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議事錄 

時    間：民國一○九年三月二十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地    點：尊爵大飯店(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 1段 300 號) 

出席股數：出席股東及股權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共計 27,071,524 股(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之股份 1,805,646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49,972,945 股之 54.17%。 

出席董事：游素冠、劉定宇、勰瑪投資有限公司公司代表人：陳榮太、曜新投資有限公司代表

人：蔡耀裕、呂谷清、王家政、梁慧琪 

列    席：洪茂益會計師、羅筱靖會計師、袁震天律師、黃拓文財務長 

主席：游素冠                                          記錄：吳瑞鈞 

一、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份總數已逾法定股數，宣佈開會) 

二、行禮如儀 

三、主席致詞：略 

四、報告事項： 

六、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辦理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案，謹提請  核議。 

說  明：(一)本公司為引進策略性投資人，提高公司之技術及擴充市場，擬於發行股數不超過

30,000 仟股額度內辦理私募普通股，每股面額 10 元，於股東會決議日起一年內

一次辦理。 

(二)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規定辦理私募應說明事項如下： 

1.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

(1)本次私募普通股參考價格係依定價日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普通股

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

價，或定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

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以上列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定之。

(2)本次私募普通股實際發行價格以不低於參考價格之五成為訂定私募價格之依

據，並依法委請獨立專家出具合理性意見書，請參閱附件一(第5~14頁)。實

際定價日及發行價格，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視日後洽特定人情形及市場

狀況以不得低於股東會決議定價依據與成數範圍內訂之。

(3)私募價格之訂定，係遵循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同時參考本公司目前情況、

未來展望及最近股價，應屬合理。

2.特定人選擇之方式：

本次私募普通股之對象，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及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九十一年六月十三日(91)台財證一字第0910003455 號函之規定擇定特定

人，並以策略性投資人為限。

(1)本次特定應募人之選擇方式與目的：

特定應募人之選擇係以能協助本公司垂直或水平整合上下游產業、提高技

術、改良品質、降低成本、增進效率、強化經營管理、直間接透過其協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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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市場或共同研究開發新產品與市場等效益之策略性投資人。 
引進策略性投資人之目的係為強化公司競爭力、提升營運效能及財務結構，

有利於股東權益之提升。 
(2)必要性：

為提升本公司之競爭優勢、引進策略性投資人為本公司長期發展策略之一，

相信可藉由策略性投資人經驗、技術、知識、品牌或通路等，可提高本公司

之獲利，故有其必要性。

(3)預計效益：

藉由應募人之協助，預計可提高本公司技術能力、改良品質、降低成本、增

進效率、擴大市場等效益，以提升股東權益為目標

(4)目前尚無已洽定之應募人。

3.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

考量私募具有迅速簡便之特性，以利達成引進策略性投資人之目的，且私募有

價證券三年內不得自由轉讓之規定將更可確保公司與策略投資人間之長期合作

關係；另透過授權董事會視公司營運實際需求辦理私募，亦將有效提高本公司

籌資之機動性與靈活性。

4.辦理私募之資金用途及預計達成效益：

(1)私募額度：不超過30,000仟股之普通股為限，於股東會決議日起一年內一次

辦理。 

(2)資金用途：募得資金皆用於充實營運資金以因應未來業務成長之需求。

(3)預計達成效益：強化本公司競爭力、提升營運效能之效益，降低公司之經營

風險，對股東權益將有正面助益。

(三)本次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其權利義務原則上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相同；惟

依證券交易法之規定，本公司私募普通股於交付日起三年內，除依證券交易法第

四十三條之八規定之轉讓對象外，餘不得再行賣出。本次私募普通股及其嗣後所

配發之普通股自交付日起滿三年後，授權董事會視當時狀況決定是否依相關規定

向主管機關補辦公開發行程序，並申請上櫃交易。

(四)本次私募計畫之主要內容，除私募訂價成數外，包括實際發行價格、股數、發行

條件、發行時間、計畫項目、募集金額、應募人之選擇、預計進度及預計可能產

生之效益等相關事項，暨其他一切有關發行計畫之事項，未來如因主管機關指示

修正或基於營運評估或因客觀環境需要變更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依相關規

定辦理。

(五)除上述之授權範圍外，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或其指定之人，代表本公司簽署、 

商議、變更一切有關私募普通股之契約及文件，並為本公司辦理一切有關發行私

募普通股所需之事宜。

(六)依據「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之規定，董事會決議辦理私

募前一年內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或辦理私募引進策略性投資人後，將造成經營權

發生重大變動者，應洽請證券承銷商出具辦理私募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評估意見。

本次引進策略性投資人後，不排除造成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承銷商出具之評估

意見請參閱附件二(第15~21頁)。
(七)謹提請 核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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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投保中心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要求，此案補充說明如下： 

茲就本公司 109 年 2 月 3 日董事會決議辦理私募發行普通股以充實營運資金議案，並將於 109

年 3 月 20 舉行股東臨時會通過此議案之必要性及合理性說明如下： 

本公司 108 年 9 月辦理現金增資共取得增資款 146,880,000 元，其中 126,582,500 元已於 108

年 10 月前全數償還銀行借款，剩餘 20,297,500 元主用於本公司營運資金；而後本公司 108 年

10 月 23 日董事會決議購入之不動產(交易金額 134,544,000 元)，即本公司目前使用之辦公室處

所，主要是透過本公司自有資金購買取得且每年可節省辦公室租金費用 3,924,000 元，該筆交

易已於 109 年 01 月完成付款過戶交易。 

引進合適之策略性投資人原本即為本公司長期發展策略之一，加上本公司主要客戶幾乎也多數

為歐美大廠，如 Fitbit、Amazon、Fossil、nVidia 等，同時也積極著重在開發歐美地區新創公

司客戶，近年來本公司在與客戶接洽業務合作機會時，均曾探詢本公司更進一步協助其整機生

產組裝生產之意願及可行性，包括但不限於從源頭 design-in、原物料採購、零件生產製造、組

裝至成品包裝出貨之完整整機生產過程，為符合客戶未來更深入合作機會之期待，如能引進合

適之策略性投資人之加入，本公司未來將能有機會由一電子零件供應商進而跨入電子成品生產

組裝業務，提升本公司之競爭優勢及擴大營運規模。 

為掌握前述擴大營運發展機會，本公司在潛在性策略性投資人的選擇上，傾向與具相關整機生

產經驗、財務健全且在客戶端能與本公司完全互補之知名國內外專業電子組裝代工(EMS)大廠又

在國內外知名股票交易所上市掛牌交易之公司或集團作為合作為優先考量，期能藉由策略性投

資人經驗、技術或通路等優勢，協助本公司進行垂直或水平整合上下游產業，直間接透過其協

助本公司由一專業連接器供應商跨入整機組裝生產業務進而擴大本公司營運規模等效益，進而

提高本公司之獲利，故有其必要性。 

為因應前述業務未來可能發展所需要營運資金，同時又能符合客戶未來需求並加深與客戶端更

進一步合作機會，本次私募案之資金，除用以充實營運資金及因應公司未來業務成長之資金需

求外，也期望能藉由與策略性投資人合作，強化本公司競爭力，擴大營運規模，提升營運效能，

利於未來營運績效及成長動能，有利於股東權益之提升，故辦理私募充實營運資金有其必要性，

應屬合理。 

同時本公司考量資金市場及募集資本之時效性、便利性及發行成本，又本次辦理私募增資發行

有價證券之種類為普通股，係市場普遍有價證券發行之種類，投資人接受程度高，同時私募有

價證券有三年內限制轉讓之規定，應可確保策略性投資人與本公司能維持長期合作關係，故本

次採用私募方式辦理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引進策略性投資人應有必要。 

發言摘要： 

一、股東戶號 5020 

1.請說明本次辦理私募以充實營運資金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2.針對本次私募案之「私募有價證券獨立專家意見書」，發現尚有下列未臻明確情事， 

請補充相關資料並向股東為說明：

(1)未具體說明計算參考價格採取 30%流動性折價之理由;

(2)未具體說明計算參考價格所採日期區間之依據;

(3)最近交易價格法再採 30%流動性折價調整尚非允當;

(4)未見有關策略性投資人加入矽瑪公司之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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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私募價格、公司淨值、市值、策略性考量表示意見及詢問。

    二、股東戶號 989 

對獨立專家意見書採 30%折價率、定價成數表示意見及詢問。 

(議事經過) 股東所詢事項，經主席指定財務長及會計師答覆： 

1.關於私募充實營運資金之必要性及合理如前述補充說明內容；

2.30%流動性折價係獨立財務專家依據中華無形資產評價協會針對具有限制型股權折價之研究

分析資料及台灣證券交易所股權評價釋例所作的專業判斷 

3.參考價格所採日期區間依據，請詳會議資料獨立專家意見書；另本公司實際定價日將會依據

法令規定進行。

4.效益評估及相關策略性考量請詳前述補充說明內容

5.私募價格訂定將依法令規定進行；本公司截至 108/12/31 淨值請詳本公司已公告之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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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71,524 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26,336,831 權 

(含電子投票 1,072,200權) 

39,802 權 

(含電子投票 38,560 權) 

- 694,891 權 

(含電子投票 694,886 權) 

97.28% 0.14% 0% 2.56%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謹提請  核議。 

說  明：一、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之部份內容，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三 

(第22頁)。 

二、謹提請  核議。 

發言摘要： 

股東戶號989 

對董事席次增加表示意見及詢問。 

(議事經過) 股東所詢事項，經主席指定財務長答覆： 

董事席次增加主要是因此次私募股權若順利募集完成，將達增資後股權比例 37.5%，成為本公司

單一最大法人股東，保留策略投資人加入董事席次之因應彈性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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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71,524 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26,337,832 權 

(含電子投票 1,073,201權) 

27,487 權 

(含電子投票 27,487 權) 

- 706,205 權 

(含電子投票 704,958 權) 

97.28% 0.10% 0% 2.60%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主席宣佈散會(民國 109 年 3 月 20 日上午九時五十分整)。 

註：本股東會議事錄依公司法第 183 條第 4 項規定記載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會議進行

內容、程序及發言仍以會議影音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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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私募必要性及合理性意見書 

意見書委任人：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意見書收受者：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意見書指定用途：僅供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辦理民國一 Ο九年 

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使用 

報告類型：必要性及合理性意見書 

評估機構：福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 華 民 國 一 Ο 九 年 二 月 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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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Ο九年度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 

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評估意見 

一、前言 

緣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矽瑪科技或該公司)為充實公司營運資金

及因應該公司未來業務成長之資金需求，以強化公司競爭力並提升營運效能，擬

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6規定，辦理109年度第一次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

案。該公司擬於109年2月3日召開董事會決議通過辦理私募普通股，依據該次董

事會之提案資料，私募額度以不超過30,000仟股為上限，經股東會通過後，自股

東會決議日起一年內一次辦理。私募價格以不低於參考價格五成為訂定私募價格

之依據，此訂價之依據與合理性已洽請獨立專家創名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淑慧會

計師出具意見書，惟實際定價日及發行價格，擬提請股東會於不低於股東會決議

成數之範圍內授權董事會視日後洽特定人情形及市場狀況訂定之。 

依據「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之規定，董事會決議辦

理私募前一年內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或辦理私募引進策略性投資人後，將造成經

營權發生重大變動者，應洽請證券承銷商出具辦理私募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評估意

見。參酌公開資訊觀測站，該公司目前已發行股數為49,973仟股，本次私募額度

以不超過30,000仟股為上限，若全數發行後，預期實收資本額增加至79,973仟股，

本次私募總股數佔私募後股本比例預期為37.51%，不排除策略性投資人將取得該

公司董事席次，而有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之可能性，故委請本承銷商就該公司辦

理私募案之必要性及合理性出具評估意見。 

二、承銷商評估意見 

(一) 適法性評估

該公司108年度之財務報表顯示之合併稅後淨利為148,830仟元，當年度

期末帳上累積虧損為19,977仟元，故不受「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

應注意事項」第3條規定之公開發行公司最近年度為稅後純益且無累積虧損

不得辦理私募有價證券之限制，檢視該公司109年2月3日董事會提案資料，

本次私募增資普通股之每股發行價格以不低於參考價格之五成為訂定私募

價格之依據，此定價之依據與成數已洽請獨立專家張淑慧會計師出具私募價

格合理性意見書。本私募案應募人亦擬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6及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1年6月13日(91)台財證一字第0910003455號函之規定

擇定特定人，並以策略性投資人為限，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

券應注意事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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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矽瑪科技財務狀況

該公司最近三年度之合併簡明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列示如下： 

合併簡明資產負債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10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107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106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流動資產 930,172 654,679 571,208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25,580 263,902 269,395 

其他非流動資產 69,838 42,850 40,621 

資產總額資產總額資產總額資產總額 1,225,590 961,431 881,224 

流動負債 365,402 413,066 381,522 

非流動負債 17,719 300 270 

負債總額負債總額負債總額負債總額 383,121 413,366 381,792 

股本 499,729 445,729 445,729 

資本公積 270,361 169,411 169,411 

法定盈餘公積 76,158 76,158 76,158 

特別盈餘公積 26,375 26,375 26,375 

待彌補虧損 (19,977) (171,793) (242,804) 

其他權益 (29,787) (21,722) (6,360) 

非控制權益 19,610 23,907 30,923 

股東股東股東股東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842,469 548,065 499,432 

資料來源：106及107年度財務報告書經會計師查核簽證，108年度公司提供自結財務報表 

合併簡明損益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10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107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106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營業收入 1,355,354 1,182,126 937,179 

營業成本 821,450 847,063 718,917 

營業毛利 533,904 335,063 218,262 

營業費用 309,778 272,187 275,828 

營業利益(損失) 224,126 62,876 (57,566)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9,899) 5,630 (72,528) 

稅前淨利(損) 204,227 68,506 (130,094) 

所得稅費用 55,397 16,815 3,221 
本期淨利(損) 148,830 51,691 (133,315) 

每股盈餘(虧損)(元) 3.30 1.31 (2.52) 

資料來源：106及107年度財務報告書經會計師查核簽證，108年度公司提供自結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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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辦理私募案之必要性及合理性評估

1. 必要性之評估

該公司主要業務為連接器設計、製造及銷售，產品項目包括音頻連接

器、訊號連接器、高頻連接器…等。該公司主要布局之車用、工業、醫療、

穿戴式裝置產品等市場，隨著智慧家庭及智能產品推陳出新，且國際大廠客

戶持續開發新產品布局發酵下，雖受惠於其終端需求增加，然因此市場需求

擴大而競爭激烈，考量目前所屬之連接器行業，各關鍵同業廠商均加速擴大

其產能，或拓展其他業務以發展客戶解決方案期能提升市場佔有率下，故該

公司評估引進策略性投資人作為該公司私募對象。 

本次私募案之資金，除用以充實營運資金及因應公司未來業務成長之資

金需求，以擴展市場版圖及創造股東長期價值外，希冀能藉由引進策略性投

資人提供經驗、技術、知識、品牌或通路等，經由產業垂直或水平整合、共

同研究開發商品或市場等方式，學習其技術能力及發展經驗，強化公司競爭

力並擴大發展綜效，利於未來營運績效及成長動能，故辦理私募之必要應屬

合理。 

考量資金市場及募集資本之時效性、便利性及發行成本，且私募有價證

券三年內限制轉讓之規定，可確保該公司與策略性投資人之長期合作關係，

故本次採用私募方式辦理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引進策略性投資人實有其必

要。 

2. 合理性之評估

該公司本次辦理之私募案，本承銷商就以下三方面評估其合理性：

(1) 私募案發行程序之合理性

經檢視該公司擬於109年2月3日召開董事會之提案資料，其議案

討論內容、發行程序、私募價格訂定及特定人選擇之方式等，尚符合

證券交易法及相關法令規定，並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2)辦理私募有價證券種類之合理性

該公司本次辦理私募增資發行有價證券之種類為普通股，係市場

普遍有價證券發行之種類，投資人接受程度高，故本次辦理私募有價

證券之種類應有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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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私募預計產生之效益合理性

該公司本次擬辦理私募引進策略性投資人，藉由策略性投資人之

協助提供經驗、技術、知識、品牌或通路等，經由產業垂直或水平整

合、共同研究開發商品或市場等方式，預計可提升該公司技術能力、

改良品質、降低成本、增進效率及擴大市場，於業務、營運、財務等

面向均有持續成長之可能。此外，透過辦理私募方式募集資金，係為

充實營運資金或因應公司未來業務成長之資金需求，預計將可強化公

司競爭力、提升營運效能並降低公司經營風險，整體而言，本次私募

應對該公司營運及股東權益有其正面助益，尚屬合理。 

3.應募人之選擇及其可行性與必要性評估

(1) 應募人之選擇

依該公司擬於109年2月3日董事會之提案資料所載，該公司本次

私募之應募人將依符合「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6及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91年6月13日(91)台財證一字第0910003455號函之規定擇定特定

人，並以策略性投資人為限，而特定應募人選擇方式與目的，係以能

協助該公司垂直或水平整合上下游產業、提高技術、改良品質、降低

成本、增進效率、強化經營管理、直間接透過其協助而擴大市場共同

研究開發新產品與市場等效益之策略性投資人。 

(2) 應募人之可行性及必要性

該公司本次私募案之資金係用以充實營運資金或因應公司未來

業務成長之資金需求，考量該公司為永續經營及發展、擴展市場版

圖、提升競爭優勢進而創造股東長期價值，本次擬引進策略性投資

人，希冀借重策略性投資人之資源、豐富的產業營運能力及經驗等，

除可協助該公司垂直或水平整合上下游產業及提升經營效益外，亦可

藉由應募人之經驗與對市場之認識，學習其技術能力、業務行銷及發

展經驗，從而提升該公司競爭力、獲利能力及股東權益，故本次擬辦

理私募案應募人之洽詢應有其可行性及必要性。 

4.本次私募後對公司業務、財務及股東權益等之影響

(1) 對公司業務之影響

該公司本次藉由辦理私募引進策略性投資人，期能與策略性投資

人之合作，提升垂直或水平整合上下游產業、擴大市場或共同研究開

發新產品與市場等效益。本次私募所募集之資金除用以支應日常營運

需求外，並可拓展新業務以期增加公司之營收及獲利，對未來營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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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產生正向效果，故本次辦理私募案對公司之業務營運應有正面助

益。 

(2) 對公司財務之影響

該公司本次擬辦理私募增資發行普通股總股數以不超過30,000仟

股為上限，並以不低於參考價格五成為依據，如全數發行後，本次私

募募集之資金將可充實營運資金或因應該公司未來業務成長之資金

需求，另可透過策略性投資人之經驗及技術等，協助該公司降低成

本、增進效率及強化經營管理，應可有效提升該公司競爭力進而提升

營運績效、擴大規模及提升獲利水準，故本次辦理私募案對該公司財

務應有正面助益。 

(3) 對公司股東權益之影響

該公司藉由本次私募案擬引進策略性投資人，以滿足未來長期營

運發展需求，藉由策略性投資人之經驗及發展，可垂直或水平整合上

下游產業以提高競爭力與技術能力，強化該公司競爭力、提升營運績

效進而提升股東權益。雖私募後不排除有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之情

事，然私募有價證券有三年內不得自由轉讓之限制，可確保該公司與

策略性投資人間之長期合作關係，故本次辦理私募案對該公司股東權

益應有正面助益。 

5.評估意見總結

綜上所述，考量該公司未來營運發展之資金需求，本次私募案募集之

資金將用以充實營運資金或因應公司未來業務成長之資金需求，以擴展市場

版圖及創造股東長期價值；考量該公司本次私募案擬引進策略性投資人，藉

由策略性投資人之經驗與對市場之認識，強化營運規模及整體競爭力，提升

股東權益，就該公司長遠之發展，實有其必要性及合理性；另經本承銷商檢

視該公司擬於109年2月3日董事會之提案資料，其發行計畫內容、發行程序、

私募價格訂定及特定人選擇之方式等，尚符合證券交易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並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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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聲明 

(一)本意見書之內容僅作為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9年2月3日董事會決議及

109年3月20日股東臨時會決議本次辦理私募增資發行普通股之參考依據，不

作為其他用途使用。 

(二)本意見書內容係參酙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之擬於109年2月3日召開

董事會之提案資料及該公司之財務資料暨經由「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資

訊等進行評估，對未來該公司因本次私募案計劃變更或其他情事可能導致本

意見書內容變動之影響，本意見書均不負任何法律責任，特此聲明。

評估人： 

福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林 火 燈 

中 華 民 國 一 Ο 九 年 二 月 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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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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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原因 

第八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代表 

公司之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 

章，並經依法得擔任股票發行簽 

證人之銀行簽證後發行之。本公 

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實體股 

票，並應洽證券集中保管機構 

保管、登錄。本公司有關股務事 

項之處理悉依主管機關所頌佈 

之「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

準則」規定辦理。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 

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並經主 

管機關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 

構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發行 

之股份得免印製實體股票，並 

應洽證券集中保管機構保管、 

登錄。本公司有關股務事項之 

處理悉依主管機關所頌佈之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 

準則」規定辦理。 

配合公司法

第162條及經

濟部108年6

月10日經商

字第

10802413480

號函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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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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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設董事五~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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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未來發

展需要 

第二十六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 

二年十二月二日，中間歷經十 

四次修訂，第十五次修訂於中 

華民國一○九年三月二十日。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二 

年十二月二日，中間歷經十三次 

修訂，第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一○八年六月六日。 

配合條文修

改修訂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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