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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田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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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事項
七、討論事項
八、臨時動議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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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田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一○六年股東常會議程

一、時間：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一) 上午十點整
二、地點：台南市安南區工業二路 31 號 經濟部南台灣創新園區 學習資源中心服務館二樓
SS201 會議室
三、宣佈開會
四、主席致詞
五、報告事項
(一) 一○五年度營業報告。
(二) 一○五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
(三) 一○五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六、承認事項
(一) 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決算報表案。
(二) 一○五年度盈餘分派案。
七、討論事項
(一)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正案。
八、選舉事項
全面改選董事 7 席(含獨立董事 3 席)案。
九、討論事項
(二)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十、臨時動議
十一、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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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
第一案：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一○五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一。(請詳第 5~8 頁)

第二案：一○五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敬請 鑒察。
說

(董事會提)

明：本公司一○五年度決算表冊，業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及審計委員會審查，分別提出
查核報告及審查報告，請參閱附件二~四。(請詳第 9~17 頁)

第三案：一○五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

(董事會提)

(董事會提)

明：
1. 民國一○五年度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擬發放之金額如下：董事酬勞新台幣
180,000 元整，員工酬勞新台幣 6,600,000 元整，均以現金方式發放。
2. 上述金額符合公司章程第 26 條所訂員工酬勞不低於當年度獲利(扣除員工及
董事酬勞前之稅前利益 111,228 仟元)百分之二，董事酬勞不高於當年度獲利(
扣除員工及董事酬勞前之稅前利益 111,228 仟元)百分之二之規定。
3. 上述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金額已於 105 年度費用化，其費用帳列金額與董事
會擬議配發之金額並無差異。
4. 本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經 106 年 5 月 10 日董事會通過。

肆、承認事項
案由一：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決算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董事會提)

明：1.本公司一○五年度決算表冊，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楊博任及許振隆
會計師查核完竣，請參閱附件三及四。(請詳第 10~17 頁)
2.上述決算表冊，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審計委員會出具審查報告在案。

決

議：

案由二：一○五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說

(董事會提)

明：1.本年度擬分配股東現金股利每股新台幣 1.5 元，現金股利發放至元為止(元以下
捨去)，不足一元畸零款合計數計入發放年度其他收入處理。
2.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五。(請詳第 18 頁)
3.本案俟本次股東常會通過，擬授權董事會依法另訂除息基準日及發放日。
4.前項盈餘分配，嗣後因法令變更或主管機關調整，或本公司買回公司股份致影
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等因素而需調整分配比率時，擬授權董事會調整配息比率
等相關事宜。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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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事項
案由一：「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 討論。

(董事會提)

說

明：依據金管會 106.2.9 金管證發字第 1060001296 號「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部分條文修正，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並檢
附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照附件六(請詳第 19~23 頁)。

決

議：

陸、選舉事項
案

由：全面改選董事 7 席(含獨立董事 3 席)案，提請 選舉。

(董事會提)

說

明：1.本公司第十一屆董事(含獨立董事)任期於本年六月屆滿，本次股東常會擬全面
改選七席董事(含三席獨立董事)。當選之董事任期為三年，自 106 年 6 月 26
日起至 109 年 6 月 25 日止。原任董事於新任董事就任之日起卸任。
2.本公司依章程設置審計委員會，因此不另設監察人。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
事組成。
3.依本公司章程規定，董事選舉採侯選人提名制度，並採單記名累積投票法，股
東應就董事侯選人名單中選任之。董事侯選人之學歷、經歷及其他相關資料請
參閱附件七。(請詳第 24 頁)

決

議：

柒、討論事項
案由二：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

(董事會提)

明：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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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2.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並擔任
董事之行為，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前提下，爰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提請股
東會同意，擬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決

議：

捌、臨時動議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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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森田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一、一○五年度營業結果
(一)一○五年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5 年度
104 年度
營業收入淨額
868,549
679,202
營業毛利
282,899
181,788
營業費用
175,777
196,581
營業外收(支)淨額
(2,674)
19,921
稅前淨利
104,448
5,128
所得稅費用
17,766
11,576
本期淨利
86,682
(6,448)
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690
(82)
綜合損益總額
87,372
(6,530)
105 年度整體筆記型電腦市場雖無明顯之成長，但受惠於環保意識抬頭，使用 IMR 之筆
電數量較 104 年增加，加上聯想訂單之挹注，使營業收入較 104 年度增加 28%；由於營
業規模擴大，且降低成本之策略奏效，使毛利率較 104 年增加 6%；然美金及人民幣貶
值導致 105 年業外產生匯兌損失；綜合上述 105 年淨利仍較 104 年大幅增加。
(二)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 105 年度未公開財務預測，整體營運均依公司內部制定之營業
目標規劃進行。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財務收支情形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匯率影響數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數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5 年度
104 年度
143,406
169,117
(21,328)
(93,025)
(13,521)
(139,439)
(3,359)
5,210
105,198
(58,137)
381,548
439,685
486,746
381,548

(1) 105 年度營業活動現金流入較 104 年度減少：主係 105 年度營收增加，致應收帳款
及應付帳款均增加所致。
(2) 105 年度投資活動現金流出較 104 年度減少：主係 105 年度因購置設備之現金流出
較 104 年減少所致。
(3) 105 年度籌資活動現金流出較 104 年度減少：主係 105 年度發放之現金股利及償還
之長期借款均較 104 年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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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獲利能力分析
年度

105 年度

104 年度

項目
5.43
6.74
29.27
28.54
9.98
2.37

資產報酬率(%)
權益報酬率(%)
占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
稅前純益

-0.32
-0.50
-4.04
1.40
-0.94
-0.18

純益率(%)
每股盈餘(元)
分析：
(1) 資產報酬率及權益報酬率上升：係 105 年度獲利較 104 年度增加所致。
(2) 營業利益占實收資本比率上升：主係 105 年度營業收入較 104 年大幅增加所致。
(3)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比率上升：主係 105 年度營業收入及營業利益較 104 年大幅增
加所致。
(4) 純益率及每股盈餘上升：主係 105 年營業收入及獲利較 104 年度大幅增加所致。
(四)研究發展狀況：
106 度 NB-IMR 如同 105 年度，除了穩定產品品質與提升競爭力外，由於整個 IMR
薄膜供應鏈趨向高集中性、高創新性及低價等方向，105 年本公司藉由材料的設計調整
及製程的精進加上海外同仁的技術服務，成功改善 IMR 成型的良率，也穩定客戶對本
公司的信心，讓 IMR 產品在艱困的 105 年創造了不斐的市佔率。自 105 年 Q2 至今，
在穩定 NB-IMR 客戶的大量需求與品質外，也創造了許多新的 IMD 產品，其中包含了
可應用於 IMR 及非 IMR 的各式的觸感薄膜，這類的觸感薄膜讓本公司的薄膜價值提升
許多。另外本公司設計團隊也大幅提昇設計能力，尤其是玻璃產品的真空轉印、金屬產
品的真空轉印及汽車產品的 FILM 皆進入打樣及信賴性測試階段，期許 106 下半年起，
此類新產品可以為本公司創造新的營業項目，讓 IMD 產品更加多元，進而提升客戶滿
意度及增加本公司經營及創新優勢。
二、一○六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經營方針：
1. 延攬優秀人才，員工價值最大化。
2. 加強品質控管，降低產品不良率。
3. 提供產品多樣化選擇，滿足客戶需求。
4. 降低生產成本，提升價格之競爭力。
5. 開發新型產品，以應用於不同物件上。
6. 積極開拓海外市場，推廣產品全球化。
7. 健全財務結構，以符合國際情勢。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全球筆記型電腦(NB)在經歷高度成長期之後，最近幾年則是持續處於衰退的狀況
，市場上更由於手機以及平板電腦的功能重疊與侵蝕，更讓 NB 分別在 104 年以及 105
年有 8.9% 以及 7.2%的衰退。不過根據 DIGITIMES Research 的最新研究報告指出，由
於 Windows 10 已經獲得部分企業主採用，加上 Kaby Lake 之後的處理器已經不再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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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7，在商業市場上勢必會有一波的換機潮，這將使得 106 年 NB 的衰退減緩，
預估僅會有 0.2%的衰退，總銷售數量預估約 1.46 億台。整體看來，106 年 NB 的銷售
情況相較於往年，衰退已經逐漸趨緩，加上與本公司密切合作的 NB 前五大主要品牌客
戶將會增加至三家，預計將會帶動另一波的成長動能；另外從去年開始延燒的環保問題
，在 106 年依舊是關鍵的話題，免噴塗的技術在現今環保議題下，仍是最適合生產的工
法之一，這部分除了在 NB 產業不斷發酵之外，也陸續在家電/汽車/家用品/文具/禮品/
化妝品等產業上，有越來越高的詢問度，這些需求都將有效提升 IMD 膜以及一般熱轉
印膜的銷售數字。
(三)重要之產銷政策
因應全球環保意識持續抬頭，與環保議題相關的製造工法亦在各產業中不斷發酵，
此一浪潮將會更加確認免噴塗製程是可以通過環保要求的重要工法之一，間接地也證明
本公司所擁有的產品項目，在未來是符合公眾期待，也是需求持續增加的未來性產品之
一。本公司將持續研發與優化此項製程的穩定性以及適用性，在外觀效果部分，除了不
斷增加新的設計以及材料元素之外，也在產品的適用性上，導入更多更廣的項目應用；
過程中我們將會積極地與各品牌客戶合作，藉由客戶的 ID 設計能力以及本公司的產品
製程整合能力，不間斷地創造新的產品來滿足客人需求。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綜觀整個產業以及全球經濟表現，雖然已經擺脫低迷不安的氛圍，但是也沒有太
多的利多消息，匯率問題以及敏感政治問題，都將是影響整體銷售的重要原因。本公
司在未來的發展策略中，將持續把重心放在產品的持續創新以及品質力求穩定這兩部
分。在產品創新部分，一方面持續跟品牌客戶的設計中心，保持良好的合作與互動，
藉由客戶的設計能力來激發新產品的開發以及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與應用層面；另一
方面，也持續開拓新的產業別應用，讓目前的薄膜產品可以應用到更多的產業，預期
接下來在汽車/家電/化妝品等產業都會有較大的應用與成效。在品質穩定部分，本公司
將持續投入研發以及製程等相關人力來強化產品穩定度與競爭力，期待可以與世界一
流大廠的產品並駕齊驅。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根據 DIGITIMES Research 的資料顯示，全球 NB 需求量從最高點的兩億台/年，一
路下滑到 106 年預估的銷售數量 1.46 億台，在產業的快速變化之下，已經有部分廠商
無法在此波迅速變異下繼續經營，進而選擇退出市場或是轉賣。原本主要競爭對手
Nissha(日本寫真)已經確定將 IMD 產品中的 NB 部門轉賣給應宏集團，其業務與生產部
分也只支援到 106 年 Q1，然應宏集團的銷售策略以及經營規畫尚未明朗，其生產基地
的轉移，也不如預期中的順利；可以確定的是，轉售後的應宏集團，將會缺席 106 年
上半年所有 NB 的新機種開發與量產。NB 供應鏈在此一重大改變之下，也將重新調整
客戶與供應商的關係以及數量分配，更間接地增加本公司獲得更多機種開發與訂單的
機會。短期來看，對於本公司有正向的助益，也可以藉此機會擴大 NB 的 IMR 市佔率
；中長期來看，還是需要觀察對手的銷售策略與規劃，此一部分確實也會影響到後續
的市場發展，需要持續追蹤觀察。
在法規與環境部分，全球對於環保議題的關注有增無減，目前在中國大陸不僅僅
是嚴加管制高污染的產業與工廠，對於原本符合環保法規的廠商也逐步嚴加管制，這
都將使新產品在設計開發上，會傾向使用免噴塗的工法應用，因此在此一浪潮之下，
本公司產品被應用的比例也會大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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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秉持一貫勤勞誠信、利潤分享及永續經營原則，與全體員工齊心奮鬥，
再創產業高峰！最後，敬祝各位股東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董 事 長：黃樟山

總 經 理：黃展隆

財務主管：吳幼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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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森田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
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之
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核閱，認為尚無不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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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具報告書，敬請 鑒核
。
此致
本公司一○六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陳育成

中 華 民 國 一 ○ 六 年 五 月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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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ਡ!ൔ!
හҖӑڇቷިҽԖज़Ϧљဠ٣ǳϦ᠙Ǻ!
ਡཀـ
හҖӑڇቷިҽԖज़Ϧљ҇୯ɄϖԃϷɄѤԃΜΒДΟΜВϐၗౢॄ߄Ǵᄤ҇୯
ɄϖԃϷɄѤԃДВԿΜΒДΟΜВϐᆕӝཞ߄ǵᡂ߄Ϸߎࢬໆ߄Ǵа
Ϸঁձ୍ൔߕຏȐхࡴख़εीࡹ༼ᕴȑǴҁीৣਡฺ٣Ƕ
٩ҁीৣϐཀـǴ໒ঁձ୍ൔӧ܌Ԗख़εБय़߯٩ྣچวՉΓ୍ൔጓᇙྗ
߾ᄤߎᑼᅱ࿎ᆅہᇡё٠วѲғਏϐ୯ሞ୍ൔᏤྗ߾ǵ୯ሞीྗ߾ǵှញϷှញ
ϦጓᇙǴىаϢ߄ၲහҖӑڇቷިҽԖज़Ϧљ҇୯ɄϖԃϷɄѤԃΜΒДΟΜВϐ
୍ݩރǴᄤ҇୯ɄϖԃϷɄѤԃДВԿΜΒДΟΜВϐ୍ᕮਏϷߎࢬໆǶ
ਡཀـϐ୷ᘵ
ҁीৣ߯٩ྣीৣਡᛝ୍ൔ߄ೕ߾ϷϦᇡቩीྗ߾ՉਡπբǶҁी
ৣܭ၀ྗ߾ΠϐೢҺஒܭीৣਡঁձ୍ൔϐೢҺࢤᇥܴǶҁीৣ܌ᗧឦ٣
୍ڙ܌ᐱҥ܄ೕጄϐΓς٩ीৣᙍၰቺೕጄǴᆶහҖӑڇቷިҽԖज़Ϧљߥຬฅᐱҥ
Ǵ٠ቬՉ၀ೕጄϐځдೢҺǶҁीৣ࣬ߞςڗளىϷϪϐਡᏵǴаբࣁ߄Ңਡཀ
ـϐ୷ᘵǶ
ᜢᗖਡ٣
ᜢᗖਡ٣߯ࡰ٩ҁीৣϐղᘐǴჹහҖӑڇቷިҽԖज़Ϧљ҇୯Ʉϖԃࡋঁ
ձ୍ൔϐਡനࣁख़ाϐ٣Ƕ၀٣ςܭਡঁձ୍ൔᡏϷԋਡཀـϐၸ
ำύϒаӢᔈǴҁीৣ٠όჹ၀٣ൂᐱ߄ҢཀـǶҁीৣղᘐᔈྎ೯ӧਡൔϐ
ᜢᗖਡ٣ӵΠǺ
ǵᔈԏී෧ཞຑ
Ԗᜢᔈԏී෧ཞຑϐीࡹǴፎ၁ঁձ୍ൔߕຏѤ)Ϥ*ǹᔈԏී෧ཞຑ
ϐीीϷଷόዴ܄ۓǴፎ၁ঁձ୍ൔߕຏϖ)*ǹᔈԏී෧ཞຑϐᇥܴ
Ǵፎ၁ঁձ୍ൔߕຏϤ)Β*Ƕ
ᜢᗖਡ٣ϐᇥܴǺ
හҖӑڇቷިҽԖज़Ϧљϐ࠼ЊుڙౢඳݢቹៜǴࡺᔈԏීϐഢܢ෧ཞຑ
ӸԖᆅ໘ቫϐЬᢀख़εղᘐǴӢԜǴԜҞࣁҁीৣՉහҖӑڇቷިҽԖज़Ϧљ
ঁձ୍ൔਡख़ाޑຑ٣ϐ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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ӢᔈϐਡำׇǺ
ҁीৣჹॊᜢᗖਡ٣ϐЬाਡำׇхࡴᔠຎᔈԏීសൔ߄Ǵϩᔈԏ
ීសᡂϯǴ٠Չܜኬำׇᔠᔈԏීសൔ߄ϐ҅ዴ܄ǹᔠຎᔈԏීයࡕ
ԏීǴଞჹۘ҂ԏීЪ҂ගӈ෧ཞϐၻයᔈԏීǴᕕှᆅ໘ቫӵՖຑځӣԏ܄
Ǵ٠ᔠຎаԃࡋჹᔈԏී෧ཞගӈϐྗዴࡋǴᆶҁයᔈԏී෧ཞගӈККၨǴຑ
ҁයӈБݤϷଷࢂցϢǴаຑځᔈԏීഢܢ෧ཞගӈߎᚐϐӝ܄Ϸຑහ
ҖӑڇቷިҽԖज़Ϧљჹᔈԏී෧ཞගӈ࣬ᜢၗૻϐඟ៛ࢂցϢǶ
ΒǵӸຑሽ
ԖᜢӸຑሽϐीࡹǴፎ၁ঁձ୍ൔߕຏѤ)Ύ*ǹӸຑሽϐीीϷଷ
όዴ܄ۓǴፎ၁ঁձ୍ൔߕຏϖ)Β*ǹӸຑሽϐᇥܴǴፎ၁ঁձ୍ൔߕຏϤ
)Ο*Ƕ
ᜢᗖਡ٣ϐᇥܴǺ
හҖӑڇቷިҽԖज़ϦљӸߎᚐ߯аԋҁᆶృᡂሽॶஉեޣӈҢǴӢϦљౢࠔु
ൂϷᎍ୧ሽڙࠠႝတѱݢϐቹៜుǴठёૈౢғӸϐԋҁଯܭృᡂሽॶϐ
॥ᓀǴӢԜǴӸຑሽϐృᡂሽॶຑࣁҁीৣՉහҖӑڇቷިҽԖज़Ϧљঁձ
୍ൔਡख़ाޑຑ٣ϐǶ
ӢᔈϐਡำׇǺ
ҁीৣჹॊᜢᗖਡ٣ϐЬाਡำׇхࡴଞჹහҖӑڇቷިҽԖज़Ϧљᆅ
໘ቫჹӸຳሽ܈քᅉཞѨගӈߎᚐϐଷՉຑǴ٠ᔠຎаԃࡋჹӸഢܢගӈϐ
ྗዴࡋǴᆶҁයӸຳሽ܈քᅉගӈККၨǴຑҁයӈБݤϷଷࢂցϢǹՉ
ܜኬำׇᔠӸសൔ߄ϷӸృᡂሽॶܴಒ߄ϐ҅ዴ܄ǹຑӸϐഢܢගӈߎᚐ
ࢂցёϸࢀහҖӑڇቷިҽԖज़ϦљӸ٩ԋҁᆶృᡂሽॶஉեϐຑሽ่݀Ƕ
ΟǵᎍଏӣϷשᡣॄྗഢϐᇡӈϷᑽໆ
ԖᜢᎍଏӣϷשᡣॄྗഢᇡӈϷᑽໆϐीࡹǴፎ၁ঁձ୍ൔߕຏѤ)Μ
*ǹᎍଏӣϷשᡣॄྗഢᇡӈϷᑽໆϐीीϷଷόዴ܄ۓǴፎ၁ঁձ୍ൔߕ
ຏϖ)Ο*ǹᎍଏӣϷשᡣॄྗഢᇡӈϷᑽໆϐᇥܴǴፎ၁ঁձ୍ൔߕຏϤ)Ϥ*Ϸ
Ϥ)ΜΒ*Ƕ
ᜢᗖਡ٣ϐᇥܴǺ
හҖӑڇቷިҽԖज़ϦљᎍଏӣϷשᡣॄྗഢϐᇡӈϷᑽໆǴ߯ᆅ໘ቫ٩Ᏽᐕ
ўᎍଏӣϷשᡣၗϷౢ܌܄բϐЬᢀղᘐǴӈϐߎᚐӈࣁᔼԏΕϐ෧ǴӢ
ԜǴᎍଏӣϷשᡣॄྗഢϐᇡӈϷᑽໆࣁҁीৣՉහҖӑڇቷިҽԖज़Ϧљঁձ
୍ൔਡख़ाޑຑ٣ϐǶ
ӢᔈϐਡำׇǺ
ҁीৣჹॊᜢᗖਡ٣ϐЬाਡำׇхࡴᕕှᆅ໘ቫӈᎍଏӣϷשᡣ
ॄྗഢߎᚐ٬ҔϐБݤϷ٬Ҕၗྍٰޑǹᔠຎа۳ԃࡋჹᎍଏӣϷשᡣॄྗഢ
ӈϐྗዴࡋǴᆶҁයӈϐᎍଏӣϷשᡣॄྗഢբКၨǴຑҁයӈБݤϷଷࢂ
ցϢǴаຑӈߎᚐϐӝ܄Ǵ٠ຑහҖӑڇቷިҽԖज़ϦљჹᎍଏӣϷשᡣॄ
ྗഢ࣬ᜢၗૻϐඟ៛ࢂցϢ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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ᆅ໘ቫᆶݯൂՏჹ୍ൔϐೢҺ
ᆅ໘ቫϐೢҺ߯٩ྣچวՉΓ୍ൔጓᇙྗ߾ᄤߎᑼᅱ࿎ᆅہᇡё
٠วѲғਏϐ୯ሞ୍ൔᏤྗ߾ǵ୯ሞीྗ߾ǵှញϷှញϦጓᇙϢ߄ၲϐঁձ
୍ൔǴЪᆢᆶঁձ୍ൔጓᇙԖᜢϐѸाϣڋǴаዴߥঁձ୍ൔ҂Ӹ
ԖᏤӢܭᆸᄄ܈ᒱᇤϐख़εόჴ߄ၲǶ
ܭጓᇙঁձ୍ൔਔǴᆅ໘ቫϐೢҺҭхࡴຑහҖӑڇቷިҽԖज़Ϧљᝩុ
ᔼϐૈΚǵ࣬ᜢ٣ϐඟ៛ǴаϷᝩុᔼी୷ᘵϐ௦ҔǴନߚᆅ໘ቫཀკమᆉ
හҖӑڇቷިҽԖज़Ϧљ܈ଶЗᔼǴ܈ନమᆉ܈ଶѦձคჴሞёՉϐځдБਢǶ
හҖӑڇቷިҽԖज़ϦљϐݯൂՏ)֖ቩीہ*ॄԖᅱ࿎୍ൔᏤࢬำϐೢҺ
Ƕ
ीৣਡঁձ୍ൔϐೢҺ
ҁीৣਡঁձ୍ൔϐҞޑǴ߯ჹঁձ୍ൔᡏࢂցӸԖᏤӢܭᆸᄄ܈
ᒱᇤϐख़εόჴ߄ၲڗளӝዴߞǴ٠рڀਡൔǶӝዴߞ߯ଯࡋዴߞǴோ٩ྣ
Ϧᇡቩीྗ߾ՉϐਡπբคߥݤѸૈୀрঁձ୍ൔӸԖϐख़εόჴ߄ၲǶ
όჴ߄ၲёૈᏤӢܭᆸᄄ܈ᒱᇤǶӵόჴ߄ၲϐঁձߎᚐ༼܈ᕴኧёӝႣයஒቹៜঁ
ձ୍ൔ٬Ҕ܌ޣբϐᔮ،Ǵ߾ᇡࣁڀԖख़ε܄Ƕ
ҁीৣ٩ྣϦᇡቩीྗ߾ਡਔǴၮҔղᘐ٠ߥϐᚶᅪǶҁ
ीৣҭՉΠӈπբǺ
1.ᒣᇡ٠ຑঁձ୍ൔᏤӢܭᆸᄄ܈ᒱᇤϐख़εόჴ߄ၲ॥ᓀǹჹ܌ຑϐ॥ᓀी
ϷՉϐӢᔈჹǹ٠ڗளىϷϪϐਡᏵаբࣁਡཀـϐ୷ᘵǶӢᆸᄄ
ёૈੋϷӅᒉǵଵǵࡺཀᒪᅅǵόჴᖂܴⷢ܈ຫϣڋǴࡺ҂ୀрᏤӢܭᆸᄄϐख़
εόჴ߄ၲϐ॥ᓀଯܭᏤӢܭᒱᇤޣǶ
2.ჹᆶਡױᜢϐϣڗڋளѸाϐᕕှǴаीਔݩΠϐਡำׇǴோځҞ
ߚޑჹහҖӑڇቷިҽԖज़ϦљϣڋϐԖਏ߄܄ҢཀـǶ
3.ຑᆅ໘ቫ܌௦Ҕीࡹϐ܄ǴϷ܌ځբीीᆶ࣬ᜢඟ៛ϐӝ܄Ƕ
4.٩Ᏽڗ܌ளϐਡᏵǴჹᆅ໘ቫ௦Ҕᝩុᔼी୷ᘵϐ܄ǴаϷ٬හҖӑڇ
ቷިҽԖज़ϦљᝩុᔼϐૈΚёૈౢғख़εᅪቾϐ٣ҹ܈ࢂݩցӸӧख़εόዴ܄ۓ
Ǵբр่ፕǶҁीৣऩᇡࣁ၀٣ҹ܈ݩӸӧख़εόዴ܄ۓǴ߾ܭਡൔύග
ᒬঁձ୍ൔ٬Ҕݙޣཀঁձ୍ൔϐ࣬ᜢඟ៛Ǵܭ܈၀ඟ៛߯ឦόਔঅ҅
ਡཀـǶҁीৣϐ่ፕ߯аᄒԿਡൔВڗ܌ளϐਡᏵࣁ୷ᘵǶோ҂ٰ٣ҹ
܈ݩёૈᏤठහҖӑڇቷިҽԖज़ϦљόӆڀԖᝩុᔼϐૈΚǶ
5.ຑঁձ୍ൔ)хࡴ࣬ᜢߕຏ*ϐᡏ߄ၲǵ่ᄬϷϣǴаϷঁձ୍ൔࢂցϢ
߄ၲ࣬ᜢҬܰϷ٣ҹ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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ҁीৣᆶݯൂՏྎ೯ϐ٣Ǵхࡴ܌ೕჄϐਡጄൎϷਔ໔ǴаϷख़εਡว
)хࡴܭਡၸำύ܌ᒣᇡϐϣڋᡉલѨ*Ƕ
ҁीৣҭӛݯൂՏගٮҁीৣ܌ᗧឦ٣୍ڙ܌ᐱҥ܄ೕጄϐΓςᒥൻी
ৣᙍၰቺೕጄύԖᜢᐱҥ܄ϐᖂܴǴ٠ᆶݯൂՏྎ೯܌Ԗёૈᇡࣁቹៜीৣᐱ
ҥ܄ϐᜢ߯Ϸځд٣)хࡴ࣬ᜢٛៈࡼȑǶ
ҁीৣவᆶݯൂՏྎ೯ϐ٣ύǴ،ۓჹහҖӑڇቷިҽԖज़Ϧљ҇୯Ʉϖ
ԃࡋঁձ୍ൔਡϐᜢᗖਡ٣Ƕҁीৣܭਡൔύ௶ܴ၀٣Ǵନߚݤз
όϢϦ໒ඟ៛ۓ٣Ǵ܈ӧཱུـشݩΠǴҁीৣ،ۓόܭਡൔύྎ೯ۓ٣
ǴӢёӝႣයԜྎ೯܌ౢғϐॄय़ቹៜε܌ܭቚϐϦճǶ

Ӽ!ߠ!ࡌ!!ᖄ!ӝ!!ी!ৣ!٣!୍!܌
ླྀǳറǳҺ
ǳीǳৣǺ


ਁ ໜ

چЬᆅᐒᜢ (88)Ѡ(Ϥ)ಃ18311ဦ
ਡᛝЎဦ ߎᆅϤӷಃ0960069825ဦ
҇!!୯!!ɄϤ!!ԃ!!Ο!!Д!!ΒΜ!!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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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ᕴी!
!
!

ࢬၗౢǺ!
! ߎϷऊߎ)ߕຏϤ)**!
! ᔈԏ౻Ᏽృᚐ)ߕຏϤ)Β**!
! ᔈԏීృᚐ)ߕຏϤ)Β**!
! ځдᔈԏී)ߕຏϤ)Β**!
! Ӹ)ߕຏϤ)Ο**!
! Ⴃбී!
! ځдߎᑼၗౢɡࢬ)ߕຏΖ*!
ࢬၗౢӝी
ߚࢬၗౢǺ!
! όౢǵቷ܊Ϸഢ)ߕຏϤ)Ѥ*ǵΖϷΐ*!
! ሀ܌ۯளิၗౢ)ߕຏϤ)ΐ**!
! ځдߚࢬၗౢ!
! Ӹрߥߎ!
! ځдߎᑼၗౢɡߚࢬ)ߕຏΖ*!
ߚࢬၗౢӝी

ဠ٣ߏǺክξ!

!

1600
1840
1900
1920
1980

1100
1150
1170
1200
1310
1410
1476

! ၗ! ! ౢ!

648,313
12,587
4,177
2,162
5,069
672,308

486,746
6,089
365,772
5,800
103,137
5,921
15,390
988,855
6
1
1
60
39
1
40

-

29
1
22

706,475
13,221
5,101
2,006
5,069
731,872

381,548
6,763
292,637
4,047
103,495
5,880
18,568
812,938
46
1
47

26
19
7
1
53

104.12.31!
ߎ! ! ᚐ %

3100
3210
3300
3310
3350

2540
2570
2640
2670

2100
2170
2200
2213
2230
2257
2300
2322

ΓǺໜ!

!

! ᕴी!
ॄϷᕴी!

ीЬᆅǺֆѴඁ!

ॄϷ
ࢬॄǺ!
! อයॷී)ߕຏϤ)ϖ*ϷΖ*!
! ᔈбී!
! ځдᔈбී)ߕຏϤ)Ζ*ϷΎ*!
! ᔈбഢී!
! ҁය܌ளิॄ!
! ᎍଏӣϷשᡣϐอයॄྗഢ)ߕຏϤ)Ϥ**!
! ځдࢬॄ!
! ԃ܈ᔼຼයϣډයߏයॷී)ߕຏϤ)ϖ*ϷΖ*!
ࢬॄӝी
ߚࢬॄǺ!
! ߏයॷී)ߕຏϤ)ϖ*ϷΖ*!
! ሀ܌ۯளิॄ)ߕຏϤ)ΐ**!
! ృዴۓᅽճॄɡߚࢬ)ߕຏϤ)Ζ**!
! ځдߚࢬॄɡځд)ߕຏϤ)Ύ**!
ߚࢬॄӝी
! ॄᕴी!
ᘜឦЬϐ)ߕຏϤ)Μ**Ǻ!
! ද೯ިިҁ!
! ၗҁϦᑈ.วՉྈሽ!
! ߥ੮ࣦᎩǺ!
! ! ࣦۓݤᎩϦᑈ!
! ! ҂ϩଛࣦᎩ!

(ፎ၁᎙ࡕߕঁձ୍ൔߕຏ)!

$ 1,661,163 100 1,544,810 100

$

105.12.31
ߎ! ! ᚐ! %

҇୯ɄϖԃϷɄѤԃΜΒДΟΜВ!

ၗౢॄ߄!

හҖӑڇቷިҽԖज़Ϧљ!

365,892
324,441

22,928
11,662
23,727
19,248
77,565
337,510

47,788
91,412
67,396
6,681
15,684
18,840
144
12,000
259,945

-

-

22
20

1
1
1
1
4
20

1
16

1
1

3
6
4

111,052
7
522,268
31
633,320
38
1,323,653 80
$ 1,661,163 100

$

105.12.31!
ߎ! ! ᚐ! %

2
1
2
1
6
19

1
13

1

24
21

-

-

3
4
4

111,052
7
445,873
29
556,925
36
1,247,258 81
1,544,810 100

365,892
324,441

34,928
11,066
25,548
20,778
92,320
297,552

44,198
63,645
59,320
3,993
5,582
16,230
264
12,000
205,232

104.12.31!
ߎ! ! ᚐ %

ൂՏǺཥѠჾίϡ

附件四

හҖӑڇቷިҽԖज़Ϧљ!
ᆕӝཞ߄!
҇୯ɄϖԃϷɄѤԃДВԿΜΒДΟΜВ!
ൂՏ;ཥѠჾίϡ
!
!
105ԃࡋ!
ߎ! ᚐ! %
4000
5000
5900
6000
6100
6200
6300

ᔼԏΕృᚐ)ߕຏϤ)ΜΒ**!
ᔼԋҁ)ߕຏϤ)Ο*)Ύ*)Ζ*)ΜΟ*ϷΜΒ*!
ᔼЛճ!
ᔼҔ)ߕຏϤ)Ύ*)Ζ*)ΜΟ*ǵΎϷΜΒ*Ǻ!
ᎍҔ!
! ᆅҔ!
! ࣴزวҔ!

6900
7000
7020
7100
7510

ᔼృճ)ཞ*!
ᔼѦԏΕϷЍрǺ!
! ځдճϷཞѨ)ߕຏϤ)ΜѤ**!
! ճ৲ԏΕ!
! ճ৲Ҕ!

7900
7950
8200
8300
8310
8311
8349
8300
8500
9750
9850

ิృճ!
܌ளิҔ(ߕຏϤ)ΐ**!
ҁයృճ)ཞ*!
ځдᆕӝཞ)ߕຏϤ)Ζ*)ΐ**Ǻ!
!!ࡕុόख़ϩᜪԿཞϐҞǺ!
!!ዴۓᅽճीฝϐӆᑽໆኧ!
෧Ǻᆶࡕុόख़ϩᜪԿཞϐҞ࣬ᜢϐ܌ளิ!
ځдᆕӝཞ)ิࡕృᚐ*!
ҁයᆕӝཞᕴᚐ!
ࣦިᎩ(ൂ
ൂՏǺཥѠჾϡ*)ߕຏϤ)Μ**!
୷ҁࣦިᎩ!
ีញࣦިᎩ!

$

$
$
$

104ԃࡋ!!
ߎ! ᚐ! %

868,549 100
585,650 67
282,899 33

679,202 100
497,414 73
181,788 27

85,575
41,787
48,415
175,777
107,122

10
5
6
21
12

95,961
42,603
58,017
196,581
(14,793)

14
6
9
29
(2)

(7,509)
5,445
(610)
(2,674)
104,448
17,766
86,682

(1)
1
12
2
10

14,845
6,468
(1,392)
19,921
5,128
11,576
(6,448)

2
1

831
141
690
87,372

10

(99)
(17)
(82)
(6,530)

2.37
2.35

(ፎ
ፎ၁᎙ࡕߕঁձ୍ൔߕຏ)!
ဠ٣ߏǺክξ!

ΓǺ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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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ЬᆅǺֆѴඁ!

3
1
2
(1)

(1)

(0.18)
(0.18)

හҖӑڇቷިҽԖज़Ϧљ!
ᡂ߄!
҇୯ɄϖԃϷɄѤԃДВԿΜΒДΟΜВ!
ൂՏ;ཥѠჾίϡ

ද೯ި!
ި! ҁ!
ၗҁϦᑈ
365,892
324,441
҇୯ɄѤԃДВය߃Ꭹᚐ!!! $
!!ҁයృཞ!!
!!ҁයځдᆕӝཞ!
!
ҁයᆕӝཞᕴᚐ!!
ࣦᎩࡰኘϷϩଛ;!!
! ගኘࣦۓݤᎩϦᑈ!
!
! ද೯ިߎިճ!
!
365,892
324,441
҇୯ɄѤԃΜΒДΟΜВᎩᚐ!
!!ҁයృճ!!
!!ҁයځдᆕӝཞ!
!
ҁයᆕӝཞᕴᚐ!!
ࣦᎩࡰኘϷϩଛ;!!
! ද೯ިߎިճ!
!
365,892
324,441
҇୯ɄϖԃΜΒДΟΜВᎩᚐ $

ߥ੮ࣦᎩ!
!ࣦۓݤ
҂ϩଛ!
ᎩϦᑈ!
ࣦ! Ꭹ! ᕴी
90,221
546,412 1,326,966
(6,448)
(6,448)
(82)
(82)
(6,530)
(6,530)
20,831
111,052
-

(20,831)
(73,178)
445,873
86,682
690
87,372

(73,178)
1,247,258
86,682
690
87,372

111,052

(10,977)
522,268

(10,977)
1,323,653

ຏǺҁϦљ҇୯ɄϖԃϷɄѤԃДВԿΜΒДΟΜВဠ٣ၿമϩձࣁ180ίϡϷ60ί
ϡǴπၿമϩձ6,600ίϡϷ4,500ίϡǴςϩձܭӚ၀ය໔ϐᆕӝཞ߄ύԌନǶ!

(ፎ၁᎙ࡕߕঁձ୍ൔߕຏ)!
ဠ٣ߏǺክξ!

ΓǺ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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හҖӑڇቷިҽԖज़Ϧљ!
ߎࢬໆ߄!
҇୯ɄϖԃϷɄѤԃДВԿΜΒДΟΜВ!
ൂՏ;ཥѠჾίϡ
105ԃࡋ!
ᔼࢲϐߎࢬໆǺ!
! ҁයิృճ!
! ፓҞǺ!
!!! όቹៜߎࢬໆϐԏཞҞǺ!
!
! ! ! שᙑҔ!
! ! ! ᎍҔ!
! ! ! ഢܢքᙯኧ!
! ! ! ճ৲Ҕ!
! ! ! ճ৲ԏΕ!
! ! ! ೀϩόౢǵቷ܊Ϸഢճ!
! ! ! ᎍଏӣϷשᡣϐอයॄྗഢගӈృ)ᙯ*ኧ!
! ! ! ҂ჴѦჾիඤճ!
όቹៜߎࢬໆϐԏཞҞӝी!
! ! ᆶᔼࢲ࣬ᜢϐၗౢॄᡂኧǺ!
! ! ! ᆶᔼࢲ࣬ᜢϐၗౢృᡂǺ!
ᔈԏ౻Ᏽ෧Ͽ!
ᔈԏී෧Ͽ)ቚу*!
ځдᔈԏී෧Ͽ)ቚу*!
Ӹ෧Ͽ!
Ⴃбීቚу!
ځдߚࢬၗౢቚу!
ᆶᔼࢲ࣬ᜢϐၗౢృᡂӝी!
! ! ! ᆶᔼࢲ࣬ᜢϐॄృᡂǺ!
ᔈбීቚу!
ځдᔈбීቚу)෧Ͽ*!
ځдࢬॄ෧Ͽ!
ృዴۓᅽճॄ෧Ͽ!
ځдߚࢬॄɡځд෧Ͽ!
!!ᆶᔼࢲ࣬ᜢϐॄృᡂӝी!
ᆶᔼࢲ࣬ᜢϐၗౢϷॄϐృᡂӝी!
! ! ᔼၮౢғϐߎࢬΕ!
! ! ԏڗϐճ৲!
! ! Ѝбϐճ৲!
! ! Ѝбϐ܌ளิ!
ᔼࢲϐృߎࢬΕ
ၗࢲϐߎࢬໆǺ!
! ځдߎᑼၗౢɡࢬϷߚࢬ෧Ͽ)ቚу*!
! ڗளόౢǵቷ܊Ϸഢ!
! ೀϩόౢǵቷ܊Ϸഢሽී!
! Ӹрߥߎቚу!
! ځдߚࢬၗౢቚу!
! ! !!ၗࢲϐృߎࢬр
ᝢၗࢲϐߎࢬໆǺ!
! อයॷීቚу!
! ᓭᗋߏයॷී!
! วܫߎިճ!
ᝢၗࢲϐృߎࢬр
༊ᡂჹߎϷऊߎϐቹៜ
ҁයߎϷऊߎቚу)෧Ͽ*ኧ
ය߃ߎϷऊߎᎩᚐ
ය҃ߎϷऊߎᎩᚐ

$

$

104ԃࡋ!

104,448

5,128

85,982
1,042
(2,378)
610
(5,445)
(782)
2,610
(11,383)
70,256

98,347
1,165
(709)
1,392
(6,468)
(586)
(5,410)
(7,875)
79,856

681
(63,951)
(1,626)
358
(41)
(118)
(64,697)

2,890
78,858
1,162
23,999
(1,296)
(99)
105,514

29,812
8,102
(120)
(990)
(1,530)
35,274
(29,423)
145,281
5,318
(618)
(6,575)
143,406

3,837
(7,219)
(1,456)
(1,477)
(414)
(6,729)
98,785
183,769
6,617
(1,450)
(19,819)
169,117

3,178
(25,589)
1,239
(156)
(21,328)

(590)
(90,579)
702
(1,668)
(890)
(93,025)

9,456
(12,000)
(10,977)
(13,521)
(3,359)
105,198
381,548
486,746

1,834
(68,095)
(73,178)
(139,439)
5,210
(58,137)
439,685
381,548

(ፎ၁᎙ࡕߕঁձ୍ൔߕຏ)!
ဠ٣ߏǺክξ!

ΓǺ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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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森田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一○五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

期初未分配盈餘

額
434,895,629
86,682,206

加:105 年稅後淨利

690,413

105 年確定福利計劃精算利益

522,268,248

可供分配盈餘
提撥及分配項目:

8,668,221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54,883,800

發放股東現金股利(每股配 1.5 元)

$

提撥及分配後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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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716,227

森田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六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六條
第六條
(一)略
(一)略
(二)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除
(二)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除
與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
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
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
業使用之機器設備外，交易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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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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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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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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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
列規定：
列規定：
1.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
1.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
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
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
價格之參考依據時，該項交易
價格之參考依據時，該項交易
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未
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未
來交易條件變更者，亦應比照
來交易條件變更者，亦應比照
上開程序辦理。
上開程序辦理。
2.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
2.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
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
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
價者估價。
價者估價。
3.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
3.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除取得資產之
列情形之一者，除取得資產之
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
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
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
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
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師依
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師依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計研
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
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
，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
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
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
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
以上者。
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
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
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
分之十以上者。
分之十以上者。
4.專業估價者出具，出具報告日
4.專業估價者出具，出具報告日
期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
期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
個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
個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
現值且未逾六個月者，得由原
現值且未逾六個月者，得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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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考量原條文意旨僅為
政府機關，又與中央
及地方政府機關所為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交
易，其價格遭操縱之
可能性較低，爰得免
除專家意見之取得，
酌修第一項文
字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三)略
(三)略
(四)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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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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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除與政府機關交易外，
上者，除與政府機構交易外，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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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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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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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第七條
第七條
(一)略
(一)略
(二)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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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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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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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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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買回
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
、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
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
回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
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
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審計委
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審計委
員會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
員會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
約及支付款項：
約及支付款項：
1.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
1.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
性及預計效益。
性及預計效益。
2.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
2.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
因。
因。
3.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七)
3.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七)
及(八)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
及(八)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
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4.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
4.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
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
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
之關係等事項。
之關係等事項。
5.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
5.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
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
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
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
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
用之合理性。
用之合理性。
6.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
6.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
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
。
7.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
7.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
重要約定事項。
重要約定事項。
第九條
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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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所稱國內貨幣市場基
金，係指依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規定，
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許可，以經營證券
投資信託為業之機構
所發行之貨幣市場基
金，爰予以修正。

考量公司依企業併購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
或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
決議前，委請會計師、律師或
決議前，委請會計師、律師或
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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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
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
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
董事會討論通過。但本公司合
董事會討論通過。
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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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
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
子公司間之合併，得免取得前
開專家出具之合理意見。
(二)～(十三)略
(二)～(十三)略
第十條
第十條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
下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
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
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
1.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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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
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
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
1.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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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買賣公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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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此
限。
2.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
3.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
達所 訂 處理程序規定之全
部或 個 別契約損失上限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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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買賣公債、附買回、賣
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
國內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
限。
2.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
3.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
達 所 訂 處理 程序 規定之全
部 或 個 別契 約損 失上限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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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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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法合併其百分之百投
資之子公司或其分別
百分之百投資之子公
司間合併，其精神係
認定類屬同一集團間
之組織重整，應無涉
及換股比例約定或配
發股東現金或其他財
產之行為，爰放寬該
等合併案得免委請專
家就換股比例之合理
性表示意見。

一、第一項第一款修
正理由同第七條
。
二、現行第一項第四
款第三目及第四
目移列第一項第
四款及第五款。
三、現行第一項第四
款第二目修正理
由同第七條，並
移列第一項第六
款第二目。
四、另參考「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準則
」第三十一條有
關公司辦理公告
申報後內容如有
變更應於二日內
公告之規定，明
定公司依規定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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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申報，爰修正
第十條第四項。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額並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二 十 或 新臺 幣三 億元以上

5.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

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
(1)買賣公債。
售方式取得不動產，公司預
(2)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計投 入 之交易金額達新臺
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
幣五億元以上。
幣市場基金。
6.除前五 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3)取得或處分之資 產種類
、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
屬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
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
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
達公 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
二十 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億元以上。
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4)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1)買賣公債。
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
(2)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
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幣市場基金。
(二)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
(二)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
式計算之：
計算之：
1.每筆交易金額。
1.每筆交易金額。
2.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
2.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
取得 或 處分同一性質標的
取 得 或 處分 同一 性質標的
交易之金額。
交易之金額。
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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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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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本處理
程序 規 定公告部分免再計
入。
(三)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非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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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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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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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本處理
程 序 規 定公 告部 分免再計
入。
(三)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非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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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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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四)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

(四)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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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申報。
(五)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
相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
、估價報告、會計師、律師
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
於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
定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六)公司依(一)～(四)規定公告
申報之交易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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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
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
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
補正時，應將全部項目重行
公告申報。
(五)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
相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
、估價報告、會計師、律師
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
於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
定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六)公司依(一)～(四)規定公告
申報之交易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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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
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
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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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附件七

森田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侯選人名單
侯選人
類別
獨立董事
候選人

姓名
陳育成

持有股數

學歷

經歷

0 股 國立政治大學
1. 國立中興大學財金系
會計學研究所博
教授、系主任兼所長
士
2. 國立中興大學會計系
系主任兼所長
3. 私立靜宜大學會計系
系主任兼所長
4. 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
監事
0 股 成功大學會計學 期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協
研究所
理

獨立董事
候選人

侯委晋

獨立董事
候選人

方惠玲

董事
候選人

怡欣投資
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
人：黃樟
山

4,112,400 股 中山大學化學系

董事
候選人

紹瑋投資
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
人：黃展
隆

4,112,400 股 崑山科技大學電
子工程科

董事
候選人
董事
候選人

陳俊雄

100,960 股 中原大學土木系

陳輝雄

0 股 成功大學工業管
理研究所碩士

2,000 股 國立成功大學會
計系

現職
1. 國立中興大學財金系
教授
2. 橋椿金屬股份有限公
司 獨立董事
3. 台灣櫻花股份有限公
司 獨立董事

1.致遠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 執業會計師
2.南台科技大學會計資
訊系 講師
3.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監察人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 1. 南台科技大學會計資
所審計部 執業會計師
訊系 兼任助理教授
2. 至寶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 獨立董事
3. 勝一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 獨立董事
4. 榮星電線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獨立董事
同右
1. 森田印刷廠股份有限
公司 董事長
2. 詠恩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 董事長
3. 怡欣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 董事長
森展企業社負責人
1. 森田印刷廠股份有限
公司總經理
2. 侑聖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 董事長
3. 紹瑋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 董事長
新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組 森田印刷廠股份有限公
長
司 業務部協理
成功大學工業管理科學系 1. 天津新偉祥工業有限
講師
公司 顧問
2.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
司 獨立董事
3. 明揚國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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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森田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 一 條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公
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規範」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 二 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依本規則之規定。

第 三 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編製議事手冊，並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股東臨時會之
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通知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
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五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
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
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
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
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受理
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
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
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
未列入之理由。

第 四 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
，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
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
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 五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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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之地點及時間
，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第 六 條

本公司於股東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受理股東報到；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並派
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

-25-

股東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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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
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
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
人並應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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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 七 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出
席，及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
議事錄。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
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宜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之董事擔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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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 八 條

本公司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得列席股東會。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
員應配戴識別證或臂章。

第 九 條

股東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音及錄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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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保存至訴訟終結止。

第 十 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
以書面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宣佈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佈延後開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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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條規定，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為假
決議。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
席宣布流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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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
，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
宣佈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
股東依法定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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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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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第十二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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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
，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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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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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三條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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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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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 179 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
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依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應採行電子投票之公司：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
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
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
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
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
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
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
準。

第十五條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同
意通過之。
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有
異議者，應依前項規定採取投票方式表決。除議程所列議案外，股東提出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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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議案或原議案之修正案或替代案，應有其他股東附議，提案人連同附議人代
表之股權，應達已發行股份表決權總數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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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
後，當場宣佈表決之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第十六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
結果，包含當選之董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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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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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
要領及其結果記載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前項決議方法，係經主席徵詢股東意見，股東對議案無異議者，應記載「經主
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惟股東對議案有異議時，應載明採票決方
式及通過表決權數與權數比例。

第十八條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
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
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十九條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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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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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森田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 1 條：

第一章總則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森田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英文
名稱為 Sentien Printing Factory Co., Ltd.)

第 2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 C701010 印刷業。
2、 C702010 製版業。
3、 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4、 CC01990 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業。
5、 C805030 塑膠日用品製造業。
6、 C805050 工業用塑膠製品製造業。
7、 F107190 塑膠膜、袋批發業。
8、 F113020 電器批發業。
9、 F113990 其他機械器具批發業。
10、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11、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2 條之一：

本公司得就相關業務範圍內辦理對外保證。

第 3 條：

本公司轉投資總額不受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限制。

第 4 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第 5 條：

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 28 條規定辦理。

第 6 條：

第二章股份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臺幣肆億伍仟萬元整，分為肆仟伍佰萬股，每股金額新
臺幣壹拾元，其中未發行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之。

第 7 條：

本公司股票為記名式，股票之發行應編號並載明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二條所列事
項，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
後，其發行之記名式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之
。

第 8 條：

股票之更名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
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

第 9 條：

第三章股東會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結後六個月
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以董事長為主席，遇董事長缺席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
一人代理，未指定時，由董事推選一人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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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條：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
，通知中應載明開會之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

第 11 條：

本公司召開股東常會時，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
司提出股東會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作議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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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作業依公司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之。
第 12 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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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依公司法與「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
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辦理。

第 13 條：

本公司各股東，除有公司法第一七九條第二項規定之股份無表決權之情形外，
每持有一股份，有一表決權。

第 14 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
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 15 條：

本公司公開發行之後，若有撤銷公開發行之情事，應列為股東會決議之事項，
且於上市（櫃）期間均不變動本條文。

第 16 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股東會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
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前項議事錄之分發，依公司法規定辦理。

第 17 條：

第四章董事及監察人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連選得
連任。本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
股份之股東或董事會得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經董事會審查其符合條件後，送
請股東會，由股東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用單記名累積投票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
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開選舉數人，該方法有修正之必要時，除應
依公司法第 172 條 等 相關規定辦理外，並應於召集事由中列明該方法之修正
對照表。法人股東得由其代表人被選為董事。代表人有數人時得分別當選，並
得由法人股東依其職務關係隨時改派補足原任期。
董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
董事就任為止。
本公司得於董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
保險，以保障全體股東權益並降低公司經營風險。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其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例，依證券管理機關之規定。

第 18 條：

本公司公開發行後於上述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事名額兩人以上，且不得少
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前項獨立董事之相關資格、提名方式與其他應遵循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
定辦理。
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
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審計委員會之組成、職權行
使、決議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悉依證券交易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辦理。

第 19 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推
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並綜理本公司業務。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
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

第 20 條：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董事會時，得依公司法第
二百零五條規定委託代理人出席。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
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時，應於每次
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前項代理，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董事居住國外者，得以書面委託居住國內之其他股東，經常代理出席董事會。
前項代理，應向主管機關申請登記，變更時亦同。

第 21 條：

本公司董事執行本公司職務時，不論公司營業盈虧，公司得支給報酬，其報酬
授權董事會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併參閱同業水準議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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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條：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
數之同意行之。

第 23 條：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於開會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如遇緊急情事時，得隨時
召集之。
前項召集通知應載明事由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為之。

第 24 條：

第 25 條：

第五章經理人
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辦理。
第六章會計
本公司之會計年度自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
事會造具公司法第二二八條規定之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第 26 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二為員工酬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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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7 條：

本公司年度結算如有盈餘，除提付應納稅款外，應先彌補以往年度虧損，次就
其餘額提出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總額時，不在
此限；並依法令規定或必要時得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加計前期累
計未分配盈餘後，由董事會擬定分配案，提請股東會通過後分配之，惟股東紅
利發放金額不得低於當年盈餘百分之三十。股東紅利採股票股利及現金股利互
相配合方式發放，其中現金股利百分之百至百分之五十，股票股利零至百分之
五十。

第 28 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第 29 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一年八月廿四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五年六月廿五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四月二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八月卅一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十月一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十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十月十三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卅一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九月一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八月十九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十一月廿三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八月十八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三十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廿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森田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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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森田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一、目的：
凡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均依本程序規定辦理之；但若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二、適用範圍：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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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資性不動產、土地使用權、營建業之存貨)及設備。
(三)會員證。
(四)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五)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六)衍生性商品。
(七)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八)其他重要資產。

三、名詞定義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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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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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項規定發行新
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讓）者。
(三) 關係人、子公司：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定之。
(四) 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得從事不動產、其他固定資產估價業務者。
(五) 事實發生日：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
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但屬需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者，以上開日期或接獲主管機關核准之日孰前者為準
。
(六) 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規定從事之大陸投資。
四、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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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券承銷商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

五、公司資產之取得或處分由主辦單位提報，經相關權責單位評估風險及效益或委請估價後，檢送相關資料及評估或
估價報告陳請董事會或其他核決單位核准後進行交易。
前項資產價格決定方式以市價、每股淨值或經詢價、比價、議價或公告招標方式擇一為之；屬不動產者，並應
參考公告現值、評定現值、鄰近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等議定之。

六、資產之取得或處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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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項資產取得或處分限額
1.公司得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但其未處分累積取得金額不得超過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各子
公司亦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2.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六十；各子公司亦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六十。
3.對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限額，不得超過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四十；各子公司亦不得超過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四十。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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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
通過，未來交易條件變更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2.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3.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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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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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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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4.專業估價者出具，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者
，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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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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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簡稱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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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交易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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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上述(二)、(三)、(四)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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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份免再計入。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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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關係人交易
(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應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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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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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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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購或贖回國內
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審計委員會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1.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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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3.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七)及(八)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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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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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7.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三)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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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規定提交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通過部份免再計入。
(四)本公司與其母公司或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授權由董事長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
之董事會追認。
(五)本公司若設置獨立董事，依(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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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設有審計委員會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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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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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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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1.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利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本。所稱必要資金利息成本，以公司購入資產年
度所借款項之加權平均利率為準設算之，惟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布之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2.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構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金融機構對該
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計值應達貸放評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逾一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易之一方
互為關係人者，不適用。
3.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前項所列任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4.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評估不動產成本，並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5.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二)之規定辦理，不適用(七)之前三項規定：
(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委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產而取得不動產。
(八)本公司依(七)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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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行興建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營建成本加計合理營建利潤，其合計數逾實際交易價
格者。所稱合理營建利潤，應以最近三年度關係人營建部門之平均營業毛利率或財政部公布之最近期建
設業毛利率孰低者為準。
(2)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其面積相近，且交易條件經按
不動產買賣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或地區價差評估後條件相當者。
(3)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租賃案例，經按不動產租賃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價差
推估交易條件相當者。
2.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動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相當且面積相
近者。
3.前項所稱鄰近地區成交案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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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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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原則；所稱面積相近，則以其他非關係人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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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九)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按(七)及(八)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1.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
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對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行公司，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
股比例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理；已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亦準用之。
3.應將第一款及第二款處理情形提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4.經依前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
，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者，並經金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5.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者，亦應依上述各項規定辦理。

八、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易
(一)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易種類有：遠期外匯交易(Forward Currency Transaction)、外匯換匯交易(Currency Swap)
、外匯保證金交易(Margin Trading)、無本金交割遠匯(Non-Delivery Forward)、利率交換(Interest Rate Swap)、
選擇權(Option)、資產交換(Assets Swap)、期貨及由資產、指數或其他利益等商品所衍生之相關金融商品。
(二)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避險策略，應以規避市場風險為主要目的，交易商品應選擇用以規避公司業務經營所
產生之利率、匯率之風險為主，交易對象以選擇信用卓著之金融機構及廠商為原則。
(三)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契約總額，避險性操作以現持有資產或負債部位為限，交易性操作以實收資本
額的百分之二十為限，停損限額如下規定：
1.避險性操作：個別或全部契約若連續二個月底評估損失金額超過實收資本額的百分之五，則提報董事會決議
是否執行停損。
2.交易性操作：全部契約可容忍之損失以實收資本額的百分之二為上限，個別契約可容忍之損失以個別契約金
額之百分之十為上限。
(四)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權責劃分情形如下：
1.財會單位
(1)交易人員負責衍生性交易之交割事宜，並應隨時注意、蒐集市場資訊，分析各商品之變動趨勢及風險評
估，並呈報權責主管，作為從事交易參考依據。
(2)定期計算部位進行評價，並將損益情形陳報相關主管。
(3)會計人員執行交易確認，依相關規定予以入帳並保存交易記錄資料。
(4)審核交易是否依據授權權限及既定之策略進行。
(5)依據金管會規定進行申報及公告。
2.稽核單位
應定期瞭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及按月稽核交易部門對作業程序之遵循情形，作成稽核報告，
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五)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績效之要領如下：
1.商品走勢研判的正確性。
2.部位控制的適當性。
3.公平價值及損益的增減情形。
4.以避險為目的而從事之交易所達成之避險程度及若不採取避險交易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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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衍生性商品交易之作業程序
1.交易人員經權責主管核准後發動交易，且不可超過授權額度。
2.交易人員透過事先核准的金融機構下單。
3.交易人員於交易成交後，將成交資料送交財務部門主管。
4.金融機構於成交後，將成交確認單送交財務部門主管。
5.財務部門主管與確認交割人員核對各項交易資料，核對無誤後由該人員辦理交割。
6.交易人員將已簽核之成交確認單寄回予金融機構，並將入帳憑證送交會計單位。
7.會計單位經外部資料來源確認成交資料的合法性及合理性後呈核入帳。
(七)衍生性商品交易之風險管理措施
1.從事交易時，應做好風險管理，其範圍包括信用、市場價格、流動性、現金流量、作業及法律等。
2.以書面規範並授權交易人員應在授權金額、停損權限及可交易商品種類範圍內從事交易。
3.交易人員及確認交割人員不得互相兼任。
4.風險之衡量、監督與控制人員應與前款人員分屬不同部門，並應向董事會或向不負交易或部位決策責任之高
階主管人員報告。
5.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位至少每週應評估一次，惟若為業務需要辦理之避險性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
，其評估報告應陳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
6.董事會應依下列原則確實監督管理：
(1)指定高階主管人員應隨時注意衍生性商品交易風險之監督與控制。
(2)定期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績效是否符合既定之經營策略及承擔之風險是否在公司容許承受之範圍
。
7.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應依下列原則管理衍生性商品之交易：
(1)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理措施是否適當並確實依本程序辦理。
(2)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有異常情事時，應採取必要之因應措施，並立即向董事會報告，已設置獨立
董事者，董事會應有獨立董事出席並表示意見。
8.逐筆交易之彙總金額及相關損益等資料，事後應提報最近期董事會。
(八)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建立備查簿登載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類、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另
依上述風險管理措施第五項、第六項第二款及第七項第一款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九、企業合併、分割、收購及股份受讓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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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過。
(二)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應將合併、分割或收購重要約定內容及相關事項，於股東會開會前製作致股東
之公開文件，併同前條第一項之專家意見及股東會之開會通知一併交付股東，以作為是否同意該合併、分割
或收購案之參考。但依其他法律規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事項者，不在此限。
(三)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任一方之股東會，因出席人數、表決權不足或其他法律限制，致無法召開、
決議，或議案遭股東會否決，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應立即對外公開說明發生原因、後續處理作業及
預計召開股東會之日期。
(四)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金管會同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
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相關事項。
(五)參與股份受讓之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金管會同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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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應將下列資料作成完整書面
紀錄，並保存五年，備供查核：
1.人員基本資料：包括消息公開前所有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或計畫執行之人，其職稱、姓名
、身分證字號（如為外國人則為護照號碼）。
2.重要事項日期：包括簽訂意向書或備忘錄、委託財務或法律顧問、簽訂契約及董事會等日期。
3.重要書件及議事錄：包括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意向書或備忘錄、重要契約及董事會議事錄等
書件。
(七)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之即日
起算二日内，將(六)1.及 2.資料，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金管會備查。
(八)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者，上市或股票在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六)及(七)規定辦理。
(九)所有參與或知悉公司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之人，應出具書面保密承諾，在訊息公開前，不得將
計畫之內容對外洩露，亦不得自行或利用他人名義買賣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相關之所有公司之
股票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十)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除下列情形外，不得任意變更，且應於合併
、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情況：
1.辦理現金增資、發行轉換公司債、無償配股、發行附認股權公司債、附認股權特別股、認股權憑證及其他具
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2.處分公司重大資產等影響公司財務業務之行為。
3.發生重大災害、技術重大變革等影響公司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情事。
4.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任一方依法買回庫藏股之調整。
5.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
6.已於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其他條件，並已對外公開揭露者。
(十一)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契約應載明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公司之權利義務，
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1.違約之處理。
2.因合併而消滅或被分割之公司前已發行具有股權性質有價證券或已買回之庫藏股之處理原則。
3.參與公司於計算換股比例基準日後，得依法買回庫藏股之數量及其處理原則。
4.參與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之處理方式。
5.預計計畫執行進度、預計完成日程。
6.計畫逾期未完成時，依法令應召開股東會之預定召開日期等相關處理程序。
(十二)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任何一方於資訊對外公開後，如擬再與其他公司進行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除參與家數減少，且股東會已決議並授權董事會得變更權限者，參與公司得免召開股東會
重行決議外，原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中，已進行完成之程序或法律行為，應由所有參與公司重行
為之。
(十三)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公開發行公司者，本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四)～(九)
及(十二)之規定辦理。

十、 資訊公開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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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人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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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
內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2.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3.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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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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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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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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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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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
(三)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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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司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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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
(五)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
置於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六)公司依(一)～(四)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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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十一、對子公司資產取得或處分之控管程序如下：
(一)督促子公司應依相關準則訂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並自行檢查所訂定之程序須符合相關準則規
定。
(二)督促子公司從事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時，須依所訂處理程序辦理。
(三)本公司內部稽核應覆核子公司之自行檢查報告。
(四)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其取得或處分資產達應公告申報標準者，由本公司辦理公告申報事宜。
(五)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其公告申報標準中所稱「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總資產百分之
十」，係以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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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本公司相關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反本程序之規定時，由人事部門依違反之狀況予以懲處。

十三、已設置審計委員會者，本程序之訂定或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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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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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本程序之訂定，經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
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審計委員會。

十五、本公司若設置獨立董事，依前項規定將本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
或反對之意見與理由列入會議紀錄。

十六、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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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或書面聲明，
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審計委員會。

十七、本公司若設置獨立董事，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
，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意見與理由列入會議紀錄。
十八、已設置審計委員會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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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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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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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森田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
第 一 條

為求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事，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第二十一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於股東會行之；董事之選任，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
定者外，應依本辦法辦理。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
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並就本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
求以擬訂適當之多元化方針，宜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二大面向之標
準：
一、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齡、國籍及文化等。

第 三 條

二、專業知識技能：專業背景（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
科技）、專業技能及產業經驗等。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其整體
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1、 營運判斷能力。
2、 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
3、 經營管理能力。
4、 危機處理能力。
5、 產業知識。
6、 國際市場觀。
7、 領導能力。
8、 決策能力。
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據績效評估之結果，考量調整董事會成員組成。
第 四 條

本公司依所屬產業特性及階段性發展願景需求，遴選專業人士擔任獨
立董事，其資格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
法」第二條、第三條以及第四條之規定。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
循事項辦法」第五條、第六條以及第八條之規定，並應依據「上市上
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

第 五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均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侯
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為審查董事候選人之資格條件、學經歷背景
及有無公司法第三十條所列各款情事等事項，不得任意增列其他資格
條件之證明文件，並應將審查結果提供股東參考，俾選出適任之董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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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
董事缺額達章程所定席次三分之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
日內，召開股東會臨時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但書、臺灣證券
交易所上市審查準則相關規定或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 10 條第 1 項各款不宜上櫃規定之
具體認定標準」第 1 款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
事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
第 六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採單記名累積選舉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
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第 七 條

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
出席股東會之股東，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
代之。

第 八 條

本公司董事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
之選舉權，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二
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
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第 九 條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具有股東身份之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人
，執行各項有關職務。投票箱由董事會備置，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
開驗。

第 十 條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
舉人戶名及股東戶號；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
分證統一編號。惟政府或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
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亦得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及
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第十一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公司備置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舉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
符者，所填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
號經核對不符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股東戶號(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及分
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它文字者。
(六)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
明文件編號可資識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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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應主席當場宣佈，包含董事當選名單
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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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

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發給當選通知書。

第十四條

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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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森田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持有股數情形表
截至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之個別及全體董事持有股數：

職稱

姓名

選任日期

任期

股數

董事長

怡欣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黃
樟山

停止過戶日記載之

選任時持有股數

股東名簿持有股數

持股比率%

股數

持股比率%

103.6.26

3年

4,112,400

11.24

4,112,400

11.24

103.6.26

3年

4,112,400

11.24

4,112,400

11.24

紹瑋投資股
董事

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黃
展隆

董事

陳俊雄

103.6.26

3年

100,960

0.28

100,960

0.28

董事

陳輝雄

103.6.26

3年

0

0

0

0

獨立董事

陳育成

103.6.26

3年

0

0

0

0

獨立董事

李孟哲

103.6.26

3年

0

0

0

0

獨立董事

侯委晋

103.6.26

3年

0

0

0

0

1. 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份：3,600,000 股
2. 截至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
全體董事持有股份：8,325,760 股
3. 選任之獨立董事其持股不計入持股總數。
4. 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故無監察人最低應持有股數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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