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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結果（詳附件三），謹報請  備查。 

本案洽悉。 

五、本公司發行 110 年度國內無擔保普通公司債報告。 

1.本公司為募集長期資金償還債務，經 109 年 12 月 17 日董事會

決議通過發行110年度國內無擔保普通公司債新台幣200億元，

本公司配合資金需求，已於 110 年 9月 15 日順利發行新台幣

75 億元。 

2.依發行條件之不同分為甲、乙兩券，其中甲券發行金額新台幣

43 億元，票面利率為固定年利率 0.46％，發行期限為 5 年，

每年單利計付息乙次，自發行日起屆滿 4、5 年底各還本     

2 分之 1；乙券發行金額新台幣 32 億元，票面利率為固定    

年利率 0.52％，發行期限為 7 年，每年單利計付息乙次，      

自發行日起屆滿 6、7年底各還本 2分之 1。 

3.剩餘未發行公司債額度新台幣 125 億元，經考量公司營運  

狀況良好，目前無對外募集資金需求，不再向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提出申請，謹報請  備查。 

本案洽悉。 

乙、討論事項 

第一案 

案由：為擬訂本公司 111 年度稽核計畫，請  公決案。 

說明：茲依照「公開發行公司建立內部控制制度處理準則」規定，

擬訂本公司 111 年度稽核計畫(詳議程第 9 至 13 頁)，     

是否可行？敬請  公決。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二案 

案由：為擬修正本公司「公司治理守則」，請  公決案。  

說明：為因應公司治理評鑑及參照「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

規定，擬配合修正本公司「公司治理守則」相關條文，     

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詳附件四），是否可行？敬請  公決。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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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案由：本公司為配合營運需要，擬向金融機構洽訂授信額度如下表，

請  公決案。 
金融機構名稱 融 資 額 度 備       註 

台灣銀行中山分行 新台幣 50 億元整 
 

 

新台幣 50 億元整 

美金 4,000 萬元整 

綜合額度(短放-活期新台幣50

億元整與進口融資美金4,800萬元整

共用) 

中期放款額度-活期 

出口押匯額度 

台灣土地銀行 新台幣 12 億元整 

美金 2,500 萬元整 

綜合額度 

出口押匯額度 

 

合作金庫銀行南京

東路分行 

新台幣 27 億元整 

美金 3,000 萬元整 

綜合額度 

出口押匯額度 

彰化銀行民生分行 新台幣 50 億元整 

美金 5,000 萬元整 

綜合額度 

出口押匯額度 

第一銀行南京東路

分行 

新台幣 43 億元整 

美金 6,000 萬元整 

美金 300 萬元整 

綜合額度 

出口押匯額度 

衍生性商品交易額度 

華南銀行民生分行 新台幣 70 億元整 

美金 5,000 萬元整 

美金 1,500 萬元整 

綜合額度 

出口押匯額度 

衍生性商品交易額度 

兆豐國際商業銀行 新台幣 18 億元整 

美金 9,000 萬元整 

美金 1,000 萬元整 

綜合額度 

出口押匯額度 

預購預售外匯額度(以避險為

目的) 

台灣中小企業銀行 新台幣 20 億 5,000 萬元整 

美金 2,000 萬元整 

綜合額度 

出口押匯額度 

玉山商業銀行 新台幣 30 億元整 

美金 3,000 萬元整 

新台幣 50 億元整 

綜合額度 

出口押匯額度 

發行商業本票額度 

台新銀行 新台幣 30 億元整 

美金 3,000 萬元整 

新台幣 15 億元整 

新台幣 10 億元整 

綜合額度 

出口押匯額度 

外匯交割風險額度 

發行商業本票額度 

元大商業銀行 新台幣 20 億元整 

美金 5,000 萬元整 

短期放款額度 

進口融資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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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融機構名稱 融 資 額 度 備       註 

美金 5,000 萬元整 
 

美金 3,000 萬元整 

新台幣 50 億元整 

出口押匯額度(以上3項額度合計

不超過新台幣20億元整) 

衍生性金融商品額度 

發行商業本票額度 

上海商業銀行 美金 3,000 萬元整 出口押匯額度 

遠東國際商業銀行 新台幣 15 億元整 

美金 500 萬元整 

綜合額度 

金融交易額度 

凱基商業銀行 新台幣 20 億元整 

新台幣 75 億元整 

中期綜合額度 

發行商業本票額度 

中國信託商業銀行 新台幣 30 億元整 

新台幣 15 億元整 

新台幣 1億元整 

美金 2,000 萬元整 

新台幣 10 億元整 

新台幣 3億元整 

新台幣 100 億元整 

綜合授信額度 

中期放款額度 

中期進口融資額度 

出口押匯額度 

交割風險額度 

金融交易額度 

發行商業本票額度 

台北富邦銀行 新台幣 20 億元整 

新台幣 20 億元整 
 

美金 2,000 萬元整 

美金 500 萬元整 

新台幣 50 億元整 

綜合額度 

中期放款額度(與綜合額度合計

不超過新台幣20億元整) 

出口押匯額度 

衍生性金融商品額度 

發行商業本票額度 

花旗(台灣)商業銀行 美金 1 億 4,500 萬元整 
 

 

美金 1,000 萬元整 

綜合授信額度(本公司與南亞、 

台化、塑化及麥電共用上限美金

2億元整) 

外匯暨衍生性商品交易額度
(本公司與南亞、台化及塑化共用

上限美金1,000萬元整) 

新加坡商新加坡華僑

銀行 

美金 1億元整 
 

美金 1,000 萬元整 

綜合額度(本公司與南亞及台化

共用上限美金1億元整) 

外匯避險額度(本公司與南亞及

台化共用上限美金1,000萬元整) 

新加坡商星展銀行

台北分行 

美金 4億元整 綜合授信額度(本公司與南亞、

台化、塑化及南亞科共用上限美金

4億元整) 

星展(台灣)商業銀行 美金 1,000 萬元整 

 

短期外匯暨衍生性金融商品

交易風險額度(本公司與南亞、



5 
 

金融機構名稱 融 資 額 度 備       註 

 

 

 

美金 2,500 萬元整 

台化、塑化、南電及南亞科共用

上限美金1,000萬元整，做為避險

用途) 

長期外匯暨衍生性金融商品

交易風險額度(本公司與南亞、

台化、塑化、南電及南亞科共用

上限美金2,500萬元整，做為避險

用途) 

日商瑞穗銀行台北

分行 

美金 1億元整 

美金 1,000 萬元整 

新台幣 23 億元整 

新台幣 25 億元整 

綜合授信額度 

外匯暨衍生性金融商品額度 

購料開狀保證額度 

3年期永續連結貸款額度 

日商三菱日聯銀行 美金 2 億 5,000 萬元整 
 

 

新台幣 30 億元整 
 

 

美金 500 萬元整 

綜合授信額度(本公司與南亞、

台化、塑化及重工共用上限美金

2億5,000萬元整) 

中期永續指數連結授信額度
(本公司與南亞及台化共用上限

新台幣30億元整) 

外匯暨衍生性金融商品額度
(本公司與南亞、台化、塑化及

重工共用上限美金500萬元整) 

日商三井住友銀行

台北分行 

美金 2億元整 
 

 

 

新台幣 23 億 5,000 萬元整 

綜合授信額度(本公司與南亞、

台化、塑化及麥電共用上限美金

4億元整；包含外匯交易額度上限

美金2億元整) 

中期融資額度 

渣打國際商業銀行 美金 6,000 萬元整 
 

美金 175 萬元整 

綜合授信額度(本公司與台化及

塑化共用上限美金6,000萬元整) 

外匯暨衍生性金融商品額度
(本公司與南亞、台化及塑化共用

上限美金175萬元整) 

英商渣打銀行台北

分行 

美金 3 億 6,000 萬元整 短期借款額度(本公司與南亞、

台化及塑化共用上限美金3億

6,000萬元整) 

滙豐(台灣)商業銀行 美金 7,000 萬元整 

美金 500 萬元整 

綜合授信額度 

外匯暨衍生性商品交易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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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融機構名稱 融 資 額 度 備       註 

美商摩根大通銀行 美金 9,000 萬元整 
 

 

美金 100 萬元整 

短期綜合授信額度(本公司與

南亞、台化及塑化共用上限美金

2億9,000萬元整) 

外匯暨衍生性商品曝險額度 

美商美國銀行 美金 2億元整 
 

 

美金 500 萬元整 

綜合授信額度(本公司與南亞、

台化、塑化、重工及台塑河靜

(開曼)共用上限美金2億元整) 

外匯暨衍生性商品交易額度 

澳商澳盛銀行 美金 300 萬元整 外匯暨衍生性金融商品交易

額度(以避險為目的) 

西班牙商西班牙對外

銀行 

美金 3億元整 
 

 

美金 300 萬元整 

綜合授信額度(本公司與南亞、

台化、塑化及重工共用上限美金

3億元整) 

外匯暨衍生性商品交易額度
(本公司與南亞、台化、塑化及

重工共用上限美金300萬元整) 

法商東方匯理銀行 美金 3億元整 
 

 

美金 3億元整 
 

 

美金 6,000 萬元整 

綜合授信額度(本公司與南亞、

台化、塑化、南亞科及重工共用

上限美金3億元整) 

開狀保證額度(本公司與南亞、

台化、南亞科及塑化共用上限美金

3億元整) 

外匯暨衍生性商品交易風險

額度(本公司與南亞、台化、塑化

、南亞科及南亞(香港)共用上限

美金6,000萬元整) 

大陸商交通銀行

台北分行 

美金 1億元整 綜合額度 

大陸商中國銀行

台北分行 

美金 2億元整 綜合額度 

永豐商業銀行 新台幣 30 億元整 發行商業本票額度 

國泰世華銀行 新台幣 50 億元整 發行商業本票額度 

大中票券 新台幣 20 億元整 發行商業本票額度 

萬通票券 新台幣 25 億元整 發行商業本票額度 

兆豐票券 新台幣 60 億元整 發行商業本票額度 

中華票券 新台幣 30 億元整 發行商業本票額度 

大慶票券 新台幣 30 億元整 發行商業本票額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