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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yde Software Corp.
Agenda of 2022 Annual Shareholders Meeting
Convention Method：Physical meeting
Time︰9:00 a.m. June 14 (Tuesday), 2022
Place︰350 Sung Chiang Road, Taipei, 104, Taiwan, R.O.C. (Importers and Exporters
Association of Taipei)
Call the Meeting to Order
Chairperson Remarks
Report Items：
1. 2021 Business Report.
2. Supervisors’ Review Report of the 2021 Financial Statements.
3. 2021 Report on the Distribution of Remuneration to Employee and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
4 . 2021 – The 1st Domestic Private Placement of Convertible Bonds Report.
Ratification Items：
1. Adoption of the 2021 Business Report and Financial Statements.
2. Adoption of the Proposal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2021 Profits.
Discussion Item ：
（一） Proposal to Issue a new Private Placement of Convertible Bonds.
（二） Amendment to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三） Amendment to the Rules of Procedure for Shareholder Meeting.
（四） Amendment to the Operational procedures for Acquisition and Disposal of Assets.
Election：
1. Proposal to re-elect all the Company’s directors (Independent Directors).
Other Matters：
Proposal of Release the Prohibition on Directors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Director
Legal Representative from Participation in Competitive Business.
Questions and Motions
Adjou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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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Items
Report No.1：2021 Business Report.
Explanation：The 2021 Business Report is attached as pp. 10-14, Appendix 1.
Report No.2：Supervisor’s Review Report of the 2021 Financial Statements.
Explanation：The 2021 Financial Statements audited by independent auditors KPMG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and have been examined by the Supervisors of the Company, the report is
attached as pp 15-28, Appendix 2. The 2021 Supervisor’s Review Report is attached as pp. 29,
Appendix 3.
Report No.3：The 2021 Employee and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remunerations Report.
Explanation：The Company’s Articles 28 of Incorporation clearly state a set amount or
proportion the Company’s annual profits to distributed as employee compensation. It shall set
aside 10-15% as employee compensation and not higher than 3% as Director and Supervisor
compens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mpany’s business performance in 2021 and as approved by the
Remuneration Committee and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e Company proposes to distribute, in
cash, NT$39,491,629 as 2021 employees’ compensation and NT$7,898,326 as director and
supervisor’s compensation.
Report No.4：Domestic Private Placement of Convertible Bonds Report.
Explanation：
2021 - The 1st Domestic Private Placement of Convertible Bonds.
（一） Has not been issued.
（二） Based SEC rule 43-6, the Convertible Bond can be issued within a one-year period
after the shareholder meeting. The one-year period expires on July 21, 2022. If
overdue, it should be stopped, which protects the rights of all shar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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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fication Items
1. (Proposed by the Board)
Proposal：Adoption of the 2021 Annual Business Report and Financial Statements.
Explanation：
1. Insyde Software’ Financial Statements , including the balance sheet, income
statement, statement of changes in shareholders' equity, and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were audited by independent auditors, Melody Chen and Vicent
Wu of KPMG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Also The Business Report and
Financial Statements have been approved by the Board and examined by the
Supervisors of the Company.
2. The 2021 Business Report, independent auditors’ audit report, and the abovementioned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attached to the Meeting Agenda, pp.1028.( Appendix 1 and 2)
Resolution：
2. (Proposed by the Board)
Proposal：Adoption of the Proposal for Distribution of 2021 Profits.
Explanation：
1. The Board has adopted a Proposal for Distribution of 2021 Profi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rporate Charter.
2 . Proposed dividend to shareholders is NT$ 197,826,138.
3 . The 2021 Profit Allocation Proposal as the following.
Insyde Software Corp.
PROFIT DISTRIBUTION TABLE
Year 2021

Add： 2021 Net profit for this yea
Less： Legal reserve
Less： Special reserves
Distributable net profit

Unit: NTD＄
Amount
$ 23,326,448
2,507,880)
25,854,328
225,899,281
(22,840,716)
(2,687,300)
226,225,593

Distributable items：
Cash dividend ($5.20/Share)
Unappropriated retained earnings

(197,826,138)
$ 28,399,455

Retained earnings of prior years
Add： adjustments
After adjustments retained earnings

Responsible person：

Manager：

Chief Accountment：

4 . The cash dividend distribution will be calculated to the nearest NT dollar, the
remainder will be transferred into the shareholders equity account.
5.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of the regular shareholders’ meeting, the ex-dividend
date for the cash dividend distributions would be decided by the Board.
If the number of total shares outstanding, prior to the ex-dividend date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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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has changed due to the repurchasing of shares by the Company, or
the transfer of treasury shares to employees, or the conversion of shares from
domestic convertible bonds, etc., such that the ratios of the stock dividends and
cash dividends are affected and must be adjusted, the Board is authorized to
make such adjustments.
6 . The Board is authorized to make any necessary amendments to the due to the
needs of actual practices or by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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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Item
1.
Proposal: (Propos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Proposal to Issue a new Private Placement of Convertible Bonds. Please proceed to discuss.
Explanation：
The new Private Placement of Convertible Bonds is attached as pp. 30-32, Appendix 4 and pp.
33-37, Appendix 5.
Resolution:
2.
Proposal: (Propos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mendment to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Please proceed to discuss.
Explanation：
In order to conform to the needs of commercial practice, the company hereby proposes to amend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Please refer to pp. 38-41, Appendix 6 and pp. 42-43, Appendix 7.
Resolution:
3.
Proposal: (Propos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mendment to the Operational Procedures for Procedures for Shareholder Meeting. Please
proceed to discuss.
Explanation：
In order to conform to the needs of commercial practice, the company hereby proposes to amend
the Operational Procedure for Shareholder Meeting. Please refer to pp. 44-49, Appendix 8 and
pp. 50-62, Appendix 9.
Resolution:
4.
Proposal: (Propos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mendment to the Operational Procedures for Acquisition and Disposal of Assets. Please
proceed to discuss.
Explanation：
In order to conform to the needs of commercial practice, the company hereby proposes to amend
the Operation procedures for Acquisition and Disposal of Assets. Please refer to pp. 63-75,
Appendix 10 and pp. 76-79, Appendix 11.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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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ion
Proposal:
The company is responsible for identifying and evaluating nominees for Directors( Indepented
directors) seats, and recommending to the Board a slate of nominees for the 9th
Directors( Indepented directors) election.
Explanation:
一、 According to Article 17 of the Corporate Charter,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s shall not be fewer
than two persons in number and not be fewer than one-fifth directors.
The Directors (Independent Directors) of the 8th Board will be end on 2022/6/11. Accordingly,
the company proposes to duly elect new Board members at this year's Annual Meeting of
Shareholders.
The Board election proposal has been approved by the Board meeting on 2022/4/1,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 shall elect 11 directors (Include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s). Their threeyear term will start from 2022/6/14 and conclude on 2025/6/13.
二、The qualification of the Directors (Include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s) has been reviewed by
the Board meeting on 2022/4/28. About personal information please refer to page 82-84
(appendix 13) for details.
Voting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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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Matters
Proposal: (Propos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Proposal for Release the Prohibition on Directors (Include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s) from
Participation in Competitive Business. Please proceed to discuss.
Explanation：
Proposal for release the prohibition on Directors (Include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s) from
participation in competitive business. Please refer to page 82-84 (appendix 13) for details.
Resolution:

8

Questions and Motions

9

1. 致股東報告書

Appendix 1

系微除持續穩定既有 InsydeH2O 於筆電產品的市佔外，深耕少數仍不是本公司
客戶的國際筆電大廠多年後已漸有較大量的營收斬獲，疫情影響下雲端經濟模式相
關產業之綜效，帶動筆電及伺服器產品之營收，在全體同仁努力下，營運結果為每
股盈餘 5.94 元，此份成績單與各位股東分享
未來系微仍將努力固守既有 InsydeH2O 於各產品領域的業務外，也延伸支援
Qualcomm ARM 系列產品。另旗下伺服器 Supervyse 系統管理平台解決方案、提供雲
端伺服器穩固的系統管理基礎，可實現外部遠端平台管理。系微 Supervyse 的加入，
提升了系微在伺服器解決方案的完整性，將有助於此領域市佔率穩定成長。同時本
公司亦開始提供原有企業客戶使用 Insyde 相關的雲端服務!
有鑒於產業發展瞬息萬變，產品與技術日新月異，系微除不遺餘力從內部發展
新事業、新技術與強化組織能力外，也不排除透過購併與結盟等方式，以更快速進
入市場滿足客戶需求，故公司在股東會提出私募可轉換公司債的議案，以保留尋找
購併、結盟及技術性策略伙伴的可能性與契機。
展望今（2022）年，本公司將持續努力在各項產品如筆記型、桌上型電腦、伺服
器、工業電腦及嵌入式裝置提高 BIOS/UEFI 市佔率之外。系微旗艦產品 InsydeH2O 及
Surpervyse 可望迎接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5G 產業、人工智慧及深度學習的
龐大商機。最後，感謝各位股東對系微公司的厚愛與支持，全體同仁將更加努力以
厚植實力，來創造最大利潤與全體股東分享，敬祝各位股東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董事長：王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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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年度（前一年度）營業結果
(1) 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9 年實際
110 年實際
增（減）%
1,130,536
1,300,402
營業收入
15.03
208,455
243,994
營業成本
17.05
922,081
1,056,408
營業毛利
14.57
716,874
761,479
營業費用
6.22
205,207
294,929
營業利益
43.72
(6,020)
1,671
營業外收入(支出)
127.76
199,187
296,600
稅前淨利
48.91
154,103
225,899
稅後淨利
46.59
本期營業結果為稅後淨利 225,899 仟元，耕耘國際筆電大廠多年，已漸進
入量產，且亦受惠疫情影響經濟模式，筆電及伺服器產品項目業績亦表現亮
眼，致營業額較上期增加 15.03%，業外收支因受匯率變化影響較小較上期增
加約 7,691 仟元，本公司行業特性，營收為營運結果之重要關鍵影響，在營
收成長帶動下，營運結果最終以每股盈餘 5.94 元與全體股東分享之。
(2)

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營業結果於內部經營團隊與全體同仁
共同努力下，營業額成長，並達成原擬定之預算目標。

(3)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9 年度
110 年度
4,217
4,154
利息收入
財務收支
2,856
2,301
利息支出
13.93
18.64
資產報酬率（%）
21.21
28.07
權益報酬率（%）
獲利能力 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額比率（%）
52.36
77.96
13.63
17.37
純益率（%）
4.05
5.94
每股盈餘（元）
(4) 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產品 InsydeH2O 的開發，與 Intel(英特爾)、AMD(超微)及
Microsoft(微軟)等 PC 軟硬體大廠有著密切的關係，持續搭配處理器及作業系
統開發時間表推出新產品，研發計畫亦因應 PC 品牌大廠產品規劃而隨時調
整，彈性化的 InsydeH2O 設計架構，也是業界首創、支援跨平台的第一個量
產的 UEFI BIOS 產品，可同時支援 Windows 及 Linux 等作業系統，目前
InsydeH2O 已經成為 PC 市場中，主要搭載於筆記型電腦、2 合 1 筆電及平
板電腦的 UEFI BIOS，本公司並於 2021 年 11 月與 Qualcomm(高通)簽約，
建立策略夥伴合作關係，運用本公司 x86 平台多年 UEFI BIOS 開發經驗，協
助 Qualcomm 及 PC 品牌大廠加速 Snapdragon® (驍龍) 8cx 5G 運算平台
的筆記型電腦產品開發；本公司今年將持續投入資源在桌上型電腦、伺服器
及嵌入式系統 UEFI BIOS 的開發，並掌握初期開發的時機與處理器及作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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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公司密切合作，以爭取時效來獲得客戶的支持及更多業績成長空間，進而
擴充營運規模。
本公司持續與 Intel 及 Microsoft 緊密合作，針對新平台及新作業系統開
發對應的 InsydeH2O UEFI BIOS，包括支援 vPro、Thunderbolt 4、Wi-Fi
6E、ARC 獨立顯示卡、Secured-core PC、Modern Standby 等新技術及
UEFI 新規格，InsydeH2O 已經搭載於多款採用 Intel 第 12 代 Core i 處理器
的筆記型電腦及 2 合 1 筆電出貨，包含各大 PC 品牌的電競筆電、輕簿筆
電，例如通過 Intel「Project Athena」雅典娜創新計畫第三版規範驗證的
Intel Evo 高階筆記型電腦產品；本公司也與 AMD 共同合作開發支援最新
Ryzen 6000/5000 Zen 3+架構系列處理器的 InsydeH2O UEFI BIOS，陸續
於 2022 年第一季搭載於 PC 品牌的 AIO/NB 等產品出貨；同時，本公司與代
工廠合作開發搭載 Qualcomm 新一代處理器的筆記型電腦產品已於 2021 年
量產出貨，預期搭載 Intel、AMD、Qualcomm 及 Microsoft 最新科技的個人
電腦產品將能持續為公司帶來新的業績成長動能。
全球 5G 陸續商轉，而且 O-RAN 聯盟推動的開放架構提供了一個可取代
傳統獨佔電信市場的另一個電信解決方案，因此各國電信業者紛紛投入 5G
的資料中心建設，採用 Open RAN 架構打造新型態 5G 網路的電信商，以北
美、歐洲，及亞洲地區的日本、南韓等地電信商為主。5G 基地台的建置，大
陸走在市場的最前端，在疫情趨緩的未來，歐美也將陸續提高建置速度，加
上開發中國家也都在這方面積極投入，除了帶動資料中心的伺服器需求外，
各種不同應用也帶來邊緣運算的需求，讓 Insyde 產品在新的市場與應用領域
也有很好的發展與未來展望。
本公司的伺服器機房設備管理系統 Supervyse，亦配合市場的需求及新
的規範，包含了新一代的業界標準 Redfish 持續更新，今年我們將更專注於
安全性相關開發來因應終端客戶對於安全層級的重要指標需求，此外我們持
續和更多的第三方硬體原件的支援，如磁碟陣列卡、新型的固態硬碟、PCIe
交換器等，以提供客戶更完善的產品服務。
在中美貿易戰的局勢下，中國加速中國自有 CPU 的發展也將快速的推
進，我們亦投入研發能量在布局這個新的市場與機會，在公司多年的專業技
術研究上深得中國客戶與廠商的高度讚賞，因此獲得主要中國 CPU 供應商的
合作機會，一同迎向雙贏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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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年度（本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甲、 經營方針
i.
持續優化源始碼架構及開發 UEFI BIOS 客製化軟體，協助 ODM 有效率的開
發系統 BIOS，以確保筆記型電腦與伺服器的 ODM/OEM 或 CSP 能持續採用
InsydeH2O。
ii.
開發 BIOS/BMC 自動測試系統並導入 Security Development Lifecycle(安全性開發
生命週期)，進一步提高經營效率及產品品質，使客戶滿意且認同
InsydeH2O/Supervyse 所帶給雙方之利益，橫向擴展於各大廠產品線的廣
度，持續擴大市場佔有率。
iii.
全力支援伺服器及嵌入式系統 BIOS 及 BMC 外其他相關軟體，提供最完整
且全面的服務。
經過過去多年的努力，UEFI 架構於筆記型電腦之領域已取代傳統 Legacy
BIOS，與全球各大知名筆電公司合作並導入量產，伴隨著本公司將有更完備
的產品技術規劃，InsydeH2O 韌體技術擴大運用至支援桌上型電腦、CSP、伺
服器製造商、5G 網路設備及嵌入式系統，以因應更廣大客戶的需求。
乙、 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本公司提供客戶專用母版及授權標籤，依量計費外，尚有一次收取專用
母版之授權費，由客戶於一定期間內，自行複製使用之數量，除此型態之銷
貨收入外，尚有提供原始程式碼及專業技術服務之業務收入，故本公司提供
預期銷售數量較不具意義。
丙、 重要之產銷政策
銷售政策
一、進行新產品研發並強化自我品牌形象，以擴大市場規模及佔有率。
二、積極擴充行銷通路，並先後透過經銷商將產品打入中國大陸、歐洲等地市
場，未來將持續導入新產品，以建立完整行銷通路之運籌。
產品研發策略
(一) 未來將持續掌握新一代的晶片組和微處理器及新一代的作業系統之發展方向為
藍圖，以發展出符合主流產業標準之產品與技術。
(二) BIOS 延伸產品之開發。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本公司產品 InsydeH2O 經過過去數年的努力，已導入主要筆記型電腦品牌大廠
之產品，新進之筆記型電腦 ODM 及 OEM 亦選擇採用 InsydeH2O 於其產品，本公司
於筆記型電腦之產業地位已與其他同業不分軒輊。
目前本公司正努力穩固於 BIOS 產業在筆記型電腦之全球市佔率外，並積極切
入桌上型電腦、伺服器及嵌入式系統 BIOS 及 BIOS 外其他相關軟體開發領域，期
望自身未來目標成為提供軟韌體完整解決方案之國際級軟體公司。
2022~2026 年主要帶動伺服器出貨成長的動能還是以資料中心為核心，各家
CSP 業者都持續建置與擴大資料中心的基礎建設來支撐各種型態的雲端服務，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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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既有的資料中心伺服器市場，網路交換器的世代交提也會在未來的 1~2 年陸續
切換，由 100G 轉換到 400G 的設備，此外 O-RAN 帶來的開放式架構提供了各大電
信業者紛紛投入 5G 基地台的基礎設施建置，以上都對伺服器平台的產業帶來未來
蓬勃發展的契機，Insyde 持續在伺服器，交換器與 5G 基地台的市場持續深耕，協
助各戶在 BIOS 與 BMC 軟體需求上的技術支援，提升產品安全性相關的解決方案，
並且對於新的業界趨勢 OpenBMC 提出完整的解決方案與服務．
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目前各國政府無不致力於科技創新政策的制定，協助中小企業的技術發展與
存續。軟體研究開發因為需投入大量金錢及人力，人才培養與智財權保護的不
易，屬於一種高難度與高風險之高科技產業，因此軟體開發產業公司普遍面臨擴
展營運資金短缺，以及研究人才招募不易之問題。以本公司所從事 BIOS 業為例，
目前 BIOS 研發人才培養不易，相關產業更是求才若渴，因此本公司將以自行培養
及尋找外部人才雙軌並行，以解決目前研發人才短缺的困境。

董事長：王志高

經理人：莊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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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主管：徐心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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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3

Supervisors Review Report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s prepared the Company’s Financial Statements. Insyde Financial
Statements have been audited and certified by Meldoy Chen, CPA, and Vicent Wu, CPA, of
KPMG and an audit report relating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has been issued. The Business
Report,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Earnings Distribution Proposal have been reviewed and
considered to be complied with relevant rules by the undersigned, the supervisor of Insyde.
According to Article 219 of the Company act, I hereby submit this report.
To
The Company’s 2022 annual Shareholders’ Meeting

Insyde Software Corporation
Supervisor
Shao Chien-Hua

Dai May Hong
Ming Liang Investment Co., Ltd.
Representative： Wang Yen Chi

Feb. 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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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微股份有限公司
私募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提案說明

Appendix 4

1.董 事 會 決 議 日 期 :111/02/21
2.公 司 債 名 稱 :系 微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11 年 度 第 1 次 國 內 私 募 無 擔 保 可 轉 換 公 司 債
3.發 行 總 額 :於 新 台 幣 陸 仟 萬 元 (含 )內 之 額 度 ， 於 股 東 常 會 決 議 之 日 起 一 年 內 一 次 辦
理。
4.每 張 面 額 :新 台 幣 壹 拾 萬 元 。
5.發 行 價 格 :面 額 發 行 。
6.發 行 期 間 :預 計 發 行 期 間 5 年 。
7.發 行 利 率 :票 面 年 利 率 0%。
8.擔 保 品 之 種 類 、 名 稱 、 金 額 及 約 定 事 項 :無 。
9.募 得 價 款 之 用 途 及 運 用 計 畫 :
充實營運資金，於資訊產業日新月異的變遷時代下，為因應長期策略發展，預計將拓展研發實
力，本著軟體開發不斷研究創新的精神，預計將與策略性投資人共同合作，開發電腦資訊業界新
世代之產品與技術。
10.公 司 債 受 託 人 :不 適 用 。
11.發 行 保 證 人 :不 適 用 。
12.代 理 還 本 付 息 機 構 :本 公 司 。
13.能 轉 換 股 份 者 ， 其 轉 換 價 格 及 轉 換 辦 法 :詳 後 發 行 辦 法 (暫 定 )。
14.賣 回 條 件 : 詳 後 發 行 辦 法 (暫 定 )。
15.買 回 條 件 : 詳 後 發 行 辦 法 (暫 定 )。
16.附 有 轉 換 、 交 換 或 認 股 者 ， 其 換 股 基 準 日 :詳 後 發 行 辦 法 (暫 定 )。
17.附 有 轉 換 、 交 換 或 認 股 者 ， 對 股 權 可 能 稀 釋 情 形 :詳 其 他 應 敘 明 事 項 。
18.其 他 應 敘 明 事 項 :
(1) 私 募 價 格 訂 定 之 依 據 及 合 理 性 ：
本 私 募 轉 換 公 司 債 轉 換 價 格 之 訂 定 應 以 (1)定 價 日 前 一 、 三 或 五 個 營 業
日擇一計算本公司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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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定 價 日 前 三 十 個 營 業 日 本
公司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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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高為基準計算價格，乘以前述基準計算價格之
折 價 10%與 溢 價 10%之 間 轉 換 率 ， 為 計 算 轉 換 價 格 (計 算 至 新 台 幣 角 為
止 ， 以 下 四 捨 五 入 )之 依 據 。 本 次 私 募 國 內 無 擔 保 可 轉 換 公 司 債 之 發 行
價格不低於理論價格之八成訂定，委請股東常會於不低於股東常會所
決議訂價依據與成數範圍內授權董事會訂定之。
實際發行價格及定價日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視日後洽策略性投資
人情形決定之。
上述轉換價格訂定之依據均依主管機關之法令規範，並配合當時市場
狀況且不低於參考價格及理論價格之八成，其定價方式應屬合理。
本 次 私 募 可 轉 債 總 額 上 限 為 陸 仟 萬 元 ， 若 依 111 年 0 2 月 1 0 日 收 盤 價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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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新 台 幣 88.30 元 並 乘 上 折 價 10%與 溢 價 10%之 間 (本 次 私 募 可 轉 債 暫
定 之 辦 法 ) 之 轉 換 率 計 算 後 轉 換 價 格 區 間 為 新 台 幣 9 7 . 1 3 ~7 9 . 4 7 元，若 應
募人於未來可轉換期間全數轉換為普通股，依上述假設之轉換價格計算
可 轉 換 之 股 數 約 為 617,728~755,001 股 ， 約 佔 轉 換 後 發 行 總 股 數 之
1.60%~1.95%， 對 本 公 司 經 營 權 無 重 大 影 響 。
(2) 特 定 人 選 擇 方 式 ：
本次私募國內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以策略性投資人為限。
A.應 募 人 之 選 擇 方 式 與 目 的 ： 本 次 私 募 有 價 證 券 之 對 象 以 符 合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43 條 之 6 規 定 及 財 政 部 證 券 暨 期 貨 管 理 委 員 會 91 年 6 月 13 日 台 財
證 (一 )字 第 0910003455 號 函 規 定 之 特 定 人 為 限 ， 於 符 合 前 述 特 定 人 中
以可和本公司長期合作，且可藉由策略性投資人之技術或行銷推廣等以
為強化本公司未來的營運為目的，符合上述策略性投資人為主要選擇方
式。
B.必 要 性 ： 有 鑑 於 近 來 PC 產 業 產 品 多 樣 性 發 展 ， 為 提 升 本 公 司 之 產 品 競
爭優勢，提昇技術開發與創新能力，引進可強化本公司現有技術及市場
之策略性投資人為本公司長期發展之必要策略。
C.預 計 效 益 ： 藉 由 應 募 人 之 加 入 可 加 強 本 公 司 產 品 之 研 發 技 術 ， 強 化 本 公
司未來的營運，以達到長期經營發展之績效。此外，應募人之加入亦可
凸顯台灣軟體實力已逐漸受到國際之重視與肯定，對於擴展台灣國際聲
望亦有正面之助益。
(3) 辦 理 私 募 之 必 要 理 由 :
A.不 採 用 公 開 募 集 之 理 由 :本 公 司 近 年 來 營 運 結 果 為 獲 利 且 無 累 績 虧 損 ， 但
因應長期策略發展所需，故擬引進策略性投資夥伴，而私募有價證劵受
限於三年內不得自由轉讓之規定，將可更確保公司與策略性投資夥伴間
的長期合作關係，故依「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劵應注意事項」
規定，本公司得採私募方式辦理。
B.得 私 募 額 度 :依 據 公 司 法 第 247 條 ， 公 司 債 之 總 額 不 得 逾 公 司 現 有 全 部
資產減去全部負債及無形資產後之餘額，依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後之民
國 110 年 財 務 報 告 數 據 計 算 為 819,018 仟 元 ， 本 次 董 事 會 提 案 私 募 發 行
上限金額為陸仟萬元，該金額於得私募額度之範圍內。
C.資 金 用 途 及 預 計 達 成 效 益 ：
資金用途：充實營運資金，於資訊產業日新月異的變遷時代下，為因應
長期策略發展，預計將拓展研發實力，本著軟體開發不斷研究創新的精
神，預計將與策略性投資人共同合作，開發電腦資訊業界新世代之產品
與技術。
預計達成效益：在不斷積極開發新技術之下，期以強化公司之競爭力、
提升營運效能，另因行業特性本公司握有之資產多屬無形智慧財，與其
他行業相較，無具體之資產如存貨、機器設備及廠房等，可向銀行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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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機會較低且融資額度亦不高，資金之注入對新研發長期之投資尚未量
產前，於整體財務結構及股東權益將有正面助益。
(4) 本 次 私 募 標 的 之 權 利 義 務 ： 本 次 私 募 國 內 無 擔 保 可 轉 換 公 司 債 及 其 嗣 後 轉
換 之 普 通 股 ， 依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43 條 之 8 規 定 ， 除 符 合 該 條 文 規 定 之 轉 讓
對象及條件外，於本次私募標的交付日或劃撥日起滿三年始得自由轉讓。
另本次私募標的嗣後所轉換之普通股，依相關法令規定，自該私募轉換公
司債交付日或劃撥日起滿三年後，應取具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或本
公司當時所掛牌交易之其他證券交易所核發符合上市櫃標準之同意函，並
向金管會申報補辦公開發行及申請上市櫃交易。
(5) 本 次 私 募 國 內 無 擔 保 可 轉 換 公 司 債 得 於 股 東 常 會 決 議 之 日 起 一 年 內 一 次 辦
理，擬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6) 本 次 私 募 國 內 無 擔 保 可 轉 換 公 司 債 之 發 行 條 件 、 實 際 募 集 金 額 、 計 劃 項
目、資金運用進度、預計可能產生效益及其他未盡事宜，未來如經主管機
關修正或因客觀環境變更而有所修正時，委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依規定
辦理。
(7) 擬 提 請 股 東 常 會 通 過 本 私 募 案 ， 並 授 權 董 事 長 或 其 指 定 之 人 代 表 本 公 司 簽
31
署一切有關發行本次私募國內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之契約或文件、辦理一
切有關發行本次私募國內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所需事宜。
(8) 本 公 司 私 募 有 價 證 券 議 案 ， 依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四 十 三 條 之 六 規 定 ， 應 說 明 事
項 請 詳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網 址 :http://mops.twse.com.tw) 點 選 「 投 資 專 區 」
之「私募專區」。
(9) 發 行 辦 法 (暫 定 )如 附 件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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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微股份有限公司

Appendix 5

私募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發行及轉換辦法(暫定)

一、債券名稱
系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111 年度第 1 次國內私募無擔保轉換公司債(以下簡稱
「本私募轉換公司債」)。
二、發行日期
預計 2022 年第 3 季或第 4 季。
三、發行總額
發行總額上限為新台幣陸仟萬元整，每張面額為新台幣壹拾萬元，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四、發行期間
發行期間五年。
五、債券票面利率
票面年利率為0%。

六、還本付息日期及方式
除債券持有人依本辦法第十一條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或依第二十條賣回，及本公司依本辦法第
十九條自債券持有人買回註銷者外，到期時按債券面額以現金一次償還。
七、擔保情形
本私募轉換公司債為記名式、無擔保債券，惟如本私募轉換公司債發行後，本公司另發行其他有
擔保附認股權或有擔保轉換公司債時，本私募轉換公司債亦將比照該有擔保附認股權或有擔保
轉換公司債，設定同等級之債權或同順位之擔保物權。
八、轉讓
本轉換公司債發行滿三年後，得依法轉讓之。
九、轉換標的
本公司普通股；本公司將以發行新股方式或庫藏股履行轉換義務。
十、轉換期間
債券持有人得於本私募轉換公司債發行日起滿三年後至到期日前十日止，除依法暫停過戶期間
及自本公司無償配股停止過戶日、現金股息停止過戶日或現金增資認股停止過戶日前十五個營
業日起，至權利分派基準日止，辦理減資之減資基準日起至減資換發股票開始交易日前一日止，
不得請求轉換外，得隨時向本公司請求依本辦法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並依本辦法第十一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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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五條規定辦理。
十一、請求轉換程序
(一)債券持有人於請求轉換時，應備妥蓋有原留印鑑之「轉換申請書」
，向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
提出，於送達時即生轉換之效力，且不得申請撤銷。並於送達後五個營業日內完成轉換手
續，直接將本公司普通股股票撥入該債券持有人之集保帳戶。
(二) 華僑及外國人申請將所持有之本私募轉換公司債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股票時，一律統由集
保公司以帳簿劃撥方式辦理配發。

十二、轉換價格及其調整
(一)轉換價格之訂定方式
本私募轉換公司債轉換價格之訂定應以(1)定價日前一、三或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本公司普
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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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定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本公司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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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高為基準計算價格，乘以前 述 基 準 計 算 價 格 之 折 價
1 0 % 與 溢 價 1 0 % 之 間 之轉換率，為計算轉換價格(計算至新台幣角為止，以下四捨五入)
之依據。
(二)轉換價格之調整
1、.本私募轉換公司債發行後，除本公司流通在外之具有普通股轉換權或認股權之各種有價
證券換發普通股股份者外，遇有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份增加時（包含但不限於以募集發行
或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盈餘轉增資、資本公積轉增資、員工紅利轉增資、公司合併或受
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股票分割或現金增資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等），轉換價格依下列
公式調整（計算至新台幣角為止，以下四捨五入；向下調整，向上則不予調整），於新股發
行除權基準日（註 1）調整之，並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該調整後之轉換價格；但有實際繳
款作業者於股款繳足日調整之。如於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之除權基準日後變更新股發行價格，
則依更新後之新股發行價格重新按下列公式調整之。如經設算調整後之轉換價格低於原除權
基準日前已公告調整之轉換價格者，則應重新公告調整之：
調整前
已發行股數
每股繳款額
新股發行或



調整後
(註 2)
(註 3)
私募股數
＝ 轉換價格
轉換價格
已發行股數(註 2)  新股發行或私募股數
註 1：如係採詢價圈購辦理之現金增資或現金增資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因無除權基準
日，則於股款繳足日調整；如為合併或受讓增資則於合併或受讓基準日調整；如為
股票分割則於股票分割基準日調整；如係採私募方式辦理之現金增資，則於私募交
付日調整。
註 2：已發行股數係指普通股已發行股份總數(包括已私募股數)，並減除本公司買回惟尚
未註銷或轉讓之庫藏股股數。
註 3：每股繳款額如係屬無償配股或股票分割，則其每股繳款額為零；若係屬合併增資發
行新股者，則其每股繳款額為合併基準日前依消滅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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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閱之財務報表計算之每股淨值乘以換股比例；如係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則其
每股繳款額為受讓基準日前受讓之他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計算之每股淨值乘以換股比例；如係員工紅利發行新股，則其每股繳款額為股東會
前一日之收盤價，並考量除權除息之影響。
2. 本轉換公司債發行後，如遇本公司配發普通股現金股利占股本之比率有超過 15%者，應
就超過部分於除息基準日等幅調降轉換價格，並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該調整後之轉換價
格。本項轉換價格調降之規定，不適用於除息基準日(不含)前已提出請求轉換者。
調整後轉換價格＝調整前轉換價格-(發放普通股現金股利占股本之比率-15%)10
3.本私募轉換公司債發行後，遇有本公司以低於每股時價(註 4)之轉換或認股價格再發行或
私募具有普通股轉換權或認股權之各種有價證券時，本公司應依下列公式調整其轉換價格
(計算至新臺幣角為止，以下四捨五入；向下調整，向上則不予調整)，於前述有價證券或
認股權發行之日或私募有價證券交付日調整之，並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該調整後之轉換
價格
新發行或私募有價 新發行或私募有價
調整前
已發行股數

 證券或認股權之轉 證券或認股權可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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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價格
(註 5)
調整後
換或認股價格
換或認購之股數
＝
轉換價格
已發行股數(註
 新發行或私募有價證券或認股權可轉換或認購之股數
5)
註 4：每股時價為再發行或私募具有普通股轉換權或認股權之各種有價證券之訂價基準日
或私募有價證券交付日之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本公司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
均數擇一者為準。
註 5：已發行股數係指普通股已發行股份總數(包括已私募股數)，再發行或私募具有普通
股轉換權或認股權之各種有價證券如係以庫藏股支應，則調整公式中之已發行股數
應減除新發行或私募有價證券可轉換或認股之股數。
4.本私募轉換公司債發行後，如遇本公司非因庫藏股註銷之減資致普通股股份減少時，本公
司應依下列公式調整其轉換價格(計算至新臺幣角為止，以下四捨五入)，於減資基準日調
整之，並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該調整後之轉換價格：
調整前轉換價格  減資前已發行普通股股數(註 6)
調整後轉換價格 ＝
減資後已發行普通股股數(註 6)
註 6：已發行股數係指普通股已發行股份總數(包括已私募股數)，並減除本公司買回惟尚
未註銷或轉讓之庫藏股股數。
十三、無法換發壹股之餘額處理
轉換本公司普通股時，不足一股之畸零股，債權人不得自行拼湊成壹整股，且本公司不以任
何形式給付之。
十四、本私募轉換公司債之上櫃及終止上櫃
本轉換公司債於公司債交付日起滿三年後，得向金管會辦理公開發行，並向櫃檯買賣中心或證
券交易所申請上櫃或上市買賣，至全數轉換為普通股股份或全數由本公司買回或償還時終止上
櫃或上市。
十五、轉換後之新股上櫃或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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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本私募轉換公司債依法得申請公開發行時, 本公司債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者，所轉換之普
通股依法令規定自私募轉換公司債交付日或劃撥日起滿三年後 45 日內應向櫃檯買賣中心或台
灣證券交易所申請符合上櫃或上市標準之同意函並向主管機關申報補辦公開發行後，洽櫃檯買
賣中心上櫃交易。以上事項由本公司洽櫃檯買賣中心或台灣證券交易所同意後新股上櫃並公告
之。
十六、股本變更登記
本公司應於每季將前一季因本私募轉換公司債行使轉換所交付之股票數額予以公告，每季並應
向公司登記之主管機關申請資本額變更登記至少一次。

十七、轉換後之權利義務
債券持有人於請求轉換生效後所取得普通股股票之權利義務與本公司原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
相同，惟所轉換之普通股尚須符合本辦法第十五條之規定。
十八、轉換年度之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之歸屬
(一)債券持有人於當年度一月一日起至當年度本公司現金股息停止過戶日(無償配股停止過
戶日)前十五個營業日(不含)以前請求轉換者，其轉換而得之普通股得參與當年度股東
會決議發放之前一年度現金股利(股票股利)。
(二)當年度本公司現金股息停止過戶日(無償配股停止過戶日)前十五個營業日(含)起至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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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股息除息(無償配股除權)基準日(含)止，停止本轉換公司債轉換。
(三)債券持有人於當年度現金股息除息基準日(無償配股除權基準日)翌日起至當年度十二
月三十一日(含)以前請求轉換者，不得請求當年度股東會決議發放之前一年度現金股利
(股票股利)。其轉換而得之普通股得享有次年度股東會決議發放之當年度現金股利(股
票股利)。
十九、本公司對本私募轉換公司債之贖回權
（一）本私募轉換公司債發行滿三年後，若本公司普通股股份在櫃檯買賣中心或證券交易所之收
盤價格連續三十個營業日達當時轉換價格之百分之一百五十時，本公司得於其後三十個營
業日內，以掛號寄發債券持有人一份三十日期滿之「債券收回通知書」（前述期間自本公
司發信之日起算，並以該期間屆滿日為債券收回基準日，且前述期間不得為本辦法第九條
之停止轉換期間）
，並於該期間屆滿時，儘速按本私募轉換公司債按債券面額為收回價格，
以現金收回全部債券。
（二）本私募轉換公司債發行滿三年後，若本私募轉換公司債流通在外餘額低於新台幣陸佰萬元
（原發行總額之 10%）者，本公司得於其後三十個營業日內，以掛號寄發債券持有人一份
六十日期滿之「債券收回通知書」（前述期間自本公司發信之日起算，並以該期間屆滿日
為債券收回基準日，且前述期間不得為本辦法第九條之停止轉換期間），並於該期間屆滿
時，儘速按本私募轉換公司債按債券面額為收回價格，以現金收回全部債券。
（三）本私募轉換公司債發行滿三年後，本公司如依本辦法規定要求贖回者，本私募轉換公司債
債券持有人於收回基準日前，得向本公司請求依本辦法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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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本私募轉換公司債之債券持有人賣回權:
（一）除本公司贖回或因轉換、買回、註銷等視為贖回之情形者外，於本轉換公司債發行滿三年
及滿四年時，債權人得其後六十日內隨時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於送達時即生
效力，採郵寄者以郵戳為憑）要求本公司以債券面額之一定比例(即發行後滿三年為債券
面額之 100%，發行後滿四年後債券面額之 100%)且依中華民國法律扣除本私募轉換公司債
債券持有人應負擔之稅賦後，將其所持有之本轉換公司債以現金贖回。本公司應於本轉換
公司債發行滿三年及滿四年時以掛號寄發債權人一份通知書，通知債權人可行使本條之賣
回權。
（二）本公司股份於櫃檯買賣中心下櫃或停止交易時，債權人得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
（於送達時即生效力，採郵寄者以郵戳為憑）要求以債券面額加計年利率 2%計算之利息
補償金(未滿一年者，則按日計算)且依中華民國法律扣除本私募轉換公司債債券持有人應
負擔之稅賦後，將其所持有之本轉換公司債以現金贖回。本公司應於上述情事發生時以掛
號寄發一份通知書，通知債權人可行使本條之賣回權。
二十一、所有本公司轉換公司債將被註銷，不再賣出或發行，其所附轉換權併同消滅。
二十二、本私募轉換公司債及其所轉換之普通股均為記名式，其過戶、異動登記、設質、遺失等均依
「公開發行公司股務處理準則」及公司法相關之規定，另稅負事宜依當時之稅法之規定辦理。
二十三、本私募轉換公司債由本公司辦理還本付息事宜。
二十四、本私募轉換公司債之發行依證券交易法第八條規定，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不印製實體債券。
二十五、本私募轉換公司債發行及轉換辦法之規定，未經過本私募轉換公司債債券持有人(應經本私
募轉換公司債債權總額四分之三以上債券持有人出席，出席債券持有人有表決權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與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者，任一方當事人不得任意修改或變更之。
二十六、本私募轉換公司債由受託機構(暫未確定)債券持有人之受託人，以代表債券持有人之利益行
使查核及監督本公司履行本私募轉換公司債發行事項之權責。凡本私募轉換公司債之債券持
有人不論係於發行時認購或中途買受，對於本公司與受託人之間所定受託契約規定、受託人
之權利義務及本發行及轉換辦法，均予同意，至於受託契約內容，債券持有人得在營業時間
內隨時至本公司或受託人營業處所查詢。
二十七、本私募轉換公司債之發行及轉換權之行使和管理應依中華民國法律並受中華民國相關法令之
規範；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之處，悉依相關法令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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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微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 一 章

Appendix 6

總 則

第

一

條 ：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系微股份有限公司(Insyde Software
Corp)。

第

二

條 ：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一、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二、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三、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四、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五、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六、F113050 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七、F113030 精密儀器批發業
八、F401010 國際貿易業
九、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 ： 本公司就業務上需要得為對外保證及轉投資其他事業，轉投資總額得超過本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四十。

第

四

條 ：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撤銷分
公司。

第

五

條 ： 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廿八條規定辦理。

第 二 章
第

六

股 份

條 ：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陸億元整，分為陸仟萬股，每股新台幣壹拾元，授
權董事會視實際需要分次發行，並得在前項未發行股份範圍內發行員工認股
權憑證。
前項資本額內保留新台幣柒仟伍佰萬元，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共柒佰伍
拾萬股，每股新台幣壹拾元，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一或其他法律規定收買自己之股份轉讓於
員工者，得限制員工在一定期間內不得轉讓。但其期間最長不得超過二年。

第六條之一 ： 本公司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將本公司買回之股份轉讓予員工，
應經最近一次股東會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
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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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之二 ： 本公司發行認股價格低於發行日本公司普通股股票收盤價之員工認股權憑
證，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出席之股東會，出席股東表決權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後，始得發行。
第

七

條 ： 刪除。

第

八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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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公開發行之記名式股份，得免印製股票，惟須向證券集中保管機構辦
理登記。

第

九

條 ： 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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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章
第

十

股 東 會

條 ：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
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 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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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依公司法第一七七條規定外，悉依主
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辦理。
第 十 二 條 ：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依公司法規定無表決權者，不在此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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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 十 四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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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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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之公告方式為之。
第 四 章

董 事、監 察 人及功能性委員會

第 十 六 條 ： 本公司設董事七~十一人，監察人三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
之人中選任，連選得連任。前項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所持有股份總數應符合主
管機關頒佈﹝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之規
定。
第 十 七 條 ： 本公司前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五分之一。董事(含獨立董事)及監察人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董事
(含獨立董事)及監察人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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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循事項，悉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
關規定辦理。

第 十 八 條 ： 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或監察人全體解任時，董事會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
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之期限為限
第 十 九 條 ：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
互推董事長一人，對外代表本公司。
第 二 十 條 ：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其通知得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為
之，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由過半數董事之出席方得開議，
其決議事項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董事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
害關係時，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自身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董事應親自出
席董事會，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者，得委託其他董事代理之，前項代理人以受
一人之委託為限。
董事會開會得以視訊會議為之，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第二十一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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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者，得委託其他董事代理
之，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董事會開會得以視訊會議為之，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第二十二條 ：

董事會為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制，得設置審計、提名、風險管理或其
他各類功能性委員會，其組織規程，應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本公司規章辦法，
分別制定之。
本公司依法令強制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前，得由董事會決議擇一設置
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惟於設置審計委員會期間，本章程有關監察人之規定
停止適用，審計委員會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相關法令規定行使職權

第二十三條 ： 董事、監察人之車馬費及薪資，由董事會參照相關同業水準議定。董事長並
比照從業人員薪給待遇之相關規定支給其他給與。
第二十四條 ： 刪除。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得為董事或監察人於任期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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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五 章

經 理 人

第二十六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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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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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 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下列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
日前交監察人查核，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
報表（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二十八條 ：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三為董事監察人酬勞及百分之十
至十五為員工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第二十八條
之
一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虧損，次提百分比之
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另
視公司營運需求及法令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其餘額併同期初未分配盈
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第 七 章

附 則

第二十九條 ： 本章程未訂事項，悉依公司法規定辦理。
第 三 十 條 ： 股利發放之方式依本公司章程規定由董事會擬定盈餘分派，並視本公司當時
之股本、財務結構、營運狀況及盈餘之考量，採盈餘轉增資或現金股利搭
配，經股東會決議後辦理，以達成平衡穩定之股利政策。本公司股東股利之
發放其中現金股利發放不低於擬發放股利之百分之十。
第三十一條 ：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九月十五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十
一月二十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二十日，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八
十八年十二月十日，第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第五次修正
於民國九十年六月十八日，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六月十八日，第七次修
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七日。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
四日。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五日。第十四次
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月十七
日。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六月十四日。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八
年六月十二日。

系 微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王 志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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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7

公司章程修訂 –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第十條之一 本公司股東開會時，得以視
訊會議或其他經經濟部公告之方式為
之。
股東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
股東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
席。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
了，由董事會造具下列表冊，於股東常
會開會三十日前交監察人查核，提交股
東常會請求承認。（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三）盈餘分派或虧損
撥補之議案。
前項盈餘分派之議案，股東股息及紅利
之現金分派依章程授權董事會決議，事
後於股東會報告時，無需再經股東會承
認。
第二十八條之一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
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虧損，
次提百分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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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時不
在此限；另視公司營運需求及法令提列
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其餘額併同期初
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視營運狀況保留
適當額度後，擬具盈餘分配案，依第二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應於每
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
造具下列表冊，於股東常
會開會三十日前交監察人
查核，提交股東常會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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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條之一 本公司年
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
提繳稅款，彌補以往虧
損，次提百分比之十為法
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
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
額時不在此限；另視公司
營運需求及法令提列或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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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02 月 21 日董事會
修訂原因
一、本條新增。
二、公司法第 172 條之 2
於民國 110 年 12 月
29 日公布修正，開放
公開發行公司得適用
股東會視訊會議之規
定，依該條第一項本
文規定，公司章程得
明訂股東會開會時，
以視訊會議或中央主
管機關及經濟部公告
之方式為之。為配合
主管機關推動視訊股
東會之政策，並因應
數位化時代之需求，
提供股東便利參與股
東會之管道，依該規
定明訂本公司股東會
得採視訊會議或其他
經濟部公告之方式召
開，爰增訂第十條之
一。
因業務需要配合法令(公司
法 228-1 條)修訂

因業務需要配合法令修訂

修正後條文
十七條規定決議後分派之提請股東會決
議分派之。
本公司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
之出席，以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
將股東股息及紅利、資本公積或法定盈
餘公積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
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三十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
十七年九月十五日，第一次修正至第十
七次修訂(略)。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
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現行條文

修訂原因

轉特別盈餘公積，其餘額
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由
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
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第三十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九月十
五日，第一次修正至第十
七次修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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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訂本次章程修訂日期

系微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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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
循。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
則之規定。
（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
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
監察人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
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
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
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
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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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
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之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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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
時動議提出。
股東會召集是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監察人，並載明就任日期，該
次董事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
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
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案
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司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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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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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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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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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委託出席股東會及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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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開股東會地點及時間之原則）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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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時

第四條

間、報到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
應有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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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帶身分

第七條

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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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者，應另附選舉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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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
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
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
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
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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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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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
董事、至少一席監察人親自出席，及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

第八條

第九條

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錄。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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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股東會開會過程錄音或錄影之存證） 本公司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
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
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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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會出席股數之計算與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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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
份數等相關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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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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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
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第十條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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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案討論）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
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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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用前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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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逕行宣布散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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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
第十一條 （股東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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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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 （表決股數之計算、迴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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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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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 （議案表決、監票及計票方式）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
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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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表示有重複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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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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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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
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
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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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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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場宣布表決之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第十四條 （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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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當選董事、監察人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及
落選董監事名單及獲得之選舉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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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 （會議紀錄及簽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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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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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經過之要領及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監察
人實，應揭露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
存。
第十六條 （對外公告）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
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
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十七條 （會場秩序之維護）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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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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條 （休息、續行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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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二十條 本辦法訂立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月十七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五月十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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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微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Appendix 9
民國111年02月21日董事會
民國111年05月05日董事會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三條 (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更應經
董事會決議，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
通知書寄發前為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
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

第三條（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
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
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
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
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

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
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
事、監察人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
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

案、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
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
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
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

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
十一日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
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
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
資訊觀測站但本公司於最近會計年
度終了日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一百

二十一日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
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
會議補充資料，製作成電子檔
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
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
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

億元以上或最近會計年度召開股東
常會其股東名簿記載之外資及陸資
持股比率合計達百分之三十以上
者，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完
成前開電子檔案之傳送。股東會開
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
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
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
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
股東會現場發放。

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
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
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
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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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資、申請停止公
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

前項之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
本公司於股東會當日應依下列方式
提供股東參閱：
一、召開實體股東會時，應於股東
會現場發放。

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
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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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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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理由
配合法令修訂
(證櫃監字第
11100543771 號)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一、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應於 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
股東會現場發放，並以電子檔
案傳送至視訊會議平台。
二、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以電子
檔案傳送至視訊會議平台。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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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
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

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
動議提出。
股東會召集是由已載明全面
改選董事、監察人，並載明就
任日期，該次董事會改選完成
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
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
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
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

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之
事項、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
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

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一項
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
列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敦
促公司增進公司利益或善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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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
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股東會召集是由已載明全面改選
董事、監察人，並載明就任日期，

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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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次董事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
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
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
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
東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
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
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司利益或
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
列入議案。 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

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
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子受理
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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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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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
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
於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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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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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理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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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出席股東會及授權） 第四條（委託出席股東會及授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 權）

配合法令修訂
(證櫃監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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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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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54377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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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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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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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以視
訊方式出席股東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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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人出席行駛之表決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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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股東會地點及時間之 第五條（召開股東會地點及時

配合法令修訂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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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

(證櫃監字第
11100543771 號)

間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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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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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項召開地點之限制。
第六條 （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
東、徵求人、受託代理人(以下簡
稱股東)報到時間、報到地點，及
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
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
處應有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
員辦理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會
議開始前三十分鐘，於股東會視訊

第六條 （簽名簿等文件之備
置）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
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地點，
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
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
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並
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

會議平台受理報到，完成報到之股
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
(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

人(以下稱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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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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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

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
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
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
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
卡以代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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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者，應另附選舉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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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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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
人者，應另附選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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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
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於股東會開
會二日前，向本公司登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
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
議事手冊、年報及其他相關資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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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法令修訂
(證櫃監字第
11100543771 號)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
揭露至會議結束。
第六條之一 （召開股東會視訊會
議，召集通知應載事項）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
股東會召集通知載明下列事項：
一、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行使權利
方法。
二、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
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
方式參與發生障礙之處理方

配合法令新訂
(證櫃監字第
11100543771 號)

式，至少包括下列事項:
(一)發生前開障礙持續無法
排除致須延期或續行會
議之時間，及如須延期或
續行集會時之日期。
(二)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
東會之股東不得參與延
期或續行會議。
(三)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如
無法續行視訊會議，經扣
除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
會之出席股數，出席股份
總數達股東會開會之法
定定額，股東會應繼續進
行，以視訊方式參與股
東，其出席股數應計入出
席之股東股份總數，就該
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
棄權。
(四)遇有全部議案已宣布結
果，而未進行臨時動議之
情形，其處理方式。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
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股
東所提供之適當替代措施。
第八條 （股東會開會過程錄音或
錄影之存證） 本公司於受理股東

第八條 （股東會開會過程錄音
或錄影之存證） 本公司於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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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法令修訂
(證櫃監字第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 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
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全程連續不
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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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
應對股東之註冊、登記、報到、提
問、投票及公司計票結果等資料進
行記錄保存，並對視訊會議全程連

修正理由
11100543771 號)

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
過程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
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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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影，本公司應於
存續期間妥善保存，並將錄音錄影
提供受託辦理視訊會議事務者保
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
宜對視訊會議平台後台操作介面進
行錄音錄影。
第九條 （股東會出席股數之計算
與開會）

第九條 （股東會出席股數之計
算與開會）

配合法令修訂
(證櫃監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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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卡及視訊會議平台報到股數，加
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
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
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
股份數等相關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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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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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計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
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
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
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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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54377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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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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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公告流
會。

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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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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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
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
股東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
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
依第六條向本公司重行登記。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
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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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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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為
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
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
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
股東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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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理由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 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
請股東會表決。
決。
第十一條 （股東發言）
第十一條 （股東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

配合法令修訂
(證櫃監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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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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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54377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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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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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
定相關人員答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訊
方式參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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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後，至宣布散會前，於股東會視
訊會議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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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議案提問次數不得超過兩次，每次
以二百字為限，不適用第一項至第
五項規定。
前項提問未違反規定或未超出議案
範圍者，宜將該提問揭露於股東會
視訊會議平台，以為周知。
第十三條 （議案表決、監票及計
票方式）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
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
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第十三條 （議案表決、監票及
計票方式）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
制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
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 此限。
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
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
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 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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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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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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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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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親自或以視訊方式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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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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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表示有重複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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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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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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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 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

57

配合法令修訂
(證櫃監字第
11100543771 號)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 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
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
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
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
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
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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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提出之其他議案或原

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
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
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
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
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
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
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
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
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

議案之修正案或替代案，應有其他 站。
股東附議，提案人連同附議人代表
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
之股權，應達已發行股份表決權總 東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
數百分之一。
力與投票表決同；有異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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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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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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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為之，且應
於計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之結
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
錄。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以視
訊方式參與之股東，於主席宣布開
會後，應透過視訊會議平台進行各
項議案表決及選舉之投票，並應於

權總數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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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票結束前完成，逾時者視為棄
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
席宣布投票結束後，為一次性計票，
並宣布表決及選舉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已
依第六條規定登記以視訊方式出席

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
之，且應於計票完成後，當場
宣布表決之結果，包含統計之
權數，並作成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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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理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股東會之股東、徵求人或受託代理
人，欲親自出席實體股東會者，應
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登記相
同之方式撤銷登記；逾期撤銷者，
僅得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未
撤銷其意思表示，並以視訊方式參
與股東會者，除臨時動議外，不得
再就原議案行使表決權或對原議案
提出修正或對原議案之修正行使表
決權。
第十五條 （會議紀錄及簽署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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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 （會議紀錄及簽署事
項）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
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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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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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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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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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
議事經過之要領及表決結果(包含
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
事、監察人實，應揭露每位候選人
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
應永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議事
錄除依前項規定應記載事項外，並
應記載股東會之開會起迄時間、會
議之召開方式、主席及紀錄之姓

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
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表
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
之，有選舉董事、監察人實，
應揭露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
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
久保存。

名、對於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
困難股東提供適當之替代措施及因
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
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時之處理方
式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除應依前
項規定辦理外，並應於議事錄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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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法令修訂
(證櫃監字第
11100543771 號)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明，對於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
困難股東提供之替代措施。
第十六條 （對外公告）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
代理之股數及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出席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
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
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
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
前述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

第十六條 （對外公告）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
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
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
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
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
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台，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束。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
宣布開會時，應將股東出席權數，
揭露於視訊會議平台。如開會中另

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之重大
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
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
測站。

配合法令修訂
(證櫃監字第
11100543771 號)

有統計出席權數者，亦同。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
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
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
開資訊觀測站。
第十九條（視訊會議之資訊揭露）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
公司應於投票結束後，即時將各項
議案表決結果及選舉結果，依規定
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應
於主席宣布散會後，持續揭露至少
十五分鐘。

配合法令增訂
(證櫃監字第
11100543771 號)

第二十條（視訊股東會主席及紀錄

配合法令增訂

人員之所在地）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主席及
紀錄人員應在國內之同一地點，主
席並應於開會時宣布該地點之地
址。

(證櫃監字第
11100543771 號)

第二十一條（斷訊之處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
得於會前提供股東簡易連線測試，

配合法令增訂
(證櫃監字第
1110054377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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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並於會前及會議中即時提供相關服
務，以協助處理通訊之技術問題。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主席應
於宣布開會時，另行宣布除公開發
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
條之二十所定無須延期或續行集會
情事外，於主席宣布散會前，因不
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
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持續達三
十分鐘以上時，股東會延期或續行
集會之日期，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二條之規定。
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行集會時，未
登記以視訊參與原會議之骨董，不
得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依第二項規定應延期或續行會議，
已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並完成
報到之股東，，未參與延期或續行
會議者，其於原股東會出席之股數、
以行使之表決權及選舉權，應計入
延期或續行會議出席股東之股份總
數、表決權數及選舉權數。完成投
票及計票，並宣布表決結果或董事、
監察人當選名單之議案，無須重行
討論及決議。
依第二項規定辧理股東會延期或續
行集會時，對已完成投票及計票，
並宣布表決結果或董事、監察人當
選名單之議案，無須重行討論及決
議。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
發生第二項無法續行視訊會議時，
如扣除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出
席股數後，出席股份總數仍達股東
會開會之法定定額者，股東會應繼
續進行，無須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
續行集會。
發生前項應繼續進行會議之情

61

修正理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事，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股東，
其出席股數應計入出席股東之股份
總數，惟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
視為棄權。
本公司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
會，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
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七項所
列規定，依原股東會日期及各該條
規定辦理相關前置作業。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
書規則第十二條後段及第十三條第
三項、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
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五第二項、第四
十四條之十五、第四十四條之十七
第一項所定期間，本公司應依第二
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之股東會日
期辦理。
第二十二條（數位落差之處理）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
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

配合法令增訂
(證櫃監字第
11100543771 號)

東，提供適當替代措施。
第二十三十九條本規則經股東會通 第十九條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
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調整條文序號

第二十四條本辦法訂立於民國八十 第二十三條本辦法訂立於民國
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一次修訂至第七次修訂略。
第一次修訂至第七次修訂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十
四日。

明訂本次章程修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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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微股份有限公司

Appendix 10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108.06.12 股東會通
過

第一條：目的
為保障資產，落實資訊公開，特訂本處理程序。

第二條：法令依據
本準則依證券交易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辦理。但金融相
關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銀行、保險公司、票券金融公司、證券商、期貨商及槓桿交易商等金融特許事業辦理衍生性商
品交易業務或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依其業別適用其他法令規定，免依第二章第四節規定辦
理。
第三條：資產範圍
一、有價證券：包括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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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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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資產：包括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五、使用權資產。
六、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七、衍生性商品。
八、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九、其他重要資產。
第四條：名詞定義
一、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特定利率、金融工具價格、商品價格、匯率、價格或費率指數、
信用評等或信用指數、或其他變數所衍生之遠期契約、選擇權契約、期貨契約、槓桿保證
金契約、交換契約，上述契約之組合，或嵌入衍生性商品之組合式契約或結構型商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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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第一百五十六條之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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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從事不動產、設備估價業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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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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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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以投資為專業者：指依法律規定設立，並受當地金融主管機關管理之金融控股公司、銀
行、保險公司、票券金融公司、信託業、經營自營或承銷業務之證券商、經營自營業務
之期貨商、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及基金管理公司。
八、證券交易所：國內證券交易所，指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外國證券交易所，指任
何有組織且受該國證券主管機關管理之證券交易市場。
九、證券商營業處所：國內證券商營業處所，指依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規定
證券商專設櫃檯進行交易之處所；外國證券商營業處所，指受外國證券主管機關管理且
得經營證券業務之金融機構營業處所。
第五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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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未曾因違反證券交易法、公司法、銀行法、保險法、金融控股公司法、商業會計法，或有
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犯罪行為，受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
但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已滿三年者，不在此限。
二、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報告，不同專業估價者或估價人員不得互為關係
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前項人員於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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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實施與修訂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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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監察人。
若已依法設置獨立董事，將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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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已依法設置審計委員會，訂定或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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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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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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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應行記載事項
(一)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之處理程序
1.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循環作業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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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1)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應參考公告現值、評定價值、鄰近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等，決議
交易條件及交易價格，作成分析報告提報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2)取得或處分其他固定資產，應以詢價、比價、議價或招標方式擇一為之，其金額在新
台幣参佰萬元(含)以下者，應依授權辦法逐級核准；超過新台幣参佰萬元者，應呈請
董事長核准後，另須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3.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時，應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決後，由使用部門
及管理部負責執行。
(二)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理程序
1.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長、短期有價證券之購買與出售，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投資循環作業辦理。
2.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1)債券型基金由董事長核可並於事後最近一次董事會中提會報備，為對單一標的債券型基
金之額度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五千萬元。
(2)非債券型基金之其他有價證券買賣，應先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考量其每股淨值、獲利能力及未來發展潛力等，
提出評估報告提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3)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訂處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者，如有董事表
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若已依法設置獨立
董事，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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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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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執行單位
本公司長、短期有價證券投資時，應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後，由財會單位負責執行。
(三)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處理程序
1.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作
業辦理。
2.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1)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應參考市場公平市價，決議交易條件及交易價格，作成分析報告
提報董事長，其金額在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下者，應呈請董事長核准並應於事後最近一次
董事會中提會報備；超過新台幣壹佰萬元者，另須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2)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應參考專家評估報告或市場公平市價，決議交易條件及交易價
格，作成分析報告提報董事長，其金額在新台幣伍佰萬元(含)以下者，呈董事長核准；
伍佰萬元以上至參仟萬元(含)以下者，應呈請董事長核准並應於事後最近一次董事會中
提會報備；超過新台幣參仟萬元者，另須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3)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訂處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者，如有董事
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若已依法設置獨
立董事，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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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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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時，應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決後，由使用部門及財
務部或行政部門負責執行。
(四) 投資非供營業用不動產及使用權資產或有價證券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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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個別取得下述資產之額度訂定如下：
(1)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及其使用權資產，其總額不得高於淨值的百分之十五。
(2)投資長、短期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高於淨值的百分之七十(買賣一年期(含)以內固定收
益之有價證券除外)。
(3)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金額不得高於淨值的百分之三十五且不得高於最近期財務報表實
收資本額。
(五)取得或處分供營業用使用權資產之處理程序
1.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供營業用使用權資產，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循環作業程序辦理。
2.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1)由執行單位依第九條規定並應參考市場公平市價，決議交易條件及交易價格，做成分
析報告提報董事長。
(2)授權額度：
其交易金額超過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十者，應呈董事長核准後實行並提最近一次董
事會報告。
3.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供營業用使用權資產時，應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決後，管理部門負責
執行。
(六)本公司原則上不從事取得或處分金融機構之債權之交易，嗣後若欲從事取得或處分金融機
構之債權之交易，將提報董事會核准後再訂定其評估及作業程序。
(七)本公司應督促子公司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訂定並執行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八)本公司員工承辦取得或處分資產違反本處理程序規定者，依照本公司人事管理辦法與員工
手冊定期提報考核，依其情節輕重處罰。
第八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定處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者，如有董事表
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若已依法設置獨立
董事，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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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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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已依法設置審計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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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用第六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
第九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
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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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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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嗣後有交易條件變更時，亦同。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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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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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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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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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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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專業估價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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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第十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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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交易金額達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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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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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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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前三條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本處理程序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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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取得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入。
第十三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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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應依第七條至第十三條及本條至第十八條規定辦
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達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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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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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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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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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
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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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定評估預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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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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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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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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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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本處理程序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
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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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下列交易，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在參佰萬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
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若已設置獨立董事，依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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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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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已依法設置審計委員會，依第一項規定應經監察人承認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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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用第六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
第十六條：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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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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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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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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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列任一方法
評估交易成本。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前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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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前條規定辦
理，不適用前三項規定：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二、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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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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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第十七條：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前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評估結果均較
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第十八條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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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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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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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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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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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案例，其面積相
近，且交易條件經按不動產或買賣或租賃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或地區價差評估後
條件相當者。
二、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動產或租賃取得不動產使用權資產，其交易條件與鄰
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例相當且面積相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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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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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條：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如經按前二條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
格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1.應就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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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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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已依法設置審計委員會，本款前段對於
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準用之。
3.應將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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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及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公開發行公司經前述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者，應俟高價購入或承租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終止租約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
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者，並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
別盈餘公積。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
事者，亦應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交易種類
1.本公司從事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係指其價值由資產、利率、匯率、指數或其他利益等
商品所衍生之交易契約(如遠期契約、選擇權、期貨、利率或匯率、交換，暨上述商
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等)。
2.有關債券保證金交易之相關事宜，應比照本處理程序之相關規定辦理。從事附買回
條件之債券交易得不適用本處理程序之規定。
（二）經營（避險）策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應以避險為目的，交易商品應選擇使用規避公司
業務經營所產生之風險為主，持有之幣別必須與公司實際進出口交易之外幣需求相
符，以公司整體內部部位（指外幣收入及支出）自行軋平為原則，藉以降低公司整
體之外匯風險，並節省外匯操作成本。其他特定用途之交易，須經謹慎評估，提報
董事會核准後方可進行之。
（三）權責劃分
1.財務部門
(1)交易人員
A.負責整個公司金融商品交易之策略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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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交易人員應每二週定期計算部位，蒐集市場資訊，進行趨勢判斷及風險評估，
擬定操作策略，經由核決權限核准後，作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C.依據授權權限及既定之策略執行交易。
D.金融市場有重大變化、交易人員判斷已不適用既定之策略時，隨時提出評估報
告，重新擬定策略，經由董事長核准後，作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2)會計人員
A.執行交易確認。
B.審核交易是否依據授權權限與既定之策略進行。
C.每月進行評價，評價報告呈核至總經理及董事長。
D.會計帳務處理。
E.依據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規定進行申報及公告。
(3)交割人員:執行交割任務。
(4)衍生性商品核決權限
A.避險性交易之核決權限，均須經董事長核准後始得為之。
B.其他特定用途交易，提報董事會核准後方可進行之。
C.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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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或書面聲明，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
若已設置獨立董事，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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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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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稽核部門
負責了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及查核交易部門對作業程序之遵循情
形，並分析交易循環，作成稽核報告，並於稽核項目完成後次月底前交付監察人查
閱；另外內部稽核人員如發現重大違規或公司有受重大損失之虞時，應立即作成報
告陳核，並通知監察人。
3.績效評估
(1) 避險性交易
A.以公司帳面上匯率成本與從事衍生性金融交易之間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基
礎。
B.為充份掌握及表達交易之評價風險，本公司採月結評價方式評估損益。
C.財務部門應提供外匯部位評價與外匯市場走勢及市場分析予董事長作為管理
參考與指示。
(2) 特定用途交易
以實際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依據，且會計人員須定期將部位編製報表以提供管
理階層參考。
4.契約總額及損失上限之訂定
(1)契約總額
A.避險性交易額度(除應收帳款外幣避險遠期外匯操作)
財務部門應掌握公司整體部位，以規避交易風險，避險性交易金額以不超過公
司整體淨部位三分之二為限，如超出三分之二應呈報董事長核准之。
B.特定用途交易
基於對市場變化狀況之預測，財務部得依需要擬定策略，需經過董事會之同意，
依照政策性之指示始可為之。本公司特定用途之交易之契約總額以不超公司整
體淨部位三分之二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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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應收帳款外幣避險遠期外匯操作，每日承作總額以不超過美金伍佰萬元為限。
(2)損失(契約核算與市場匯率差異)上限之訂定
A.有關於避險性交易乃在規避風險，除應收帳款外幣避險遠期外匯操作，個別契
約損失金額以不超過交易金額 5%為損失上限。全部契約損失最高限額以不超
過全部交易金額 10%為上限。
B.如屬特定目的之交易契約，部位建立後，應設停損點以防止超額損失。個別契
約損失金額，以不超過交易金額 2%為上限。全部契約損失年度最高限額為交易
金額 5%為上限。
C.應收帳款外幣避險遠期外匯操作，個別契約損失上限為交易金額之 5%，全部契
約損失最高限額以不超過全部契約 10%為上限。
如契約損失金額超過上列規定限制，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並向最近期董事會報
告。
第二十條:
一、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程序應採行下列風險管理措施：
(一)信用風險管理:
基於市場受各項因素變動，易造成衍生性金融商品 之操作風險，故在市場風險管理，依下
列原則進行:
1.交易對象：以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為主。
2.交易商品：以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提供之商品為限。
3.交易金額：同一交易對象之未沖銷交易金額，以不超過授權總額百分之十為限，但董事長核
准者則不在此限。
(二)市場風險管理:
以銀行提供之公開外匯交易市場為主，佔不考慮期貨市場。
(三)流動性風險管理:
為確保市場流動性，在選擇金融產品時以流動性較高(即隨時可在市場上軋平)為主，受託交
易的金融機構必須有充足的資訊及隨時可在任何市場進行交易的能力。
(四)現金流量風險管理
為確保公司營運資金週轉穩定性，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資金來源以自有資金為限，
且其操作金額應考量未來三個月現金收支預測之資金需求。
(五)作業風險管理
1.應確實遵循公司授權額度、作業流程及納入內部稽核，以避免作業風險
2.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易人員及確認、交割等作業人員不得互相兼任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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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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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評估報告應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
(六)商品風險管理
內部交易人員對金融商品應俱備完整及正確之專業知識，並要求銀行充分揭露風險，以避
免務用金融商品風險。
(七)法律風險管理:
與金融機構簽署的文件應經過外匯及法務或法律顧問之專門人員檢視後，才可正式簽署，
以避免法律風險。
二、內部稽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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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人員應於次年二月底前將稽核報告併同內部稽核作業年度查核情形依證期會規
定申報，且至遲於次年五月底前將異常事項改善情形，依證期會規定申報備查。
三、定期評估方式
（一）董事會應授權高階主管人員定期監督與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是否確實依公司所訂
之交易程序辦理，及所承擔風險是否在容許承作範圍內、市價評估報告有異常情形時
(如持有部位已逾損失受限)時，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並向最近期董事會報告。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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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評估報告應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
第二十一條：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董事會之監督管理原則：
（一）董事會應指定高階主管人員隨時注意衍生性商品交易風險之監督與控制，其管理原則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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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及公司所訂之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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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已設置獨立董事，董事會應有獨立董事出席並表示意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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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依所定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規定授權相關人
員辦理者，事後應提報最近期董事會。
第二十二條：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應建立備查簿，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類、金
額、董事會通過日期及依第二十條三之(二)、前條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
備查。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按月稽核交易部門
對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之遵守情形，作成稽核報告，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書
面通知各監察人。
若已設置獨立董事，於依前項通知各監察人事項，應一併書面通知獨立董事。
若已依法設置審計委員會，第二項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
第二十三條：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時宜委請律師、會計師及承銷商等共同研議
法定程序預計時間表，且組織專案小組依照法定程序執行之。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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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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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意見。
第二十四條：本公司應將合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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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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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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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或收購時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主管機
關同意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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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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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同意者外，應於
同一天召開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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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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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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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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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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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資料，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
申報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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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二十六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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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條：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之訂定與變更原則：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不得任意變更，但已
於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條件，並已對外公開揭露者，不在此限。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得變更
條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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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權憑證及其他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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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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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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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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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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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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及前條規定辦理。
第三十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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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主管機關規定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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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國內公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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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定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並
達下列規定之一：
(一)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額
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二)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上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
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非
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其中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一百億元以上，處
分自行興建完工建案之不動產，且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者，交易金額為達新台幣十億元
以上。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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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交易對
象非為關係人，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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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買賣國內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於初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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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次順位債券)，或
申購或買回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期貨信託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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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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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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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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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使用權資
產之金額。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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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為基準，往前推算一年，已依「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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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內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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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每月十日前輸入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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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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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條：本公司依前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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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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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三條：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公開發行公司者，取得或處分資產達前二條規定應公告申報情事
者，由本公司為之。
前項子公司適用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之應公告申報標準有關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規定，以母(本)
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第三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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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台幣十元者，本處理程序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之交易金額
規定，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百分之十計算之；本處理程序有關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一百億元
之交易金額規定，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者之權益新台幣二百億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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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1

系微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份資產處理程序修訂 – 修正條文對照表
2022 年 02 月 21 日董事會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原因

第五條：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第五條：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配合法令修訂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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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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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未曾因…以下略。
一、未曾因…以下略。
前項人員於岀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
前項人員於岀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
時，應依其所屬各同業公會之自律規
時，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範及下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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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執行案件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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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

業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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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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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為適當且合理與正確及遵循相關法
令等事項。
第九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
備或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
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
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外，交易金額達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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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因特殊…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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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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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 配合法令修訂
備或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
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
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外，交易金額達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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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因特殊…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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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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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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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估價結果…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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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估價結果…以下略

第十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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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達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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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另有規定者，不
在此限。
第十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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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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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原因

第十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 配合法令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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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達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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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另有規定者，不
在此限。
第十一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

配合法令修訂

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交易金額達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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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第十五條：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配合法令修訂
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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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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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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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
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公
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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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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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
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
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
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以下略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以下略
若已依法設置審計委員會，依第一項規 若已依法設置審計委員會，依第一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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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定應經監察人承認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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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用第六條第四項及第五
項規定。
本公司之子公司有第一項交易，交易金
額達公開發行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
上者，公開發行公司應將第一項所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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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
或其子公司彼此間交易，不在此限。
第一項及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
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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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本準則規定提
交股東會、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
分免再計入。
第十九條：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
處理程序
三、 交易原則與方針
……
（三）權責劃分
1.財務部門
(1)交易人員
……
4.契約總額及損失上限之訂定
(1)契約總額
A.避險性交易額度(除應收帳款外幣
避險遠期外匯操作)
財務部門應掌握公司整體部位，
以規避交易風險，避險性交易金
額以不超過公司整體淨部位三分
之二為限，如超出三分之二應呈
報董事長核准之。
…以下略
第三十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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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
關資訊於主管機關規定指定網站辦理
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以下略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

現行條文

修訂原因

定應經監察人承認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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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用第六條第四項
及第五項規定。

依規定訂定總
第十九條：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
額上限
處理程序
四、 交易原則與方針
……
（三）權責劃分
1.財務部門
(1)交易人員
……
4.契約總額及損失上限之訂定
(1)契約總額
A.避險性交易額度(除應收帳款外幣
避險遠期外匯操作)
財務部門應掌握公司整體部位，
以規避交易風險，避險性交易金
額以不超過公司整體淨部位三分
之二為限，如超出三分之二應呈
報董事長核准之。
…以下略
第三十一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配合法令修訂
有下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
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
關資訊於主管機關規定指定網站辦理
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以下略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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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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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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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投資為專業，於證券交易所或證
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
於初級市場認購外國公債或募集發行
之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一般金
融債券(不含次順位債券)，或申購或買
回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期貨信託基金，
或申購或賣回指數投資證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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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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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買賣國內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於證券交易所或證
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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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
次順位債券)，或申購或買回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或期貨信託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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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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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原因

系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任程序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Appendix 12

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事，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
十一條及第四十一條規定訂定本程序。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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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適當之多元化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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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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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營運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領導能力。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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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
項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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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程序」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以及第九條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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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選人提
名制度程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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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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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採用累積投票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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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
行各項有關職務。投票箱由董事會製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十條

選舉票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有召集權人製備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與董事候選人名單經核對不符者。
五、除填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第十一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應由主席當場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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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 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發給當選通知書。
第十三條 本程序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四條 本辦法訂立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一次修訂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二次修訂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三次修訂民國一○二年六月十七日。
第四次修訂民國一○四年五月十五日。
第五次修訂民國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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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yde Software Corp
Directors( Independent directors) Candidate list
身分別

Director

Director

Director

Director

Director

姓名

學經歷

Appendix 13

持股

學歷：輔仁大學電子工程系畢
經歷：
艾理有限公司總經理
亞矽科技(股)公司營業四部部門總經理
目前兼任本公司及其他公司之職務：
系微(股)公司董事長兼執行長
倍微科技(股)公司董事、榮譽董事長兼長期策略
執行長
Wang Chih Kao Silicon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Limited 董 2,134,145
事
Silicon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Hong Kong
Ltd. 董事
Excellence International Holding Corp. 董
事
奇微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Insyde Software Inc. 法人董事 Clean Slate
Ltd.代表人
學歷：龍華工專電機科畢
經歷：
艾理有限公司副理
亞矽科技(股)公司工程師
目前兼任本公司及其他公司之職務：
系微(股)公司 董事
555,389
Fu Chiang Sung 倍微科技(股)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Silicon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Ltd 董事
Silicon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Hong Kong
Ltd. 董事兼總經理
Excellence International Holding Corp.董事
倍微電子(深圳)有限公司總經理
奇微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兼總經理
學歷：輔仁大學日文系畢
Representative 經歷：日商伊藤忠公司台北分公司總經理祕書
目前兼任本公司及其他公司之職務：
of PCT
系微(股)公司 顧問
4,920,111
Limited.
Huang, Mei
系微(股)公司 法人董事倍微科技(股)公司代表
Chin
人
倍微科技(股)公司總管理處 總經理
學歷：BA degree,Oberlin College
經歷：Executive VP,System soft Corp.
目前兼任本公司及其他公司之職務：
Jonathan
1,038,172
Joseph
系微(股)公司 營運長
系微(股)公司 董事
Insyde Software Inc. 總經理
學歷: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Computer
Wang Yen
0
Hsiang
Science, Bachelor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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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別

姓名

學經歷

持股

經歷:
Barco Staff Mobile Developer
CloudMile CTO
目前兼任本公司及其他公司之職務：
Deloitte 經理(現任)
倍微科技(股)公司法人監察人明良投資(股)公
司代表人
Director

Ming Liang
Investment
Co., Ltd

Director

Chuang Ling
Wen

Independent
Director

Chen Chi HSun

Independent
Director

Yeh Shun Fa

Independent
Director

Lu I Yen

核准設立日：民國 88 年 12 月 27 日
所營事業：一般投資業
學歷：Centenary College ,USA 學位: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MBA)
經歷：
Systemsoft Corp. 台灣分公司工程部經理
荷商台灣戴爾(股)公司企業專案處長
目前兼任本公司及其他公司之職務：
系微(股)公司 總經理
學歷：輔仁大學電子工程系畢
經歷：
龍相電子(股)公司 市場部副處長
友亮科技(股)公司 總經理
目前兼任本公司及其他公司之職務：
系微(股)公司 獨立董事
系微(股)公司 薪酬委員會委員
研騰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理
學歷：輔仁大學電子工程系畢
經歷：
富可達科技(股)公司(鴻海-富智康集團銷售&行
銷公司) 台灣總經理
康法科技(股)公司(鴻海-富智康集團銷售&行銷
公司) 亞洲區總經理
索尼行動通訊公司 中國副總裁
索尼愛立信行動通訊公司 總經理
踹點易利信台灣分公司 手機事業部 副總經理
加拿大北方電信公司 業務經理
西門子有限公司 銷售工程師/客戶經理
台設/阿爾卡特 測試工程師
目前兼任本公司及其他公司之職務：
系微(股)公司 獨立董事
系微(股)公司 薪酬委員會委員

學歷：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研究所畢
經歷：
海峽資本管理顧問(股)公司 董事長
鴻常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中日健康事業(股)公司 董事/總經理
精華光學(股)公司 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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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558

68,782

0

0

0

身分別

姓名

學經歷

持股

目前兼任本公司及其他公司之職務：

Independent
Director

Su Ling Shu

精華光學(股)公司 獨立董事
海峽資本創業投資公司 總經理
中日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學歷：銘傳商專電子計算機科畢
經歷：
華宇電腦 處長
系微(股)公司 副總
目前兼任本公司及其他公司之職務：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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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4

Current Shareholding of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Directions：The company’s total outstanding shares：38,043,488
1. Total shareholding of all Directors required by law：3,600,000
Total Shareholding of all Supervisors required by law：360,000
2. As of April 16th , 2022, the cut-off date of this Shareholders’ Meeting, the individual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their aggregate shareholdings are listed below:
Title

Name

Current Shareholding (Shares)

Current Shareholding (%)

Wang Chih Kao
Jonathan Joseph
Fu Chiang Sung
Wang Chien Chih
Chen Chi HSun
Yeh Shun Fa

2,134,145
1,038,172
555,389
219,015
0
0

5.61%
2.73%
1.46%
0.58%
0.00%
0.00%

Representative of PCT
Limited.
Huang Mei Chin

4,920,111

12.93%

8,866,832

23.31%

Current Shareholding (Shares)

Current Shareholding (%)

1,037,558

2.73%

Supervisors
Supervisors

0
0
1,037,558

0.00%
0.00%
2.73%

Holdings of all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9,904,390

26.04%

Chairman
Director
Director
Director
Independent Director
Independent Director
Director

Holdings of all Directors
Title

Name

Supervisors

Representative of
Ming Liang Investment
Co., Ltd
Wang Yen Chi

Hong Dai May
Shao Chien Hua
Holdings of all Supervi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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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5

Other information：

1. According to article 172-1 of the Company Law, shareholders with over 1% holding of total
shares issued can submit only one written proposal, containing up to 300 words, to
shareholders’ meeting.
1.1 Shareholders can put forth proposals to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 during April 8-18,
2022, which had been posted on the Market Observation Post System of 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according to law.
1.2 The company didn’t receive any proposal from shareholders during the period.

2. The Remuneration to Employees,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As the amount of remuneration to Employees,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is different from the
estimated number, the difference, resons and measures should be disclosed as follows：
Employees’ compensation is NT$39,491,629.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compensation is NT$7,898,326.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bove the estimated number resolution and the ratified
cost for 2021.

3. The Impact of Stock Dividend Issuance on Business Performance, EPS, and
Shareholders Return on
Investment：Not appli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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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participating in regular shareholders’ mee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