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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提） 

說明：一、為配合營業需要及有效運用資金，謹依照本公司資金

貸與他人作業辦法有關規定，以本公司 105 年 9 月底

合併財務報告為基礎，擬訂本公司 106 年第 1 季資金

貸與之對象、金額及計息方式詳議程第 13 頁。 

二、本案計息方式為「不低於 TAIBOR（3 個月台北金融業

拆款定盤利率）+0.75％」（約年息 1.409％），高於目

前 1年期郵政定存儲金利率 0.21％。 

三、本案貸與期限最長以 1 年為限，謹檢附資金貸與他人

評估表詳議程第 14 至 19 頁，是否可行？敬請  公決

。 

（本案董事長，出席常務董事王文淵、王瑞華、王文潮及董事吳

國雄等 5 人因分別擔任借款公司董事長、常務董事或董事職務詳

如書面說明，故應予迴避，並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魏啟林暫代

主席。） 

決議：除上述董事因利害關係迴避外，其餘出席董事均同意通過。 

 

第三案 

案由：本公司擬增加投資 Formosa Industries Corporation（以

下簡稱 FIC）美金 988 萬元，請  公決案。 

（審計委員會提） 

說明：一、本公司轉投資事業 FIC 為投資設立新包裝運輸公司資

金需要，資本額擬由美金 2 億元增加至美金 2 億 988

萬元，本公司擬依原持股比例 100％，再增加投資該公

司美金 988 萬元，增資後本公司累計投資總額為美金 2

億 988 萬元。 

二、謹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第 12 條規定

，檢附參與該公司現金增資評估報告詳附件四，是否

可行？敬請  公決。 

（本案董事長及出席董事李志村等 2 人因分別擔任 FIC 董事或董

事長職務詳如書面說明，故應予迴避，並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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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啟林暫代主席。） 

決議：除上述董事因利害關係迴避外，其餘出席董事均同意通過。 

 

第四案 

案由：本公司擬對轉投資事業大陸「台塑工業（寧波）有限公司

」向銀行團貸款出具承諾函，請  公決案。 

（審計委員會提） 

說明：一、本公司前經 101 年 6 月 19 日及 102 年 11 月 12 日董事

會決議通過，對轉投資事業大陸「台塑聚乙烯（寧波

）有限公司」及「台塑丙烯酸酯（寧波）有限公司」

向銀行團貸款出具承諾函（Letter of Undertaking）

。 

二、茲因「台塑聚乙烯（寧波）有限公司」及「台塑丙烯

酸酯（寧波）有限公司」擬於 106 年 1 月 1 日併入「

台塑工業（寧波）有限公司」，合併後消滅之 2家公司

債務擬由存續公司承受。依銀行團要求，因借款主體

變更，故擬由本公司繼續對「台塑工業（寧波）有限

公司」出具承諾函（詳附件五），是否可行？敬請  公

決。 

（本案董事長及出席董事程成忠等 2 人因分別擔任台塑工業（寧

波）有限公司董事長或董事職務詳如書面說明，故應予迴避，並

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魏啟林暫代主席。） 

決議：除上述董事因利害關係迴避外，其餘出席董事均同意通過。 

 

第五案 

案由：本公司為業務週轉需要，擬更新向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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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銀行中山分行 新台幣伍拾億元整 

 

 

新台幣伍拾億元整 

綜合額度（短期放款-活期新台

幣伍拾億元與進口融資美金肆仟

捌佰萬元共用） 

中期放款額度-活期 



4 

新台幣陸拾億元整 

美金肆仟萬元整 

中期放款額度-定期 

出口押匯額度 

臺灣土地銀行 新台幣捌億元整 

美金貳仟伍佰萬元整 

綜合額度 

出口押匯額度 

合作金庫銀行南京

東路分行 

新台幣壹拾柒億元整 

新台幣貳拾捌億元整 

美金壹仟萬元整 

綜合額度 

中期週轉金額度 

出口押匯額度 

第一銀行南京東路

分行 

新台幣肆拾叁億元整 

美金陸仟萬元整 

美金叁佰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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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台幣柒拾億元整 

 

 

美金伍仟萬元整 

美金壹仟伍佰萬元整 

綜合額度（短期擔保放款新台幣

叁拾叁億元與中期擔保放款新台

幣叁拾叁億元共用） 

出口押匯額度 

衍生性商品交易額度 

彰化銀行民生分行 新台幣壹佰壹拾億元整 

 

美金伍仟萬元整 

美金肆佰萬元整 

綜合額度（與中期擔保放款額度

共用） 

出口押匯額度 

衍生性商品交易額度 

兆豐國際商銀國外

部 

新台幣貳拾伍億元整 

美金貳仟萬元整 

美金壹仟萬元整 

綜合額度 

出口押匯額度 

預購預售外匯額度 

兆豐國際商銀金控

總部分行 

美金肆仟伍佰萬元整 出口押匯額度 

全國農業金庫 新台幣伍億元整 

新台幣叁億元整 

中期週轉金額度 

應收保證款項-轉介外匯保證

額度（信用狀-出口押匯） 

臺灣中小企業銀行 新台幣貳拾億伍仟萬元整

美金貳仟萬元整 

綜合週轉金貸款額度 

出口押匯額度 

上海商業銀行 美金叁仟萬元整 出口押匯額度 

台北富邦銀行 新台幣貳拾億元整 

新台幣貳拾億元整 

 

美金貳仟萬元整 

綜合額度 

中期放款額度（與綜合額度合計

不超過新台幣貳拾億元） 

出口押匯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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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金貳仟萬元整 衍生性商品交易額度 

中國信託商業銀行 新台幣壹拾億元整 

新台幣肆拾伍億元整 

美金貳仟萬元整 

新台幣壹拾億元整 

新台幣叁億元整 

綜合額度 

中期放款額度 

出口押匯額度 

交割風險額度 

金融商品交易額度 

元大商業銀行 美金叁仟萬元整 

美金叁仟萬元整 

新台幣壹拾億元整 

 

 

美金叁仟萬元整 

進口融資額度 

出口押匯額度 

中期放款額度（以上三項額度合

計動用餘額不超過新台幣壹拾伍

億元） 

衍生性商品交易額度 

凱基商業銀行 新台幣貳拾億元整 

新台幣壹億元整 

中期綜合額度 

金融商品交易額度 

板信商業銀行 新台幣叁億元整 中期綜合額度 

台灣工業銀行 新台幣壹拾貳億元整 中期綜合額度 

大眾商業銀行 新台幣壹拾貳億元整 

 

美金肆仟萬元整 

綜合額度（短期放款、開發國外

即(遠)期信用狀） 

出口押匯額度 

玉山商業銀行 新台幣伍億元整 

美金叁仟萬元整 

綜合額度 

出口押匯額度 

遠東國際商業銀行 新台幣壹拾壹億元整 

美金叁佰萬元整 

中期綜合額度 

金融交易額度 

日盛國際商業銀行 新台幣捌億元整 中期放款額度 

中國輸出入銀行 新台幣肆億元整 中期海外投資貸款 

聯邦銀行 新台幣壹拾億元整 綜合額度 

台新國際商業銀行 美金叁仟萬元整 

新台幣壹億元整 

出口押匯額度 

衍生性商品交易額度 

國泰世華銀行 新台幣伍拾億元整 發行商業本票額度 

兆豐票券 新台幣肆拾億元整 發行商業本票額度 

中華票券 新台幣叁拾億元整 發行商業本票額度 

萬通票券 新台幣壹拾億元整 發行商業本票額度 

大慶票券 新台幣壹拾億元整 發行商業本票額度 

大中票券 新台幣貳拾億元整 發行商業本票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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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銀行 美金貳億元整 

 

 

美金壹仟伍佰萬元整 

綜合額度（本公司與南亞、台化

、台塑石化、台朔重工及台塑河靜

(開曼)共用） 

外匯暨衍生性商品交易額度

（本公司與南亞、台化、台塑石化

及台朔重工共用美金貳仟伍佰萬

元） 

東方匯理銀行 美金叁億元整 

 

 

美金叁億元整 

 

美金陸仟萬元整 

 

 

綜合額度（本公司與南亞、台化

、台塑石化、南亞科及台朔重工共

用） 

開狀保證額度（本公司與南亞、

台化及台塑石化共用） 

外匯暨衍生性商品交易額度

（本公司與南亞、台化、台塑石化

、南亞科、台朔重工及南亞香港共

用） 

花旗（台灣）商業

銀行 

美金壹億貳仟萬元整 

 

 

美金壹仟萬元整 

綜合額度（本公司與南亞、台化

、台塑石化、麥寮汽電及台塑勝高

共用美金壹億陸仟萬元） 

外匯暨衍生性商品交易額度

（本公司與南亞、台化及台塑石化

共用） 

澳盛銀行 美金叁佰萬元整 外匯暨衍生性商品交易額度

德意志銀行 美金壹仟伍佰萬元整 綜合額度（本公司與南亞、台化

及台塑石化共用美金壹億元） 

匯豐（台灣）商業

銀行 

美金伍仟萬元整 

美金叁仟萬元整 

綜合額度 

外匯暨衍生性商品交易額度

（本公司與南亞、台化及台塑石化

共用） 

日商瑞穗銀行台北

分行 

美金伍仟萬元整 

美金壹仟萬元整 

新台幣貳拾叁億元整 

綜合額度 

外匯暨衍生性商品交易額度

購料開狀保證額度 

星展（台灣）商業

銀行 

美金伍仟萬元整 

 

綜合額度（本公司與南亞、台化

、台塑石化、南電及南亞科共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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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金叁仟萬元整 

 

 

 

美金叁仟伍佰萬元整 

金壹億元） 

短期外匯暨衍生性商品交易

額度（本公司與南亞、台化、台

塑石化、南電及南亞科共用美金叁

仟伍佰萬元） 

長期外匯暨衍生性商品交易

額度（本公司與南亞、台化、台

塑石化、南電及南亞科共用） 

新加坡星展銀行 美金伍仟萬元整 綜合額度（本公司與南亞、台化

、台塑石化、南電及南亞科共用美

金貳億伍仟萬元） 

日商三菱東京日聯

銀行 

美金壹億伍仟萬元整 

 

美金伍佰萬元整 

綜合額度（本公司與南亞、台化

、台塑石化及台朔重工共用） 

外匯額度（本公司與南亞、台化

、台塑石化及台朔重工共用） 

日商三井住友銀行 美金貳億元整 

 

綜合額度（本公司與南亞、台化

及台塑石化共用上限美金肆億元

；包含外匯交易額度上限美金貳億

元） 

渣打國際商業銀行 美金陸仟萬元整 

 

美金叁仟伍佰萬元整 

綜合額度（本公司與南亞、台化

及台塑石化共用） 

外匯暨衍生性金融商品額度

（本公司與南亞、台化及台塑石化

共用） 

英商渣打銀行台北

分行 

美金伍仟萬元整 綜合額度 

大陸商交通銀行台

北分行 

美金壹億元整 中期綜合額度（本公司與南亞、

台化、台塑石化及台朔重工共用上

限美金貳億伍仟萬元） 

大陸商中國銀行台

北分行 

美金貳億元整 中期綜合額度（本公司與南亞、

台化、台塑石化及台朔重工共用上

限美金肆億元） 

西班牙對外銀行 美金捌仟萬元整 綜合額度（本公司與南亞、台化

及台塑石化共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