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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 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 

 

民國 102 年，是茂林光電力求突破的一年，正當 TV 市場往直下式靠攏的同時，茂林

側入式 LED 導光板的出貨量仍有年增 3 成的好表現。雖然整體的營收及獲利較 101 年度略

微下滑，但擴大產品線多元應用的機會卻已悄然浮現，除車載、家電、IT 產業之外，還有

時下最夯的穿戴式裝置等等，都是茂林光電的導光板更多元化應用與發展的舞台。 

茂林光電長期策略將持續不斷的投入更多光學技術之研發，與擴展更寬廣的產品應用

領域，期許打造茂林光電成為一個穩定且能永續經營的國際級公司。 

一一一一、、、、財務表現財務表現財務表現財務表現：：：： 

本公司民國 102 年全年度合併營收為新台幣 44 億 4 仟 6 佰萬餘元，平均毛利率為 21%；

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2 億 1 仟 7 佰萬餘元，稅後盈餘為每股新台幣 1.57 元。 

二二二二、、、、技術及研發概況技術及研發概況技術及研發概況技術及研發概況：：：： 

102 年度之研發成果：1. LED TV 擴散式導光板押出製程開發 

2.超薄 IT 用導光板開發 

3.車載導光板產品開發 

面對全球市場對直下式 TV 需求激增的壓力，本公司積極開發的擴散式導光板應用技

術，除了厚度比傳統的直下式更薄之外，更可減少 LED 顆數，以此更輕、薄、節能的領先

技術及成本降低的優勢，期望能取代傳統直下式成為下一波 TV 應用的主流。 

掌握關鍵製程與導光技術，新產品的開發，如 IT 產業、車載裝置等，將可達到光學

應用的最佳化、且符合節能省電之最高標準。 

三三三三、、、、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 

目前在世界各國積極推動環保節能政策趨勢下，低效率、高能耗的光源將逐步被高效

率、低能耗、低成本的光源所取代。預期未來導光板應用產品的相關需求將會持續成長。

除 LED TV 之外，舉凡資訊、車載、照明與通訊等消費性 3C 產品導光板的終端應用，皆

為茂林積極搶佔的市場。 

今年茂林將持續擴增 TV 導光板的生產線，提高產能以滿足市場需求，預期推升 TV

導光板出貨數量 10%以上的成長、並達到滲透率 15%的目標。 

           董事長：李滿祥               經理人：王清霖            會計主管：陳靜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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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二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茂林光電科技(開曼)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二年度合併財務報表(含合併資產負債表、合併綜合

損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合併現金流量表等)，業經致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庭銘、

楊建國會計師查核竣事，認為足以允當表達本公司之財務狀況、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

情形。本審計委員會對於前述財務報表連同營業報告書等議案，經審查認為尚無不合，

爰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繕具報告。敬請   鑒察。 

 

 

 

    此  致 

 

茂林光電科技(開曼)股份有限公司一○三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張佳瑜 

 

 

 

 

 

 

 

 

 

 

 

中華民國       一○三     年      三      月    十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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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林光電科技(開曼)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茲准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二年度盈餘分派之議案，經審查認為尚無不

合，爰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繕具報告。敬請   鑒察。 

 

 

  此  致 

 

茂林光電科技(開曼)股份有限公司一○三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張佳瑜 

 

 

 

 

 

 

 

 

 

 

 

中華民國       一○三     年      四      月    三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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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一○二年第一次買回本公司股份轉讓員工辦法 

 

茂林光電科技(開曼)股份有限公司 

一○二年第一次買回本公司股份轉讓員工辦法 

第一條 目的 

本公司為激勵員工及提昇員工向心力，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項第

一款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發佈之「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

法」等相關規定，訂定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予員

工，除依有關法令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二條 轉讓股份權利內容及受限情形 

本次轉讓予員工之股份為普通股，其權利義務除有關法令及本辦法另有規定外，

與其他流通在外普通股相同。 

第三條 轉讓期間 

本次買回之股份，得依本辦法之規定，自買回股份之日起三年內，一次或分次轉

讓予員工。 

第四條 受讓人之資格 

凡於認股基準日前到職滿六個月之本公司及持股 100%之從屬公司之正式員工，對

公司有特殊貢獻經提報本公司董事長同意之本公司及持股 100%之從屬公司員

工，得依本辦法第五條所訂定認購數額，享有認購資格。受讓之對象於員工認股

基準日至認購繳款截止日期間離職(或留職停薪)者，喪失認購資格。  

第五條 員工受讓股數之訂定 

本公司考量員工職務與職責及對公司之特殊貢獻，並能與公司長期發展等標準，

訂定員工受讓之股數，並呈報本公司董事長核決之。 

第六條 轉讓之程序 

1. 依董事會之決議、公告、申報並於執行期限內買回本公司股份。 

2. 公司董事長依本辦法訂定及公佈員工認股基準日、可認購股數標準、轉讓價格、

認購繳款期限、權利內容等作業事項。 

3. 統計實際認購繳款股數、辦理股票轉讓過戶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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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每股轉讓價格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以實際買回之平均價格為轉讓價格。惟在轉讓前，如

遇有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增加，應按發行股份增加比率調整之。 

第八條 轉讓後之權利義務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並辦理過戶登記後，除另有規定外，餘權利義務與原有

股份相同。 

第九條 其他 

本辦法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生效，修訂時亦同；並提股東會報告。 

(2)一○二年第一次買回本公司股份執行情形如下： 

 

買 回 目 的 轉讓予員工 

買 回 期 間 102年12月16日至103年1月27日 

已 買 回 股 份 種 類 及 數 量 普通股 10,000,000 股 

本 次 平 均 每 股 買 回 價 格 33.05元 

已 買 回 股 份 金 額 新台幣 330,512,103元 

已辦理銷除及轉讓之股份數量 0 股 

累 積 持 有 本 公 司 股 份 數 量 10,000,000 股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占 

已 發行股份總數 比 率（ %） 
7.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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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一○二年度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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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二年度盈餘分派表 

茂林光電科技(開曼)股份有限公司 

一○二年度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956,019,365 

加: IFRS 轉換調整淨額 43,145,551 

調整後期初未分配盈餘 999,164,916 

加:本期稅後淨利 217,069,390 

本期確定福利計劃之精算損失 (1,039,149) 

累計可供分配盈餘 $1,215,195,157 

分派項目 

股東現金股利(每股配發現金股利 1 元) (128,733,091) 

期末未分配盈餘 $1,086,462,066 

註 :  

 
 1. 本次現金股利係依本公司 103 年 3 月 31 日流通在外股數 128,733,091 股計算，每股配發

現金股利新台幣 1 元。 

2. 配發員工現金紅利美金 365,579 元及董事酬勞美金 109,674 元。 

 
            

董事長：李滿祥           經理人：王清霖            會計主管：陳靜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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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茂林光電科技(開曼)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Special Resolution” 

“特別決議特別決議特別決議特別決議”  

means a resolution passed by a majority 

of not less than two-thirds of votes cast 

by such members as, being entitled so to 

do, vote in person or, where proxies are 

allowed, by proxy at a general meeting of 

which notice specifying the intention to 

propose the resolution as special 

resolution has been duly given. 

指在股東會召集通知中已載明該決議

擬以特別決議表決之議案，經有權親自

投票或由代理人投票(如允許委託代理

人時)之股東，於股東會行使其表決權

後，以不少於三分之二之多數而通過之

決議。 

“Special Resolution” 

“特別決議特別決議特別決議特別決議” 

means a resolution passed by a majority 

of not less than two-thirds of votes cast 

by such Members as, being entitled so to 

do, vote in person or, where proxies are 

allowed, by proxy at a general meeting of 

which notice specifying the intention to 

propose the resolution as special 

resolution has been duly given. 

指經有權於該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之股

東表決權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決

議，該股東得親自行使表決權或委託經

充分授權之代理人（如允許委託代理

人）代為行使表決權;股東會召集通知中

應載明該決議係特別決議。 

 

 

 

 

為臻明確，酌做中

文翻譯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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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茂林光電科技(開曼)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程序中之「資產」應包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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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權、

營建業之存貨)及設備。 

 

        以下  略 

第一條  本程序中之「資產」應包

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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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營建業之存貨）

及其他固定資產。 

 

以下  略 

 

配合採用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修正第二

項之文字 

第二條  本程序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二 略 

三、關係人、子公司：應依證券發

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

定之。 

 

 

 

四、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

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

設備估價業務者。 

五、事實發生日：指交易簽約日、

付款日、委託成交日、過戶日、

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

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

期孰前者。但屬需經主管機關

核准之投資者，以上開日期或

接獲主管機關核准之日孰前者

為準。 

六、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部投

資審議委員會在大陸地區從事

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規定

從事之大陸投資。 

第二條  本程序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二 略 

三、 關係人：指依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下

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

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六

號所規定者。 

四、 子公司：指依會計研究發展

基金會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

報第五號及第七號所規定者。 

五、 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

價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

產、其他固定資產估價業務者。 

六、 事實發生日：指交易簽約

日、付款日、委託成交日、過

戶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

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

日等日期孰前者。但屬需經主

管機關核准之投資者，以上開

日期或接獲主管機關核准之日

孰前者為準。 

七、 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部

投資審議委員會在大陸地區從

配合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酌做文字

修正。 



 

- 17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規

定從事之大陸投資。 

 

第七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之

處理程序 

第一~二項  略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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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叁億元以上者，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先取得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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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交

易條件變更者，亦應比照

上開程序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拾億

元以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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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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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

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

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第七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

固定資產之處理程序 

第一~二項  略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其他固定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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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器設備外，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叁億元

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先取得專業估價者

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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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交易

條件變更者，亦應比

照上開程序辦理。 

(二)、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拾

億元以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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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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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洽請會計師依會

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

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

配合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酌做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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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以下  略 

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

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

意見： 

 

     以下  略 

 

第九條  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一、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

處分資產，除應依第七條、

第八條、本條、第十條及第

十一條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

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

事項外，交易金額達公司總

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

依前節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

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

見。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

應依第十之一條規定辦理。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

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

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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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並提董事會決議後，始得簽

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並

適用本程序第六條第二項及

第三項之規定： 

(一)、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

的、必要性及預計效

益。 

(二)、 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

第九條  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一、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資產，除應依第七條、第

八條、本條、第十條及第十

一條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

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

項外，交易金額達公司總資

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依

前節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

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

見。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

應依第十之一條規定辦理。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

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

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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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將下列資料，提交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後，

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

項，並適用本程序第六條第

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 

 

 

 

(一)、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

目的、必要性及預

計效益。 

(二)、 選定關係人為交易

1.鑒於公司向關係

人買賣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等資產，主係為

獲取穩定利息，風

險性偏低，爰明定

免於事前將相關

資料提交董事會

通過及審計委員

會承認之除外規

定。 

 

 

2.配合我國採用國

際 財 務 報 導 準

則，修正第二項有

關營業使用機器

設備之文字。 

 

 

 

3.因自地委建或租

地委建而取得之

不動產，性質與合

建契約類似，爰增

訂自地委建或租

地委建等委請關

係人興建不動產

者，不適用有關向

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應評估交易成

本合理性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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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象之原因。 

(三)、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依本條第二項及第三

項規定評估預定交易

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

料。 

(四)、 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

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

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

等事項。 

(五)、 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

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

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

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

用之合理性。 

(六)、 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

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 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

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

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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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本準則規定提交審

計委員會承認及董事會通過部

分免再計入。本公司與其母公

司或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

營業使用之設備，董事會得依

第七條第二項第一款授權董事

長在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

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

認。 

 

二、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

動產，應按下列方法評估

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一)、 按關係人交易價格

對象之原因。 

(三)、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依本條第二項及

第三項規定評估預

定交易條件合理性

之相關資料。 

(四)、 關係人原取得日期

及價格、交易對象

及其與公司和關係

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 預計訂約月份開始

之未來一年各月份

現金收支預測表，

並評估交易之必要

性及資金運用之合

理性。 

(六)、 依前條規定取得之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意見。 

(七)、 本次交易之限制條

件及其他重要約定

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

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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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準則規定提交審計委

員會承認及董事會通通過

部分免再計入。本公司與其

母公司或子公司間，取得或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

備，董事會得依第七條第二

項第一款授權董事長在一

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

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二、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

易成本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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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加計必要資金利息

及買方依法應負擔

之成本。所稱必要資

金利息成本，以公司

購入資產年度所借

款項之加權平均利

率為準設算之，惟其

不得高於財政部公

布之非金融業最高

借款利率。 

 

 

(二)、 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

向金融機構設定抵押借

款者，金融機構對該標

的物之貸放評估總值，

惟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

之實際貸放累計值應達

貸放評估總值之七成以

上及貸放期間已逾一年

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

易之一方互為關係人

者，不適用之。 

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

地及房屋者，得就土地

及房屋分別按前段所列

任一方法評估交易成

本。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

動產，依本條第二項規定

評估不動產成本，並應洽

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

體意見。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

動產，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依本條第一項有關

評估及作業程序規定辦

理，不適用前三段規定： 

 

 

(一)、 按關係人交易價格

加計必要資金利息

及買方依法應負擔

之成本。所稱必要

資金利息成本，以

公司購入資產年度

所借款項之加權平

均利率為準設算

之，惟其不得高於

財政部公布之非金

融業最高借款利

率。 

(二)、 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

物向金融機構設定抵

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

該標的物之貸放評估

總值，惟金融機構對該

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

計值應達貸放評估總

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

期間已逾一年以上。但

金融機構與交易之一

方互為關係人者，不適

用之。 

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

地及房屋者，得就土地及

房屋分別按前段所列任

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

不動產，依本條第二

項規定評估不動產成

本，並應洽請會計師

複核及表示具體意

見。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

不動產，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應依本條第

一項有關評估及作業

程序規定辦理，不適

用前三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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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一)、 關係人係因繼承或

贈與而取得不動

產。 

(二)、 關係人訂約取得不

動產時間距本交易

訂約日已逾五年。 

(三)、 與關係人簽訂合建

契約，或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等委

請關係人興建不動

產而取得不動產。 

(一)、 關係人係因繼承

或贈與而取得不

動產。 

(二)、 關係人訂約取得

不動產時間距本

交易訂約日已逾

五年。 

(三)、 與關係人簽訂合

建契約而取得不

動產。 

 

 

 

 

 

 

第十條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 

   資產之處理程序 

 一~二 略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

或無形資產之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叁億元以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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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並應依會

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

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 

第十條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      

   資產之處理程序 

      一~二 略 

三、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

或無形資產之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叁億元以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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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並應依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

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 

為衡平考量，明訂

與政府機構之會

員證、無形資產等

交易，無需委請會

計師出具交易價

格合理性意見。 

第十四條 

  資訊公開及重大訊息揭露程序 

一、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

下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

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

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

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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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 

  資訊公開及重大訊息揭露程序 

一、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

下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

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

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

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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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考量公司投資國

內貨幣市場基金

主係為獲取穩定

利息，性質與附買

回、賣回條件債券

類似，爰納入排除

公 告 之 適 用 範

圍；又考量證券商

於初級市場認購

之有價證券，或依

規定認購之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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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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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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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 

（三）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

所訂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

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 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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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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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券，不

在此限。 

（二） 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 

（三）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

達所訂處理程序規定之全

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

額。 

（四） 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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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 

 

(4)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

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

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以下  略 

證券，較無資訊揭

露之實益，爰明訂

得免予辦理資訊

公開。 

 

 

 

 

 

 

 

 

 

 

 

 

 

 

 

 

2. 配合我國採用

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修正第一項第

四款第四目有關

營業使用機器設

備之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