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矽 瑪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國⼀⼀⼀年六月十日（星期五）早上九時整  

地點：福容大飯店（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路⼀段200號）  

出席股數：出席股東及股權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共計 41,390,175 股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份 41,389,753 股)，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數 79,972,945 股之 51.75% 

出席董事：黃漢州(佳世達代表人)、胡若堯(佳世達代表人)、葉惠心(獨立董事)、 

但唐諤(獨立董事) 

列    席：洪茂益會計師、黃拓文財務⻑ 

主席：黃漢州                                          記錄：吳瑞鈞 

⼀、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份總數)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第⼀案  

案 由: ⺠國110年度營業報告，謹請  公鑑。 

說 明: 本公司110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第6~7頁)。 

第二案 

案 由: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謹請  公鑑。 

說 明: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第8頁)。 

第三案 

案 由: ⺠國110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謹請  公鑑。 

說 明: ⼀、本公司經109年7月29日經董事會決議員工及董事酬勞之分派以稅

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及董事酬勞前的利益為計算基礎，訂定提列

比例原則分別為6%及0.75%。 

二 、 110 年 度 員 工 紅 利 及 董 事 酬 勞 之 實 際 分 派 比 例 同 為 6% 及

0.75%，金額分別為新台幣 8,608,683 元及 1,076,085 元，並全

數以現金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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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案  由: ⺠國110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謹請  公鑑。 

說  明: ⼀、依據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條之二規定，盈餘分派案若以現金股利為 

之，則授權董事會決議並於股東會報告。 

二、擬⾃⺠國 110 年度累積可供分派盈餘中，提撥股東股利計新台幣 

79,972,945 元，每股配發 1 元，提請董事會決議以現金方式發放 

，並授權董事⻑另訂配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三、本次現金股利發放案，如因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發生變動，致使 

配息率異動⽽需修正時，授權董事⻑全權處理。 

四、承認事項

第⼀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擬承認110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 本公司110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業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

過。其中財務報表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國帥及洪茂益會計師查

核竣事，並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出具審查報告書在案。 

二、110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 

(第6~7頁)及附件三(第9~25頁)。 

三、謹提請 承認。

表決結果:    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1,390,175 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41,320,134 權 

(含電子投票

41,320,134 權) 

11,064 權 

(含電子投票

11,064 權) 

- 58,977 權 

(含電子投票 58,555

權) 

99.83% 0.02% 0%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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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擬承認110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本公司110年度盈餘分配表業經董事會通過並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完

竣，請參閱下表: 

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 110 年度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元 

本期稅後淨利 111,216,196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1,064,341)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1,050,177) 

110 年度可供分派盈餘 99,101,678 

加：期初未分派盈餘 33,305,055 

減：OCI 列入保留盈餘之項目-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 (572,785) 

截至 110 年度累積可供分派盈餘 131,833,948 

分派項目： 

股東現金紅利（每仟股配發 1,000 元） (79,972,945) 

期末未分派盈餘 51,861,003 

附註：本次股東現⾦紅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元以下捨去，不⾜⼀元之畸零款合計數， 

由小數點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股利分配總額。 

董事⻑：黃漢州         經理人：游素冠         會計主管：黃拓文

二、謹提請 承認。

表決結果： 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1,390,175 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41,306,132 權 

(含電子投票

41,306,132 權) 

16,064 權 

(含電子投票

16,064 權) 

- 67,979 權 

(含電子投票 67,557

權) 

99.79% 0.03% 0% 0.16% 

五、討論事項

第⼀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擬修訂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配合中華⺠國110年12月29日華總⼀經字第11000115851號

函令修正「公司法」部分條文，擬修訂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

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第26頁)。 

二、 謹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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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結果： 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1,390,175 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41,306,132 權 

(含電子投票

41,306,132 權) 

12,064 權 

(含電子投票

12,064 權) 

- 71,979 權 

(含電子投票 71,557

權) 

99.79% 0.02% 0% 0.17%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國111年1月28日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0465號函令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

準則」部份條文及實際需要，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第27~32

頁)。 

二、謹提請  討論。 

表決結果： 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1,390,175 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41,305,132 權 

(含電子投票

41,305,132 權) 

13,064 權 

(含電子投票

13,064 權) 

- 71,979 權 

(含電子投票 71,557

權) 

99.79% 0.03% 0% 0.17%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擬解除現任董事及其代理人競業禁止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依公司法第209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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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或有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 

類似之公司，爰依法提請股東會同意。 

三、擬提請111年股東常會解除之董事競業限制項目，請參閱附件

六(P.33)。 

四、謹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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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結果： 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1,390,175 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41,317,260 權 

(含電子投票

41,317,260 權) 

19,006 權 

(含電子投票

19,006 權) 

- 53,909 權 

(含電子投票 53,487

權) 

99.82% 0.04% 0% 0.13%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 主席宣佈散會(⺠國111年6月10日上午九時十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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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度營業報告書 

本年度全球雖仍受 COVID-19 全球疫情流行影響，但隨著各國疫苗接種率

大幅攀升，染疫後重症情況大幅趨緩，加上各國為促進經濟景氣，在下半年已陸

續採取解封政策，全球景氣逐漸回穩較前年大幅改善，同時本公司於 110 年 4

月基於上下游整合⽽併入以生產 3C 產品擴充基座(Ducking Station)為主力之同

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同星公司)，因⽽ 110 年度營運除受惠疫情減緩、景氣

回升影響，接單情況顯著增加外，又因併入同星公司因素，致本公司 110 年度

整體合併銷售金額及獲利情形均較 109 年度大幅成⻑。茲就 110 年度營運成果

與 111 年度營運計畫簡要報告如下：  

⼀、⼀⼀○年度營業結果報告 

(⼀)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公司因併入同星公司因素，110 年度合併營業額為新台幣 3,068,487 仟

元，較 109 年度新台幣 1,029,856 仟元大幅增加新台幣 2,038,631 仟

元，成⻑ 198%；稅後淨利新台幣 126,261 仟元，較 109 年度稅後淨

利新台幣 76,304 仟元，增加新台幣 49,957 仟元，每股淨利新台幣 1.39

元。 

(二)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本公司 110 年度財務概況請參閱所附之財務報表。

(三)研發發展狀況:

本公司 110 年度投入研發費用達新台幣 81,157 仟元，較 109 年度投入

新台幣 45,013 仟元，大幅增加達新台幣 36,144 仟元，成⻑約 80%；

主要為致力於開發高頻連接器、連接線與車用、醫療、工業用產品連接

器、連接線及開發 3C 產品擴充基座(Ducking Station)等，並積極擴展

及提升研發團隊人員素質，以符合未來產品開發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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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經營方針方面： 

本公司在以客戶為導向、以設計為導向之基本方針下，致力開發利

基產品，掌握關鍵技術，開發新技術與應用，提升產品附加價值及產品

線之完整與競爭優勢，滿足客戶需求，持續創造最大利潤。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本公司係依產品市場發展趨勢、客戶業務發展及參酌⺠國 110 年度

營收實績，並考量 111 年度營運目標，加上全球各國 COVID-19 疫苗注

射率普遍提高，為促進經濟景氣，各國陸續採取解封政策回歸正常生活，

預估因疫情流行所帶來的影響應可逐漸趨緩，整體訂單銷售量逐漸回

溫，本公司預估 111 年度全年度預期銷售數量應可較 110 年度成⻑。 

(三)重要產銷政策方面：

本公司除深耕原有產業外，將持續積極搶攻車用，醫療與工業等高

附加價值產業，透過 Front-End Design-in 優勢爭取客戶合作機會，同

時基於上下游整合將與相關子公司將積極開發 3C 擴充基座(Ducking 

Station)相關業務，進⽽提升營收及獲利；⽽在保有⼀定合理利潤前提

下，本公司將持續積極開發相關重要零組件⾃動化生產方式，降低整體

生產成本，提高營運利潤。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為因應現今產品市場變化快速、生命週期短之趨勢，本公司與客戶間

持續保持密切合作關係，共同開發新產品，掌握發展契機，期使營運穩定

成⻑；同時，面對法規環境之變異，本公司將依循法規辦理並適度對應法

規變化隨時調整公司內部營運機制。 

展望未來發展，本公司除持續配合既有客戶加深加廣積極開發新產品

外，仍將持續創新產品研發設計之優勢及有效利用現有生產產能，降低生

產成本，提高獲利，期能落實所擬定之營運計畫及目標。 

感謝各位股東過去對公司的支持與指教，謹請各位股東持續給予矽瑪

支持與指教。謝謝！ 

負責人：黃漢州 經理人：游素冠 主辦會計：黃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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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 

原因 

第十四條

之二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新增 配合法

令修訂

第十五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九人，任期三年，連選得

連任，前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

少於 3 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全

體董事合計持股比例，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

定。 本公司得為董事於任期內就執行業務

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

險。 

本公司設董事七~九人，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前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3 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全體董事

合計持股比例，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 本公

司得為董事於任期內就執行業務範圍依法應負

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配合實

際需要 

第二十六條 本章程訂立於⺠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二日。

中間歷經十六次修訂，第十七次修正於⺠國

⼀⼀⼀年六月十日。 

本章程訂立於⺠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二日。

中間歷經十五次修訂，第十六次修訂於中

華⺠國⼀⼀○年八月十八日。 

增列修

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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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原因 

第四條 資訊公開 

⼀、本公司及子公司有取得或處分以下資產之

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

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辦理公告申報： 

（略）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從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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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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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等不低

於我國主權評等等級之外國公

債。

資訊公開 

⼀、本公司及子公司有取得或處分以下資產之

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

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辦理公告申報： 

（略）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從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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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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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買賣國內公債。

配合法令

修訂 

第五條 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應取

得估價報告

（略）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

之⼀，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

於交易 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

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

師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

示具體意見：

1. 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額之百

分之二十以上。

2. 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達交

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應取

得估價報告

（略）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

之⼀，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

於交易 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

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

師依財團法人中華⺠國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展

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

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

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 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額之百

分之二十以上。

2. 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達交

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

配合法令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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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原因 

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

（略）

（略）

第六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會員證及無形資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應取得會計師意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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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該有價證

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金管會另有

規定者，不在此限。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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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會員證及無形資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應取得會計師意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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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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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

配合法令

修訂

第七條 關係人之排除

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律師或證券承

銷商之意見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員、

會計師、律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列規定：

（略）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時，應

依其所屬各同業公會之⾃律規範及下列事

項辦理：

關係人之排除

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律師或證券承

銷商之意見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員、

會計師、律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列規定：

（略）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時，應依下

列事項辦理：

⼀、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專業能

配合法令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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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原因 

⼀、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專業能

力、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二、執行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適當

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出具報

告或意見書；並將所執行程序、蒐集

資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案件工作底

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及資訊

等，應逐項評估其適當性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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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當且合理及遵循相關法令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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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出具報

告或意見書；並將所執行程序、蒐集

資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案件工作底

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及資訊

等，應逐項評估其完整性、正確性及

合理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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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關係人交易 

⼀、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應依第五條⾄

第八條及本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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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依第五

條⾄第八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交易金額之計算應

依第六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二、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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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買賣國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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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

付款項，如已設置獨立董事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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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人交易 

⼀、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應依第五條⾄

第八條及本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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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依第五

條⾄第八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交易金額之計算應

依第六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二、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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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買賣國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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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

付款項，如已設置獨立董事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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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法令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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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原因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如已設置審計委

員會者，應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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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用第

十五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 

（⼀）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

預計效益。 

（二） 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依本條第四項⾄第七項規定評

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

料。

（四） 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

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

項。

（五） 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年各月

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

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 依本條第⼀項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 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

定事項。

（移列為修正條文第三項後段） 

   （略） 

三、本公司或本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

子公司有本條第二項交易，交易金額達本

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本公司應將

本條第二項所列各款資料提交股東會同意

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但本

公司與其⺟公司、子公司，或其子公司彼

此間交易，不在此限。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如已設置審計委

員會者，應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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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用第

十五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 

（⼀）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

預計效益。 

（二） 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依本條第三項⾄第六項規定評

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

料。

（四） 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

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

項。

（五） 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年各月

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

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 依前項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 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

定事項。

本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四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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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依本程序規定提交審計委員會及董事

會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略）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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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原因 

本條第二項及本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

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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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本程序規定提交股東

會、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部分免再計

入。 

四、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應

按下列方法評估交易成本之合理性(合併

購買或租賃同⼀標的之⼟地及房屋者，得

就⼟地及房屋分別按以下所列任⼀方法評

估交易成本)：  

（略） 

五、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

本條第四項規定評估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成本，並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

意見。  

六、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有

下列情形之⼀者，應依本條第二項規定辦

理，不適用本條第四、五項之規定： 

（略） 

七、公司依本條第四項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易

價格為低時，應依本條第八項規定辦理。

但如因下列情形，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

不動產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理性

意見者，不在此限：  

（略） 

本條第六項所稱鄰近地區交易案例，以同

⼀或相鄰街廓且距離交易標的物方圓未

逾 五 百 公 尺 或 其 公 告 現 值 相 近 者 為 原

則；所稱面積相近，則以其他非關係人交

易案例之面積不低於交易標的物面積百

分之五十為原則；所稱⼀年內係以本次取

得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事實發生之日

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年。  

三、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應

按下列方法評估交易成本之合理性(合併

購買或租賃同⼀標的之⼟地及房屋者，得

就⼟地及房屋分別按以下所列任⼀方法評

估交易成本)：  

（略）  

四、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

第三項規定評估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成

本，並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見。 

五、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有

下列情形之⼀者，應依第二項規定辦理，

不適用第三、四項之規定： 

（略） 

六、公司依本條第三項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易

價格為低時，應依本條第七項規定辦理。

但如因下列情形，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

不動產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理性

意見者，不在此限：  

（略） 

前項所稱鄰近地區交易案例，以同⼀或相

鄰街廓且距離交易標的物方圓未逾五百

公尺或其公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

積相近，則以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例之面

積不低於交易標的物面積百分之五十為

原則；所稱⼀年內係以本次取得不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

追溯推算⼀年。  

七、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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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原因 

八、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如

經按本條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易價格為低

者，應辦理下列事項： 

（略） 

經按本條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易價格為低

者，應辦理下列事項：  

（略） 

本公司之子公司與其⺟公司、子公

司或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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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上述交易，於新台幣壹億

伍仟萬元以內者，董事⻑先行決

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

認。 

第十七條 （略） 

八、本公司不得放棄對 ASPIRE ASIA INC.未來

各年度之增資;ASPIRE ASIA INC.不得放棄對

矽瑪企業(香港)有限公司未來各年度之增資;未

來若本公司放棄對上開公司之增資或處分上開

公司股權，須經該等公司董事會特別決議通過。 

（略） 

八、本公司不得放棄對 ASPIRE ASIA INC.未來

各年度之增資;ASPIRE ASIA INC.不得放棄對

矽瑪企業(香港)有限公司未來各年度之增資;未

來若本公司放棄對上開公司之增資或處分上開

公司股權，須經該等公司董事會特別決議通過。 

實際需要 

第二十條 本程序訂定於中華⺠國⼀⼀○年四月九日 

第二次修訂於⺠國⼀⼀⼀年六月十日 

本程序訂定於中華⺠國⼀⼀○年四月九日 增列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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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董事 擬解除競業內容 

佳世達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黃漢州

鈺緯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財團法人明基文教基金會 董事 

佳世達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洪秋⾦
佳世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葉惠心 唯心財務顧問有限公司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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