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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05 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說  明：一、本公司 105 年度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財務報表，業經資誠聯合會

計師事務所劉子猛會計師及林姿妤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出具查核報

告，併同營業報告書送交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出具查核報告書

在案。 

二、前項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會計師查核報告，請參閱附件一(第

8 頁至第 9 頁)及附件五(第 13 頁至第 26 頁)。 

決  議: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05 年度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說  明：一、本公司 105 年度稅後淨利為新台幣 102,367,431 元，加計期初未分

配盈餘新台幣 6,224,275 元及其他綜合(損)益新台幣(9,673,915)

元，依據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規定，提撥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

9,891,779 元，合計可供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89,026,012 元。擬分配

股東現金股息新台幣 84,406,067 元，即每股配發現金新台幣 1.4

元。 

二、發放現金股利時，分派予個別股東之股利總額發放至「元」，尾數

不足元者採「元以下無條件捨去計算方式」。本次現金股利分配未

滿一元之畸零數額，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全權處理之。 

三、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除息基準日及其他相關

事宜。 

四、如嗣後辦理現金增資、買回本公司股份、將庫藏股轉讓、轉換及

註銷或轉換公司債及員工認股權憑證依發行轉換辦法轉換時，則

股東配息率因此發生變動者，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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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公司 105 年度盈餘分配表如下： 

                                              單位:新台幣元 

春日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5 年度盈餘分配表 

一 可供分配數 金額 說 明 

 期初未分配盈餘 6,224,275

 加(減)：其他綜合(損)益 -9,673,915
本公司章程第卅八之一條 

 加：本期稅後淨利            102,367,431

二 可供分配數合計 98,917,791

 減:提列法定盈餘公積 9,891,779

 減:提列特別盈餘公積 0

三 可供分配盈餘 89,026,012

 減:分配股東現金股息紅利 84,406,067

四 期末未分配餘額 4,619,945

本公司每屆決算如有盈餘，除

依法完納一切稅捐及彌補以

往年度虧損外，應先就其餘額

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

及其它依規定應提撥之特別

盈餘公積後，如尚有餘額，併

同累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

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

會決議分派股東股息紅利。 

 

 
註：每股配發現金股利1.4元。 
 

董事長：孫得賓          經理人：孫正耀          會計主管：蕭明瑞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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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論事項及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討論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部份條文案，敬請  討論。 

說  明：為符合法令及本公司實際需要，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

程序」部份條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六(第 27 頁至第

33 頁)。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全面改選本公司董事，敬請  選舉。 

說  明：一、本公司董事任期屆滿，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於本次股東常會改

選九名董事(含三名獨立董事)。 

二、當選之董事、獨立董事任期為三年，自民國 106 年 6 月 16 日至民

國 109 年 6 月 15 日止。 

三、本公司獨立董事選任方式採公司法第一九二條之ㄧ之候選人提名

制度，股東應就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四、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本公司民國 106 年 5 月 5 日董事會審查

通過，其學歷、經歷及其他相關資料載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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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歷 經歷及現職 持有股數

陳文斷 

大同大學機械學士 

 

中山大學企管碩士

(EMBA) 

經歷: 

1.中國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經理 

2.聯鋼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3.中鋼結構(昆山)有限公司董事長 

4.聯鋼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長 

5.聯全建設工程技術咨詢(上海)有限公司董

事長 

6.漢威巨蛋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7.聯鋼工程(越南)責任有限公司董事長 

8.中構日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現職: 

1.春日機械工業(股)公司獨立董事(審計委員

會及薪酬委員會召集人) 

0 股 

張所鋐 

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

系學士 

 

美國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辛 辛 納

提 大 學 ) Dept. of 

Mechanical Eng.碩士 

 

美國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辛 辛 納

提 大 學 ) Dept. of 

Mechanical Eng.博士 

經歷: 

1.IBM Corp. T. J. Watson Research 

Center,USA Yorktown Heights, NY 

Research Staff Member(1984/8-1990/8) 

2.NIST,USA(美國國家標準技術研究院 ) 

Manufacturing Research Lab.訪問學者

(2000/7-2000/9) 

3.Stanford University(史丹福大學),USA 

Chemistry Department 訪 問 學 者

(2003/12-2004/3) 

4.國立台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副教授

(1990/8-1999/8) 

5.國立台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副系主任

(2001/8-2004/7) 

6.國立台灣大學奈米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

(2001/10-2005/8) 

7.國立台灣大學奈米機電系統研究中心主任

(2002/9-2005/7) 

8.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與系統研究所副所長

(2005/9-2008/10) 

9.國立台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系主任

(2008/11-2011/7) 

10.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與系統研究所所長

(2012/7/1-2015/4/16) 

11.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與系統研究所副院長

(2014/10/28-2016/1/20) 

現職: 

1.國立台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特聘教授

(2011-至今)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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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歷 經歷及現職 持有股數

吳裕群 

中興大學財稅系學士 

 

台灣大學高階公共管

理碩士在職專班 

經歷: 

1.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總經

理 

2.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局長

(102.9.13-105.5.19) 

現職:無 

0 股 

五、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 

戶號或身分證 

統一編號 
戶名或姓名 得票權數 備註 

1 春雨工廠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林輝政 66,465,940 董事 

1 春雨工廠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陳其泰 63,980,734 董事 

1 春雨工廠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王炯棻 62,030,848 董事 

1 春雨工廠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林連對 61,037,545 董事 

486 竑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孫明申 60,719,485 董事 

59 李宗憲 60,425,941 董事 

C10012XXXX 吳裕群 29,914,690 獨立董事

T10250XXXX 陳文斷 29,728,813 獨立董事

M10134XXXX 張所鋐 29,718,256 獨立董事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敬請  討論。 

說  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第 1 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

業範圍內之行為，應對股東會說明其行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

可。 

二、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經營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類似之公司並擔

任董事之行為，在無損及公司之利益下，擬提請股東常會同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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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競業禁止之限制。新任董事兼任職務，請參閱附件七(第 34 頁

至第 35 頁)。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六、臨時動議:無 

 

七、散會:上午九時三十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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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春日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Ｏ五年度營業報告書 

一、 經營方針、實施概況及營運計畫實施成果 

回顧 105 年度，工具機產業仍面臨諸多挑戰，中國經濟成長放緩、人民幣持

續貶值、全球景氣未見明顯回溫及競爭對手削價競爭皆對本公司營運造成不利影

響，而在競爭激烈之環境中，本公司秉持長期致力於創新研發、培養優秀人才及

厚植經營實力等政策方針，才得以有穩定之營運成果。 

本公司 105 年度合併營收為 14.74 億，較前一年 14.31 億增加 3.02%；稅後

淨利為 102,367 仟元較前一年度 135,074 仟元減少了 32,707 仟元；每股稅後盈餘為新

台幣 1.70 元，前一年為 2.24 元。 

二、預算執行情形 

本公司一Ｏ五年度未公開財務預測，故無預算達成情形。 

三、財務收支情形及獲利能力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年度

項目 
105 年度 104 年度 增減率(%) 

營業收入 1,474,691 1,431,377 3.02 

營業毛利 426,177 436,813 -2.43 
財務

收支 
稅後淨利 102,367 135,074 -24.21 

資產報酬率 5.35 7.01 -23.68 

股東權益報酬率 9.85 12.88 -23.52 

營業淨利 21.13 23.38 -9.62 占實收資本

額比率 稅前淨利 21.88 28.74 -23.86 

純益率(%) 6.94 9.43 -26.40 

獲利

能力

分析 

每股盈餘(元) 1.7 2.24 -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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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發展狀況 

105 年度研究發展費用 51,120 仟元，係投入扣件零件成型機與相關沖模具之

研發，並且著手公司產品二次化、溫鍛化與智能化之結合開發，使本公司機器廣

泛應用於生產扣件與零組件產品各個領域，以期符合未來高附加價值的航太市場

與工業 4.0 的趨勢。 

展望 106 年，全球經濟呈現復甦態勢，惟整體復甦力道仍不強，先前人民幣、

日圓、歐元貶值效應、以及各國經濟保護主義盛行，導致市場嚴峻，同業持續削

價競爭及山寨機的威脅仍舊，致使產業競爭加劇，面對不斷惡化之市場環境，本

公司堅決採取持續投入研發創新以提昇產品附加價值並致力於改善製程以提升

生產效率，保持競爭優勢面對各種挑戰。 

『顧客滿意、敬業合作、創意革新』乃本公司之經營理念，本公司將持續秉

持上述理念服務客戶，並與協力廠保持良好關係，最後感謝全體股東及客戶長期

對於我們的支持，本公司全體同仁將持續努力不懈，創造更好的營運績效。 

     

敬祝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事長:孫得賓            總經理:孫正耀             會計主管:蕭明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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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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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春日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大陸投資資訊-基本資料及投資限額 

民國 105 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 新台幣仟元 

本期匯出或收

回投資金額 
大陸被投資 

公司名稱 

主要營業

項    目
實收資本額 投資方式

本期期初自

台灣匯出累

積投資金額 匯出 收回 

本期期末自台

灣匯出累積投

資金額 

被投資公司

本期損益

本公司直接

或間接投資

之持股比例

本期認列 

投資損益 

期末投資 

帳面價值 

截至本期止

已匯回投資

收益 

備註 

上海春日機械

工業有限公司 

機械製造

及買賣

274,125 

(註 1) 
(註 2) 64,500 － － 64,500 48,872 100.00 48,872 638,937 

445,953 

(註 3) 
(註 4) 

 

公司名稱 
本期期末累計自台灣匯 

出赴大陸地區投資金額 

經濟部投審會 

核准投資金額 

依經濟部投審會規定 

赴大陸地區投資限額 

(註 5) 

春日機械工業(股)公司 64,500 209,625 601,453 

(註 1)上海春日機械工業有限公司實收資本額美元 8,500 仟元係春日機械工業（股）公司透過其子公司來旺城開發有限公司實際匯出美元 4,000 仟元及其本身之盈餘轉增資

美元 4,500 仟元,並業經投審會核准；來旺城開發有限公司於民國 97 年辦理減資退還股款匯回美元 2,000 仟元，已向投審會核備。 

(註 2)係透過第三地區投資設立公司(來旺城開發有限公司)再投資大陸地區。 

(註 3)係來旺城開發有限公司獲配上海春日機械工業有限公司之現金股利匯回春日機械工業(股)公司美元 13,828 仟元。 

(註 4)本期認列之投資損益係依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表評價認列。 

(註 5)係淨值或合併淨值(孰高者)之 60%為計算基礎。 

(註 6)本表金額涉及外幣者，係以財務報告日之匯率(美元：新台幣 1：32.25)換算為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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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春日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為他人背書保證 

民國 105 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 新台幣仟元 

被背書保證對象 

編號 
背書保證者

公司名稱 公司名稱 
關係 

(註1) 

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

證之限額

本期最高

背書保證

餘額 

期末背書

保證餘額

實際動

支金額

以財產擔

保之背書

保證金額

累計背書保證

金額佔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

之比率 

背書保證

最高限額

屬母公

司對子

公司背

書保證

屬子公

司對母

公司背

書保證

屬對大

陸地區

背書保

證 

備註 

0 
春日機械工

業(股)公司

上海春日

機械工業

有限公司 

2 400,968 184,845 64,500 - - 6.43 501,211 Y N Y (註 2) 

 

(註 1)與本公司之關係代號說明如下： 

     1.有業務關係之公司。 

     2.直接持有普通股股權超過 50%之子公司。 

     3.母公司與子公司持有普通股股權合併計算超過 50%之被投資公司。 

     4.對公司直接或經由子公司間接持有普通股股權超過 50%之母公司。 

     5.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依合約規定互保之公司。 

     6.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率對其背書保證之公司。 

(註 2)本公司辦理背書保證之總額為本公司淨值 50%，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限額為本公司淨值之 40%，並將辦理之有關情形報股東會備查。 

(註 3)本表金額涉及外幣者，係以財務報告日之匯率(美元：新台幣 1：32.25)換算為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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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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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正前 修正後 說明 

二、資產之

適用範圍 

1.長、短期有價證券投資

（含股票、公債、公司債、

金融債券、國內受益憑

證、海外共同基金、存託

憑證、認購（售）權證等）、

不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 

2.會員證 

3.專利權、著作權、商標

權、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4.衍生性商品:遠期契

約、選擇權契約、期貨契

約、槓桿保證金契約、交

換契約，及上述商品組合

而成之複合式契約等。所

稱之遠期契約，不含保險

契約、履約契約、售後服

務契約、長期租賃契約及

長期進(銷)貨合約 

5.依法律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

分之資產 

6.金融機構之債權(含應

收款項、買匯貼現及放

款、催收款項) 

7.其他重要資產 

1.股票、公債、公司債、金融債

券、表彰基金之有價證券、存託

憑證、認購（售）權證、受益證

券及資產基礎證券等投資。 

2.不動產及設備。 

3.會員證。 

4.專利權、著作權、商標權、特

許權等無形資產。 

5.金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

項、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

項）。 

6.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資

產、利率、匯率、指數或其他利

益等商品所衍生之遠期契約、選

擇權契約、期貨契約、槓桿保證

金契約、交換契約，及上述商品

組合而成之複合式契約等。所稱

之遠期契約，不含保險契約、履

約契約、售後服務契約、長期租

賃契約及長期進(銷)貨合約。 

7.依法律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

依企業併購法、金融控股公司

法、金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律

進行合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

處分之資產，或依公司法第一百

五十六條第八項規定發行新股受

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

讓）者。 

8.其他重要資產。 

依法令

之適用

範圍定

義修正

條文範

圍及調

整項次。

三、取得或

處分資產評

估及作業程

序 

 

 

 

 

 

 

 

三、取得或處分資產評估及

作業程序 

1.本公司取得或處分長、短

期有價證券投資應由財務

單位進行相關效益之分析

並評估可能之投資風險；而

取得或處分不動產及其他

固定資產則由各單位事先

擬定資本支出計畫，就取得

或處分目的、預計效益等進

行可行性評估後，如係向關

三、評估程序 

1.本公司取得或處分長、短期有價

證券投資或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

應由財務部門進行相關效益之分析

並評估可能之風險；而取得或處分

不動產及其他資產，則由各單位事

先擬定資本支出計畫，就取得或處

分目的、預計效益等進行可行性評

估；如係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並

應依本處理程序第二章規定，評估

交易條件合理性等事項。 

 

1.長、 

短期有

價證券

投資項

目，增 

加從事

衍生性

商品交

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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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修正前 修正後 說明 

三、取得或

處分資產評

估及作業程

序 

 

 

 

 

 

 

 

 

 

 

 

 

 

 

 

 

 

 

 

 

 

 

 

 

 

 

 

 

 

 

 

 

 

 

 

 

 

 

 

 

 

係人取得不動產，並應依本

處理程序之相關規定，評估

交易條件合理性等事項。 

2.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

證券，應先取具標的公司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之財 務報表或其他相

關資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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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洽

請會計師就交易價格之合

理性表示意見。但該有價證

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不

在此限。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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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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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若取得或處分不動產及

其他固定資產金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先

洽請客觀公正之專業估價

者出具估價報告，並按本管

理辦法之資產估價程序辦

理。 

 

 

 

 

 

5.本公司辦理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應於召開

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

師、律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

股比例、收購價格或配發股

 

 

2.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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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表或其他相關資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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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

究發展基金會（以下簡稱會計研究

發展基金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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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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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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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若取得或處分不動產及設備金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先洽請客觀

公正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估價報告，

並按本管理辦法之資產估價程序辦

理。 

(註：前三款交易金額之計算，應依

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辦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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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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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公司辦理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

前，委請會計師、律師或證券承銷

商就換股比例、收購價格或配發股

東之現金或其他財產之合理性表示

 

 

2.會計

師若需

採用專

家報告

者依審

計準則

公報第

二十號

規定辦

理。 

 

 

 

 

 

 

 

 

 

 

 

 

 

 

 

 

 

 

 

3.明定

取得或

處分資

產需專

業估價

報告門

檻之金

額計算。

 

 

4.增加

合併直

接或間

接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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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修正前 修正後 說明 

三、取得或

處分資產評

估及作業程

序 

東之現金或其他財產之合

理性表示意見，提報董事會

討論通過。 

 

 

 

 

6.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之價格決定方式、參考依

據，除依前述規定外參酌專

業估價、會計師等相關專家

意見外，並應依下列各情形

辦理: 

(1)…。 

(2)…。 

(3)…。 

(4)…。 

(5)…。 

(6)…。 

 

意見，提報董事會討論通過。但本

公司合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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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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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合

併，得免取得前開專家出具之合理

性意見。 

6.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價格決

定方式、參考依據，除依前述規定

參酌專業估價、會計師等相關專家

之意見外，並應依下列各情形辦

理： 

(1)…。 

(2)…。 

(3)…。 

(4)…。 

(5)…。 

(6)…。 

(7)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

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

替代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見。 

 

之子公

司免除

專家意

見條款。

 

 

 

 

 

 

 

 

 

 

 

 

 

 

 

 

四、作業程

序 

1.授權額度及層級 

 (3)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

應依本處理程序相關規定

備妥相關資料，提交董事會

通過及審計委員承認後始

得為之。 

1.授權額度及層級 

 (3)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應依本

處理程序第二章規定備妥相關資

料，提交審計委員會同意，並經董

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得為之。 

 

依審計

委員會

組織規

範修訂

作業程

序。 

五、公告申

報程序 

 

 

 

 

 

 

 

 

 

 

 

 

 

 

1…。 

(1)…。 

(2)…。 

(3)…。 

(4).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

交易、金融機構處分債權或

從事大陸地區投資其交易

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但下列情形不在此

限： 

a)買賣公債。 

b)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

證券交易所或證券商營業

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

c)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1…。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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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人，交易金額並達交易金額達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5)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

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

不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易金額

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6)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易、金融

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陸地區投

資，其交易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依公開

發行公

司取得

或處分

資產處

理準則

之資訊

公開標

準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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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修正前 修正後 說明 

五、公告申

報程序 

 

 

 

 

 

 

 

 

 

 

 

債券。 

d)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類

屬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

且其交易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易金額未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e)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

行公司取得或處分供營建

使用之不動產且其交易對

象非為關係人，交易金額未

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f)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

分售方式取得不動產，公司

預計投入之交易金額未達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2…。 

3.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

有錯誤或缺漏而應予補正

時，應將全部項目重行公

告。 

4.已依1之規定公告申報之

交易，如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

日內將相關資訊於主管機

關指定網站辦理公告申報: 

(1)…。 

(2)…。 

但下列情形不在此限： 

a)買賣公債。 

b)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證券交

易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

證券買賣，或於國內初級市場認購

募集發行之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

權之一般金融債券，或證券商因承

銷業務需要、擔任興櫃公司輔導推

薦證券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價證

券。 

c)買賣附買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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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交易金額依下列方式計算之： 

(1)每筆交易金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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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一年內累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累積）同一開發計畫不動

產之金額。 

(4)一年內累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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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本準則規定公告部分免再

計入。 

2…。 

3.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

缺漏而應予補正時，應於知悉之即

日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目重行公

告。 

4.已依 1 規定公告申報之交易後，

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

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

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理公告申報： 

(1)…。 

(2)…。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更。 

 

 

 

 

 

 

 

 

 

 

 

 

 

 

 

 

明定公

告門檻

之金額

計算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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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修正前 修正後 說明 

六、資產鑑

價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

或其他固定資產達本程序

規定應公告申報標準者，除

與政府機構交易、自地委建

或取得供營業使用之機器

設備者外，交易金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先

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其應行記載事項如

法令或主管機關有所規定

者，則應依相關規定辦

理)，並符合下列規定。惟

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

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

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

價報告或會計師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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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應行記

載事項如法令或主管機關有所規定

者，則應依相關規定辦理。)，並符

合下列規定。惟本公司經法院拍賣

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

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意見。 

依法令

之適用

範圍定

義修正。

十、認定依

據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不動產包括購買或交換

而取得。關係人之認定依會

計研究發展基金會發布之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六號

規定辦理，認定時除注意其

法律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

關係。 

1. 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

產交易金額達公司總資產

百分之十以上者，應依取得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見。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

除應依前章及本章規定辦理相關決

議程序及評估交易條件合理性等事

項外，交易金額達公司總資產百分

之十以上者，亦應依前章規定取得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意見。 

前項交易金額之計算，應依第五條

第二項規定辦理。 

判斷交易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

注意其法律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

關係。 

依公開

發行公

司取得

或處分

資產處

理準則

做定義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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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修正前 修正後 說明 

十一、決議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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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下列資料提交

董事會通過及審計委員承

認後，始得簽訂交易契約及

支付款項： 

1…。 

2…。 

3.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依

第十五條及第十六條規定

評估預定交易條件合理性

之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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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應將下列

資料提交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董

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得簽訂交易契

約及支付款項： 

1…。 

2…。 

3.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依第三條

及第十條規定評估預定交易條件合

理性之相關資料。 

 

依法令

之適用

範圍定

義修正。

二十六、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

本處理程序或其他法律規

定應經董事會通過者，如有

董事表示異議且有記錄或

書面聲明，應將董事異議資

料送各審計委員。應充分考

量各獨立董事之意見，並將

其同意或反對之意見與理

由列入會議紀錄。 

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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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如未經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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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

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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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本

公司之淨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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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公開

發行公

司取得

或處分

資產處

理準則

做分類

及條文

調整。 

二十八、 本處理程序，經董事會通過

後，送各審計委員並提報股

東會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

本處理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報董事

會決議通過，再提報股東會同意後

依審計

委員會

組織規



 

 33

條文 修正前 修正後 說明 

同。 

如有董事表示異議且有記

錄或書面聲明者，應將董事

異議資料送各審計委員。 

設有獨立董事時，且應充分

考量各獨立董事之意見，並

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意見與

理由列入會議紀錄。 

另若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

會時，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理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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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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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體成員及前項所稱全體

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

之) 

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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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反對意見或保留意見，應於董

事會議事錄載明。 

取得或處分資產交易依規定經審計

委員會同意者，應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報

董事會決議通過。 

取得或處分資產交易依規定提報董

事會討論時，應充分考量各獨立董

事之意見，獨立董事如有反對意見

或保留意見，應於董事會議事錄載

明。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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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全

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範修訂

處理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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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董事兼任他公司職務表 

職稱 姓名 目前兼任職務 

董事 
春雨工廠(股)公司 

代表人:陳其泰 

春雨工廠(股)公司副董事長 
春邦貿易(股)公司董事長 
春雨生醫(股)公司董事長 
春雨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美國春雨工廠公司董事 
印尼雄獅工業(股)公司監事 
SCHOLAR HOLDINGS LTD.董事 
春雨(東莞)五金制品有限公司董事 
春雨(鞍山)五金制品有限公司監察人 
SUNNY CITY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董事 
上海友鉅五金制品有限公司董事 
上海春日機械工業有限公司監察人 
百佳圓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久陽精密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東弘金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董事 春雨工廠(股)公司 

代表人:王炯棻 

春雨工廠(股)公司董事 
春邦貿易(股)公司監察人 
春雨生醫(股)公司監察人 
春雨投資(股)公司董事 
美國春雨工廠公司董事 
SCHOLAR HOLDINGS LTD.董事 
春雨(東莞)五金制品有限公司監察人 
春雨(鞍山)五金制品有限公司董事 
SUNNY CITY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董事 
上海友鉅五金制品有限公司監察人 
上海春日機械工業有限公司董事 
普羅法律事務所主持律師 
金智富資產管理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灣鋼鐵有限公司董事長 
桂盟國際(股)公司董事 
宏佳騰動力科技(股)公司獨立董事 
能緹精密工業(股)公司獨立董事 
台灣蠟品(股)公司監察人 
遊戲阜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榮剛材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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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目前兼任職務 

董事 春雨工廠(股)公司 

代表人:林輝政 

春雨工廠(股)公司董事長 
春邦貿易(股)公司董事 
春雨生醫(股)公司董事 
春雨投資(股)公司董事 
美國春雨工廠公司董事長 
印尼雄獅工業(股)公司監事 
SCHOLAR HOLDINGS LTD.董事長 
春雨(東莞)五金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長 
春雨(鞍山)五金制品有限公司董事 
SUNNY CITY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董事長 
上海友鉅五金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長 
上海統盛貿易有限公司董事長 
上海春日機械工業有限公司董事 
台灣大學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教授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獨立董事 
金屬工業研究中心監察人 

董事 春雨工廠(股)公司 

代表人:林連對 

印尼雄獅工業(股)公司董事長 
P.T ARTIMA INDUSTRY INDONESIA 
(PRESIDENT COMMISSIONER) 
春雨(鞍山)五金制品有限公司監察人 

董事 竑點科技(股)公司 

代表人:孫明申 

上海春日機械工業有限公司董事 
朝崗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 

董事 李宗憲 

昱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 
春雨生醫股份有限公司顧問 
禾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禾潤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禾運精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茂盈精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朝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朝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朝宇航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慈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獨立董事 吳裕群 昶洧股份有限公司獨立董事 

獨立董事 張所鋐 
台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特聘教授 
工業技術研究院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