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106 年股東常會議事錄 

第二案：105 年度營運狀況報告。(詳如附件一) 

第三案：監察人審查105 年度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報告。(詳如附件四) 

第四案：修訂本公司「公司治理守則」報告。(詳議事手冊附件六，第34頁~41頁) 

第五案：修訂本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守則」報告。(詳議事手冊附件七，第42頁~43頁) 

第六案：本公司105年可分配盈餘調整-22,151,164及提列特別盈餘公積數額22,151,164 

報告。(詳議事手冊第3頁)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案) 

  案由：105 年度營業報告、財務報表及與轉投資公司合併財務報表，敬請  承認。 

  說明：1.本公司105年度營業報告、個體財務報表及與轉投資公司之合併財務報表，業經 

富鋒聯合會計師事務所顏國裕會計師及紀嘉祐會計師共同查核，認無不合。 

上述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並送請監察人審查竣事。(詳如附件一～四)  

        2..敬請 承認。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59,838,599 權      

投票類型 承認/贊成權數 反對權數 棄權權數 無效票權數 

現場投票 12,593,280 0 1,519,480 0 

電子投票 45,715,830 3,378 6,631 0 

合計票數 58,309,110 3,378 1,526,111 0 

合計票數佔

表決權數% 
97.444% 0.006% 2.550% 0% 

       承認通過表決權數佔出席股東表決權數97.444％，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案) 

  案由：105 年度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說明：1.本公司105年度稅前純益計為新台幣(以下同)305,067,662元，除依法扣除所 

         得稅費用57,176,298元，依法提列法定盈餘公積24,789,136元，再加上累積 

         104 年度前未分配盈餘750,189,186元，加上105年度稅後其他綜合損益計入 

         保留盈餘(確定福利計畫之再衡量數之淨額)2,362,906元，再扣除由於海外長 

         期投資股權外幣累積換算調整數損失提列特別公積22,151,164元，合計可供 

         分派數為953,503,156擬依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規定分配，提議提案分配案如 

         下： 

         擬議分派普通股現金股利每股2.25元計170,238,915元，合計分配總金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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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238,915元。 

        2.擬具之盈餘分配表(詳如附件五)。 

        3.本次現金股利之分配，提請股東承認後，擬請授權 董事會另訂除息基準日及發 

          放日分配之。 

        4. 敬請 承認。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59,838,599 權      

投票類型 承認/贊成權數 反對權數 棄權權數 無效票權數 

現場投票 12,593,280 0 1,519,480 0 

電子投票 45,715,830 3,378 6,631 0 

合計票數 58,309,110 3,378 1,526,111 0 

合計票數佔

表決權數% 
97.444% 0.006% 2.550% 0% 

       承認通過表決權數佔出席股東表決權數94.444％，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五、討論事項（一）： 

  第一案：(董事會提案) 

  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討論案。 

  說明：1.依據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106 年 2 月 9 日金管證發字第 10600012965 號及 106 年 

           2 月 13 日金管證發字第 10600045233 號函，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 

           程序」。 

        2.「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六）。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59,838,599 權      

投票類型 承認/贊成權數 反對權數 棄權權數 無效票權數 

現場投票 12,593,280 0 1,519,480 0 

電子投票 45,707,827 7,381 10,631 0 

合計票數 58,301,107 7,381 1,530,111 0 

合計票數佔

表決權數% 
97.431% 0.012% 2.557% 0% 

       同意通過表決權數佔出席股東表決權數97.431％，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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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案） 

  案由：董事暨監察人改選案，敬請  選舉。 

  說明：1.本屆董事及監察人至106年6月22日任期屆滿，依106年3月21日董事會決議任期到 

          本次股東常會日期召開選舉為止，本次股東常會依公司法第195條及217條規定應 

          改選下屆董事(含獨立董事)及監察人。 

        2.董事會依本公司章程第十四條規定決議：106年股東常會應選出董事七人(含獨立 

          董事二人)及監察人三人。 

        3.新選任之董事(含獨立董事)及監察人自股東常會結束後隨即就任，任期三年，任 

          職期間自民國106年6月22日至109年6月21日止。 

        4.依本公司章程規定，選舉方式採候選人提名制度依公司法第一九二條之一及相關 

          規定辦理，選舉時依公司法第一九八條及相關規定辦理。 

        5.依據公司法第一九二條之一條及第二一六條之一條規定，截至受理提名期間屆止 

          ，受理股東提名董事七人(含獨立董事二人)及監察人三人，名單業經董事會審核 

          通過， 擬請股東會就如下董事及監察人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候選人 
身份別 姓名 學歷 經歷 現職 

股東會停止
過戶日持有

股數 

董事 

全 道 投
資 有 限
公司 
代表人： 
吳崇儀 

美國洛
杉磯加
利福尼
亞大學
研究 

至興精機(股)公司、全拓(
股)公司、全興興業(股)公
司、新三興(股)公司、全興
精機(股)公司、全泰投資(
股)公司、全興投資開發(
股)公司董事長，全興工業(
股)公司、全興國際事業(
股)公司、全興創新科技(
股)公司、德芝美國際事業(
股)公司、全道投資公司董
事董事，巨大機械工業(股)
公司獨立董事 

至興精機(股)公司、全拓
(股)公司、全興興業(股)
公司、新三興(股)公司、全
興精機(股)公司、全泰投資
(股)公司、全興投資開發
(股)公司董事長，全興工業
(股)公司、全興國際事業
(股)公司、全興創新科技
(股)公司、德芝美國際事業
(股)公司、全道投資公司董
事董事，巨大機械工業(股)
公司獨立董事 

4,906,668

董事 

全 泰 投
資 ( 股 )
公司 
代表人： 
吳宗明 

私立新
埔工專

至興精機(股)公司董事兼
總經理，蘇州昶興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長，至興越南責任
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理，
SUPERIORITY ENTERPRISE
CORP、Propitious  
International Inc.執行
董事 

至興精機(股)公司董事兼
總經理，蘇州昶興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長，至興越南責任
有限公司董事，
SUPERIORITY ENTERPRISE 
CORP、Propitious  
International Inc.執行
董事 

14,462,693

董事 

全 泰 投
資 ( 股 )
公司 
代表人： 
吳冠興 

私立大
葉大學

至興精機(股)公司生管課
長，至興精機(股)公司董事
兼總經理室高專 

至興精機(股)公司董事兼
總經理室高專 

14,462,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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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 
身份別 

姓名 學歷 經歷 現職 
股東會停止
過戶日持有

股數 

董事 

福元投
資(股)
公司 
代 表
人： 
林瑞章 

私立東
吳大學
會計系

台灣福興工業(股)公司、朕
豪工業(股)公司、合興工業
(股)公司、同興(股)公司董
事長，至興精機(股)公司、
明揚國際科技(股)公司、德
芝美國際事業(股)公司、福
興美國(股)公司、艾德克安
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Allegion Fu Hsing 
Holdings LTD、Allegion
Fu Hsing Limited 董事，
台虹科技(股)公司、明安國
際企業(股)公司監察人 

台灣福興工業(股)公司、朕
豪工業(股)公司、合興工業
(股)公司、同興(股)公司董
事長，至興精機(股)公司、
明揚國際科技(股)公司、德
芝美國際事業(股)公司、福
興美國(股)公司、艾德克安
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Allegion Fu Hsing 
Holdings LTD、Allegion Fu 
Hsing Limited 董事， 
台虹科技(股)公司、明安國
際企業(股)公司監察人 

774,510

董事 

全興投
資開發
(股)公
司 
代表人
： 
李仲武 
 

美國維
吉尼亞
洲立大
學 

全興國際事業(股)公司董
事長，全興工業(股)公司董
事兼總經理，至興精機(股)
公司、至興越南責任有限公
司董事，友聯車材製造(股)
公司常務董事，新三興(股)
公司監察人 

全興國際事業(股)公司董
事長，全興工業(股)公司董
事兼總經理，至興精機(股)
公司、至興越南責任有限公
司董事，友聯車材製造(股)
公司常務董事，新三興(股)
公司監察人 

10,352,725

獨立 
董事 莊銘國 

文化大
學經濟
碩士，
高考通
過 

大葉大學國際企業管理系
所兼任副教授，至興精機
(股)公司、帝寶工業(股)
公司獨立董事，健生工廠
(股)公司外銷經理、廠長、
副總、總經理，大葉大學國
際企業管理系所專任副教
授、雲林科技大學企業管理
研究所兼任副教授、靜宜大
學企業管理研究所兼任副
教授，教育部技術學院評鑑
委員，國家品質獎評審 

大葉大學國際企業管理系
所兼任副教授，至興精機
(股)公司、帝寶工業(股)
公司獨立董事 

0

獨立 
董事 郭家琦 

國立台
灣大學
會計系

郭家琦會計師事務所會計
師，至興精機(股)公司、福
懋科技(股)公司、福懋興業
(股)公司獨立董事，總太地
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監察
人 

郭家琦會計師事務所會計
師，至興精機(股)公司、福
懋科技(股)公司、福懋興業
(股)公司獨立董事，總太地
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監察
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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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 

身份別 
姓名 學歷 經歷 現職 

股東會停止

過戶日持有

股數 

監察人 吳玉美 

私立立

人高級

中學 

全興工業(股)公司董事 

全拓(股)公司、全興創新科

技(股)公司董事，至興精機

(股)公司、全興保健器材

(股)公司、全興興業(股)

公司、全興國際事業(股)

公司、全泰投資(股)公司、

全興投資開發(股)公司監

察人 

全興工業(股)公司董事 

全拓(股)公司、全興創新科

技(股)公司董事，至興精機

(股)公司、全興保健器材

(股)公司、全興興業(股)

公司、全興國際事業(股)

公司、全泰投資(股)公司、

全興投資開發(股)公司監

察人 

1,146,484

監察人 施閔森 

私立中

國文化

大學 

至興精機(股)公司監察

人，全拓(股)公司監察人

至興精機(股)公司監察

人，全拓(股)公司監察人 
0

監察人 鍾開雲 
淡江文

理學院

南僑化學工業(股)公司會

計處副處長、處長、總經理

室主任秘書，味全食品工業

(股)公司董事，至興精機

(股)公司監察人 

味全食品工業(股)公司董

事，至興精機(股)公司監察

人 68,996

 

       6.、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董事暨監察人選舉開票結果經主席宣布下列七人當選董事，三人當選監察人。  

一般董事（五席） 

排

名 
戶名 代表人 現場投票 電子投票 

合   計 

當選權數 

1 全道投資有限公司 吳崇儀 18,054,436 38,076,302 56,130,738

2 全泰投資(股)公司 吳宗明 16,507,436 38,073,666 54,581,102

3 全泰投資(股)公司 吳冠興 15,299,824 38,047,738 53,347,562

4 福元投資(股)公司 林瑞章 14,031,539 38,042,141 52,073,680

5 全興投資開發(股)公司 李仲武 12,696,003 38,042,144 50,738,147

          

 獨立董事（二席） 

排

名 
戶名 代表人 現場投票 電子投票 

合   計 

當選權數 

1 莊銘國 莊銘國 10,400,286 38,008,938 48,409,224

2 郭家琦 郭家琦 7,274,436 38,048,213 45,32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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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5 年度營業報告書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5年度

合併預算

105年度

合併實際
達成率%

營業收入淨額 3,646,470 3,187,738 87.42%

營業成本 (3,051,303) (2,567,626) 84.15%

營業毛利 595,167 620,112 104.19%

營業費用 (253,185) (256,629) 101.36%

營業淨利 341,982 363,483 106.29%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0,993 8,083 73.53%

稅前淨利 352,975 371,566 105.27%

所得稅費用 (69,517) (79,510) 114.37%

本期淨利 283,458 292,056 103.03%

其他綜合損益

不重分類至損益之項目：

  確定福利計畫之再衡量數 0 2,847

  與不重分類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0 (484)

  確定福利計畫之再衡量數(淨額) 0 2,363

後續可能重分類至損益之項目：

  國外營運機構財報換算之兌換差額 (2,102) (58,719) -2793%

本期其他綜合損益(稅後淨額) (2,102) (56,356) -2681%

本期綜合損益總額 281,356 235,700 83.77%

淨利歸屬予：

母公司業主 253,784      247,891 97.68%

非控制權益 29,674       44,165 148.83%

283,458      292,056 103.03%

綜合損益總額歸屬予：

母公司業主 251,611 199,371 79.24%

非控制權益 29,745 36,329 122.13%

281,356 235,700 83.77%

普通股每股盈餘 3.35        3.28        97.68%  

   註：本公司編製之105 年度財務預算僅為內部管理用並未對外公告財務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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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收支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4年度

合併實際

105年度

合併實際

增加或減少

比例

營業收入淨額 3,354,698 3,187,738 -4.98%

營業成本 (2,790,524) (2,567,626) -7.99%

營業毛利 564,174 620,112 9.92%

營業費用 (233,864) (256,629) 9.73%

營業淨利 330,310 363,483 10.04%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4,158 8,083 94.40%

稅前淨利 334,468 371,566 11.09%

所得稅費用 (56,572) (79,510) 40.55%

本期淨利 277,896 292,056 5.10%

其他綜合損益

不重分類至損益之項目：

  確定福利計畫之再衡量數 (8,356) 2,847 134.07%

  與不重分類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1,421 (484) 134.06%

  確定福利計畫之再衡量數(淨額) (6,935) 2,363 134.07%

後續可能重分類至損益之項目：

  國外營運機構財報換算之兌換差額 (18,639) (58,719) 215.03%

本期其他綜合損益(稅後淨額) (25,574) (56,356) 120.36%

本期綜合損益總額 252,322 235,700 -6.59%

淨利歸屬予：

母公司業主 251,503       247,891 -1.44%

非控制權益 26,393        44,165 67.34%

277,896 292,056 5.10%

綜合損益總額歸屬予：

母公司業主 228,968 199,371 -12.93%

非控制權益 23,354 36,329 55.56%

252,322 235,700 -6.59%

普通股每股盈餘 3.32 3.28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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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獲利能力分析(合併財報) 

    

                   年度

項目

104年度

(A)

105年度

(B)

增加或減少

比率/金額

(B-A)

資產報酬率（％） 8.52 9.19 0.67

股東權益報酬率（％） 11.16 11.53 0.37

稅前純益占實收資本比率（％） 44.21 49.11 4.90

純益率（％） 8.28 9.16 0.88

每股稅後盈餘（元）(註) 3.32 3.28 (0.04)

註：每股盈餘已追溯調整其流通在外股數計算。
 

 

四、研究發展成果(新送樣) 

產品 用途 

傳動系統－撥桿大總成、蓋子、撥叉、支架、噴管總 

          成 

內裝系統－外槽總成、調角器總成、升降齒板、內槽 

          總成(螺栓)、鉸鏈支架總成、二排仰臥器 

          總成 

安全系統－包膠安全帶舌片(水晶米、黑色)、承座、 

          鎖閂 

汽車零件 

傳動系統－擋塊、起動離合器齒輪組、副離合器總成 

引擎系統－鏈輪、斜坡板、離合器鏈輪、挺筒 

安全系統－ABS 感應盤、轉向機構總成、碟煞盤 

機車零件 

重型機車 零件

沙灘車－轉向機構總成、ABS 感應盤、手剎車總成 

高爾夫球車－主離合器總成 

自行車－自行車碟片、中心鎖總成 

工具器材－軸套、滑塊、門鎖、減震器、剪刀總成、 

          高桿、低桿 

其他 

  負責人：吳崇儀       經理人：吳宗明       主辦會計：劉美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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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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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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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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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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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內容 修訂依據及理

由 修正前 修正後 

第七條： 

取得或處分不動產及其他固定
資產之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及設
備，除與政府機構交易、自地
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
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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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
應符合下列規定： 
………。 

取得或處分不動產及其他固定資
產之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及設
備，除與政府機關交易、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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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並應符合下列規定： 
………。 

考量原條文意
旨僅為政府機
關，，酌修第
一項文字。 
 

第九條：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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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與政府機構交易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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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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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第 七 條 說
明。 

第 十 一
條： 

關係人交易
………。 
二、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
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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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
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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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關係人交易
………。 
二、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產，
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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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
賣公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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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項所稱國
內貨幣市場基
金，係指依證
券投資信託及
顧問法規定，
經金融監督管
理 委 員 會 許
可，以經營證
券投資信託為
業之機構所發
行之貨幣市場
基金，爰予以
修正。 

第 十 三
條： 

企業合併、分割、收購及股份
受讓 
一、 本公司辦理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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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 

企業合併、分割、收購及股份受讓 
一、 本公司辦理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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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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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 

考量公司依企
業併購法合併
其百分之百投
資之子公司或
其分別百分之
百投資之子公
司間合併，其精
神係認定類屬
同一集團間之
組織重整，應無
涉及換股比例
約定或配發股
東現金或其他
財產之行為，爰
放寬該等合併
案得免委請專
家就換股比例
之合理性表示
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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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內容 

修訂依據及理由
修正前 修正後 

第 十 四
條： 

資訊公開 
一、………。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

動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
或處分不動產外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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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
公債或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
貨幣市場基金，不在此
限。 

 
………。 
(四)除(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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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
下列情形不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
內外證券交易所或證券
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
證券買賣，或證券商於初
級市場認購及依規定認
購之有價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
貨幣市場基金。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
類屬供營業使用之設備
且其交易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易金額未達新臺幣
五億元以上。 
5.經營營建業務取得或
處分供營建使用之不動
產且其交易對象非為關
係人，交易金額未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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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預計投入之交
易金額未達新臺幣五億
元以上。 

資訊公開
一、………。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

動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
或處分不動產外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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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
公債或附買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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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類

屬供營業使用之設備，且
其交易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易金額並達下列規
定之一： 
1.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
幣一百億元，交易金額達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2.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一百億元以上，交易金額
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 

(五)、經營營建業務取得或處 
    分供營建使用之不動產 
    且其交易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易金額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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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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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買賣公債。 
 

1.第一項第一款
  修正理由同第
  十一條。 
2.取得或處分供
  營業使用之設
  備屬公司進行
  日常業務所必
  須之項目，考
  量規模較大之
  公司，如公告
  申報標準過低
  將導致公告申
  報過於頻繁，
  降低資訊揭露
  之重大性參 
  考，爰修正現
  行第一項第四
  款第四目，針
  對實收資本額
  達新臺幣一百
  億元以上之公
  開發行司，取
  得或處分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
  且交易對象非
  為關係人之公
  告標準提高為
  交易金額新臺
  幣十億元，並
  移列第一項第
  四款。 
3.現行第一項第
  四款第五目及
  第六目移列第
  一項第五款及
  第六款，現行
  第一項第四款
  移列第一項第
  七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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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內容 

修訂依據及理由 
修正前 修正後 

第 十 四
條： 

 

 

 

 

 

 

 

 

 

 

 

 

 

 

 

 

 

………。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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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全部

項目重行公告申報。 

………。 

 

2.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證 

  券交易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 

  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於 

  國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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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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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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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幣市場基金。 

 
 
 
 
………。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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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修正現行第一項第
  四款第二目規定，
  並移列第一項第七
  款第二目： 
   (1).鑑於以投資 
   為專業者於國內 
   初級市場取得募 
   集發行之通公司 
   債及未涉及股權 
   之一般金融債券 
   ，屬經常性業務 
   行為，且主要為 
   獲取利息,性質 
   單純，另其於次 
   級市場售出時， 
   依現行規範無需 
   辦理公告。 
   (2).依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規定 
   認購該興櫃公司 
   未掛牌有價證券 
   ，亦排除公告之適
   用範圍。 
5.現行第一項第四款
  第三目修正理由同
  第十四條，並移列
  第一項第七款第三
  目。 
6.明定公司依規定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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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修
  正第五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