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鈺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五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就位 

三、主席致開會詞 

四、報告事項 

五、承認事項 

六、討論事項 

七、選舉事項 

八、其他議案 

九、臨時動議 

十、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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鈺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五年股東常會議程 

 

一、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九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 

二、地點：台北縣林口鄉公園路 138 號（美雅士浮雕美術館） 

三、宣佈開會 

四、行禮如儀 

五、主席致開會詞 

六、報告事項 

（一）九十四年度營業概況報告。 

（二）監察人審查九十四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三）買回庫藏股之決議及執行情形報告。 

（四）資產減損情形報告。 

七、承認事項 

（一）承認九十四年度決算表冊案。 

（二）承認九十四年度虧損撥補案。 

八、討論事項 

（一）討論修訂公司章程案。 

（二）討論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三）討論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九、選舉事項 

（一）改選董事、監察人案。 

十、其他議案 

（一）討論解除董事競業行為禁止案。 

十一、臨時動議 

十二、散  會 



-3- 

報 告 事 項 

一、營業報告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大家好！ 

以下謹向各位股東報告本公司九十四年度之營業狀況：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如下： 

九十四年度全年營收新台幣 1,410,369 仟元，本期淨損 369,873 仟

元。 

(二)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財務收支情形： 

本公司九十四年度本期淨損 369,873 仟元。全年度營業活動現金淨

流入 800,602 仟元，投資活動現金淨流出 109,560 仟元，融資活動

現金淨流入 55,722 仟元。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淨增加 746,764 仟

元。期末現金與約當現金餘額 1,038,911 仟元。 

2.獲利能力分析：請參閱本年報第 51 頁之財務分析資料。 

(三)研究發展狀況：請參閱本年報第 36 頁之技術及研發概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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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買回庫藏股之決議及執行情形報告。 

 

說明： 

預計買回公司股份情形 

項 目 說 明 

董事會決議日期 94/10/20 

買回股份目的 轉讓股份予員工 

買回股份種類 普通股 

買回股份之總金額上限 新台幣 1,877,752,836 元 

預計買回期間 94/10/21~94/12/20 

預計買回數量 

（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比例） 

5,000,000 股 

2.40% 

預計買回區間價格 新台幣 4.32~10 元 

 

實際買回公司股份情形 

項 目 說 明 

買回期間 94/10/21~94/12/15 

買回數量 

（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比例） 

5,000,000 股 

2.40% 

買回總金額 新台幣 35,304,415 元 

平均每股買回價格 新台幣 7.0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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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產減損情形報告。 

 

本公司民國 94 年 12 月 31 日依「資產減損之會計處理準則」規定並

評估未來資產使用效益，認列之資產減損損失，明細如下： 

 

 金    額  

固定資產減損 $19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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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認 事 項 

第一案 

案 由：承認九十四年度決算表冊案，謹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本公司九十四年度營業報告書、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

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已編妥、有關財務報表並經致遠會計師事

務所佟韻玲及黃素珍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並

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及監察人審查完竣，謹提請 承認。（請參閱

本手冊第 13 頁－第 18 頁） 

決 議： 

 

 

第二案 

案 由：承認九十四年度虧損撥補案，謹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本公司九十四年度稅後淨損為新台幣 396,872,841 元，擬以期初

資本公積、法定盈餘公積、庫藏股和 CB 轉換公司債之資本公積

彌補該虧損，彌補後累積虧損為零。九十四年度虧損撥補表如

下： 

鈺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四年度虧損撥補表 
單位：新台幣元 

金     額 
項         目 

小  計 合  計 

期初餘額  $63,530,506 

減：本年度虧損 $(396,872,841)  

待擬撥補虧損  （333,342,335) 

加：法定盈餘公積彌補虧損 158,828,366  

  以庫藏股之資本公積彌補虧損 4,022,216  

以 CB 轉換公司債之資本公積彌補虧損 170,491,753  

彌補後累積虧損  $0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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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事 項 

第一案 

案 由：討論修訂公司章程案，提請 公決。(董事會提) 

說 明：一、配合業務需要，擬修訂本公司章程第十四條、第十八條、第

二十九條及第三十五條。 

二、修正前後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19 頁。 

決 議： 

 

 

第二案 

案 由：討論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提請 公決。（董事會

提） 

說 明：一、為配合公司業務需求，擬修訂本程序第一條、第三條、第四

條、第六條、第十二條及第十四條。 

二、修正前後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20 頁～第 22 頁。 

決 議： 

 

 

第三案 

案 由：討論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提請 公決。（董事會提） 

說 明：一、依金管會金管證六字第 0940006026 號及公司業務需求，修

訂本程序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第八條、第十二條及第

十四條。 

二、修正前後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23 頁～第 26 頁。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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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舉 事 項 

案 由：改選董事、監察人案，敬請 選舉。(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現任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至九十五年六月十六日屆滿，

為配合公司經營之需要，全體董事、監察人均同意提前於九

十五年六月九日改選後解任。 

二、依公司章程第十八條規定，應選董事九人，監察人二人，任

期三年，自九十五年六月九日至九十八年六月八日止。 

三、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係採用單記名累積選舉法。 

四、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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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議 案 

案 由：討論解除董事競業行為禁止案，提請 公決。(董事會提) 

說 明：一、為配合實際需要，本公司擬解除本次新選任之董事及其代表

人可為自己或他人從事屬於本公司營業範圍以內之行為，不

受公司法第二０九條之限制。 

二、謹提 公決。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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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時 動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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鈺德科技股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修正理由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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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股東每持有一股有一

表決權。 

 

配合公司法

修訂。 

第十八條 本公司設董事九人，監察人二

至三人，均由股東會就有行為

能力之人中選任之，任期均為

三年，連選均得連任。 

本公司設董事九人，監察人

三人，均由股東會就有行為

能力之人中選任之，任期均

為三年，連選均得連任。 

配合業務需

要。 

第二十九條 本公司經理人之委任、解任及

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

辦理，其職權授權董事會決議

之。 

本公司經理人之委任、解任

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

規定辦理。 

新增訂經理

人 職 權 規

範。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三年五

月九日。（餘略）第十二次修

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九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三年

五月九日。（餘略）第十一

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

二十日。 

增列修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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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理由

第一條 本公司資金貸與以下對象悉依本

程序之規定辦理。 

(一）本公司有業務往來的公司或

行號。 

(二）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的公

司或行號。融資金額係指本

公司短期融通資金之累計餘

額且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

百分之二十。所稱短期，係

指一年或一營業週期(以較

長者為準)之期間。 

本公司資金貸與以下對象悉依本

程序之規定辦理。 

(一）本公司有業務往來的公司或

行號。 

(二）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的公

司或行號。融資金額係指本

公司短期融通資金之累計餘

額且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

百分之十。所稱短期，係指

一年或一營業週期(以較長

者為準)之期間。 

依業務需

要。 

第三條 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

額： 

本公司總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淨值的百分之二十為限。 

資金貸與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

號者，貸與總金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淨值的百分之十為限，而個別

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業務往

來金額且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

之十為限。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

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

者。 

資金貸與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

公司或行號，貸與總金額以不超

過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十為限，

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

值百分之十為限。 

本公司持股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

公司因業務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

金之必要者其貸與上限為百分之

二十。 

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

額： 

本公司總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淨值的百分之十為限。 

資金貸與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

號者，貸與總金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淨值的百分之五為限，而個別

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業務往

來金額且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

之三為限。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

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

者。 

資金貸與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

公司或行號，貸與總金額以不超

過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五為限，

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

值百分之三為限。 

依業務需

要。 

 

第四條 資金貸與期限、計息方式、已貸

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及逾期債

權處理程序： 

(一）資金貸與期限以一年為限，

如因業務往來而資金貸與他

人者，得經董事會同意後，

依實際狀況需要延長貸與期

限。其計息方式不得低於本

公司向金融機構短期借款之

最高利率並按月計息。 

資金貸與期限、計息方式、已貸

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及逾期債

權處理程序： 

資金貸與期限以一年為限，其計

息方式不得低於本公司向金融機

構短期借款之最高利率並按月計

息。 

貸款撥放後，應經常注意借款人

及保證人之財務、業務以及相關

信用狀況等，如有提供擔保品

依業務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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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理由

(二）每筆資金貸與期限、金額、

延展或額度之增減須依公司

法及相關規定，經董事會同

意後，依實際狀況需要辦

理。 

(三）本公司貸款利息之計收，以

每月繳息一次為原則，如遇

特殊情形，得經董事會同意

後，依實際狀況需要予以調

整。 

(四）貸款撥放後，應經常注意借

款人及保證人之財務、業務

以及相關信用狀況等，如有

提供擔保品者，並應注意其

擔保價值有無變動情形，遇

有重大變化時，應立刻通報

董事長，並依指示為適當之

處理。 

(五）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應還清

本息，如到期未能償還而需

延期者，需事先提出請求，

報經董事會核准後為之，違

者本公司得就其所提供之擔

保品或保證人，依法逕行處

分及追償。 

者，並應注意其擔保價值有無變

動情形，遇有重大變化時，應立

刻通報董事長，並依指示為適當

之處理。 

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應還清本

息，如到期未能償還而需延期

者，需事先提出請求，報經董事

會核准後為之，每筆延期償還以

不超過三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違者本公司得就其所提供之擔保

品或保證人，依法逕行處分及追

償。 

第六條 公告申報程序 

（一） 每月 10 日前將本公司及

子公司上月份資金貸與餘

額輸入主管機關所指定的

網站。 

（二） 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

餘額達下列標準之一者，

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

內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

行者由母公司代公告申

報，其淨值計算標準以母

公司為準） 

1.資金貸與他人之餘額達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或依本款規定辦理公告

申報後，其餘額每增加

逾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本公司應於每月 10 日前將本公司

及子公司上月份資金貸與餘額輸

入證期會所指定的網站。 

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餘額達

下列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

之日起二日內輸入公開資訊觀測

站：（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

者由母公司代公告申報，其淨值

計算標準以母公司為準） 

(一)資金貸與他人之餘額達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二十以上者，或依本款規定

辦理公告申報後，其餘額每

增加逾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二者。 

(二)對單一企業資金貸與餘額達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十以上者，或依本款規

定辦理公告申報後，其餘額

修訂主管

機 關 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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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理由

淨值百分之二者。 

2.對單一企業資金貸與餘

額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十以上

者，或依本款規定辦理

公告申報後，其餘額每

增加逾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二者。

3.因業務關係對企業資金

貸與，其貸與餘額超過

最近一年度與其業務往

來交易總額者，或依本

款規定辦理公告申報

後，其餘額每增加逾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二者。 

每增加逾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二者。 

(三)因業務關係對企業資金貸

與，其貸與餘額超過最近一

年度與其業務往來交易總額

者，或依本款規定辦理公告

申報後，其餘額每增加逾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二者。 

第十二條 本公司經理人及主辦人員若違反

主管機關資金貸與他人之相關規

定及本作業程序時，依本公司

「員工獎懲辦法」之規定予以懲

處，但能合理說明已於事前防範

者，不在此限。違規記錄並將作

為年度個人績效考核之參考。 

 

本公司相關承辦人員違反本處理

程序時，視其違反情節，初次違

反者應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

書面警告，並強制參加公司內部

之內控制度訓練課程，累犯或情

節重大者應予調職。違反規定人

員之上級主管亦應接受處罰，但

能合理說明已於事前防範者，不

在此限。違規記錄並將作為年度

個人績效考核之參考。 

配 合 內

控。 

第十四條 本處理程序訂於民國八十八年八

月。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

三月八日。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

十二年六月十七日。第三次修訂

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九日。 

本處理程序訂於民國八十八年八

月。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

三月八日。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

十二年六月十七日。 

增訂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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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理由

第二條 1、 本公司所為背書保證對象為 

（1）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2）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之股份超過 50%之公

司。 

（3）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

表決權之股份超過 50%

之公司。 

2、 基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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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前項規定之

限制，得為背書保證。 

1、 本公司所為背書保證對象為

（1）有業務往來之公司（2）

直接持有普通股股權超過 50%

的子公司（3）母公司與子公

司持有普通股股權合計超過

50%的被投資公司（4）對公司

直接或經由子公司間接持有普

通股股權超過 50%的母公司。 

2、 基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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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前項規定之

限制，得為背書保證。 

依金管會金

管證六字第

0940006026

號函辦理。

第四條 1、 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金額不得

超過本公司當期淨值之百分之

二十，其中對單一企業之背書

保證限額不得超過本公司當期

淨值百分之十，本公司直接及

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

50% 之公司其背書保證限額為

不得超過本公司淨額百分之二

十，當期淨值以最近經會計師

簽證之報表所載為準。 

2、 因業務往來關係而為背書保

證，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金額

不得超過雙方最近一年業務往

來之金額。且基於風險考量背

書保證金額不得超過前款對單

一企業背書保證之限額。所稱

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

貨、銷貨金額孰高者。 

3、 因業務需要而有超過所定額度

之必要時，應經董事會同意並

由半數以上的董事對公司因超

限可能產生的損失具名聯保，

並修正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報

經股東會追認之；股東會不同

意時應訂定於一定期限內消除

超限部份。 

4、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

1、 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金額不得

超過本公司當期淨值之百分之

二十，其中對單一企業之背書

保證限額不得超過本公司當期

淨值百分之十，當期淨值以最

近經會計師簽證之報表所載為

準。 

2、 因業務需要而有超過所定額度

之必要時，應經董事會同意並

由半數以上的董事對公司因超

限可能產生的損失具名聯保，

並修正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報

經股東會追認之；股東會不同

意時應訂定於一定期限內消除

超限部份。 

3、 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

證對象背書不符規定或金額超

限時，應訂定改善計畫，並將

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 

依業務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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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理由

證對象背書不符規定或金額超

限時，應訂定改善計畫，並將

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 

第五條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應先

經董事會決議，但董事會得授權

董事長於伍仟萬元內決行，並應

於事後報經董事會追認。另若設

有獨立董事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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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列入董

事會紀錄。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應先

經董事會決議，但董事會得授權

董事長於一定金額內決行，並應

於事後報經董事會追認。另若設

有獨立董事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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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列入董

事會紀錄。 

依業務需

要 

第八條 背書保證辦理程序及公告申報程

序 

1、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申請或註

銷時，應由經辦部門評估其必

要性及合理性、對象之徵信及

風險評估、對本公司之營運風

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

響，以及是否應取得擔保品及

擔保品之價值評估等，後填具

背書保證申請單，敘明背書保

證公司、對象、種類、理由及

金額，會財務財審查後，提報

董事會決議後辦理，或董事會

依第五條規定授權董事長於伍

仟萬元額度內決行，事後再報

經之董事會追認。 

2、財務部應就背書保證事項建立

備查簿，就背書保證對象、金

額、董事會通過或董事長決行

日期、背書保證日期及本程序

應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3、背書保證解除時，被背書保證

公司應備文件通知本公司經辦

部門辦理，經辦部門應填具背

書保證註銷單會財務部。財務

部應隨時將註銷背書保證記入

背書保證備查簿，以減少背書

保證之金額。 

4、 財務部應於每月 10 日前公告

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個月份

背書保證辦理程序及公告申報程

序 

1、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申請或註

銷時，應由經辦部門評估其必

要性及合理性、對象之徵信及

風險評估、對本公司之營運風

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

響，以及是否應取得擔保品及

擔保品之價值評估等，呈請董

事長決行。 

2、財務部門應就背書保證事項建

立備查簿，就背書保證對象、

金額、董事會通過或董事長決

行日期、背書保證日期及本程

序應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

查。 

3、財務部門應於每月 10 日前公

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個月

份背書保證餘額並輸入證期會

指定之網站。 

4、本公司背書保證金額如達下列

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

起二日內輸入證期會指定之網

站：（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

行者由母公司代公告申報，其

淨值計算標準以母公司為準） 

（1）背書保證總額達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50%

以上者。或依本款規定

辦理公告申報後，其餘

配合主管

機關更名

及業務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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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理由

背書保證餘額並輸入主管機關

會指定之網站。 

5、 本公司背書保證金額如達下列

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

起二日內輸入金管會指定之網

站：（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

行者由母公司代公告申報，其

淨值計算標準以母公司為準）

（1）背書保證總額達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50%

以上者。或依本款規定

辦理公告申報後，其餘

額每增加逾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 5%以上

者，應再辦理公告申

報。 

（2）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

額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 20%以上者。或

依本款規定辦理公告申

報後，其餘額每增加逾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 5%以上者，應再辦理

公告申報。 

（3）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

額達新台幣 1,000 萬元

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

金額、長期投資金額及

資金貸放金額合計達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30%以上者。或依本款規

定辦理公告申報後，其

餘額每增加逾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 5%以上

者，應再辦理公告申

報。 

（4）因業務關係而對企業背

書保證，其餘額超過最

近一年度與其業務往來

交易總額。或依本款規

定辦理公告申報後，其

額每增加逾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 5%以上

者，應再辦理公告申

報。 

（2）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

額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 20%以上者。或

依本款規定辦理公告申

報後，其餘額每增加逾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 5%以上者，應再辦理

公告申報。 

（3）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

額達新台幣 1,000 萬元

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

金額、長期投資金額及

資金貸放金額合計達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30%以上者。或依本款規

定辦理公告申報後，其

餘額每增加逾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 5%以上

者，應再辦理公告申

報。 

（4）因業務關係而對企業背

書保證，其餘額超過最

近一年度與其業務往來

交易總額。或依本款規

定辦理公告申報後，其

餘額每增加逾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 5%以上

者，應再辦理公告申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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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理由

餘額每增加逾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 5%以上

者，應再辦理公告申

報。 

第十二條 本公司經理人及主辦人員若違反

主管機關背書保證之相關規定及

本作業程序時，依本公司「員工

獎懲辦法」之規定予以懲處，但

能合理說明已於事前防範者，不

在此限。違規記錄並將作為年度

個人績效考核之參考。 

本公司相關承辦人員違反本處理

程序時，視其違反情節，初次違

反者應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

書面警告，並強制參加公司內部

之內控制度訓練課程，累犯或情

節重大者應予調職。違反規定人

員之上級主管亦應接受處罰，但

能合理說明已於事前防範者，不

在此限。違規記錄並將作為年度

個人績效考核之參考。 

配合內控

第十四條 本處理程序訂於民國 88 年 8 月。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92 年 8 月。第

二次修訂於民國 95 年 6 月。 

本處理程序訂於民國 88 年 8 月。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92 年 8 月。 

增列本次

修 訂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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鈺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定名為鈺德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1. 電腦資訊系統之設計及其技術諮詢顧問業務。 

2. 電腦軟、硬體及其零組件之買賣、研究、開發、經銷及

進出口業務。 

3. 電子音響器材及其零組件之買賣進出口業務。 

4. 光碟片、錄影節目帶、影碟片之製作、發行、銷售。 

5. 前各項有關國內外產品之代理、報價、投標業務。 

6. C805030 塑膠日用品製造業。 

7. C805050 工業用塑膠製品製造業。 

8. CC01050 資料儲存及處理設備製造業。 

9.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10.F113050 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11.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12.F113020 電器批發業。 

13.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14.I401010 一般廣告服務業。 

15.I601010 租賃業。 

16.C701010 印刷業。 

17.CB01020 事務機器製造業 。 

18.CC01030 家用電器製造業。 

19.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20.F213030 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 

21.CE01010 一般儀器製造業。 

22.F207140 塑膠原料零售業。 

23.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24.F109040 玩具、娛樂用品批發業。 

25.F209030 玩具、娛樂用品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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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F213010 電器零售業。 

27.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28.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29.J303010 雜誌業。 

30.J304010 圖書出版業。 

31.J305010 有聲出版業。 

32.F209050 包裝材料零售業。 

33.F109060 包裝材料批發業。 

34.H703010 廠房出租業。 

35.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之一條：本公司為業務需要得為關係企業或往來之公司保證。 

第二之二條：本公司得視業務上之必要對外轉投資，且得經董事會決議為

他公司有限責任股東其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規定有

限轉投資額度之限制。 

第  三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桃園縣龜山鄉必要時得經董事會決議得在

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第  四  條：刪除。 

第二章  股  份 

第 五 條：本公司資本額定為新台幣參拾柒億元，分為參億柒仟萬股，

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分次發行之；配合台灣證券集中保

管股份有限公司之請求，可換發大面額股票。前項資本總額

中於新台幣參仟萬元範圍內提供發行認股權憑證，共計參佰

萬股，每股新台幣壹拾元，得授權董事會視業務需要分次發

行之。 

第 六 條：本公司股票以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並加蓋總

公司圖記編號依法經主管機關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發行之

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 七 條：股東應將真實姓名、住所報明本公司並填具印鑑卡交本公司

存查，如有變更時亦同，凡領取股息、紅利，或與本公司之

書面接洽及行使他一切權利時均以該項印鑑為憑，印鑑如有

遺失須依主管機關所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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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刪除。 

第 九 條：刪除。 

第 十 條：刪除。 

第 十一 條：每屆股東常會前六十日內，臨時會前三十日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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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更

名過戶。 

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 十二 條：本公司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召開股東常會

一次，如遇必要時得依法召開股東臨時會。股東常會之召集

應於三十日前，臨時會應於十五日前，由董事會將開會日期

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 

第 十三 條：本公司股東會之主席由董事長擔任，遇董事長缺席時由董事

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未指定時由常務董事中互推一人

代理之。 

第 十四 條：本公司股東每持有一股有一表決權。 

第 十五 條：股東因事不能親自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

書，加蓋存留本公司之印鑑，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

席。 

第 十六 條：本公司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

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並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 

第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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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於持有記名股票

未滿一千股之股東，得以公告方式為之。議事錄應記載議事

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議事錄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

存。 

出席股東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之委託書，其保存期限至少一

年。 

第四章  董事、監察人 

第 十八 條：本公司設董事九人，監察人三人，均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

之人中選任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均得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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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九 條：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或監察人全體解任時，董事會應於六十

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其任期以補原任之期限為限。 

第 二十 條：董事監察人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

董事監察人就任為止。 

第二十一條：董事組織董事會，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

數之同意，互推常務董事三人，並依同一方式，由常務董事

互推董事長一人，並依照法令、章程、股東會、董事會之決

議執行本公司一切事務。 

第二十二條：本公司經營方針及其他重要事項，以董事會決之，董事會除

每屆第一次董事會依公司法第二０三條規定召集外，其餘董

事會及常務董事會均由董事長召集並任為主席，董事長不能

執行職務時，其代理依公司法二 0八條規定辦理。 

第二十三條：本公司除依公司法外，如有下列事項應先經董事會議通過後

行之。 

1.修定公司章程之擬定。 

2.年度預算之核可及年度決算之審議，含年度業務計劃之審

議與監督執行。 

3.公司轉投資其他事業或股份之讓受，其金額在壹仟萬元

(含)以上之核可，但其金額在壹仟萬元以下得授權董事長

先執行，於事後最近一次董事會報備。 

4.公司簽證會計師之選聘、解聘。 

5.公司財產或營業之全部或其重要部份之典讓、出售、出

租、出質、抵押或為其他方式之處分之擬議。 

6.公司向金融機構或第三人申請融資、保證、承兌及其他任

何授信、舉債其金額在參仟萬元(含)以上之核可，但其金

額在參仟萬元以下者，應於事後最近一次董事會報備。 

7.超過伍仟萬元(含)以上之資本性支出之核可，但其金額在

伍仟萬元以下者，準用前款但書之規定。 

8.以公司名義為背書、保證等事宜依背書保證辦法辦理。 

9.公司與關係人(包括關係企業)間重大交易事項之核可。 

10.金額超過壹仟萬元以上之專門技術及專利權之取得、出

讓、授與承租及技術合作契約之核可、修定及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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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重要合約或其他重大事項之核可。 

第二十四條：董事會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須有董事過半數之出席，

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董事因故不能出席時，得出

具委託書，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

席董事會，但以一人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二十五條：董事會議至少應每三個月召開一次。視需要得隨時召開之。

董事會休會時，由常務董事以集會方式經常執行董事會職

權，由董事長隨時召集，以半數以上常務董事之出席，及出

席過半數之決議行之。 

第二十六條：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

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董事，議事錄應記載議事經過

之要領及其結果，議事錄應與出席董事之簽名簿及其代理出

席之委託書，一併保存於本公司。 

第二十七條：監察人單獨依法行使監察權外，並得列席董事會議，但不得

加入表決。 

第二十八條：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執行公司業務時，不論營業盈虧，公

司得支給報酬，其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

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同業通常之水準議定之。 

第二十八條之一：本公司得為全體董事、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以保障全

體股東權益並降低公司經營風險。 

第五章  經理及職員 

第二十九條：本公司經理人之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

辦理。 

第 三十 條：本公司得經董事會依章程第二十四條規定決議，聘請顧問或

其他重要職員。 

第六章  決  算 

第三十一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依照公司法第二百二

十八條規定之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交監察人查核，

提交股東會請求承認，若資本額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數額以

上時，並應依公司法第二十條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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鈺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 一 條、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除適用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之規定外，

應依本規則行之。 

第 二 條、 本規則所稱之股東，係指股東本人及股東委託出席之代表。 

第 三 條、 出席股東請配帶出席證，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其股權數依繳

交之簽到卡計算之。 

第 四 條、 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法人

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人出席股東會時，對於同一議案，僅

得推由一人發言。 

第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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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代理依公司法之規

定辦理。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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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六 條、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佈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主席得宣告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兩

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長兩次仍不足額而

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照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為假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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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會表決。 

第 七 條、 股東會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開會時依照議程排定之程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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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不得逕行宣佈散會。 

會議經決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

行開會。 

第 八 條、 出席股東發言時，須以發言條填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

席編號）及戶名，由主席指定其發言順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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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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條、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或代理人）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

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出

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第 十 條、 討論議案時，主席得於適當時間宣告討論終結，必要時並得宣

告停止討論並由主席提付表決。 

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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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案之表決，以出席股東及代理人代表之表決權數過半數之同

意通過之，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

與投票表決相同。 

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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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 表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權決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 

第十五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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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股東身份。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記錄。 

第十六條、 會議進行中，如遇空襲警報、地震、火災等重大災等重大災害

時，即停止開會，各自疏散，俟狀況解除後一小時，由主席宣

佈開會時間。 

第十七條、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制序。糾察員

（或保全人員）在現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帶「糾察員」字

樣臂章。 

第十八條、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告休息。 

第十九條、 股東會之開會過程本公司將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

年。 

第 廿 條、 本規則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相關法令及本公司章程之規定

辦理。 

第廿一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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鈺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第 一 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改選與補選，均依本辦法辦理

之。 

第 二 條： 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單記名累積選舉法。 

第 三 條： 選任董事及監察人時，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或監察人人數

相同之選舉權，且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第 四 條： 董事及監察人依本公司章程所規定之名額或應改選及補選之名

額，由所得選票數較多者分別當選董事或監察人。如有二人或

二人以上所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所得選票數相

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第 五 條： 同時當選為董事及監察人之股東，應自行決定擔任董事或監察

人，但不得兼任，未於當選時之股東會會場自行決定者，由主

席依董事、監察人順序代為決定，其遺缺由原票選次多數之被

選人遞補。 

第 六 條： 選票由董事會印製，按應選出之董事及監察人名額，以每一選

舉人使用一張選票之單記名方式送發各股東，每張選票上按各

該股東所持有股數載明應有之選舉權數。 

第 七 條：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案，各設投票票櫃一個，由董事會製備之，

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 八 條： 本公司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均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法人股

東派有代表人時，應事先以書面提出並記載於股東名簿。選舉

人之記名得以選舉票上所印之出席證號碼替代之。 

第 九 條： 選舉人填寫選舉票時，應以毛筆、鋼筆、或原子筆於『被選舉

人』欄填明被選舉人之股東戶號及姓名（非股東身份者加註身

分證字號），然後投入票櫃內，惟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

時，應填明股東戶號、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

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第 十 條： 選舉開始前，由主席指定監票員、記票員各若干人，執行有關

監票、計票事務。 

第十一條： 選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概視作廢票： 

一、非使用本辦法之選票。 

二、以空白之選舉票投入票櫃或未載明本辦法第六條，第九條

規定之必要條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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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填寫字跡模糊不清致無法辨認之選舉票。 

四、所填被選舉人姓名、股東戶號或法人股東、其代表人名稱

與股東名簿所記載者有任何不符及漏填情事者；所填被選

舉人如非股東身份者，其姓名、身分證字號經核對不符

者。 

五、同一選票填列被選舉人二人以上者。 

六、除填寫被選舉人姓名、股東戶號、被選舉人之職位外，夾

寫其他混淆該選舉票意義之其他圖文、符號或不明事物

者。 

七、已填寫之被選舉人姓名、戶號、及被選舉權數中任何一項

經予塗改之選票。 

八、未依規定時間投入票櫃者。 

第十二條： 投票完畢後，應即於監票人監督下當眾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

當場宣佈。 

第十三條： 如遇被選出之全體董事，監察人所持有記名股票總額不足規定

成數時，由主席徵求股東意見按照左列之一處理： 

一、依公司法第一八二條規定，經股東會之決議，在五日內延

期或續行集會重行選舉。 

二、不足股份，得由全體選出董事或監察人協議向主管機關承

諾在一個月內補足之，逾期未能補足時，依民法第七十一

條之規定，其當選無效，並以召開股東臨時會重行選舉。 

第十四條： 當選之新任董事或監察人由本次股東會主席或本公司董事會分

別發給當選通知書。改選時由當選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數最多

董事，於改選後十五日內召集本屆第一次董事會。 

第十五條： 選舉進行時，如遇空襲警報，即停止選舉，各自疏散，俟警報

解除後一小時，繼續進行。 

第十六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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鈺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監察人名單及其持有股數 

停止過戶日：95 年 4 月 11 日 

職 稱 姓 名 持有股數 

董事長 張 昭 焚 1,440,834

常務董事 葉 垂 景 801,403

常務董事 

董 事 

董  事 

董  事 

錸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葉 進 泰 

葉 垂 昇 

楊 慰 芬 

姚 鍾 志 

33,843,041

董 事 周 天 佑 734,895

獨立董事 粟 明 德 0

獨立董事 簡 慶 文 0

監察人 
中原國際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潘 燕 民 
2,326,774

獨立監察人 吳 曉 雲 0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 36,820,173
合計 

全體監察人持有股數 2,326,774

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   12,000,000 股 

全體監察人最低應持有股數：  1,200,000 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