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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股東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三）上午 9 點整。 
 
地  點：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 235 巷 135 號 9 樓會議室。 
 
出  席：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148,498,468 股，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為

148,498,468 股，出席股東及委託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出席股份總數共

計 134,487,991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為 117,709,851
股，出席比率為 90.56%。 

 
出席董事:莊永順、李英珍、嚴維群、高榮智、顏大和、陳坤志、陳友南 
 
主  席：莊永順                        記錄：黃稚雅 
 
一、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份總數已逾法定開會成數，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108 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如下： 

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 

感謝各位股東百忙之中蒞臨本公司 109 年度股東常會。 

    研揚 108 年在中美貿易戰爭的影響下，營收小幅增長 6%；比預期成長爲低，

主要是因爲部份重要客戶，在市場不明朗的狀况下，投資趨於保守。不過在全公

司的努力下，全年毛利率提升至 33.7%，營益率提升至 11.8%，營業利益成長 55.3%，

寫下歷史新高，優於預期。尤其在人工智慧發展方面，很多之前耕耘的專案，開

始進入量産，對營收有相當不錯的貢獻。 

以下是詳細說明： 

一、108 年度營業結果： 

(一)營運績效： 

1. 營收與獲利：研揚 108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為新臺幣 6,148,380 仟元，

毛利為新臺幣 2,063,922 仟元，營業利益為新臺幣 719,959 仟元，稅後

淨利為新臺幣 668,245 仟元，歸屬於母公司之淨利為新臺幣 552,152

仟元，每股盈餘(EPS)為新臺幣 5.1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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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區域來說，亞洲及新興市場成長最佳，成長達 22%。從產品線的角

度來看，以嵌入式主板事業處及系統平台事業處的成長最佳，分別成

長 21%及 17%。 

3. 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 108 年度並未公佈財務預測。 

4. 經營成果獲得肯定： 

- 榮獲 TCSA 台灣企業永續獎 

- 台灣運動企業認證 

- 榮獲天下雜誌企業公民獎中堅企業組第 8 名 

(二)研發創新 

1. 人工智慧計算平台- Boxer-8110AI， 工業閘道控制器- AIOT-ILND01，

榮獲 2019 年 Computex d&I Award。 

2. 2019 年研揚計有 1 項產品獲得第 28 屆台灣精品獎。 

3. 推出多款人工智慧平台，包括 Nvidia Jetson TX2, Jetson Nano, Kneron 

520, 海思 3559A。 

4. 與 Intel 合作開發基于新一代人工智慧晶片Keembay的 PCI-E 運算加

速卡。 

5. 與 Intel 合作開發新一代崁入式處理器 Elkhart Lake 開發板，供 Intel

全球客戶使用。 

(三)行銷業務推廣 

1. 研揚長久以來，一直以自有品牌行銷全球。目前在全球 12 個國家有

16 個銷售據點，業務遍及歐洲、美國、中國、台灣，亞洲地區。 

2. 研揚近年來品牌知名度不繼提升，網站瀏覽人數持續創新高，108 年

全年網站瀏覽人數已超過 110 萬人次。 

3. 研揚 UP Shop 已經成為創客在工業應用方面的主要商務平台，銷售超

過 183 個國家，購買廠家超過 13,000 個。 

4. 研揚 eShop 提供 72 小時內出貨的服務，成功贏得客戶青睞，第一年

即創造 450 萬台幣營收。 

5. 研揚的 UP Square 主板獲得 AWS 採用，成為 AWS Robomaker 的控制

器。 

6. 研揚在人工智慧邊緣計算平台的推廣成果顯著，成功打入超過 400 家

公司，創造超過 5 百萬美金營收。 

二、109 年營業計劃： 

根據 IMF 預測，109 年全球經濟將成長 3.4%，較 108 年 3%為高，顯示

109 年經濟狀况將比 108 年樂觀。特別是影響 108 年經濟的一大因素－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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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戰，已漸趨緩和，過往觀望不敢積極下單的客戶，也開始恢復應有的下

單量。不過武漢肺炎疫情，又對今年的經濟，投下一個不確定的變數，研揚

短期營收勢必受到影響，長期則持續看好。 

108 年雖然全球投資減緩，但人工智慧相關投資却持續增加，證明研揚

專注人工智慧邊緣計算平台的策略是正確的方向，109 年研揚將投入更多資

源於人工智慧市場的開發，成爲人工智慧邊緣計算平台的領導廠商。 

(一)經營方針 

1. 專注經營四大人工智慧市場–新零售，機器人，智慧城市，安防監

控。研發邊緣計算平台，結合合作夥伴，形成完整的生態系統。同

時協助子公司醫揚，開發醫療電腦市場。 

2. 結合國際大廠，共同推出人工智慧解決方案，成為人工智慧邊緣計

算平台的領導廠商。 

(二)重要策略 

1. 提供基于不同人工智慧晶片的邊緣計算平台，包含 Intel, Nvidia, 海思

等，讓軟體開發商及系統整合商，根據效能所需，挑選適合應用場景

的平台。 

2. 强化區域性人工智慧市場開發，結合當地合作夥伴，一起合辦行銷活

動，推廣人工智慧解决方案。 

3. 重新設計 AAEON.AI 網頁，建構成爲人工智慧入口網站。提供豐富的

硬體平台、周邊設備及軟體 APP，吸引需要人工智慧功能的公司，進

入網站搜尋相關産品。 

4. 設立軟體服務中心，提供軟體客製化服務，包含 BIOS 客製、BSP 開

發、Remote HW Monitoring、Web APP, etc。讓客戶專注于人工智慧 APP

的開發，而將硬體平台相關的軟體交由研揚開發。 

三、長期發展策略 

本公司長久以來，一直是以不斷創新作為產品發展主軸。推出高附加價

值的產品，更是產品部門一貫的方向。客製化服務是我們的核心競爭力，如

何在最短時間，最低成本，最少 MOQ 的情況下完成客製化專案，並且擁有

和標準品一樣的品質是我們的 know–how。研揚不只是一家硬體製造商，更

是一家科技服務商，提供系統設計，軟體開發，生產及售後服務，讓客戶擁

有高品質的產業計算機平台，成為客戶值得信任的合作夥伴。 

研揚(AAEON)的"AA"代表的就是好還要更好，就是要不斷的挑戰自我，

不斷創新，追求卓越。我們將堅持一貫的經營信念–專注、敏捷及競爭力，

永續經營，不斷成長，成為人工智慧邊緣計算的領導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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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承蒙各位股東女士、先生於百忙之中抽空參加股東常會，最後盼望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能一本以往，繼續給予本公司支持、鼓勵與指教。 

 

 

研 揚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莊   永   順 

 

總    經    理：  林   建   宏 

 

會  計  主  管：  翁   秀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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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審計委員會審查 108 年度決算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詳附錄 1。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08 年度董事及員工酬勞提撥數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一、依據本公司章程第廿三條規定：依當年度獲利(稅前利益尚未扣除分

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費用)，扣除累積虧損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

不低於5%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1%為董事酬勞。 

二、本公司108年度之獲利為720,719,513元，擬提撥7.90%為員工酬勞，

計新臺幣56,912,000元及0.75%為董事酬勞，計新臺幣5,439,000元，

全數以現金方式發放。上述提撥數與108年度認列費用估列金額無

差異。 

三、員工酬勞發放對象包含本公司及從屬公司之員工為限，其發放金額，

將參酌年資、職級、工作績效、整體貢獻或特殊功績，以及員工資格

認定等相關事項授權董事長依前項金額內全權處理之。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經本公司 109 年 2 月 26

日董事會會議通過，其中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淑

瓊、林鈞堯會計師查核簽證，並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及出具審查

報告書在案。 

二、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3~5 頁，會計師查核報告暨財務報表請

詳附錄 2。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34,487,991 權 (其中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17,709,851 權);贊成 134,423,794 權(其中以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17,705,794 權)，反對 1,05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數 1,055 權)，無效票 0 權，棄權及未投票 63,142 權(其中以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棄權數 3,002 權)。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原

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08 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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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茲依本公司章程第廿三之一條規定，擬具 108 年度盈餘分派案如附表，

並說明如下： 

一、本公司 108 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552,151,688 元，加計以前年度

未分配盈餘新台幣 102,363,166 元，以及提列長期投資未依持股比

例認列影響數 668,714 元、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之變

動數 1,397,432 元，及股份基礎給付 236,287 元後，本期可分供分

配盈餘為新台幣 652,212,421 元，於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

54,984,926 元及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18,001,409 元後，擬分派股東紅

利計新台幣 475,195,098 元，全數配發現金。 

二、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不足一元之

畸零款合計數，列為公司其他收入。 

三、本次盈餘分配案，如因流通在外股數發生變動，致使配息比率發生

異動而需修正時，擬提請股東會在上述分派金額之範圍內授權董事

長全權處理之。 

四、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訂定配息基準日、發放日等相

關事宜。 

 

研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108 年度 

項   目 金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102,363,166 

本年度稅後淨利  552,151,688 

長期投資未依持股比例認列影響數  (668,714)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之

變動數  
(1,397,432) 

股份基礎給付 (236,287) 

本期稅後淨利加計本期稅後淨利以外

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 
549,849,255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54,984,926) 

廻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18,001,409) 

可供分配盈餘 579,226,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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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每股現金 3.2 元) (註 1) (475,195,098) 

期末未分配盈餘 104,030,988 
註 1: 以 109 年 1 月 31 日流通在外股數 148,498,468 股計算。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34,487,991 權 (其中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17,709,851 權);贊成 134,422,294 權(其中以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17,704,294 權)，反對 4,55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數 4,555 權)，無效票 0 權，棄權及未投票 61,142 權(其中以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棄權數 1,002 權)。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原案

表決通過。 

 
五、討論及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說  明：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本公司依本處理程序

應取得估(鑑)價報告或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

書者，出具該估(鑑)價報告或

意見書之專業估(鑑)價者及其

估(鑑)價人員、會計師、律師

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主管機

關所定「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之相關規

定。 

第五條：本公司依本處理程序

應取得估(鑑)價報告或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

書者，出具該估(鑑)價報告或

意見書之專業估(鑑)價者及

其估(鑑)價人員、會計師、律

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主管

機關所定「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分資產處理準則」之相關規

定。 

酌作文字勘漏。 

第七條：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之處理

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產、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悉依本公司內

部控制制度之固定資

產循環程序辦理。 
二~四(略)。 

第七條：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之處理

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產、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悉依本公司內

部控制制度之固定資

產循環程序辦理。 
二~四(略)。 

酌作文字勘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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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34,487,991 權 (其中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17,709,851 權);贊成 134,423,744 權(其中以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17,705,744 權)，反對 1,10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數 1,105 權)，無效票 0 權，棄權及未投票 63,142 權(其中以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棄權數 3,002 權)。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原案

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管理辦法」案。 

說  明：為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通過修正「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

保證處理準則」部分條文，修改本公司「背書保證管理辦法」。修正條

文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目的 

(一)為強化本公司及子公

司辦理背書保證之財

務管理，及降低經營

風險，特訂定本辦

法。 

(二)本作業辦法係依證券

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

一暨「公開發行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之規定修

定辦理。 

第一條：目的 

(一)為強化本公司及子公

司辦理背書保證之財

務管理，及降低經營

風險，特訂定本辦

法。 

(二)本作業辦法係依證券

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

一暨「公開發行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之規定修

訂辦理。 

酌作文字修

正 

第 五 條：決策及授權 

 (二)本公司辦理背書保

證因業務需要而有

超過本辦法所定額

度之必要且符合本

辦法所定條件者

時，應經董事會同

意並由半數以上之

董事對公司超限可

能產生之損失具名

聯保，並修正背書

保證作業程序，報

經股東會追認之；

第 五 條：決策及授權 

 (二)本公司辦理背書保

證因業務需要而有

超過本辦法所訂額

度之必要且符合本

辦法所訂條件者

時，應經董事會同

意並由半數以上之

董事對公司超限可

能產生之損失具名

聯保，並修正背書

保證作業程序，報

經股東會追認之；

僅就條文中

第一項第二

款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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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股東會不同意時，

應訂定計劃於一定

期限銷除超限部

分。 

股東會不同意時，

應訂定計劃於一定

期限銷除超限部

分。 

第七條：背書保證程序及背書

金額之控制 

(五)本公司因情事變更，

使背書保證對象原符

合本施行辦法規定而

嗣後不符規定，或背

書保證金額因據以計

算限額之基礎變動致

超過所定額度時，對

該對象背書保證金額

或超限部份應於合約

所定期限屆滿時或訂

定改善計劃於一定期

限內全部消除，將相

關改善計劃送各審計

委員會，並報告於董

事會。 

第七條：背書保證程序及背書

金額之控制 

(五)本公司因情事變更，

使背書保證對象原符

合本施行辦法規定而

嗣後不符規定，或背

書保證金額因據以計

算限額之基礎變動致

超過所訂額度時，對

該對象背書保證金額

或超限部份應於合約

所訂期限屆滿時或訂

定改善計劃於一定期

限內全部消除，將相

關改善計劃送各審計

委員會，並報告於董

事會。 

僅就條文中

第一項第五

款酌作文字

修正。 

第八條：公告申報 

本公司應按月編製對各

企業之保證金額明細表，

俾按月公告申報。另背書

保證達下列標準之一者，

則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另行辦理公

告申報：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背

書保證餘額達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五十以

上者。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

單一企業背書保證

餘額達本公司最近

第八條：公告申報 

本公司應按月編製對各

企業之保證金額明細表，

俾按月公告申報。另背書

保證達下列標準之一者，

則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另行辦理公

告申報：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背

書保證餘額達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五十以

上者。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

單一企業背書保證

餘額達本公司最近

將長期投資改

為僅限採權益

法之投資帳

面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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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二十以上者。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

單一企業背書保證

餘額達新臺幣一千

萬元以上且對其背

書保證、採用權益

法之投資帳面金額

及資金貸與餘額合

計數達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三十以上者。 

(四)本公司或子公司新

增背書保證金額達

新臺幣三千萬元以

上且達該公開發行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五以

上者。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

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

公司有前項各款應公告

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司

為之。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二十以上者。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

單一企業背書保證

餘額達新臺幣一千

萬元以上且對其背

書保證、長期投資

及資金貸與餘額合

計數達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三十以上者。 

(四)本公司或子公司新

增背書保證金額達

新臺幣三千萬元以

上且達該公開發行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五以

上者。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

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

公司有前項各款應公告

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司

為之。 

第九條 ：子公司背書保證規

範 
(一)子公司如擬辦理背書

保證事項，應依本作

業程序辦理，或依其

制定之背書保證作業

程序辦理。 
(二)子公司制定其背書保

證作業程序，應依「公

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證處理準

則」有關規定訂定，經

子公司董事會通過

後，提報子公司股東

會，修正時亦同。 

第九條 ：子公司背書保證規

範 
(一)子公司如擬辦理背書

保證事項，應依本作

業程序辦理，或依其

制訂之背書保證作業

程序辦理。 
(二)子公司制訂其背書保

證作業程序，應依「公

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證處理準

則」有關規定訂定，經

子公司董事會通過

後，提報子公司股東

會，修正時亦同。 

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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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一條：實施與修改 
本作業辦法應經審計

委員會同意，並提董事

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同

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

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

公司應將其異議提報股東

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將

作業辦法提報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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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訂定或修正本

作業辦法時，如未經審

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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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

稱全體成員及全體董

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

之。  

第十一條：實施與修改 
本作業辦法應經審計

委員會同意，並提董事

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

同意。如有董事表示異

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

明者，本公司應將其異

議提報股東會討論，修

正時亦同。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將

作業辦法提報董事會

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

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

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

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

入董事會紀錄。  
本公司訂定或修正本

作業辦法時，如未經審

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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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

稱全體成員及全體董

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

之。  

參考證券交易

法第十四條之

三規定，酌予

調整第二項文

字。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34,487,991權 (其中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17,709,851權);贊成134,421,244權(其中以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17,703,244權)，反對1,105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數1,105權)，無效票0權，棄權及未投票65,642權(其中以電子

方式行使表決棄權數5,502權)。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原案表

決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    會：經詢問無其他臨時動議，主席宣布議畢散會。 

 

 
主  席：莊永順                        記錄：黃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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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研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修訂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31 日 

 

第一條：目的 

為保障資產，落實資訊公開，特制定本處理程序。 

第二條：法令依據 

本處理程序係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及主管機關「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有關規定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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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投資。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資性不動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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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理程序之名詞定義悉依主管機關「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準則」之規定。 

第五條：本公司依本處理程序應取得估(鑑)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

之意見書者，出具該估(鑑)價報告或意見書之專業估(鑑)價者及其估(鑑)

價人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主管機關所定「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分資產處理準則」之相關規定。 

第六條：本公司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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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悉依本公司內

部控制制度之固定資產循環程序辦理。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一)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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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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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據本公司核決權限之規定，由相關單位主管分層負責辦理。

如每筆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參仟萬以上者，應提經董事會決議後

辦理。惟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核決辦理，事後再提報董事會。 

(二) 取得或處分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應以詢價、比價、議價或招

標方式擇一為之，並依據本公司核決權限之規定，由相關單位

主管分層負責辦理。如每筆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參仟萬以上者，

應提經董事會決議後辦理。惟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核決辦理，

事後再提報董事會。 

(三) 本公司或各子公司個別取得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及其使用

權資產，其總額不得高於各該公司實收資本額的百分之十。 

三、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時，應依公司核決

權限呈核決後，由使用部門或行政部門負責執行。 

四、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

關交易、自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外，交易金

額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洽請專業鑑價機構出具鑑價報告，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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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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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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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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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

具意見書。 

第八條：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有價證券之購買與出售，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投資循

環作業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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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一) 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應由負

責單位依市場行情研判決定之，並依據本公司核決權限之規定，

由相關單位主管分層負責辦理。 

(二) 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除該

有價證券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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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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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依據本公司核決權限之規定，由相關單位主管分層負責辦理。 

(三) 本公司取得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逾淨值的百分之二百(列入本

公司合併財務報告之子公司不在此限)；各子公司取得有價證券

之總額不得逾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百。 
本公司取得個別有價證券之金額不得逾淨值的百分之一百五

十(列入本公司合併財務報告之子公司不在此限)；各子公司取

得個別有價證券之金額不得逾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一百。 

惟各控股子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實質營運子公司之股權者不

在此限。 

三、執行單位 

本公司有價證券投資或處分，應依公司核決權限呈核後，由財務、

股務及投資相關部門負責執行。 

四、取得專家意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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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若須採用專家報告者，應依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規定辦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

市場之公開報價或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九條：本公司與關係人交易，除依本程序相關規定辦理外，並應符合主管機

關所定「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之相關規定。 

第十條：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悉依本公

司內部控制制度之財產管理作業辦理。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一)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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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依據本公司核決權限之規定，由相關單位主管分層負責辦理。

如金額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二者，另須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始

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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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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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據本公司核決權限之規定，由相

關單位主管分層負責辦理。如金額超過新臺幣參佰萬元者，另

須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三、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時，應依前

款核決權限呈核決後，由使用部門或行政部門負責執行。 

四、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專家評估意見報告 

(一)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之交易金額達本

公司淨值百分之二以上者應請專家出具鑑價報告。 

(二)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之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參佰萬元以上

者應請專家出具鑑價報告。 

(三)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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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辦理。 

第十條之一：第七、八、十條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

理性表示意見或請專業估(鑑)價者出具估(鑑)價報告之交易金額計算

方式，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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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價者出具之估(鑑)價報告或

會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入。 

第十一條：取得或處分金融機構之債權之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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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提經董事會核准後，再

訂定其評估及作業程序。 

第十二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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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從事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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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經營避險策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以避險為目的者，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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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因營運所產生之曝險部位進行避險。其他特定用途交

易，須提經董事會授權相關單位主管方可進行。 

(三) 權責劃分 

1. 交易人員：依核決權限執行交易。交易人員並應每一週

定期計算部位，依據部位變化及金融市場資訊進行風險

評估。 

2. 確認人員：執行交易確認。 

3. 交割人員：負責交割事宜。 

4. 前述之交易、確認、交割人員應由財務單位擔任且不得

互相兼任。交易人員之異動並應於生效日前以書面正式

通知交易對象。 

(四) 核決權限 

1. 避險性交易之單筆交易金額核決權限如下 

核決權限主管          單筆交易金額核決權限         

副總及事業群總經理   美金伍拾萬(含)以下 

總經理               逾美金伍拾萬至美金壹佰萬(含) 

董事長               逾美金壹佰萬以上 

2. 特定用途交易須經董事會授權相關單位主管方可進行。 

(五) 契約總額 

1. 避險性交易之未沖銷契約總金額以公司因營運所產生之

曝險部位為限。 

2. 特定用途交易之未沖銷契約總金額以不超過公司最近一

季營業收入的百分之十為限。 

(六) 損失上限 

1. 避險性交易之個別契約或全部契約的損失上限，均為契約

金額的百分之二十五。 

2. 特定用途交易之個別契約或全部契約的損失上限，均為契

約金額的百分之十。 

(七) 績效評估 

1. 避險性交易 

以被避險項目及避險性交易整體損益為績效評估基礎。 

2. 特定用途交易 

依特定項目及特定交易整體損益考量為績效評估基礎。 

3. 財務單位應定期提供交易部位評價與市場分析予財務最

高主管作為管理參考與指示。 

(八) 定期評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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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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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報告應呈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 

二、風險管理措施 

(一) 信用風險 

交易對象以國內外著名之金融機構為主，並應考量其信用

評等為原則。 

(二) 市場風險 

對衍生性金融商品，因利率、匯率變化或其他因素所造成

之巿價變動風險，依前項第六款規定加以控制管理。 

(三) 流動性風險 

承作之金融產品須具普遍性，可隨時於市場上進行反向沖

銷；受託交易之金融機構必須有充足的資訊及能力，可於

任何市場進行交易。 

(四) 現金流量風險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考量交易商品於交易期間所產生之

預計現金流量，並確保營運資金足以支應其交割需求。 

(五) 作業風險 

1.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相關人員依前項第三款權責劃分之

規範以避免作業風險。 

2. 風險之衡量、監督與控制人員應與前項第三款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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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法律風險 

與金融機構簽署的文件應經財務及法務或法律顧問等專門

人員檢視後才能正式簽署，以避免法律風險。 

三、內部稽核 

(一)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建立備查簿，並依相關法令之規定

記載相關事宜。 

(二) 稽核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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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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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董事會之監管原則 

(一) 董事會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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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董事會應授權高階主管人員依下列原則管理衍生性商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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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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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之因應措施，並立即向董事會報告。本公司若已設置獨

立董事時，董事會應有獨立董事出席並表示意見。 

(三)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依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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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本公司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資產，除

適用本程序之規定外，悉依企業併購法及主管機關所定「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之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本處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

者，在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反對或保留之

意見列入會議紀錄；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公司應

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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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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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公告申報項目、申報標準、申報時限及申報

程序悉依據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本公司之子公司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時，應依本公司處理程序辦理，或依其制

定之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辦理。 

二、子公司制定其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有關規定訂定，經子公司董事會通過後，

提報子公司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第十七條：罰則 

本公司員工承辦取得與處分資產違反本處理程序規定者，其懲戒悉依

本公司相關人事規章之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實施與修定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另外

本公司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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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其反對或保留之意見列入會議紀錄；本公

司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時，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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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稱全體成員及全

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第十九條：附則 

本處理程序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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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背書保證管理辦法 

修訂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6 月 30 日 

第 一 條：目的 

(一)為強化本公司及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財務管理，及降低經營

風險，特訂定本辦法。 

(二)本作業辦法係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暨「公開發行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之規定修訂辦理。 

第 二 條：背書保證之範圍 

本辦法所稱之背書保證包括融資背書保證、關稅背書保證、及其他

背書保證。 

(一)融資背書保證係指 

1.客票貼現融資。 

2.為他公司融資之目的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3.為本公司融資之目的而另開立票據予非金融事業作擔保者。 

(二)關稅背書保證係指為本公司或其他公司有關關稅事項所為之背

書或保證。 

(三)其他背書保證則指無法歸類列入前二項之背書或保證事項。 

(四)公司提供動產或不動產為他公司借款之擔保設定質權、抵押權

者，亦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第 三 條：背書保證的對象 

本公司所為背書保證之對象，應以與公司業務行為有關之公司組織

為限，範圍包括 

(一) 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 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三) 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四)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得為背書

保證。 

(五) 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

係由各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者，不受

前款規定之限制，得為背書保證。 

第 四 條：背書保證之限額 
(一)本公司或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不得超

過當期淨值百分之四十，其中對單一企業之背書保證限額，除

本公司直接持有普通股股權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子公司不得超過

當期淨值百分之二十外，其餘不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十。淨

值以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所載為準。 

(二)與本公司因業務往來關係而從事背書保證者，除上述限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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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個別背書保證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業務往來金額為限。

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第 五 條：決策及授權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應經董事會決議同意行之；重大之背

書保證，應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董事會授權董

事長於上述第四條背書保證之限額內，依本作業辦法有關之規定

先予決行，事後再報經董事會追認之，並將辦理情形有關事項，報

請股東會備查。 

(二)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務需要而有超過本辦法所訂額度之必

要且符合本辦法所訂條件者時，應經董事會同意並由半數以上之

董事對公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聯保，並修正背書保證作業

程序，報經股東會追認之；股東會不同意時，應訂定計劃於一定

期限銷除超限部分。 
(三)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

得為背書保證，其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應於背

書保證前，提報本公司董事會決議後始得辦理。但本公司直接及

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本公司於前項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

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第 六 條：印鑑保管及程序 

本公司對外保證之印信，應以向經濟部申請登記之公司印章為背書

保證之專用印鑑章，其保管與使用依印信管理辦法辦理。 

對國外公司為保證行為時，公司所出具之保證函，應由董事會授權

董事長簽署。 

第 七 條：背書保證程序及背書金額之控制 

(一)被保證公司要求本公司背書保證時，應由本公司之申請部門填具

保證事項申請（註銷）單，說明原因及用途，並檢附票據及被背

書公司申請書等文件送交財務單位評估。 

(二)財務單位審核要點 

1.要求背書之理由是否充份。 

2.以被保證公司之財務狀況衡量背書金額是否必須。 

3.累計金額是否仍在限額以內。 

4.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背書保證，應評估其背書保證金額與業

務往來金額是否在限額範圍內。 

5.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6.應否取得擔保品及對擔保品之評估。 

(三)財務單位評估通過後，應作成記錄，並將其呈送總經理及董事長

核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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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凡對關係企業或有商務往來公司之各項保證，財務單位應設「備

查簿」登載。其內容包括被保證企業之名稱、承諾擔保事項、保

證金額、解除保證責任之條件與日期及董事會通過或董事長決行

日期等有關背書保證及註銷事項，詳予登載備查，並依有關法令

規定辦理申報公告事項。 

(五)本公司因情事變更，使背書保證對象原符合本施行辦法規定而嗣

後不符規定，或背書保證金額因據以計算限額之基礎變動致超過

所訂額度時，對該對象背書保證金額或超限部份應於合約所訂期

限屆滿時或訂定改善計劃於一定期限內全部消除，將相關改善計

劃送各審計委員會，並報告於董事會。 

(六)本公司不接受關係企業或有商務往來公司之要求簽發保證票據，

作為其對外保證之用，如有特殊原因經由董事會專案核准保證者，

不在此限，但應先出具同額之保證本票存本公司，以作為相對保

證之用。上述票據應正式開立傳票，以「存出保證票據」及「存

入保證票據」科目列帳，並登記於「備查簿」。 

(七)背書票據之核定與註銷 

1.經核准背書保證之票據，得於完成下列手續後送回被保證公

司 

  (1)加蓋公司印鑑。 

  (2)將背書票據正反面影印後留存備查。 

  (3)登記「備查簿」以控制背書金額。 

2.背書票據如因債務或展期換新而須註銷時，申請部門應填具

保證事項申請（註銷）單，連同背書票據送財務單位註銷。 

3.財務單位隨時將註銷票據計入「備查簿」，減少累計背書金

額。 

(八)背書保證對象若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之子公司，除

應持續評估追蹤，檢視是否繼續給與財務支援之標準、資產保

全程序及協助改善財務業務計畫等，以管控背書保證所可能產

生之風險外，並將評估結果通知稽核單位，提報董事會及審計

委員會。 

第 七 條之一：內部控制 

(一) 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

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審計委

員會。 

(二) 本公司從事背書保證時應依規定程序辦理，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

應視違反情況予以處分經理人及主辦人員。 

第 八 條：公告申報 

本公司應按月編製對各企業之保證金額明細表，俾按月公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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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背書保證達下列標準之一者，則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

另行辦理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五十以上者。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

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期投資及資金貸與餘額合計數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四)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且達

該公開發行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上者。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各款應公

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第九條 ：子公司背書保證規範 
(一)子公司如擬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應依本作業程序辦理，或依其制

訂之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辦理。 

(二)子公司制訂其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有關規定訂定，經子公司董事會通過後，

提報子公司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第 十 條：其他規定 
本公司應評估或認列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

露背書保證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必要查核程

序。 

本實施辦法未規定事項，依有關法令及本公司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一 條：實施與修改 
本作業辦法應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

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

其異議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將作業辦法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

事會紀錄。 

本公司訂定或修正本作業辦法時，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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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稱全體成員及全體董事，

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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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研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 

修訂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30 日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研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2.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3.CC01110 電腦及其周邊設備製造業。 

4.CE01010 一般儀器製造業。 

5.E603050 自動控制設備工程業。 

6.E605010 電腦設備安裝業。 

7.F21303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 

8.F213040 精密儀器零售業。 

9.F213060 電信器材零售業。 

10.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11.F219010 電子材料零售業。 

12.F401010 國際貿易業。 

13.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14.I501010 產品設計業。 

15.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三條：本公司於業務上之需要，得為有關同業間之對外保證業務。 

第四條：本公司對外轉投資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四十以上，其授權董

事會執行。為他公司有限責任股東時，所有投資總額，不受本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五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

司。 

第二章 股  份 
第六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貳拾億元整，分為普通股貳億股，每股金

額新台幣壹拾元整，得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第一項資本額內保留新台幣伍仟萬元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共計伍

佰萬股，面額每股新台幣壹拾元，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 

第七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編號，依法經主

管機關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

後，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八條：股票之更名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三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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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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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之。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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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股東會 

第九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

了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東；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十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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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本公司各股東，除有公司法第一七九條規定之股份無表決權之情形外，

每股有一表決權。 

本公司於上市(櫃)後召開股東會時，應將電子方式列為表決權行使管道

之一，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第十二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及本章程另有規定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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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之一：本公司公開發行後，如擬撤銷公開發行，應依照公司法第一五六

條規定，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

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四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十三條：公司設董事七~十一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中選

定，連選得連任。前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本

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之選任均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董事

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第十三條之一：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審

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或審計委員之成員負責

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規定之監察人職權。 

配合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第一百八十一條之二規定，審計委員

會成立後本公司不另設置監察人，且本公司內部規章有關監察人之職

權皆由審計委員會取代之。 

第十四條：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本公司組織規章之擬定。 

二、本公司營業計劃之擬議與監督執行。 

三、本公司盈餘分配之擬定。 

四、本公司資本增減之擬定。 

五、本公司預算之審定及決算之核可。 

六、本公司取得或處份固定資產之核可。 

七、其他依法令規章及股東會所賦與之職權。 

第十五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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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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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同意互選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本公司得設副董事

長一人，由董事依同一方式互選之。 

第十六條之一：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或獨立董事均解任時，董事會應於六十日內

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之期限為限。 

第十七條：董事會之召集通知得以電子郵件(E-MAIL)、傳真等方式為之；其決

議除公司法及本章程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之董事出席，出席董事

過半數同意行之。董事得以書面授權其他董事代表出席董事會，但應

於每次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 

第十八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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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條：董事長及董事之報酬，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

並參酌國內外業界水準，授權由董事會議定之。 

第十九條之一：本公司得對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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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條之二：本公司得於董事會下設置功能性委員會，相關委員會之設置及職

權依主管機關所訂辦法進行。 

第五章 經理人 

第二十條：本公司得設置經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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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廿一條：本公司會計年度每年自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辦理總決算一

次。 

第廿二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告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等各項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第廿三條：本公司依當年度獲利(即稅前利益尚未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費用)扣除累積虧損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不低於 5%為員工酬勞及

不高於 1%為董事酬勞。 

前項員工酬勞發放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其條

件授權公司董事會決定之。 

第廿三條之一：本公司年度總決算之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累計虧損，次提

百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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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其餘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經股東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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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分派之。 

未來股利發放，公司得依財務、業務及經營面等因素之考慮將當年度

可分配盈餘部份或全部進行分派，股利之發放總額應不低於可分配盈

餘之 5%。盈餘之分派得以現金股利或股票股利方式為之，而衡量未

來年度之資金需求及資本結構，未來之現金股利分派之比例以不低於

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實際發放金額以股東會通過為之。 

第七章 附則 

第廿四條：本章程未訂事項，悉依公司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廿五條：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一OO年六月二日，第三次修

正於民國一０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O五年四月一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五年六月三十日，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０六年

六月二十七日，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七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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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研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修訂日期:105 年 0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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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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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本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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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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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董事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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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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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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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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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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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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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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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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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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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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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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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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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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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 股東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音或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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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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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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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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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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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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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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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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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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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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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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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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經主席徵詢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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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為之，且

應於計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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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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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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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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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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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屬法令規定及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訊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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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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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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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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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研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持股情形 
 

一、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1,484,984,680元，已發行股數計148,498,468股。 

二、依「證劵交易法第 26 條」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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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計8,909,908股。 

三、截至本次股東會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之個別董事持有股數狀況如下列： 

109 年 3 月 29 日 

職稱 姓名 選任日期 持股數(股) 持股比例(%) 代表人 

董事長 
瑞海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108/5/31 4,515,000 3.04% 莊永順 

董事 
瑞海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108/5/31 4,515,000 3.04% 李英珍 

董事 
瑞海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108/5/31 4,515,000 3.04% 嚴維群 

董事 
華碩電腦股

份有限公司 
108/5/31 43,756,000 29.47% 施崇棠 

董事 
華碩電腦股

份有限公司 
108/5/31 43,756,000 29.47% 曾鏘聲 

董事 
華碩電腦股

份有限公司 
108/5/31 43,756,000 29.47% 許先越 

董事 
廣積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08/5/31 41,698,468 28.08% 林秋旭 

董事 
廣積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08/5/31 41,698,468 28.08% 陳友南 

獨立董事 高榮智 108/5/31 0 0  

獨立董事 顏大和 108/5/31 0 0  

獨立董事 陳坤志 108/5/31 0 0  

合計 89,969,468 6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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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其他說明資料： 

(一)本次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每股盈餘及股東投資報酬率之影響： 

本公司108年度依規定未公開財務預測且本年度沒有無償配股之規劃，故不

適用。 

(二)本年度股東會之股東提案權受理情形說明： 

1、依公司法172條之1 規定，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

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提案限一項並以三百字為限，

提案超過一項或三百字者，均不列入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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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次股東提案之受理期間為：109年3月20日至109年3月30日上午九點至

下午五點，已依法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3、本公司於上述股東提案之受理期間未接獲任何股東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