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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略略略略。。。。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一一一、、、、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二二二二、、、、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三三三三、、、、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略略略略。。。。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略略略略。。。。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六案第六案第六案第六案：：：：略略略略。。。。    

四四四四、、、、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略略略略。。。。    

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略略略略。。。。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一一一、、、、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無無無無。。。。    

二二二二、、、、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本公司擬辦理資本公積本公司擬辦理資本公積本公司擬辦理資本公積本公司擬辦理資本公積發行股本溢額之發放現金案發行股本溢額之發放現金案發行股本溢額之發放現金案發行股本溢額之發放現金案。。。。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ㄧㄧㄧㄧ、、、、依公司法第依公司法第依公司法第依公司法第 241241241241 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公司無虧損公司無虧損公司無虧損公司無虧損者者者者，，，，得依第得依第得依第得依第 240240240240 條股東會條股東會條股東會條股東會

決議之方法決議之方法決議之方法決議之方法，，，，將超過面額發行股票所得溢額之資本公積全部或將超過面額發行股票所得溢額之資本公積全部或將超過面額發行股票所得溢額之資本公積全部或將超過面額發行股票所得溢額之資本公積全部或

一部一部一部一部，，，，按股東原有股份之比例發給新股或現金按股東原有股份之比例發給新股或現金按股東原有股份之比例發給新股或現金按股東原有股份之比例發給新股或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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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為有效運用資本為有效運用資本為有效運用資本為有效運用資本，，，，提昇財務營運綜效提昇財務營運綜效提昇財務營運綜效提昇財務營運綜效，，，，經審慎評估後經審慎評估後經審慎評估後經審慎評估後，，，，在不影在不影在不影在不影

響公司未來國內外營運發展及清償能力的前提下響公司未來國內外營運發展及清償能力的前提下響公司未來國內外營運發展及清償能力的前提下響公司未來國內外營運發展及清償能力的前提下，，，，依依依依「「「「保險業保險業保險業保險業

擬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規定將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按擬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規定將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按擬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規定將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按擬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規定將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按

股東原有股份之比例發給現金者應符合資格條件股東原有股份之比例發給現金者應符合資格條件股東原有股份之比例發給現金者應符合資格條件股東原有股份之比例發給現金者應符合資格條件」」」」申請辦理資申請辦理資申請辦理資申請辦理資

本公積發放現金新台幣本公積發放現金新台幣本公積發放現金新台幣本公積發放現金新台幣 25252525 億元予母公司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億元予母公司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億元予母公司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億元予母公司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並於民國並於民國並於民國並於民國 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日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日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日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

保產字第保產字第保產字第保產字第 10202133730102021337301020213373010202133730 號函核准辦理號函核准辦理號函核准辦理號函核准辦理。。。。    

三三三三、、、、截至民截至民截至民截至民國國國國 102102102102 年底年底年底年底，，，，本公司資本公積本公司資本公積本公司資本公積本公司資本公積----發行股本溢額為新台幣發行股本溢額為新台幣發行股本溢額為新台幣發行股本溢額為新台幣

8,318,907,1198,318,907,1198,318,907,1198,318,907,119 元元元元，，，，辦理發放現金新台幣辦理發放現金新台幣辦理發放現金新台幣辦理發放現金新台幣 25252525 億元後之資本公積億元後之資本公積億元後之資本公積億元後之資本公積----

發行股本溢額為新台幣發行股本溢額為新台幣發行股本溢額為新台幣發行股本溢額為新台幣 5,818,907,1195,818,907,1195,818,907,1195,818,907,119 元元元元。。。。    

四四四四、、、、謹訂於民國謹訂於民國謹訂於民國謹訂於民國 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為配發基準日日為配發基準日日為配發基準日日為配發基準日，，，，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為現金發放日日為現金發放日日為現金發放日日為現金發放日。。。。    

五五五五、、、、本案業經本案業經本案業經本案業經 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第五屆第二十次定期性董事會決議日第五屆第二十次定期性董事會決議日第五屆第二十次定期性董事會決議日第五屆第二十次定期性董事會決議

通過通過通過通過，，，，本次本次本次本次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    

六六六六、、、、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    核議核議核議核議。。。。    

本案由呂麗卿協理報告本案由呂麗卿協理報告本案由呂麗卿協理報告本案由呂麗卿協理報告。。。。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案案案案：：：：擬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擬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擬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擬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一一一一、、、、依公司法第依公司法第依公司法第依公司法第 209209209209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規定項規定項規定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

營業範圍內之行為營業範圍內之行為營業範圍內之行為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並取並取並取

得其許可得其許可得其許可得其許可。。。。    

二二二二、、、、另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另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另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另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15151515 條及公司法第條及公司法第條及公司法第條及公司法第 128128128128 條之條之條之條之 1111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本案本案本案本案

由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由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由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由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    

三三三三、、、、本公司董事或有參與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本公司董事或有參與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本公司董事或有參與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本公司董事或有參與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

經營行為經營行為經營行為經營行為，，，，爰依上開規定提請董事會爰依上開規定提請董事會爰依上開規定提請董事會爰依上開規定提請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代行股東會職權代行股東會職權代行股東會職權))))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解除本公司董事於任期內其競業禁止之限制解除本公司董事於任期內其競業禁止之限制解除本公司董事於任期內其競業禁止之限制解除本公司董事於任期內其競業禁止之限制，，，，並免除其已為競並免除其已為競並免除其已為競並免除其已為競

業行為之所得歸入業行為之所得歸入業行為之所得歸入業行為之所得歸入。。。。    

四四四四、、、、檢附本公司董事解除競業禁止範圍如下表檢附本公司董事解除競業禁止範圍如下表檢附本公司董事解除競業禁止範圍如下表檢附本公司董事解除競業禁止範圍如下表：：：：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任職其他公司任職其他公司任職其他公司任職其他公司    擔任職務擔任職務擔任職務擔任職務    

龔天行龔天行龔天行龔天行((((董事長董事長董事長董事長))))    華一銀行華一銀行華一銀行華一銀行    董事董事董事董事    

五五五五、、、、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    核議核議核議核議。。。。    

【【【【董事利益迴避應敘明事項董事利益迴避應敘明事項董事利益迴避應敘明事項董事利益迴避應敘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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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龔天行董事長龔天行董事長龔天行董事長龔天行董事長。。。。    

((((二二二二))))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請參照董事自請參照董事自請參照董事自請參照董事自身身身身利害關係說明利害關係說明利害關係說明利害關係說明書書書書。。。。    

((((三三三三))))迴避或未迴避之理由迴避或未迴避之理由迴避或未迴避之理由迴避或未迴避之理由：：：：解除董事解除董事解除董事解除董事個個個個人之競業人之競業人之競業人之競業責責責責任案任案任案任案。。。。    

((((四四四四))))迴避迴避迴避迴避情形情形情形情形：：：：討論討論討論討論及表決及表決及表決及表決時離時離時離時離席迴避席迴避席迴避席迴避。。。。    

本案由本案由本案由本案由郭育信郭育信郭育信郭育信資資資資深深深深協理報告協理報告協理報告協理報告。。。。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與本案有利害關係之與本案有利害關係之與本案有利害關係之與本案有利害關係之龔天行龔天行龔天行龔天行董事董事董事董事長長長長，，，，於於於於討論討論討論討論與表決與表決與表決與表決時時時時已已已已離離離離席迴避席迴避席迴避席迴避，，，，

並請並請並請並請趙趙趙趙元元元元旗獨立旗獨立旗獨立旗獨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暫暫暫暫代主席職務代主席職務代主席職務代主席職務。。。。    

                                經代理主席徵詢經代理主席徵詢經代理主席徵詢經代理主席徵詢具具具具表決權之出席董事意表決權之出席董事意表決權之出席董事意表決權之出席董事意見見見見，，，，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案案案案：：：：本公司董事長本公司董事長本公司董事長本公司董事長 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度獎度獎度獎度獎金金金金支支支支給案給案給案給案。。。。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一一一一、、、、依本公司依本公司依本公司依本公司「「「「董監事董監事董監事董監事酬酬酬酬金給金給金給金給付付付付準準準準則則則則」」」」規定辦理規定辦理規定辦理規定辦理。。。。    

二二二二、、、、本公司董事長本公司董事長本公司董事長本公司董事長獎獎獎獎金金金金數數數數額應經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額應經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額應經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額應經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薪薪薪薪資報資報資報資報

酬酬酬酬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定後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定後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定後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定後，，，，再再再再由本由本由本由本

公司股東會議定之公司股東會議定之公司股東會議定之公司股東會議定之。。。。    

三三三三、、、、本公司為法人股東一人所本公司為法人股東一人所本公司為法人股東一人所本公司為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組織組織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有限公司，，，，依公司法第依公司法第依公司法第依公司法第 128128128128

條之條之條之條之 1111 第第第第 1111 項規定項規定項規定項規定，，，，本案由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由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由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由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    

四四四四、、、、相關內容請參相關內容請參相關內容請參相關內容請參閱閱閱閱會議資會議資會議資會議資料料料料附件附件附件附件((((附件由提案附件由提案附件由提案附件由提案單位單位單位單位保保保保存存存存))))。。。。    

五五五五、、、、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        核議核議核議核議。。。。    

【【【【董事董事董事董事利利利利益迴避益迴避益迴避益迴避應應應應敘明事項敘明事項敘明事項敘明事項】】】】    

((((一一一一))))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龔天行龔天行龔天行龔天行董事長董事長董事長董事長。。。。    

((((二二二二))))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請參照董事自請參照董事自請參照董事自請參照董事自身身身身利害關係說利害關係說利害關係說利害關係說明明明明書書書書。。。。    

((((三三三三))))迴避之理由迴避之理由迴避之理由迴避之理由：：：：董事長為本案董事長為本案董事長為本案董事長為本案獎獎獎獎金金金金支支支支給之對給之對給之對給之對象象象象。。。。    

((((四四四四))))迴避迴避迴避迴避情形情形情形情形：：：：討論討論討論討論及表決及表決及表決及表決時離時離時離時離席迴避席迴避席迴避席迴避。。。。    

本案由本案由本案由本案由粘素綾粘素綾粘素綾粘素綾資資資資深深深深經理報告經理報告經理報告經理報告。。。。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與本案有利害關係之與本案有利害關係之與本案有利害關係之與本案有利害關係之龔天行龔天行龔天行龔天行董事董事董事董事長長長長，，，，於於於於討論討論討論討論與表決與表決與表決與表決時時時時已已已已離離離離席迴避席迴避席迴避席迴避，，，，

並請並請並請並請趙趙趙趙元元元元旗獨立旗獨立旗獨立旗獨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暫暫暫暫代主席職務代主席職務代主席職務代主席職務。。。。    

                                經代理主席徵詢經代理主席徵詢經代理主席徵詢經代理主席徵詢具具具具表決權之出席董事意表決權之出席董事意表決權之出席董事意表決權之出席董事意見見見見，，，，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第六案第六案第六案：：：：略略略略。。。。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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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散散散散    會會會會 





 1 

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略略略略。。。。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一一一、、、、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二二二二、、、、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略略略略。。。。    

三三三三、、、、監察人審查報告監察人審查報告監察人審查報告監察人審查報告：：：：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102102102102 年度監察人審查報告案年度監察人審查報告案年度監察人審查報告案年度監察人審查報告案。。。。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一一一一、、、、本公司監察人對本公司監察人對本公司監察人對本公司監察人對 102102102102 年度各種表冊之審查報告年度各種表冊之審查報告年度各種表冊之審查報告年度各種表冊之審查報告，，，，請參閱會議資請參閱會議資請參閱會議資請參閱會議資

料附件料附件料附件料附件四四四四。。。。    

二二二二、、、、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    

三三三三、、、、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    備查備查備查備查。。。。    

((((本案准予備查本案准予備查本案准予備查本案准予備查))))    

四四四四、、、、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五五五五、、、、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略略略略。。。。    

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略略略略。。。。    

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略略略略。。。。    

第五案第五案第五案第五案：：：：略略略略。。。。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一一一、、、、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無無無無。。。。    

二二二二、、、、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略略略略。。。。    

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略略略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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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第四第四第四案案案案：：：：擬修訂本公司擬修訂本公司擬修訂本公司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案案案。。。。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一一一一、、、、董事會前已於董事會前已於董事會前已於董事會前已於 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33330000 日同意本處理程序之修正日同意本處理程序之修正日同意本處理程序之修正日同意本處理程序之修正，，，，依依依依「「「「公公公公

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第第第 6666 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修正本公司修正本公司修正本公司修正本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時需經董事會通過時需經董事會通過時需經董事會通過時需經董事會通過，，，，並提報股東會並提報股東會並提報股東會並提報股東會

同意後實施同意後實施同意後實施同意後實施。。。。    

二二二二、、、、本次主要修訂內容如下本次主要修訂內容如下本次主要修訂內容如下本次主要修訂內容如下::::    

((((一一一一))))配合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配合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配合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配合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修正本程序相關文字用語修正本程序相關文字用語修正本程序相關文字用語修正本程序相關文字用語，，，，以以以以

資明確資明確資明確資明確。。。。((((第第第第 3333 條條條條、、、、第第第第 4444 條條條條、、、、第第第第 7777 條條條條、、、、第第第第 17171717 條條條條、、、、第第第第 19191919 條之條之條之條之

2)2)2)2)    

((((二二二二))))明定向關係人買賣公債明定向關係人買賣公債明定向關係人買賣公債明定向關係人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等資產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等資產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等資產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等資產，，，，免免免免

於事前將相關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之除外規於事前將相關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之除外規於事前將相關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之除外規於事前將相關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之除外規

定定定定。。。。((((第第第第 11111111 條條條條))))    

((((三三三三))))明定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明定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明定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明定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依規定授權相關人員辦理者依規定授權相關人員辦理者依規定授權相關人員辦理者依規定授權相關人員辦理者，，，，事事事事

後應提報最近期董事會後應提報最近期董事會後應提報最近期董事會後應提報最近期董事會。。。。((((第第第第 15151515 條條條條))))    

((((四四四四))))投資國內貨幣市場基金納入排除公告之適用範圍投資國內貨幣市場基金納入排除公告之適用範圍投資國內貨幣市場基金納入排除公告之適用範圍投資國內貨幣市場基金納入排除公告之適用範圍。。。。((((第第第第 17171717

條條條條))))    

三三三三、「、「、「、「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修訂條文對照表修訂條文對照表修訂條文對照表及及及及修訂後條文修訂後條文修訂後條文修訂後條文請參請參請參請參

閱會議資料附件閱會議資料附件閱會議資料附件閱會議資料附件十四十四十四十四。。。。    

四四四四、、、、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    

五五五五、、、、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        核議核議核議核議。。。。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案案案案：：：：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102102102102 年度營業報告書案年度營業報告書案年度營業報告書案年度營業報告書案。。。。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一一一一、、、、本案業經第五屆第二十二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本案業經第五屆第二十二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本案業經第五屆第二十二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本案業經第五屆第二十二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    

二二二二、、、、富邦產險在多元通路系統推動下富邦產險在多元通路系統推動下富邦產險在多元通路系統推動下富邦產險在多元通路系統推動下，，，，102102102102 年以簽單保費年以簽單保費年以簽單保費年以簽單保費 275275275275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市場佔有率超過市場佔有率超過市場佔有率超過市場佔有率超過 22%22%22%22%，，，，連續第連續第連續第連續第 32323232 年蟬連市場龍頭年蟬連市場龍頭年蟬連市場龍頭年蟬連市場龍頭，，，，各項險種業務各項險種業務各項險種業務各項險種業務

持續保持市場領先持續保持市場領先持續保持市場領先持續保持市場領先地位地位地位地位；；；；獲利方面獲利方面獲利方面獲利方面，，，，繼繼繼繼 101101101101 年減資年減資年減資年減資 50505050 億元上繳億元上繳億元上繳億元上繳

金控金控金控金控，，，，及及及及 102102102102 年接軌國際會計準則年接軌國際會計準則年接軌國際會計準則年接軌國際會計準則 IFRSsIFRSsIFRSsIFRSs 下下下下，，，，仍以穩健的核保策仍以穩健的核保策仍以穩健的核保策仍以穩健的核保策

略及合宜的成本控制略及合宜的成本控制略及合宜的成本控制略及合宜的成本控制，，，，創造核保利潤創造核保利潤創造核保利潤創造核保利潤 17.317.317.317.3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稅後盈稅後盈稅後盈稅後盈餘餘餘餘 22228888.3.3.3.3

億元及億元及億元及億元及每每每每股稅後盈股稅後盈股稅後盈股稅後盈餘餘餘餘 8888.90.90.90.90 元的表元的表元的表元的表現現現現，，，，順順順順利利利利達達達達成成成成目標目標目標目標；；；；對公司的對公司的對公司的對公司的

健全經營健全經營健全經營健全經營與客戶與客戶與客戶與客戶的權的權的權的權益益益益保保保保障障障障，，，，奠奠奠奠定定定定更更更更為為為為紮紮紮紮實的基實的基實的基實的基礎礎礎礎。。。。    

三三三三、、、、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102102102102 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十五十五十五十五。。。。    

                                四四四四、、、、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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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        承認承認承認承認。。。。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案案案案：：：：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102102102102 年度決年度決年度決年度決算算算算表冊案表冊案表冊案表冊案。。。。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一一一一、、、、本案業經本案業經本案業經本案業經第五屆第二十二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第五屆第二十二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第五屆第二十二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第五屆第二十二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    

二二二二、、、、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102102102102 年度資產年度資產年度資產年度資產負負負負債表債表債表債表、、、、綜綜綜綜合合合合損益損益損益損益表表表表、、、、權權權權益變益變益變益變動表動表動表動表、、、、現現現現金金金金

流量流量流量流量表及合表及合表及合表及合併併併併之資產之資產之資產之資產負負負負債表債表債表債表、、、、綜綜綜綜合合合合損益損益損益損益表表表表、、、、權權權權益變益變益變益變動表動表動表動表、、、、現現現現金金金金流流流流

量量量量表表表表，，，，業已業已業已業已編製完編製完編製完編製完成並經成並經成並經成並經安侯建安侯建安侯建安侯建業業業業聯聯聯聯合會計合會計合會計合會計師師師師事務事務事務事務所所所所方方方方燕玲燕玲燕玲燕玲、、、、鍾鍾鍾鍾

丹丹丹丹丹丹丹丹會計會計會計會計師師師師查核查核查核查核竣竣竣竣事事事事，，，，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十十十十六六六六。。。。    

三三三三、、、、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    

四四四四、、、、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    承認承認承認承認。。。。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案案案案：：：：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102102102102 年度盈年度盈年度盈年度盈餘餘餘餘分配案分配案分配案分配案。。。。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一一一一、、、、本案業經第五屆第本案業經第五屆第本案業經第五屆第本案業經第五屆第二十三二十三二十三二十三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    

二二二二、、、、本公司稅後本公司稅後本公司稅後本公司稅後淨淨淨淨利為利為利為利為新台新台新台新台幣幣幣幣 2222,8,8,8,827272727,,,,424242428,8,8,8,679679679679 元元元元，，，，扣扣扣扣除除除除轉換轉換轉換轉換日日日日首首首首次採次採次採次採

用用用用 IFRSIFRSIFRSIFRS影響數影響數影響數影響數 412412412412,,,,674674674674,,,,921921921921 元及元及元及元及特別特別特別特別盈盈盈盈餘餘餘餘公公公公積淨積淨積淨積淨提提提提存存存存

927927927927,,,,155155155155,,,,462462462462 元等項元等項元等項元等項目目目目後後後後，，，，可供可供可供可供分配盈分配盈分配盈分配盈餘數額餘數額餘數額餘數額為為為為新台新台新台新台幣幣幣幣

1111,,,,437437437437,,,,443443443443,,,,395395395395 元元元元，，，，提提提提撥撥撥撥項項項項目目目目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一一一一))))提提提提撥法撥法撥法撥法定盈定盈定盈定盈餘餘餘餘公公公公積積積積：：：：新台新台新台新台幣幣幣幣 0000 元元元元。。。。    

((((二二二二))))現現現現金股利金股利金股利金股利：：：：新台新台新台新台幣幣幣幣 1111,,,,437437437437,,,,443443443443,,,,395395395395 元元元元，，，，並訂並訂並訂並訂 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為配日為配日為配日為配息息息息基準日基準日基準日基準日。。。。    

三三三三、、、、檢檢檢檢附附附附 102102102102 年度盈年度盈年度盈年度盈餘餘餘餘分配表分配表分配表分配表，，，，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十十十十七七七七。。。。    

四四四四、、、、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    

五五五五、、、、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    承認承認承認承認。。。。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第第第八八八八案案案案：：：：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101010102222 年度資年度資年度資年度資產減產減產減產減損損失損損失損損失損損失案案案案。。。。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一一一一、、、、本案業經第五屆第本案業經第五屆第本案業經第五屆第本案業經第五屆第二二二二十十十十二二二二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次定期性董事會議決議通過。。。。    

二二二二、、、、依依依依據據據據行行行行政院政院政院政院金金金金融融融融監監監監督管督管督管督管理理理理委委委委員會員會員會員會 94949494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金日金日金日金管證六管證六管證六管證六字第字第字第字第

0940001669094000166909400016690940001669號函號函號函號函((((以下以下以下以下稱解釋函令稱解釋函令稱解釋函令稱解釋函令))))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公司應將公司應將公司應將公司應將符符符符合財務合財務合財務合財務

會計準則第會計準則第會計準則第會計準則第 35353535號號號號公報公報公報公報「「「「資產減資產減資產減資產減損損損損會計處理準則會計處理準則會計處理準則會計處理準則」」」」提提提提列列列列資產減資產減資產減資產減損損損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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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情形情形情形經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經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經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經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    

三三三三、、、、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102102102102 年度已提年度已提年度已提年度已提列列列列及及及及((((收收收收回回回回))))之資產減之資產減之資產減之資產減損損失損損失損損失損損失金金金金額額額額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95959595,,,,343343343343

仟仟仟仟元元元元，，，，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十十十十八八八八。。。。    

四四四四、、、、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    

五五五五、、、、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        承認承認承認承認。。。。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第第第九九九九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散散散散    會會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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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略略略略。。。。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第一案：略。 

 

選舉事項選舉事項選舉事項選舉事項：：：： 

第一案：略。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第一案：解除本公司第六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二○九條第一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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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公司董事有參與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

經營之行為，爰依公司法第二○九條第一項規定提請股東會同

意，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 

四、各董事兼任公司及擔任職務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二。 

五、本案利益迴避應敘明事項： 

    (一)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龔天行董事、陳燦煌董事。 

    (二)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請參照董事自身利害關係說明

書。 

    (三)迴避之理由：解除董事之競業責任案。 

    (四)迴避情形：討論及表決時迴避。 

六、本案採逐一表決、逐一迴避方式辦理。 

七、謹提請 核議。 

決  議：本案採逐一表決逐一迴避方式辦理，表決解除陳燦煌董事競業禁止

之限制時，陳燦煌董事已迴避，經主席徵詢其餘出席董事，全體無

異議照案通過。 

        表決解除龔天行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時，龔天行董事已迴避，並請

陳燦煌董事暫代主席職務，經代理主席徵詢其餘出席董事，全體無

異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散散散散        會會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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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略略略略。。。。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一一一、、、、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二二二二、、、、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略略略略。。。。    

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略略略略。。。。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五案第五案第五案第五案：：：：略略略略。。。。    

三三三三、、、、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略略略略。。。。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六案第六案第六案第六案：：：：略略略略。。。。    

第七案第七案第七案第七案：：：：略略略略。。。。    

四四四四、、、、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一一一、、、、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無無無無。。。。    

二二二二、、、、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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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略略略略。。。。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第第第八八八八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九案第九案第九案第九案：：：：略略略略。。。。    

第第第第十十十十案案案案：：：：擬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擬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擬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擬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一一一一、、、、依公司法第二依公司法第二依公司法第二依公司法第二○○○○九條第一項規定九條第一項規定九條第一項規定九條第一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

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並並並

取得其許可取得其許可取得其許可取得其許可。。。。    

二二二二、、、、因本公司董事有參與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因本公司董事有參與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因本公司董事有參與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因本公司董事有參與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

經營之行為經營之行為經營之行為經營之行為，，，，爰依公司法第二爰依公司法第二爰依公司法第二爰依公司法第二○○○○九條第一項規定提請股東會同九條第一項規定提請股東會同九條第一項規定提請股東會同九條第一項規定提請股東會同

意意意意，，，，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三三三、、、、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    

四四四四、、、、本公司董事兼任公司及擔任職務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本公司董事兼任公司及擔任職務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本公司董事兼任公司及擔任職務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本公司董事兼任公司及擔任職務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    

五五五五、、、、本案利益迴避應敘明事項本案利益迴避應敘明事項本案利益迴避應敘明事項本案利益迴避應敘明事項：：：：    

            (            (            (            (一一一一))))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龔天行董事龔天行董事龔天行董事龔天行董事、、、、莊子明董事莊子明董事莊子明董事莊子明董事。。。。    

            (            (            (            (二二二二))))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請參照董事自身利害關係說明請參照董事自身利害關係說明請參照董事自身利害關係說明請參照董事自身利害關係說明

書書書書。。。。    

                                                ((((三三三三))))迴避之理由迴避之理由迴避之理由迴避之理由：：：：解除董事之競業責任案解除董事之競業責任案解除董事之競業責任案解除董事之競業責任案。。。。    

                                                ((((四四四四))))迴避情形迴避情形迴避情形迴避情形：：：：討論及表決時迴避討論及表決時迴避討論及表決時迴避討論及表決時迴避。。。。    

六六六六、、、、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    核議核議核議核議。。。。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與本案有利害關係之龔天行董事及與本案有利害關係之龔天行董事及與本案有利害關係之龔天行董事及與本案有利害關係之龔天行董事及莊子明董事莊子明董事莊子明董事莊子明董事，，，，於討論及表決時已於討論及表決時已於討論及表決時已於討論及表決時已

離席迴避離席迴避離席迴避離席迴避，，，，並請陳燦煌董事暫代主席職務並請陳燦煌董事暫代主席職務並請陳燦煌董事暫代主席職務並請陳燦煌董事暫代主席職務。。。。    

                                經代理主席徵詢其餘具表決權之出席董事經代理主席徵詢其餘具表決權之出席董事經代理主席徵詢其餘具表決權之出席董事經代理主席徵詢其餘具表決權之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散散散散    會會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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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略略略略。。。。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一一一、、、、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二二二二、、、、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重要財務業務報告：：：：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三三三三、、、、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七第七第七第七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八第八第八第八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九第九第九第九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四四四四、、、、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其他重要報告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略略略略。。。。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一一一一、、、、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無無無無。。。。    

二二二二、、、、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會議討論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擬修訂本公司擬修訂本公司擬修訂本公司擬修訂本公司「「「「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處理程序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處理程序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處理程序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處理程序」」」」

案案案案。。。。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一一一一、、、、本公司董事會前業於本公司董事會前業於本公司董事會前業於本公司董事會前業於 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同意本處理程序之修正日同意本處理程序之修正日同意本處理程序之修正日同意本處理程序之修正，，，，

因本公司因本公司因本公司因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中關於衍生性商品交易中關於衍生性商品交易中關於衍生性商品交易中關於衍生性商品交易

部份部份部份部份，，，，係依本公司係依本公司係依本公司係依本公司「「「「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

處理程序處理程序處理程序處理程序」」」」規定辦理規定辦理規定辦理規定辦理。。。。依依依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

準則準則準則準則」」」」第六條規定第六條規定第六條規定第六條規定，，，，修正本公司修正本公司修正本公司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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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需經董事會通過時需經董事會通過時需經董事會通過時需經董事會通過，，，，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故本次修訂故本次修訂故本次修訂故本次修訂「「「「衍衍衍衍

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處理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處理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處理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理之政策與處理程序程序程序程序」」」」於董事會通於董事會通於董事會通於董事會通

過後過後過後過後，，，，提報股東會提報股東會提報股東會提報股東會。。。。    

二二二二、、、、本程序自本程序自本程序自本程序自 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經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通過修訂日經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通過修訂日經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通過修訂日經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通過修訂

迄今迄今迄今迄今，，，，相關法規及規範並無修訂相關法規及規範並無修訂相關法規及規範並無修訂相關法規及規範並無修訂，，，，本次配合實際作業略為修正本次配合實際作業略為修正本次配合實際作業略為修正本次配合實際作業略為修正

部份條文部份條文部份條文部份條文。。。。本公司分層負責表已有對相關匯率類衍生性金融商本公司分層負責表已有對相關匯率類衍生性金融商本公司分層負責表已有對相關匯率類衍生性金融商本公司分層負責表已有對相關匯率類衍生性金融商

品之每日非新台幣單一幣別品之每日非新台幣單一幣別品之每日非新台幣單一幣別品之每日非新台幣單一幣別、、、、每日全部之新成交總額及到期續每日全部之新成交總額及到期續每日全部之新成交總額及到期續每日全部之新成交總額及到期續

作等承作金額訂有核決層級作等承作金額訂有核決層級作等承作金額訂有核決層級作等承作金額訂有核決層級，，，，為避免因分層負責表權限異動即為避免因分層負責表權限異動即為避免因分層負責表權限異動即為避免因分層負責表權限異動即

要修正本程序內容要修正本程序內容要修正本程序內容要修正本程序內容，，，，因此刪除原第因此刪除原第因此刪除原第因此刪除原第 10101010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第項第項第項第 2222 款第款第款第款第 3333、、、、4444

目目目目，，，，改依分層負責表辦理改依分層負責表辦理改依分層負責表辦理改依分層負責表辦理。。。。    

三三三三、、、、修訂條文對照表及修訂完成之修訂條文對照表及修訂完成之修訂條文對照表及修訂完成之修訂條文對照表及修訂完成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風險管

理之政策與處理程序理之政策與處理程序理之政策與處理程序理之政策與處理程序」，」，」，」，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十四十四十四十四。。。。    

四四四四、、、、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本案為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    

五五五五、、、、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        核議核議核議核議。。。。    

本案由劉玉駟資深協理報告本案由劉玉駟資深協理報告本案由劉玉駟資深協理報告本案由劉玉駟資深協理報告。。。。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第四案：：：：略略略略。。。。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案案案案：：：：略略略略。。。。    

第七案第七案第七案第七案：：：：略略略略。。。。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散散散散    會會會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