԿཞϐҞ
୯Ѧᔼၮᐒᄬ୍ൔ߄ඤᆉϐիඤৡᚐ!
ᆶёૈख़ϩᜪϐҞ࣬ᜢϐ܌ளิ!
! ࡕុёૈख़ϩᜪԿཞϐҞӝी!
ҁයځдᆕӝཞ!
ҁයᆕӝཞᕴᚐ!
ࣦިᎩ ϡ*)ߕຏϤ)Μΐ**
୷ҁࣦިᎩ ൂՏǺཥѠჾϡ
ีញࣦިᎩ ൂՏǺཥѠჾϡ*

ԃࡋ
ߎ! ᚐ!
ʘ!
  
 
 

ԃࡋ
ߎ! ᚐ!
ʘ
 
 









  











  





 



 







           
  
   

















  
  



 

  

  
  



 
  



 
 

  
 
 
 
 



 


 
 

 















ፎ၁᎙ࡕߕঁᡏ୍ൔߕຏ
ဠ٣ߏǺఉҥ࣪!

ΓǺఉ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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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ЬᆅǺ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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ဠ٣ߏǺఉҥ࣪!

҇୯ɄΎԃДВख़ጓࡕᎩᚐ!!
ҁයృճ!
! ҁයځдᆕӝཞ!
ҁයᆕӝཞᕴᚐ!
ࣦᎩࡰኘϷϩଛǺ!
ࣦۓݤᎩϦᑈ!
ձࣦᎩϦᑈ!
ߎިճ!
௦Ҕݤϐߏයިၗϐᡂኧ!
ज़ڋπճཥިᎍҔ!
ຏᎍज़ڋπճཥި!
วՉज़ڋπճཥި!
πᇡިՉᙯቚၗ!
ೀϩၸځдᆕӝཞࡪϦϢሽॶᑽໆϐπ!ڀ
҇୯ɄΎԃΜΒДΟΜВᎩᚐ
ҁයృճ!
! ҁයځдᆕӝཞ!
ҁයᆕӝཞᕴᚐ!
ࣦᎩࡰኘϷϩଛǺ!
ࣦۓݤᎩϦᑈ!
ձࣦᎩϦᑈ!
ߎިճ!
௦Ҕݤϐߏයިၗϐᡂኧ!
ज़ڋπճཥިᎍҔ!
ຏᎍज़ڋπճཥި!
วՉज़ڋπճཥި!
ೀϩၸځдᆕӝཞࡪϦϢሽॶᑽໆϐπ!ڀ
҇୯ɄΖԃΜΒДΟΜВᎩᚐ
































































 










ၗҁϦᑈ!
































!ࣦۓݤ
ᎩϦᑈ!































ߥ੮ࣦᎩ!
ձࣦ!
ᎩϦᑈ!






ፎ၁᎙ࡕߕঁᡏ୍ൔߕຏ



ΓǺఉҥ࣪!













 
















ި! ! ҁ!
ද೯ި!
ި! ҁ!
Ⴃԏިҁ!































 















ीЬᆅǺలী!

 











 





 


 














 








 

 
 










ځдҞ!
ၸځдᆕӝ
୯Ѧᔼၮᐒ! ཞࡪϦϢ!
ᄬ୍ൔ! ሽॶᑽໆϐ!
҂ϩଛ!
ඤᆉϐ!
ߎᑼၗౢ!
ࣦ! Ꭹ!
իඤৡᚐ! ҂ჴ)ཞ*!

 






 
 

 
 

҇୯ɄΖԃϷɄΎԃДВԿΜΒДΟΜВ!

ᡂ߄!

ठ՜ࣽިמҽԖज़Ϧљ!













 


 








 



 






π҂ᖺ!
ள!ၿ!മ!







 









 








 


ӝी!


 


ൂՏǺཥѠჾίϡ

【★】

【★】

ठ՜ࣽިמҽԖज़Ϧљ!
ߎࢬໆ߄!
҇୯ɄΖԃϷɄΎԃДВԿΜΒДΟΜВ!
ൂՏ;ཥѠჾίϡ!
ԃࡋ

ᔼࢲϐߎࢬໆǺ!
ҁයิృճ!
ፓҞǺ!
ԏཞҞ!!
שᙑϷӚගҔ!
Ӹ࣬ᜢཞ!
ሀံۯշԏΕᎍ!
ႣයߞҔ෧ཞගӈ)ᙯ*ኧ!
ճ৲Ҕ!
ճ৲ԏΕ!
ިҽ୷ᘵ๏бၿമԋҁ!
௦ҔݤᇡӈϐηϦљϷᜢᖄҾճҽᚐ!
҂ჴճԏΕᎍ!
! ԏཞҞӝी!
ᆶᔼࢲ࣬ᜢϐၗౢϷॄᡂኧǺ!
ᔈԏී)֖ᜢ߯Γ*!
ځдᔈԏී!
Ӹ!
ځдࢬၗౢ!
ځд!
! ᆶᔼࢲ࣬ᜢϐၗౢϐృᡂӝी!
ᔈб౻ᏵϷී)֖ᜢ߯Γ*!
ᔈбᖒၗ!
ځдᔈбී!
ځдࢬॄ!
ߏයሀۯԏΕ!
ځд!
ᆶᔼࢲ࣬ᜢϐॄϐృᡂӝी!
! ᆶᔼࢲ࣬ᜢϐၗౢϷॄϐృᡂӝी!
ፓҞӝी!
ᔼၮౢғϐߎࢬΕ
ԏڗϐճ৲!
Ѝбϐճ৲!
Ѝбϐ܌ளิ!
! ᔼࢲϐృߎࢬΕ!
ၗࢲϐߎࢬໆǺ!
ڗளၸځдᆕӝཞࡪϦϢሽॶᑽໆϐߎᑼၗౢ!
ೀϩၸځдᆕӝཞࡪϦϢሽॶᑽໆϐߎᑼၗౢ!
ၸځдᆕӝཞࡪϦϢሽॶᑽໆϐߎᑼၗౢ෧ၗଏӣިී!
ڗள௦Ҕݤϐၗ!
ڗளόౢǵቷ܊Ϸഢ!
ڗள҂ᎍҔ!
Ӹрߥߎ෧Ͽ!
ೀϩคၗౢ!
ԏڗϐިճ!
ځд!
! ! ၗࢲϐృߎࢬр
ᝢၗࢲϐߎࢬໆǺ!
อයॷීቚу)෧Ͽ*!
ᓭᗋߏයॷී!
ӸΕߥߎቚу!
ચၛҁߎᓭᗋ!
วܫߎިճ!
ߏයᔈбීɡᜢ߯Γ෧Ͽ!
! ᝢၗࢲϐృߎࢬр!
ҁයߎϷऊߎ෧Ͽኧ!
ය߃ߎϷऊߎᎩᚐ!
ය҃ߎϷऊߎᎩᚐ!











 


 

 
 
 



 
 

 

 
 
 


 
 
 
 
 



 







 
 


 
 
 
 

 



 

 


 


 
 


 



 
 
 



 
 

 


 
 
 



 
 

 
 

 
 
 
 
 




 


 
 
 
 



ፎ၁᎙ࡕߕঁᡏ୍ൔߕຏ

ဠ٣ߏǺఉҥ࣪!

ीЬᆅǺలী!

ΓǺఉ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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ԃࡋ

!ी!ৣ!!ਡ!ൔ!!

ठ՜ࣽިמҽԖज़Ϧљဠ٣! Ϧ᠙Ǻ!!

ਡཀ!ـ
ठ՜ࣽިמҽԖज़ϦљϷځηϦљ)ठ՜ი*҇୯ɄΖԃϷɄΎԃΜΒДΟΜВϐ
ӝٳၗౢॄ߄Ǵᄤ҇୯ɄΖԃϷɄΎԃДВԿΜΒДΟΜВϐӝٳᆕӝཞ߄ǵӝ
ٳᡂ߄Ϸӝٳߎࢬໆ߄ǴаϷӝٳ୍ൔߕຏ)хࡴख़εीࡹ༼ᕴ*Ǵҁी
ৣਡฺ٣Ƕ!
٩ҁीৣϐཀـǴ୷ܭҁीৣϐਡ่݀Ϸځдीৣϐਡൔ)ፎୖ᎙ځд٣
ࢤ*Ǵ໒ӝٳ୍ൔӧ܌Ԗख़εБय़߯٩ྣچวՉΓ୍ൔጓᇙྗ߾ᄤߎᑼᅱ࿎ᆅ
ہᇡё٠วѲғਏϐ୯ሞ୍ൔᏤྗ߾ǵ୯ሞीྗ߾ǵှញϷှញϦጓᇙǴىаϢ߄
ၲठ՜ი҇୯ɄΖԃϷɄΎԃΜΒДΟΜВϐӝٳ୍ݩރǴᄤ҇୯ɄΖԃϷɄΎ
ԃДВԿΜΒДΟΜВϐӝٳ୍ᕮਏᆶӝٳߎࢬໆǶ!
ਡཀـϐ୷ᘵ!
ҁीৣ߯٩ྣीৣਡᛝ୍ൔ߄ೕ߾ϷϦᇡቩीྗ߾ՉਡπբǶҁी
ৣܭ၀ྗ߾ΠϐೢҺஒܭीৣਡӝٳ୍ൔϐೢҺࢤᇥܴǶҁीৣ܌ᗧឦ٣୍
ڙ܌ᐱҥ܄ೕጄϐΓς٩ीৣᙍၰቺೕጄǴᆶठ՜იߥຬฅᐱҥǴ٠ቬՉ၀ೕጄϐځ
дೢҺǶ୷ܭҁीৣϐਡ่݀ϷځдीৣϐਡൔǴҁीৣ࣬ߞςڗளىϷϪϐ
ਡᏵǴаբࣁ߄Ңਡཀـϐ୷ᘵǶ!
ځд٣!
ӈΕठ՜იӝٳ୍ൔϐϩηϦљ୍ൔ҂ҁीৣਡǴԶ߯җځдीৣ
ਡǶӢԜǴҁीৣჹ໒ӝٳ୍ൔ߄܌ҢϐཀـύǴԖᜢ၀ϩηϦљ୍ൔ܌ӈϐ
ߎᚐǴ߯٩ᏵځдीৣϐਡൔǶ၀ϩηϦљ҇୯ɄΖԃϷɄΎԃΜΒДΟΜВϐ
ၗౢᕴᚐϩձэӝٳၗౢᕴᚐϐϷǴ҇୯ɄΖԃϷɄΎԃДВԿΜΒДΟΜ
ВᔼԏΕృᚐϩձэӝٳᔼԏΕృᚐϐϷǶ!

-24-

ӈΕठ՜ი௦ҔݤϐၗύǴԖᜢ$/7,QWHUQDWLRQDO&R/WG &D\PDQ ϐ୍ൔ҂
ҁीৣਡǴԶ߯җځдीৣਡǶӢԜǴҁीৣჹ໒ӝٳ୍ൔ߄܌ҢϐཀـύǴ
Ԗᜢ$/7 ,QWHUQDWLRQDO &R /WG &D\PDQ ୍ൔ܌ӈϐߎᚐǴ߯٩ᏵځдीৣϐਡൔǶ
҇୯ɄΖԃΜΒДΟΜВᇡӈჹ$/7 ,QWHUQDWLRQDO &R /WG &D\PDQ ௦Ҕݤϐၗߎᚐ
эӝٳၗౢᕴᚐϐǴ҇୯ɄΖԃДВԿΜΒДΟΜВ܌ᇡӈϐ௦ҔݤϐᜢᖄҾ
ϐҽᚐэӝࡕิٳృճϐǶ!
ठ՜ࣽިמҽԖज़Ϧљςጓᇙ҇୯ɄΖԃࡋϷɄΎԃࡋϐঁᡏ୍ൔǴ٠ҁी
ৣрڀคߥ੮ཀـуځд٣ࢤϐਡൔӧਢǴഢୖٮԵǶ!
ᜢᗖਡ٣!
ᜢᗖਡ٣߯ࡰ٩ҁीৣϐղᘐǴჹठ՜ი҇୯ɄΖԃࡋӝٳ୍ൔϐ
ਡനࣁख़ाϐ٣Ƕ၀٣ςܭਡӝٳ୍ൔᡏϷԋਡཀـϐၸำύϒаӢᔈǴҁ
ीৣ٠όჹ၀٣ൂᐱ߄ҢཀـǶҁीৣղᘐᔈྎ೯ӧਡൔϐᜢᗖਡ٣ӵΠǺ!
ǵӸຑሽ!
ԖᜢӸीࡹፎ၁ߕຏѤ)Ζ*ǹीीϷଷόዴ܄ۓፎ၁ߕຏϖǹӸܴಒ
Ϸᡂፎ၁ߕຏϤ)ϖ*܌ॊǶ!
ᜢᗖਡ٣ϐᇥܴǺ!
ठ՜იӸ߯аԋҁᆶృᡂሽॶஉեᑽໆǶҗמࣽܭ؎ඤೲࡋזǴЪཥౢࠔ
Ϸғౢ׳ೌמཥёૈᡣޣሡวғख़εׯᡂǴᏤठӸృᡂሽॶीሡһᒘᆅ
໘ቫޑЬᢀղᘐǴ߯ឦڀόዴ܄ۓϐीीǶӢԜǴӸຑሽࣁҁीৣՉठ՜ი
ӝٳ୍ൔਡϐख़ाਡ٣Ƕ!
ӢᔈϐਡำׇǺ!
ҁीৣჹӸຑሽ܌ՉϐЬाਡำׇхࡴǺᕕှठ՜ი܌௦ҔϐӸຑሽࡹ
Ǵ٠ᔠຎࢂځցςࡪࡽۓϐीࡹՉǹܜኬᔠӸស҅ޑዴ܄٠ϩӸស
ᡂϯǹܜኬᔠຎӸයࡕᎍ୧ݩރǴаຑӸഢܢຑሽीϐӝ܄Ƕ!
ќǴϩηϦљ߯җځдीৣ܌ਡǴҁीৣวрਡࡰҢڄᆶځдीৣྎ೯
ॊᜢᗖਡ٣Ǵ٠ᔠຎځдीৣπբۭዺϷڗளځ٩ਡࡰҢڄӣᙟϐӚЎҹ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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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ǵ഼ѨჹηϦљϐ!ڋ
Ԗᜢ഼ѨჹηϦљϐڋϐीࡹፎ၁ߕຏѤ)Ο*Ϸ)Μ*ǹ഼ѨჹηϦљϐڋϐ
ᇥܴፎ၁ߕຏϤ)Ζ*Ƕ!
ᜢᗖਡ٣ϐᇥܴǺ!
ठ՜იηϦљ$/7,QWHUQDWLRQDO&R/WG &D\PDQ ҇ܭ୯ɄΖԃΎДᖐՉިܿᖏਔ
٠ׯᒧဠ٣Ǵ٩ׯᒧ่݀ӝٳϦљ҂ڗளځဠ٣ၸъኧϐ߄،ǴόӆڀԖЬᏤ$/7
,QWHUQDWLRQDO &R /WG &D\PDQ  ױᜢ ࢲ  ϐ  Κ Զ ഼ Ѩ   ڋΚ Ǵ ோ ठ ՜  ი ჹ $/7
,QWHUQDWLRQDO &R /WG &D\PDQ ϝڀख़εቹៜΚǴࡺᙯӈ௦ҔݤϐၗǶଶЗ$/7
,QWHUQDWLRQDO &R /WG &D\PDQ იϐڋΚࣁҁԃࡋख़εҬܰ٣Ǵ߯ឦߚதᄊ܄ҬܰǴ
ځख़ाى܄аቹៜൔ߄٬Ҕޣჹᡏ୍ൔ߄ޑΑှǴӢԜǴ഼ѨჹηϦљϐࣁڋҁ
ीৣՉठ՜იӝٳ୍ൔਡϐख़ाਡ٣Ƕ!
ҁीৣჹ഼ѨჹηϦљϐ܌ڋՉϐЬाਡำׇхࡴǺᔠຎ഼ѨڋΚਔᗺϐ
࣬ᜢЎҹǵૼہϣৎڐշᔠຎठ՜ი௦ҔϐຑሽБࢂݤցࣁࣚதـϐຑሽБݤǵ
ຑᆅֽܭਡᆉೀϩཞਔϐ҅ዴ܄ǵᔠຎԜҬܰܭӝٳ୍ൔϐඟ៛ࢂցǶ!
Οǵคၗౢϐ෧ཞຑ!
Ԗᜢคၗౢ෧ཞϐीࡹፎ၁ߕຏѤ)ΜϤ*ǹคၗౢ෧ཞϐीीϷଷό
ዴ܄ۓፎ၁ߕຏϖǹคၗౢᡂፎ၁ߕຏϤ)ΜѤ*܌ॊǶ!
ᜢᗖਡ٣ϐᇥܴǺ!
ठ՜ࣽިמҽԖज़Ϧљϩձ҇ܭ୯ɄΟԃࡋၸηϦљ'LDPRQG &D\PDQ  +ROGLQJV
/WGٳᖼ7\PSKDQ\ :RUOGZLGH (QWHUSULVHV /WG/Ϸ҇ܭ୯ɄΖԃΎДӢ$/7 ,QWHUQDWLRQDO
&R /WG &D\PDQ ϐ ި ܿ ᖏ ਔ  ύ ҂  ڗள ၸ ъ ဠ ٣ ৢ ԛ Ǵ Զ ഼ Ѩ   ڋΚ Ǵ ࡺ ஒ $/7
,QWHUQDWLRQDO &R /WG &D\PDQ იຎࣁೀϩࡕख़ᖼǴԶаϦϢሽॶΕǶӢॊٿҬܰ
ᒣᇡр៉ǵਸೌמϷ࠼Њᜢ߯ϐคၗౢǴӢ၀ηϦљϷᜢᖄҾౢඳڙѱᕉ
ნӢનԶݢǴЪ෧ཞीڀόዴ܄ۓϐीीǴӢԜǴคၗౢϐ෧ཞຑ߯ࣁҁ
ीৣՉठ՜იӝٳ୍ൔਡϐख़ाਡ٣Ƕ!
ӢᔈϐਡำׇǺ!
ҁीৣჹคၗౢ෧ཞຑϐЬाਡำׇхࡴǺຑᆅ໘ቫᒣᇡᆶคၗౢ࣬
ᜢϐߎౢғൂՏϷځϣѦ෧ཞၞຝǵڗள࠼ЊϣϷૼہѦৎрڀϐคၗౢ᠘
ሽൔǵૼہ٣୍܌ϣৎᙟਡ၀᠘ሽൔ٠ຑ܌ځ٬ҔϐຑሽБԄϷځӚୖኧᆶ
ଷϐӝ܄ǵ٩Ᏽჴሞᔼၮ่݀ຑၸѐ܌բႣෳޑၲԋǴ٠ଞჹځ෧ཞෳ၂ीᆉ
ԖᜢϐଷՉ௵གࡋϩǴϷຑࢂցςܭӝٳ୍ൔඟ៛Ƕ!
ᆅ໘ቫᆶݯൂՏჹӝٳ୍ൔϐೢҺ!
ᆅ໘ቫϐೢҺ߯٩ྣچวՉΓ୍ൔጓᇙྗ߾ᄤߎᑼᅱ࿎ᆅہᇡё٠วѲ
ғਏϐ୯ሞ୍ൔᏤྗ߾ǵ୯ሞीྗ߾ǵှញϷှញϦጓᇙϢ߄ၲϐӝٳ୍ൔǴЪᆢ
ᆶӝٳ୍ൔጓᇙԖᜢϐѸाϣڋǴаዴߥӝٳ୍ൔ҂ӸԖᏤӢܭᆸᄄ܈ᒱᇤϐख़
εόჴ߄ၲ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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ܭጓᇙӝٳ୍ൔਔǴᆅ໘ቫϐೢҺҭхࡴຑठ՜იᝩុᔼϐૈΚǵ࣬ᜢ٣
ϐඟ៛ǴаϷᝩុᔼी୷ᘵϐ௦ҔǴନߚᆅ໘ቫཀკమᆉठ՜ი܈ଶЗᔼǴ܈ନమᆉ
܈ଶѦձคჴሞёՉϐځдБਢǶ!
ठ՜იϐݯൂՏ)֖ቩीہ*ॄԖᅱ࿎୍ൔᏤࢬำϐೢҺǶ!
ीৣਡӝٳ୍ൔϐೢҺ!
ҁीৣਡӝٳ୍ൔϐҞޑǴ߯ჹӝٳ୍ൔᡏࢂցӸԖᏤӢܭᆸᄄ܈ᒱᇤϐ
ख़εόჴ߄ၲڗளӝዴߞǴ٠рڀਡൔǶӝዴߞ߯ଯࡋዴߞǴோ٩ྣϦᇡቩीྗ߾
ՉϐਡπբคߥݤѸૈୀрӝٳ୍ൔӸԖϐख़εόჴ߄ၲǶόჴ߄ၲёૈᏤӢܭᆸᄄ
܈ᒱᇤǶӵόჴ߄ၲϐঁձߎᚐ༼܈ᕴኧёӝႣයஒቹៜӝٳ୍ൔ٬Ҕ܌ޣբϐᔮ،
Ǵ߾ᇡࣁڀԖख़ε܄Ƕ!
ҁीৣ٩ྣϦᇡቩीྗ߾ਡਔǴၮҔղᘐ٠ߥϐᚶᅪǶҁीৣҭ
ՉΠӈπբǺ!
ᒣᇡ٠ຑӝٳ୍ൔᏤӢܭᆸᄄ܈ᒱᇤϐख़εόჴ߄ၲ॥ᓀǹჹ܌ຑϐ॥ᓀीϷՉ
ϐӢᔈჹǹ٠ڗளىϷϪϐਡᏵаբࣁਡཀـϐ୷ᘵǶӢᆸᄄёૈੋϷӅ
ᒉǵଵǵࡺཀᒪᅅǵόჴᖂܴⷢ܈ຫϣڋǴࡺ҂ୀрᏤӢܭᆸᄄϐख़εόჴ߄ၲϐ॥ᓀ
ଯܭᏤӢܭᒱᇤޣǶ!
ჹᆶਡױᜢϐϣڗڋளѸाϐᕕှǴаीਔݩΠϐਡำׇǴோځҞߚޑჹ
ठ՜იϣڋϐԖਏ߄܄ҢཀـǶ!
ຑᆅ໘ቫ܌௦Ҕीࡹϐ܄ǴϷ܌ځբीीᆶ࣬ᜢඟ៛ϐӝ܄Ƕ!
٩Ᏽڗ܌ளϐਡᏵǴჹᆅ໘ቫ௦Ҕᝩុᔼी୷ᘵϐ܄ǴаϷ٬ठ՜იᝩុ
ᔼϐૈΚёૈౢғख़εᅪቾϐ٣ҹ܈ࢂݩցӸӧख़εόዴ܄ۓǴբр่ፕǶҁीৣऩᇡࣁ
၀٣ҹ܈ݩӸӧख़εόዴ܄ۓǴ߾ܭਡൔύගᒬӝٳ୍ൔ٬Ҕݙޣཀӝٳ୍
ൔϐ࣬ᜢඟ៛Ǵܭ܈၀ඟ៛߯ឦόਔঅ҅ਡཀـǶҁीৣϐ่ፕ߯аᄒԿਡൔ
Вڗ܌ளϐਡᏵࣁ୷ᘵǶோ҂ٰ٣ҹ܈ݩёૈᏤठठ՜იόӆڀԖᝩុᔼϐૈ
ΚǶ!
ຑӝٳ୍ൔ)хࡴ࣬ᜢߕຏ*ϐᡏ߄ၲǵ่ᄬϷϣǴаϷӝٳ୍ൔࢂցϢ߄ၲ
࣬ᜢҬܰϷ٣ҹǶ!
ჹܭიϣಔԋঁᡏϐ୍ၗૻڗளىϷϪϐਡᏵǴаჹӝٳ୍ൔ߄ҢཀـǶҁ
ीৣॄೢӝٳਡਢҹϐࡰᏤǵᅱ࿎ϷՉǴ٠ॄೢԋიਡཀـǶ!
ҁीৣᆶݯൂՏྎ೯ϐ٣Ǵхࡴ܌ೕჄϐਡጄൎϷਔ໔ǴаϷख़εਡว)хࡴ
ܭਡၸำύ܌ᒣᇡϐϣڋᡉલѨ*Ƕ!
ҁीৣҭӛݯൂՏගٮҁीৣ܌ᗧឦ٣୍ڙ܌ᐱҥ܄ೕጄϐΓςᒥൻीৣᙍ
ၰቺೕጄύԖᜢᐱҥ܄ϐᖂܴǴ٠ᆶݯൂՏྎ೯܌Ԗёૈᇡࣁቹៜीৣᐱҥ܄ϐᜢ߯Ϸ
ځд٣)хࡴ࣬ᜢٛៈࡼȑ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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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ҁीৣவᆶݯൂՏྎ೯ϐ٣ύǴ،ۓჹठ՜ი҇୯ɄΖԃࡋӝٳ୍ൔਡ

ϐᜢᗖਡ٣Ƕҁीৣܭਡൔύ௶ܴ၀٣ǴନߚݤзόϢඟ៛ۓ٣Ǵ܈ӧཱུ
ـشݩΠǴҁीৣ،ۓόܭਡൔύྎ೯ۓ٣ǴӢёӝႣයԜྎ೯܌ౢғϐॄय़ቹ
ៜε܌ܭቚϐϦճǶ!

Ӽ!ߠ!ࡌ!!ᖄ!ӝ!!ी!ৣ!٣!୍!܌
ֆ! ऍ! !

! ी! ৣǺ !

Ϊ! इ! ໜ!

چЬᆅᐒᜢ ѠϤӷಃဦ
烉
ਡᛝЎဦ ѠϤӷಃဦ!
҇!!୯!!Ʉΐ!!ԃ!!Ο!!Д!!Μ!!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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ၸཞࡪϦϢሽॶᑽໆϐߎᑼၗౢɡࢬ)ߕຏϤ)Β**!

ᔈԏ౻ᏵϷී)ߕຏϤ)Ѥ*Ϸ)ЅѤ**!

ᔈԏීɡᜢ߯Γ)ߕຏϤ)Ѥ*ǵ)ЅѤ*ϷΎ*!

ځдᔈԏී)ߕຏϤ)Ѥ*ϷΎ*!

Ӹ)ߕຏϤ)ϖ**!

ځдࢬၗౢ)ߕຏΖ*!













௦Ҕݤϐၗ)ߕຏϤ)Ϥ*Ϸ)Ζ**!

όౢǵቷ܊Ϸഢ)ߕຏϤ)Μ*ϷΖ*!

٬Ҕၗౢ)ߕຏϤ)ΜΒ**!

ၗ܄όౢృᚐ)ߕຏϤ)ΜΟ**!

คၗౢ)ߕຏϤ)ΜѤ**!

ሀ܌ۯளิၗౢ)ߕຏϤ)ΒΜ**!

ߏයႣбચߎ!

ځдߚࢬၗౢ)ߕຏΖ*!

















ဠ٣ߏǺఉҥ࣪!

ၗౢᕴी!

ၸځдᆕӝཞࡪϦϢሽॶᑽໆϐߎᑼၗౢɡߚࢬ)ߕຏϤ)Ο**!



ߚࢬၗౢǺ!

ߎϷऊߎ)ߕຏϤ)**!



ࢬၗౢǺ!

! ၗ! ! ౢ!




 

























 







 
















 



 



炴








ચၛॄɡࢬ)ߕຏϤ)ΜΎ**!
ځдࢬॄ)ߕຏϤ)ЅѤ**!
ԃϣډයϐߏයॷී)ߕຏϤ)ΜϤ*ϷΖ*!
ଏීॄ!






ચၛॄɡߚࢬ)ߕຏϤ)ΜΎ**!
ߏයሀۯԏΕ)ߕຏϤ)Μ**!
ځдߚࢬॄ)ߕຏϤ)Ϥ*ǵ)Μΐ*Ϸ)ΒΜ**!





ॄϷᕴी!

! ӝी!

ीЬᆅǺలী!

҂ϩଛࣦᎩ)ߕຏϤ)Ο*Ϸ)Ѕ**!



ߚߕ)ڋຏϤ)ΐ*Ϸ)Μ**

ձࣦᎩϦᑈ)ߕຏϤ)Ѕ**!



!!ځд)ߕຏϤ)Ο**!

ࣦۓݤᎩϦᑈ)ߕຏϤ)Ѕ**!



;;

ၗҁϦᑈ)ߕຏϤ)ΐ*Ϸ)Ѕ**!





ද೯ިިҁ)ߕຏϤ)Ѕ**!



ᘜឦ҆ϦљЬϐǺ!

! ॄӝी!

ߏයॷී)ߕຏϤ)ΜϤ*ϷΖ*!



ߚࢬॄǺ!

ᔈбᖒၗ!

ځдᔈбී)ߕຏϤ)Ύ*ϷΎ*!

ᔈбීɡᜢ߯Γ)ߕຏΎ*!

ᔈб౻ᏵϷී!

ၸཞࡪϦϢሽॶᑽໆϐߎᑼॄɡࢬ)ߕຏϤ)Β**!

อයॷී)ߕຏϤ)Μϖ*ϷΖ*!

ࢬॄǺ!













ॄϷ

ፎ၁᎙ࡕߕӝٳ୍ൔߕຏ

  

 

 





  

 


















  
 



 



 

 

 

 

 

 

 

  

 


ߎ!
ᚐ!
炴

ΓǺఉҥ࣪!






ߎ!
ᚐ!

҇୯ɄΖԃϷɄΎԃΜΒДΟΜВ!

ӝٳၗౢॄ߄!

ठ՜ࣽިמҽԖज़ϦљϷηϦљ!















 



 











 




























 














 







 









 




ߎ!
ᚐ!

 

 

 







































  

 

 

 

 

 

 

 

 

 

 

 

 




  

 



 

 



  

 

  

 



ߎ!
ᚐ!

ൂՏǺཥѠჾίϡ

【★】

【★】













ठ՜ࣽިמҽԖज़ϦљϷηϦљ!
ӝٳᆕӝཞ߄!
҇୯ɄΖԃϷɄΎԃДВԿΜΒДΟΜВ!
ൂՏǺཥѠჾίϡ

ᔼԏΕ)ߕຏϤ)ЅѤ*ϷΎ*!
!
!
ᔼԋҁ)ߕຏϤ)ϖ*ǵ)ΜΎ*ǵ)ΜΖ*ǵ)Μΐ*ǵ)Ѕϖ*ǵΎϷΜΒ*!
ᔼЛճ!
ᔼҔ)ߕຏϤ)ΜΎ*ǵ)ΜΖ*ǵ)Μΐ*ǵ)ЅΒ*ǵ)Ѕϖ*ϷΜΒ*Ǻ
Ǻ!
ᎍҔ!
ᆅҔ!
ࣴزวҔ!
ႣයߞҔ෧ཞཞѨ)ᙯճ*)ߕຏϤ)Ѥ**!
! ᔼҔӝी!
ᔼృճ!
ᔼѦԏΕϷЍрǺ!
ځдԏΕ)ߕຏϤ)ЅϤ**!
ځдճϷཞѨ)ߕຏϤ)Ϥ*ǵ)Ζ*Ϸ)ЅΎ**!
௦ҔݤᇡӈϐᜢᖄҾཞϐҽᚐ)ߕຏϤ)Ύ**!
୍ԋҁ)ߕຏϤ)ΜΎ**!
ᔼѦԏΕϷЍрӝी!

ԃࡋ
ԃࡋ
ߎ! ᚐ!
ʘ
ߎ! ᚐ!
ʘ
    
   
   

ิృճ!


෧Ǻ܌ளิҔ)ߕຏϤ)ΒΜ**!



ځдᆕӝཞǺ!

ҁයృճ!


ዴۓᅽճीฝϐӆᑽໆኧ)ߕຏϤ)Μΐ**!



ၸځдᆕӝཞࡪϦϢሽॶᑽໆϐπڀၗ҂ჴຑሽཞ!



ᆶόख़ϩᜪϐҞ࣬ᜢϐ܌ளิ!



 


  
  



 


  
  



























  

  

  

  



  

  

όख़ϩᜪԿཞϐҞӝी!



 

  

ࡕុёૈख़ϩᜪԿཞϐҞ



୯Ѧᔼၮᐒᄬ୍ൔ߄ඤᆉϐիඤৡᚐ!



ᆶёૈख़ϩᜪϐҞ࣬ᜢϐ܌ளิ!

 





ҁයځдᆕӝཞ!
ҁයᆕӝཞᕴᚐ!
ҁයృճᘜឦܭǺ!
҆ϦљЬ!
ߚߕ)ڋຏϤ)Μ**!




ᆕӝཞᕴᚐᘜឦܭǺ!
҆ϦљЬ!
ߚߕ)ڋຏϤ)Μ**!




ࣦިᎩ ϡ*)ߕຏϤ)ЅΟ**
୷ҁࣦިᎩ ൂՏǺཥѠჾϡ
ีញࣦިᎩ ൂՏǺཥѠჾϡ*



 

  

-30-

 

  

 
 

 


  



 

 
 




 



 

 
 




 






ΓǺఉҥ࣪!



 




ፎ၁᎙ࡕߕӝٳ୍ൔߕຏ

ဠ٣ߏǺఉҥ࣪!

  

 

ࡕុёૈख़ϩᜪԿཞϐҞӝी!








  





όख़ϩᜪԿཞϐҞ











 





ीЬᆅǺ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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ဠ٣ߏǺఉҥ࣪!

҇୯ɄΎԃДВख़ጓࡕᎩᚐ!!
ҁයృճ!
! ҁයځдᆕӝཞ!
ҁයᆕӝཞᕴᚐ!
ࣦᎩࡰኘϷϩଛǺ!!
ࣦۓݤᎩϦᑈ!
ձࣦᎩϦᑈ!
ߎިճ!
௦ݤϐߏයިၗϐᡂኧ!
ज़ڋπճཥިᎍҔ!
ຏᎍज़ڋπճཥި!
วՉज़ڋπճཥި!
πᇡިՉᙯቚၗ!
ೀϩၸځдᆕӝཞࡪϦϢሽॶᑽໆϐπ!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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ԃࡋ

【附件五】

致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條文說明及
修正源由

七、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連續不

七、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 參酌「○○股份

間斷錄音及錄影，並至少保存⼀年。但

錄影，並至少保存⼀年。但經股東依公 有 限 公 司 股 東

經股東依公司法第⼀百八十九條提起

司法第⼀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 會議事規則」範

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例條文予以修
訂。

九、股東會之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排 九、股東會之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排 同上。
定之議程以董事會提案內容優先處理

定之議程以董事會提案內容優先處理

之。進行前述提案討論時，主席得裁示

之。進行前述提案討論時，主席得裁示

與會股東之發言有無關係前述提案，若

與會股東之發言有無關係前述提案，若

無關前述提案之發言或建議，則另立臨

無關前述提案之發言或建議，則另立臨

時動議討論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

時動議討論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

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

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

已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

得變更之。

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

已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

會。

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主席於原址

會。

或另覓場所續開會議，但主席違反議事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主席於原

規則，宣布散會者，得以出席股東表決

址或另覓場所續開會議，但主席違反

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人擔任主席，繼

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得以出席股

續開會。

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人擔任
主席，繼續開會。
十五、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 十五、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 同上。
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

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

付表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付表決。

十六、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 十六、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 參 酌 第 九 條 條
有規定之特別決議應從其規定外，以

有規定之特別決議應從其規定外，以 文修訂，予以刪

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

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

之。

之。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

股東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除信託

股東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

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

票表決相同。若有異議則以投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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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部分內容。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理機構外，⼀⼈同時受⼆⼈以上股東

決，表決時依相關法令辦理之。

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

股東委託代理⼈出席股東會，除信託

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

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

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理機構外，⼀⼈同時受⼆⼈以上股東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

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

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

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

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

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表決權。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灌之股份數，不算

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

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

條文說明及
修正源由

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灌之股份數，不算
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本規則訂立於⺠國 97 年 11 月 7 日。⼆⼗⼀、本規則訂立於⺠國 97 年 11 月 7 日。 增列修訂日期。
第⼀次修正於⺠國 98 年 6 月 4 日。

第⼀次修正於⺠國 98 年 6 月 4 日。

第⼆次修正於⺠國 106 年 5 月 25 日。

第⼆次修正於⺠國 106 年 5 月 25 日。

第三次修正於⺠國 109 年 6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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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致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辦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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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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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出席股數依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四、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
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五、 本公司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擔任之，董事⻑請假或因故
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代理之，無副董事⻑或副董事⻑亦請假或因故不
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指定常務董事⼀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
董事⼀人為之，董事⻑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人為之。
前項主席係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
務狀況之常務董事或董事擔任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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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
之。
六、 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並在議程進行中答
覆相關問題。
七、 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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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
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
過⼀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額⽽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以上股東出席
時，得依照公司法第⼀百七十五條第⼀項之規定為假決議。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
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九、 股東會之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排定之議程以董事會提案內容優先處理
之。進行前述提案討論時，主席得裁示與會股東之發言有無關係前述提案，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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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關前述提案之發言或建議，則另立臨時動議討論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
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已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開會議，但主席違反議事
規則，宣布散會者，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人擔任主席，繼
續開會。
十、 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
十⼀、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號)及戶
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
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
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
十二、 股東對於議程所訂報告事項之詢問，應於全部報告事項均經主席或其指定之人
宣讀或報告完畢後，始得發言。每人發言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
但經主席許可者，得延⻑五分鐘，並以延⻑⼀次為限。
股東對於議程所列承認事項、討論事項之每⼀議案，及臨時動議程序中提出之
各項議案，其發言時間及次數準用前項規定。
股東對於臨時動議議程進行中非屬議案之各項詢答發言，其時間及次數準用第
⼀項之規定。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過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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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議案僅得推由⼀人發
言。
十四、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十五、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
決。
十六、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之特別決議應從其規定外，以出席
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
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相同。若有異議則以投票表決，表決時依相關
法令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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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
構外，⼀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
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
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灌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十七、 同⼀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案
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份。表
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錄。
十八、 會議進行中如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
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
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十九、 本規則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二十、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二十⼀、 本規則訂立於⺠國97年11月7日。
第⼀次修正於⺠國98年6月4日。
第二次修正於⺠國106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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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致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章

總

則

第⼀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之，定名為「致伸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Primax Electronics Ltd.)。
第二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

CB01020 事務機器製造業

2.

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3.

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4.

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5.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6.

CC0110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

7.

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8.

CE01030 光學儀器製造業

9.

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10.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11. 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12. 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13. F21303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
14. 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15. F114030 汽、機⾞零件配備批發業
16. F214030 汽、機⾞零件配備零售
17. C805050 工業用塑膠製品製造業
18. CA02010 金屬結構及建築組件製造業
19. CA02090 金屬線製品製造業
20.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21.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三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必要時得於其他適當地點設立分支機構，其設
立及裁撤由董事會決定之。
第四條：本公司因業務或投資關係得為對外之背書保證，其作業依照本公司背書保
證作業程序辦理。
第四條之⼀：本公司得視業務上之必要對外轉投資，且得經董事會決議為他公司有
限責任股東，其轉投資總額，得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不得超過公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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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四條之二：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廿八條規定辦理。
第二章

股

份

第五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伍拾伍億元，分為伍億伍仟萬股，每股面額新
台幣壹拾元，授權董事會決議得分次發行。前項股份總額保留肆千萬股供
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每股新台幣面額壹拾元，授權董事會視實際需要⼀
次或分次發行。
第六條：本公司發行新股時，股票得依公司法第⼀六二條之⼀規定就該次發行總數
合併印製股票，並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保管；或依公司法第⼀六二條
之二規定免印製股票，但於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六條之⼀：本公司股票擬撤銷公開發行時，應提股東會決議通過後始得為之，且
於興櫃及上市(櫃)期間均不變動此條文。
第七條：本公司股東辦理股票轉讓、設定權利質押、掛失、繼承、贈與及印鑑掛失、
變更或地址變更等股務事項，除法令及證券規章另有規定外，悉依『公開
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辦理。
第八條：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於公司法第⼀六五條規定之期間內均停止之。
第三章 股東會
第九條：本公司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兩種，股東常會每年至少召集⼀次，於每會
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召集之。
第十條：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將
開會之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並於股東會開會前，編製股東
會議事手冊。
第十⼀條：本公司各股東，除公司法規定之股份無表決權之情形外，每股有⼀表決權。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股東得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但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
案之修正視為棄權。其意思表示依公司法第⼀七七條之二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股東會開會時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以董事⻑為主席，董
事⻑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職權之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之
規定辦理。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
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人擔任。
第十三條：股東會之決議，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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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股東親自或代理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四條：股東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
理人出席。股東委託出席之辦法，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頒
布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
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前項議事錄之製作
及分發，得以電子或公告方式為之。
第四章

董事會

第十六條：本公司設董事五~九人組織董事會，由股東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任期
三年，採候選人提名制，連選得連任。上述董事名額中，設獨立董事人數
至少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之五分之⼀，採候選人提名制，由股東就獨
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
提名及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主管機關規定之。本公司董事之選
舉，依照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辦理。
全體董事所持有本公司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悉依主管機關頒布之「公開發
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規定辦理。
本公司董事會得因業務運作之需要設置薪酬委員會或其他功能性委員會。
第十六條之⼀：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並由審計
委員會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規定監察人之職權。
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且其中至少⼀名獨立董事具備會
計或財務專⻑，並由其中⼀名擔任召集人。
審計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全體成員二分之⼀以上之同意。
第十七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由三分之二以上之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
意，互選⼀人為董事⻑，對外代表本公司，並得依同⼀方式互推⼀人為副
董事⻑。。
第十八條：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召集之，以董事⻑為主席，董事⻑
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指定董事⼀人代理之，董事⻑未指
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人代理之。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於七日前通知
各董事，如遇緊急情形得隨時召集董事會。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
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為之。
第十九條：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董事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董事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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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董事會時，得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惟應於每次出具
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但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時，以受⼀人
委託為限。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會議參與會議者，視為
親自出席。
第廿⼀條：全體董事得支領⾞馬費，其數額由董事會決議之。全體董事之報酬得授權
董事會依同業通常水準議定之。本公司董事若兼任本公司其他職務時，其
擔任公司職務薪資之支給，依據本公司人事管理之規定辦理。
第廿二條：董事於任期內，得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授權董事會為
其購買責任保險。
第五章

經理人

第廿三條：本公司得設置經理人，秉承董事會決議之方針綜理本公司⼀切業務，由董
事會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任免之。
第六章

會

計

第廿四條：本公司年終決算後董事會應造具下列表冊提交股東會請求承認：
⼀、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廿五條：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時，應先彌補累積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
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 另依相
關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為股東累積
可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定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配之。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二至十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二
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
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得包含符合⼀定條件
之從屬公司員工。
第二項所稱之當年度獲利，係指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
酬勞前之利益。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之分派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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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廿六條：本公司將考量公司所處環境屬成⻑階段，因應未來資金需求及⻑期財務規
劃，並兼顧股東利益及平衡股利，每年盈餘分配以股票股利或現金股利發
放之，現金股利之分配比例不低於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惟此現金股利發
放比例得依當年度整體營運狀況調整之。
第廿七條：公司以低於市價(每股淨值)之認股價格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應經股東會
特別決議(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後始得發行。公司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
時，應於轉讓前，提經最近⼀次股東會特別決議(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股東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第七章

附

則

第廿八條：本公司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另訂之。
第廿九條：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第 卅 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國九十五年三月八日。
第⼀次修正於⺠國九十六年四月三日。
第二次修正於⺠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第三次修正於⺠國九十六年十月五日。
第四次修正於⺠國九十六年十⼀月七日。
第五次修正於⺠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第六次修正於⺠國九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第七次修正於⺠國九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第八次修正於⺠國九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第九次修正於⺠國九十八年十⼀月二十日。
第十次修正於⺠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十⼀次修正於⺠國⼀Ο⼀年六月十九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國⼀Ο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國⼀Ο三年九月五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國⼀Ο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國⼀Ο五年六月二十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國⼀Ο七年五月三十日。
致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梁立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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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附錄三】

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第⼀條（訂定目的）
本公司基於公平、誠實、守信、透明原則從事商業活動，為落實誠信經營政策，並積極
防範不誠信行為，依「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及本公司及集團企業與組織之營運
所在地相關法令，訂定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具體規範本公司人員於執行業務時應注
意之事項。
第二條（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適用範圍及於子公司、直接或間接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
之財團法人及其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機構或法人等集團企業與組織。
第三條（適用對象）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所稱本公司人員，係指本公司及集團企業與組織董事、經理人、
受僱人、受任人及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人。
本公司人員藉由第三人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不正當利益，推定為本公司人員所
為。
第四條（不誠信行為）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所稱不誠信行為，係指本公司人員於執行業務過程，為獲得或維
持利益，直接或間接提供、收受、承諾或要求任何不正當利益，或做出其他違反誠信、
不法或違背受託義務之不誠信行為。
前項行為之對象，包括公職人員、參政候選人、政黨或黨職人員，以及任何公、⺠營企
業或機構及其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受僱人、具有實質控制能力者
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第五條（利益態樣）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所稱利益，係指任何形式或名義之金錢、餽贈、禮物、佣金、職
位、服務、優待、回扣、疏通費、款待、應酬及其他有價值之事物。
第六條（專責單位）
本公司應指定人力資源處為專責單位（以下簡稱本公司專責單位），隸屬董事會，辦理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之修訂、執行、解釋、諮詢服務暨通報內容登錄建檔等相關作業
及監督執行，主要職掌下列事項，並應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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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公司經營策略，並配合法令制度訂定確保誠信經營之相
關防弊措施。
二、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並於各方案內訂定工作業務相關標準作業程序及行為指
南。
三、規劃內部組織、編制與職掌，對營業範圍內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安置
相互監督制衡機制。
四、誠信政策宣導訓練之推動及協調。
五、規劃檢舉制度，確保執行之有效性。
六、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及評估落實誠信經營所建立之防範措施是否有效運作，
並定期就相關業務流程進行評估遵循情形，作成報告。
前項第六款之事項，本公司專責單位得視實際需求，轉由其他單位協助。
第七條（禁止提供或收受不正當利益）
本公司人員直接或間接提供、收受、承諾或要求第五條所規定之利益時，除有下列各款
情形外，應符合「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及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之規定，並依
相關程序辦理後，始得為之：
⼀、 基於商務需要，於國內（外）訪問、接待外賓、推動業務及溝通協調時，依當地禮
貌、慣例或習俗所為者。
二、 基於正常社交禮俗、商業目的或促進關係參加或邀請他人舉辦之正常社交活動。
三、 因業務需要⽽邀請客戶或受邀參加特定之商務活動、工廠參觀等，且已明訂前開活
動之費用負擔方式、參加人數、住宿等級及期間等。
四、 參與公開舉辦且邀請⼀般⺠眾參加之⺠俗節慶活動。
五、 主管之獎勵、救助、慰問或慰勞等。
六、 提供或收受親屬或經常往來朋友以外之人金錢、財物或其他利益，其市價在新臺幣
三千元以下者；或他人對本公司人員之多數人為餽贈財物者，其市價總額在新臺幣
⼀萬元以下者。但同⼀年度向同⼀對象提供財物或來自同⼀來源之受贈財物，其總
市值以新臺幣三萬元為上限。
七、 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退休、辭職、離職及本人、配偶或直系
親屬之傷病、死亡受贈之財物，其市價不超過新臺幣六千元者。
八、 其他符合公司規定者。
第八條（收受不正當利益之處理程序）
本公司人員遇有他人直接或間接提供或承諾給予第五條所規定之利益時，除有前條各款
所訂情形外，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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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或承諾之人與其無職務上利害關係者，應於收受之日起三日內，陳報其直屬主
管，必要時並知會本公司專責單位。
二、 提供或承諾之人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應予退還或拒絕，並陳報其直屬主管及知
會本公司專責單位；無法退還時，應於收受之日起三日內，交本公司專責單位處理。
前項所稱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係指具有下列情形之⼀者：
⼀、 具有商業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等關係者。
二、 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者。
三、 其他因本公司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遭受有利或不利影響者。
本公司專責單位應視第⼀項利益之性質及價值，提出退還、付費收受、歸公、轉贈慈善
機構或其他適當建議，陳報最高營運主管核准後執行。
第九條（禁止疏通費及處理程序）
本公司不得提供或承諾任何疏通費。
本公司人員如因受威脅或恐嚇⽽提供或承諾疏通費者，應紀錄過程陳報直屬主管，並通
知本公司專責單位。
本公司專責單位接獲前項通知後應立即處理，並檢討相關情事，以降低再次發生之風險。
如發現涉有不法情事，並應立即通報司法單位。
第十條（政治獻金之處理程序）
本公司秉持政治中立原則，不涉入政治活動，亦不對政黨或參與政治活動之組織或個人
直接或間接提供捐獻（以下簡稱政治獻金）。惟若有影響公司經營之重大事由⽽有提供
政治獻金之必要，應依下列規定辦理，於陳報最高營運主管核准並知會公司專責單位。
其金額達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應提報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 應確認係符合政治現金收受者所在國家之政治獻金相關法規，包括提供政治獻金之
上限及形式等。
二、 決策應做成書面紀錄。
三、 政治獻金應依法規及會計相關處理程序予以入帳。
四、 提供政治獻金時，應避免與政府相關單位從事商業往來、申請取或辦理其他涉及公
司利益之事項。
第十⼀條（慈善捐贈或贊助之處理程序）
本公司對於提供之慈善捐贈或贊助，應依下列規定辦理，於陳報最高營運主管核准並知
會公司專責單位。其金額達新臺幣⼀千萬元以上，應提報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 應符合營運所在地法令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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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決策應做成書面紀錄。
三、 慈善捐贈之對象應為慈善機構，不得為變相行賄。
四、 因贊助所能獲得的回會明確與合理，不得為本公司商業往來之對象或與本公司人員
有利益相關之人。
五、 慈善捐贈或贊助後，應確認金錢流向之用途與捐助目的相符。
第十二條（利益迴避）
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及其他出席或列席董事會之利害關係人對董事會所列議案，與其自
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
於公司利益之虞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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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間亦應自律，不得不當相互支援。
本公司人員於執行公司業務時，發現與其自身或其所代表之法人有利害衝突之情形，或
可能使其自身、配偶、⽗⺟、子女或與其有利害關係人獲得不正當利益之情形，應將相
關情事同時陳報直屬主管及本公司專責單位，直屬主管應提供適當指導。
本公司人員不得將公司資源使用於公司以外之商業活動，且不得因參與公司以外之商業
活動⽽影響其工作表現。
第十三條（保密機制之組織與責任）
本公司應設置專責單位，負責制定與執行公司之營業秘密、商標、專利、著作等智慧財
產之管理、保存及保密作業程序，並應定期檢討實施結果，俾確保其作業程序之持續有
效。本公司人員應確實遵守前項智慧財產之相關作業規定，不得洩露所知悉之公司營業
秘密、商標、專利、著作等智慧財產予他人，且不得探詢或蒐集非職務相關之公司營業
秘密、商標、專利、著作等智慧財產。
第十四條（禁止不公平競爭行為）
本公司從事營業活動，應依公平交易法及相關競爭法規，不得固定價格、操縱投標、限
制產量與配額，或以分配顧客、供應商、營運區域或商業種類等方式，分享或分割市場。
第十五條（防範產品或服務損害利害關係人）
本公司對於所提供之產品與服務所應遵循之相關法規與國際準則，應進行蒐集與瞭解，
並彙總應注意之事項予以公告，促使本公司人員於產品與服務之研發、採購、製造、提
供或銷售過程，確保產品及服務之資訊透明性及安全性。
本公司制定並於公司網站公開對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保護政策，以防止產品或
服務直接或間接損害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健康與安全。
經媒體報導或有事實足認本公司商品、服務有危害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安全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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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虞時，本公司應回收該批產品或停止其服務，並調查事實是否屬實，及提出檢討改善
計畫。
本公司專責單位應將前項情事、其處理方式及後續檢討改善措施，向董事會報告。
第十六條（保密協定）
本公司人員應遵守證券交易法之規定，不得利用所知悉之未公開資訊從事內線交易，亦
不得洩露予他人，以防止他人利用該未公開資訊從事內線交易。參與本公司合併、分割、
收購及股份受讓、重要備忘錄、策略聯盟、其他業務合作計畫或重要契約之其他機構或
人員，應與本公司簽署保密協定，承諾不洩露其所知悉之本公司商業機密或其他重大資
訊予他人，且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使用該資訊。
第十七條（對外宣示誠信經營政策）
本公司應於內部規章、年報、公司網站或其他文宣上揭露誠信經營政策，並適時於供應
商會議、法人說明會等對外活動上宣示，使其供應商、客戶或其他業務相關機構與人員
均能清楚瞭解本公司誠信經營理念與規範。
第十八條（建立商業關係前之誠信經營評估）
本公司與他人建立商業關係前，應先行評估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對象
之合法性、誠信經營政策，以及是否曾有不誠信行為之紀錄，以確保其商業經營方式公
平、透明且不會要求、提供或收受賄賂。
本公司進行前項評估時，可採行適當查核程序，就下列事項檢視其商業往來對象，以瞭
解其誠信經營之狀況：
⼀、 該企業之國別、營運所在地、組織結構、經營政策及付款地點。
二、 該企業是否有訂定誠信經營政策及其執行情形。
三、 該企業營運所在地是否屬於貪腐高風險之國家。
四、 該企業所營業務是否屬賄賂高風險之行業。
五、 該企業⻑期經營狀況及商譽。
六、 諮詢其企業夥伴對該企業之意見。
七、 該企業是否曾涉有賄賂或非法政治獻金等不誠信行為之紀錄。
第十九條 （與商業對象說明誠信經營政策）
本公司人員於從事商業行為過程中，應向交易對象說明本公司之誠信經營政策與相關規
定，並明確拒絕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形式或名義之不正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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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避免與不誠信經營者交易）
本公司人員應避免與涉有不誠信行為之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對象從事
商業交易，經發現業務往來或合作對象有不誠信行為者，應立即停止與其商業往來，並
將其列為拒絕往來對象，以落實本公司之誠信經營政策。
第二十⼀條（契約明定誠信經營）
本公司與他人簽訂契約時，應充分瞭解對方之誠信經營狀況，並將遵守本公司誠信經營
政策納入契約條款，於契約中至少應明訂下列事項：
⼀、任何⼀方知悉有人員違反禁止收受佣金、回扣或其他不正當利益之契約條款時，應
立即據實將此等人員之身分、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之方式、金額或其他不正當
利益告知他方，並提供相關證據且配合他方調查。⼀方如因此⽽受有損害時，得向
他方請求損害賠償，並得自應給付之契約價款中如數扣除。
二、任何⼀方於商業活動如涉有不誠信行為之情事，他方得隨時無條件終止或解除契約。
三、訂定明確且合理之付款內容，包括付款地點、方式、需符合之相關稅務法規等。
第二十二條 (檢舉程序及獎勵制度)
本公司鼓勵內部及外部人員檢舉不誠信行為或不當行為，依其檢舉情事之情節輕重，經
專責單位決議後進行獎勵：
⼀、經確認檢舉情事屬實後，酌發新臺幣⼀千元獎金。
二、若檢舉情事造成公司實際損失，則加發新台幣三千元以上獎金。
三、內部人員得同時進行記功嘉獎。但如有虛報或惡意指控之情事，應予以紀律處分，
情節重大者應予以革職。
本公司於公司網站及內部網站建立並公告內部獨立檢舉信箱、專線，檢舉人應至少提供
下列資訊：
⼀、檢舉人之姓名、身分證號碼及可聯絡到檢舉人之電話、電子信箱。
二、被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被檢舉人身分特徵之資料。
三、可供調查之具體事證。
本公司處理檢舉情事之相關人員應對於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予以保密，本公司並承諾
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情事⽽遭不當處置。
並由本公司專責單位依下列程序處理：
⼀、檢舉情事涉及⼀般員工者應呈報至部門主管，檢舉情事涉及董事或高階主管，應呈
報至獨立董事。
二、本公司專責單位及前款受呈報之主管或人員應即刻查明相關事實，必要時由法規遵
循或其他相關部門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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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經證實被檢舉人確有違反相關法令或本公司誠信經營政策與規定者，應立即要求
被檢舉人停止相關行為，並為適當之處置，且必要時透過法律程序請求損害賠償，
以維護公司之名譽及權益。
四、檢舉受理、調查過程、調查結果均應留存書面文件，並保存五年，其保存得以電子
方式為之。保存期限未屆滿前，發生與檢舉內容相關之訴訟時，相關資料應續予保
存至訴訟終結止。
五、對於檢舉情事經查證屬實，應責成本公司相關單位檢討相關內部控制制度及作業程
序，並提出改善措施，以杜絕相同行為再次發生。
六、本公司專責單位應將檢舉情事、其處理方式及後續檢討改善措施，向董事會報告。
第二十三條（他人對公司從事不誠信行為之處理）
本公司人員遇有他人對公司從事不誠信行為，其行為如涉有不法情事，公司應將相關事
實通知司法、檢察機關；如涉有公務機關或公務人員者，並應通知政府廉政機關。
第二十四條（建立獎懲、申訴制度及紀律處分）
本公司專責單位應定期舉辦內部宣導，安排高階管理階層向董事、受僱人及受任人傳達
誠信之重要性。
本公司應將誠信經營納入員工行為規範與人力資源政策中，設立明確有效之獎懲及申訴
制度。
本公司對於本公司人員違反誠信行為情節重大者，應依相關法令或公司人事辦法予以解
任或解僱。
本公司應於公司內部網站揭露違反誠信行為之人員職稱、姓名、違反日期、違反內容及
處理情形等資訊。
第二十五條（施行）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實施，並應送審計委員會及提報股東會，修
正時亦同。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
並將其反對或保留之意見，於董事會議事紀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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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錄。
本辦法訂立於 101 年 3 月 20 日。
本辦法修訂於 104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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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致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持股情形
⼀、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4,487,308,240元，已發行股數448,730,824股。
二、依證交法第26條之規定，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計16,000,000股。
三、截至本次股東會停止過戶日(109/4/25)股東名簿記載之個別及全體董事持有股數狀
況如下表所述，已達法定成數標準。
職

稱

戶

名

選任日期

董 事 ⻑

梁 立 省

107.5.30

2,601,001

0.58%

董

事

楊 子 汀

107.5.30

1,926,963

0.43%

董

事

潘 永 太

107.5.30

4,952,599

1.10%

董

事

潘 永 中

107.5.30

7,455,046

1.66%

獨立董事

古 台 昭

107.5.30

0

0

獨立董事

鄭 志 凱

107.5.30

0

0

獨立董事

吳 均 龐

107.10.25

0

0

獨立董事

王 加 琪

108.06.18

0

0

16,935,609

3.77%

全 體 董 事 合 計

-50-

持有股數(股) 持股比例(%)

本手冊使用環保紙與環保大豆油墨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