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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簽約完成續保作業，保險單重要內容詳

附件三，謹報請  備查。 

本案洽悉。 

五、本公司導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6 號「租賃」（IFRS 16）

影響評估報告。 

1.依據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 107 年 1 月 5 日臺證上

一字第 1071800015 號函規定辦理。 

2.本公司已完成評估 IFRS 16 對 106 年度合併財務報表之可

能影響，並洽詢會計師意見詳附件四，評估結果認屬合理

且對本公司並無重大影響，謹報請  備查。 

本案洽悉。 

乙、討論事項 

第一案 

案由：為擬訂 106 年度員工酬勞，請  公決案。 

說明：本公司 106 年度扣除員工酬勞前之稅前利益為新台幣 549

億 3,876 萬 7,055 元，且無累積虧損。依照章程第 39 條規

定，擬按 106 年度扣除員工酬勞前之稅前利益提撥 0.13％

為員工酬勞，提撥總金額為新台幣 6,945 萬 4,166 元，全

數分派現金，是否可行？敬請  公決。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並提 107 年股東常會報告。 

 

第二案 

案由：為造具 106 年度決算表冊，並訂定 107 年度營運計畫，請

公決案。 

說明：一、本公司 106 年度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財務報表業已編

製完竣，委任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陳秀蘭會計

師及于紀隆會計師查核簽證（詳附件五），併同營業報

告書（詳附件六）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並擬依法提

出 107 年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二、本公司 106 年度經營狀況及 107 年度營運計畫詳經營

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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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報告本案附件資料均已提請審計委員會同意通過，並由

總經理室及各事業群主管分別報告 106 年度經營狀況及 107 年度

營運計畫。）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三案 

案由：為擬具 106 年度盈餘分配表，請  公決案。 

說明：本公司 106 年度營業決算稅後盈餘新台幣 493 億 8,285 萬

2,510 元，茲依公司章程規定擬具盈餘分配表（詳附件七）

及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並擬依法提出 107 年股東常會請

求承認，是否可行？敬請  公決。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四案 

案由：為擬訂於 107 年 6 月 20 日召開 107 年股東常會，請  公決

案。 

說明：一、查公開發行公司股東常會之召集，依法應於 30 日前通

知股東，又股東常會前 60 日內應暫行停止股票過戶登

記，故必須預早訂定開會日期，以便依法公告並分別

通知股東及證券交易所。 

二、茲擬訂於 107 年 6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2時假台北

市敦化北路100號王朝大酒店2樓國際大會堂召開107

年股東常會，並自 107 年 4月 22 日起停止股票轉讓過

戶登記，以便籌劃辦理有關開會之一切事宜。 

三、另擬依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規定，訂定自 107 年 4 月

18 日起至 4月 27 日止於本公司股務組受理股東提案。 

四、是否可行？敬請  公決。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五案 

案由：為擬於 107 年股東常會開會時改選全體董事，請  公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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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一、本公司現任董事係於 104 年 6月 25 日經股東常會選任

，任期將於 107 年 6月 24 日屆滿，擬即於 107 年股東

常會開會時依法改選全體董事15人(含獨立董事3人)

，新任董事任期 3 年，自 107 年 6月 20 日起至 110 年

6 月 19 日止。 

二、上述董事之選舉依本公司章程第 20 條規定，採候選人

提名制，擬依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及本公司「董事選

舉辦法」第 5 條規定，訂定自 107 年 4 月 18 日起至 4

月 27 日止於本公司股務組受理董事提名。 

三、是否可行？敬請  公決。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六案 

案由：為擬提請股東常會同意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請  公

決案。 

說明：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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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公司 107 年股東常會所選出之新任董事及指派代表

人當選董事之法人股東如有公司法第 209 條之競業禁

止行為，在無損及本公司利益之前提下，擬提請股東

常會同意自該董事就任起解除其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是否可行？敬請  公決。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七案 

案由：為擬修正本公司章程，如附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  公

決案。 

條 次 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修正理由

第二十

條 

本公司設董事十五人，董事

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度，

由股東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

本公司設董事十一至十五人

，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

制度，由股東就董事候選人

配合公司

營運管理

需要，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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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之。全體董事所持有記

名股票之股份總額不得少於

公司股份總額一定之成數，

其成數計算遵照證券主管機

關之規定辦理。 

（以下略） 

名單中選任之。全體董事所

持有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不

得少於公司股份總額一定之

成數，其成數計算遵照證券

主管機關之規定辦理。 

（以下略） 

性調整董

事席次。

第廿一

條 

董事組織董事會互選五人為

常務董事，其中至少一人為

獨立董事，並由常務董事互

選一人為董事長，一人為副

董事長，董事長代表公司，

統理一切業務，董事長請假

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由

副董事長代理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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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組織董事會，互選至少

三人為常務董事，最多不得

超過董事人數三分之一，且

其中至少一人為獨立董事，

並由常務董事互選一人為董

事長，一人為副董事長。 

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統理

一切業務，董事長請假或因

故不能行使職權時，由副董

事長代理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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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照公司

法第 208

條設置常

務董事條

件規定，

修正文字

內容。 

第四二

條 

（略） 依原條文增列「第六十二次

修正於一○七年六月二十日

」。 

配合條文

修正，增

列修正日

期。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並提請 107 年股東常會決議。 

 

第八案 

案由：為擬訂本公司 107 年第 2季資金貸與計畫，請  公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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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年 9 月底

合併財務報告為基礎，擬訂本公司 107 年第 2 季資金

貸與之對象、金額及計息方式詳議程第 11 頁。 

二、本案計息方式為「不低於 TAIBOR（3 個月台北金融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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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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至 17 頁，是否可行？敬請  公決。 

（本案董事長，出席常務董事王文淵及王瑞華等3人因分別擔任借

款公司董事長、常務董事、董事或其法人代表職務詳如書面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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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案 

案由：為擬與關係人進行交易，請  公決案。 （審計委員會提） 

說明：本公司為配合業務需要，透過合格廠商公開詢價方式，擬

向關係人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台朔重工股份有限

公司訂購設備，總價款分別為新台幣 1,344 萬 2,408 元及 2

億 2,276 萬 1,145 元，是否可行？敬請  公決。 

（本案董事長，出席常務董事王文淵及王瑞華等3人因分別擔任關

係人公司董事長、常務董事、董事或其法人代表職務詳如書面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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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案 

案由：本公司間接轉投資事業「台塑河靜（開曼）有限公司」為

向金融機構洽訂授信額度，擬由本公司出具承諾函，請  公

決案。                             （審計委員會提） 

說明：一、「台塑河靜（開曼）有限公司」(Formosa Ha Tinh  

(Cayman) Limited，下稱「台塑河靜開曼」) 為業務

週轉需要，擬洽金融機構辦理授信額度如下表： 

金融機構名稱 融資額度 備註 

新加坡大華銀行國

際金融業務分行 
美金貳億元整 短期放款額度

東方匯理銀行 美金壹億元整 短期放款額度

板信商業銀行 美金壹仟萬元整 短期放款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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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合台塑河靜開曼洽表列銀行辦理授信額度，須由本公

司、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化學纖維股份有

限公司及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具承諾函

（Letter of Undertaking）詳附件八，並擬授權董事

長代表本公司簽署或蓋用以經濟部登記印鑑為之，是

否可行？敬請  公決。 

（本案董事長，出席常務董事王文淵及王瑞華等 3 人因擔任台塑

河靜（開曼）有限公司董事職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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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案 

案由：為擬具本公司「內部控制制度聲明書」，請  公決案。 

（審計委員會提） 

說明：為遵照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頒布之「公開發行公司建立內

部控制制度處理準則」規定，茲擬具本公司 106 年度「內

部控制制度聲明書」（詳議程第 18 頁），是否可行？敬請  

公決。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十二案 

案由：本公司擬捐贈雲林縣麥寮鄉公所新台幣 9,386 萬 6,100 元

，請  公決案。 

說明：有鑑於雲林縣麥寮鄉社區圖書館及文化展演空間不足，為

滿足當地民眾使用需求，本公司擬捐贈新台幣 9,386 萬

6,100 元，協助雲林縣麥寮鄉公所興建「麥寮鄉社教園區」

，以改善公共設施及提昇生活機能，帶動麥寮鄉地方發展

，是否可行？敬請  公決。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