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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開會程序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四、討論事項  

 

五、臨時動議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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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開會議程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時間：一ㄧ一年十月十三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整 

 
地點：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 209 號 1 樓 B 棟 國際會議廳 

 
一、 宣佈開會 

 
二、 主席致詞 

 
三、 報告事項： 

審計委員會就本公司擬與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股份轉換 

案之審議結果報告。 

 
四、 討論事項： 

(一) 本公司擬與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股份轉換案暨本

公司股票終止上櫃案。 

(二) 本公司於股東會決議通過本次股份轉換案後，擬向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申請撤銷公開發行案。 

 
五、 臨時動議  

 
六、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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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 

 
案  由：審計委員會就本公司擬與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股份轉換案之審議結

果報告。 

說 明：本公司與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股份轉換案經審計委員會會議審議通

過在案，議事錄請參閱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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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擬與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股份轉換案暨本公司股票終止上 

       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 基於雙方產品技術互補與協同合作、資源整合與產品交互行銷，以

提升營運效能並創造營運優勢之考量，本公司擬依企業併購法等規

定與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安格科技」)進行股份轉換，

成為安格科技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以下簡稱「本次股份轉換

案」) ，並作成「股份轉換契約」，請參閱附件一。並自股份轉換

基準日起，終止本公司股票於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之上櫃交易。 

二、 本次股份轉換案之換股比例，為本公司普通股每一股換發安格科技

新發行普通股 0.60 股。換股比例係參酌本公司及安格科技股票近

期市場價格及公司財務資訊等相關資料，並徵詢獨立專家之意見，

協議訂定，該換股比例業經獨立專家出具合理性意見書在案。除依

股份轉換契約之條款或雙方之其他約定外，本公司與安格科技任一

方均不得任意變更或調整換股比例。如有依股份轉換契約中所約定

應予調整之情事者，則該換股比率將依相關之約定，雙方董事會應

於事件發生後 10 個營業日內，本於誠信共同協商換股比例調整事

宜。獨立專家出具合理性意見書，請參閱附件二。 

三、 為本次股份轉換案，安格科技將增資發行 17,735,776 股(扣除本公

司庫藏股預計註銷 600,000 股後換算之)普通股予換股基準日之本

公司之持股股東，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共計新台幣 177,357,760

元。其權利義務與安格科技其他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相同。增資發行

新股之實際股數應依據股份轉換契約中所約定應予調整之情事者，

則該換股比例將依相關約定，應由雙方董事會共同協商換股比例調

整之。如依換股比例應換發之股票有不滿一股之畸零股者，由安格

科技依其股份轉換基準日前之最後交易日收盤價(以下稱「市價」)，

按比例折算現金 (四捨五入計算至「元」為止 )支付之。 

四、 本公司與安格科技暫定換股基準日為民國 112 年 4 月 1 日，若因實

際情況有調整股份轉換基準日之必要，由雙方股東會授權各該公司

董事會共同決議之，並經雙方董事會決議通過後調整換股基準日並

公告之。 

五、 本次股份轉換，倘有任一方之股東依法表示異議並請求買回其持股

時，本公司與安格科技將依法令規定收買該異議股東所持有之股

份。 

六、 本公司將於本次股份轉換完成後依相關規定終止上櫃交易。如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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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及財團法人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之實際作業允許，本公司將於換

股基準日終止上櫃交易，並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

會)申請撤銷公開發行，而公司章程應為必要之修改。 

七、 本案之股份轉換契約及獨立專家出具之換股比例合理性意見書業

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會議審議並通過在案。審計委員會議事錄，請

參閱附件三。 

八、 本股份轉換案未盡事宜，除股份轉換契約另有約定外，授權董事長

及/或其指定之人單獨或共同代表本公司全權處理與本次股份轉換

案有關之一切必要程序並採取相關必要之行為，包括但不限於準備、

簽署及交付股權轉換合約及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或申報等，並得依

最新法令規定及行政指導而逕行辦理該等事宜。 

九、 依企業併購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之併購交易中涉及利害關係董事

資訊，請參閱附件四。 

決  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於股東會決議通過本次股份轉換案後，擬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 

    請撤銷公開發行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本公司於與安格科技之股份轉換案經股東臨時會決議通過後，擬向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申請終止上櫃，經相關主管機

關核准後，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請撤銷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 

二、授權董事長及/或其指定之人單獨或共同代表本公司處理申請本公

司股票撤銷公開發行相關事宜。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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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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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ㄧ 

 

股份轉換契約 

 

本股份轉換契約（以下稱「本契約」）係由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甲方」）及

展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乙方」）於民國（以下同）111年8月24日簽署（以下稱

「簽署日」）。 

 

緣，甲乙雙方為產品技術互補與協同合作、資源整合與產品交互行銷，以提升營運效

能並創造營運優勢之考量，擬以股份轉換方式（以下稱「本股份轉換案」），使乙方

成為甲方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 

 

爰此，雙方特簽訂本契約，以資共同遵循： 

第一條 股份轉換方式及章程修改 

1.1 雙方同意依據本契約所訂之條件及企業併購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以股份轉換方式，由

甲方發行普通股予乙方之股東，作為取得乙方全數已發行股份之對價。股份轉換完成

後，乙方將成為甲方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 

1.2 甲方於股份轉換基準日（定義如第5.2條所示）前擬修改之公司章程條款，詳如附件一。

乙方確認進行本交易無須修改其公司章程。除前述情形外，雙方同意於股份轉換基準

日前，如有其他變更各自公司章程之需要者，應與他方協商，於經雙方確認不影響本

案之執行及雙方股東權益者，始得變更。 

第二條 股份轉換前發行股份總數、種類、數量 

2.1 截至本契約簽署日止，甲方登記資本額為新台幣（以下同）500,000,000元，分為

50,000,000股，每股面額10元；甲方之實收資本額為269,188,000元，分為26,918,800股

普通股，每股面額10元，其中包含庫藏股65,000股，未發行特別股；甲方已發行尚未

執行之員工認股權證有225,000股。除前述之外，甲方並未發行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

價證券。 

2.2 截至本契約簽署日止，乙方之登記資本額為500,000,000元，分為50,000,000股，每股面

額10元；乙方之實收資本額301,596,280元，分為30,159,628股普通股，每股面額10元，

其中包含庫藏股874,000股以及尚未達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1,000,000股，未發

行特別股；除前述之外，乙方並未發行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乙方將依本契

約第10.1條約定，於股份轉換基準日前將部份庫藏股轉讓予員工，剩餘庫藏股將於股

份轉換基準日前註銷，註銷後乙方之已發行股份總數為29,559,628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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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換股比例 

3.1 如本股份轉換案經甲乙雙方股東會分別決議通過，並取得相關主管機關之一切必要許

可或核准，雙方同意以乙方每一股普通股股份換發甲方0.60股普通股（以下稱「換股

比例」）由甲方發行普通股予乙方股東。 

3.2 以乙方依本契約第10.1條註銷庫藏股後之總發行股數29,559,628股，依第3.1條約定之換

股比例計算，甲方執行對乙方之換股約定，預計發行普通股之股數為17,735,776股（不

足一股之部分捨去），每股面額為10元，總計發行普通股新股資本額為177,357,760元。

實際發行新股之數額，以乙方於股份轉換基準日實際發行之股份總數，按換股比例計

算之；換股比例如有依本契約規定調整者，則依調整後之比例計算之。 

3.3 乙方股東因股份轉換取得不滿甲方一股之畸零股部分，由甲方依其於股份轉換基準日

前之最後交易日收盤價(以下稱「市價」)，按比例折算現金予乙方股東（四捨五入計算

至新台幣「元」為止），且甲方得授權甲方董事長或其他指定之人洽特定人依市價承購

該等畸零股。 

3.4 甲方因本股份轉換案所發行之普通股權利義務，與其已發行之普通股相同。 

第四條 換股比例之調整 

4.1 除本契約簽署日前以書面揭露予他方者外，本契約簽署日起至股份轉換基準日止，如

任一方發生或可認將發生以下任一事由者，雙方董事會應於事件發生後10個營業日內，

本於誠信共同協商換股比例調整事宜，無庸另行召開股東會決議： 

4.1.1 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發行轉換公司債、發放股息紅利或公積、無償配股、

發放員工酬勞、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附認股權公司債、發行附認股權

特別股、發行認股權憑證或任何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4.1.2 減資或買回庫藏股或其他依法取得各自公司股份之情事，但不包括因本股份轉

換案收買異議股東股份之情形； 

4.1.3 處分重大營業或資產、重大不可抗力事件或災害、重大技術變革、重大虧損、

重大訴訟或其他重大影響財務、業務、營運、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之情事； 

4.1.4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或 

4.1.5 經相關主管機關核示或為使本件交易順利取得主管機關之核准，而有調整換股

比例之必要者。 

4.2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本契約所稱「重大」或「重大不利影響」，係指其事件發生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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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或可能造成之影響程度，對於該方之合併帳面淨值，較該方當事人經會計師核閱之

111年6月30日合併財務報告所載淨值差額達百分之十(10%)以上之情形。 

4.3 雙方因本條規定調整換股比例後，應依法令規定向相關主管機關申請或修正所需之許

可及核准。 

第五條 股份轉換基準日及時程 

5.1 雙方應於111年10月13日或雙方董事會合意之其他日期依法召開股東會通過本股份轉

換案及本契約。 

5.2 如本契約第八條約定之先決條件已全部成就，雙方董事會或其授權之人應於10個營業

日內依法令規定決定股份轉換基準日（以下稱「股份轉換基準日」）。股份轉換基準日

暫定為112年4月1日，實際股份轉換基準日及相關時程，得由雙方股東會授權各該公司

董事會視實際需求及法令規定共同協商訂定。 

5.3 乙方將於本次股份轉換完成後依相關規定終止上櫃交易。如相關法令及財團法人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之實際作業允許，乙方將於股份轉換基準日終止上櫃交易，並向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申請撤銷公開發行。 

第六條 聲明與保證 

6.1 任一方向他方聲明與保證，於本契約簽署日及股份轉換基準日下列事項均為正確真

實： 

6.1.1 公司之合法設立及存續：立契約人係依據中華民國法律設立登記並合法存續之

股份有限公司，具有一切必要之能力及權限從事其業務，立契約人並已取得經

營其現有營業所有必要之執照、核准及許可以經營其業務。 

6.1.2 本契約之合法性及有效性：(1)本契約之簽訂及履行並無違反：(i)中華民國現行

法令規定；(ii)任何法院或相關主管機關之判決、命令或處分；(iii)公司章程、    

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或(iv)依法應受拘束之任何契約、聲明、承諾、保證、擔

保、約定或其他義務；且(2)本契約之簽署及履行係經合法有效之決議及授權，

於簽署後，構成立契約人合法、有效且具拘束力之義務。 

6.1.3 股權結構：立契約人聲明本契約第2.1條及第2.2條所示之股權結構為真實正確，

所有股份皆已依法發行，且依法應向主管機關登記之事項皆已依法辦理。 

6.1.4 財務報表及財務資料：立契約人提供之財務報表，係依據應適用之會計原則編

製，且於所有重大性方面已允當表達立契約人至該報表日期止之財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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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資產及負債：立契約人及其子公司之資產及負債皆已明列於其提供之財務報表

中。除該財報已揭露者外，立契約人就其所擁有或使用之資產皆具有合法之權

源，其使用、收益或處分不受任何拘束或限制。除該財報已揭露者外，立契約

人及子公司並無任何新增負債及或有負債而對立契約人之業務、財務、財產、

營運或股東權益已產生或合理預期將產生重大不利之影響。 

6.1.6 租稅之申報及繳納：除已依法公開揭露或另行揭露予他方當事人知悉外，立契

約人依法應申報之租稅皆已於法定期限內如實申報，並已於繳納期限內全部繳

納完竣，並無任何滯報、漏報、短報、逃漏稅捐或其他違反相關稅法規定、命

令或解釋函令之重大情事。 

6.1.7 訴訟及非訟事件：除已依法公開揭露或另行揭露予他方當事人知悉外，立契約

人並無任何進行中之訴訟事件或非訟事件，其結果足使立契約人公司解散或變

動其組織、資本、業務計畫、財務狀況、停頓營運或對立契約人之業務、財務、

財產、營運或股東權益已產生或合理預期將產生重大不利之影響。  

6.1.8 勞資關係：除已依法公開揭露或另行揭露予他方當事人知悉外，立契約人並無

任何勞資糾紛或有違反相關勞工法令受勞工單位處分之情事，致對其業務、財

務、財產、營運或股東權益已產生或合理預期將產生重大不利之影響。 

6.1.9 重大契約及承諾：除已依法公開揭露或另行揭露予他方當事人知悉外，立契約

人及其子公司就其所簽訂或承諾之任何契約、協議、承諾、聲明、擔保等，並

無任何對其財務、業務、財產、營運或股東權益產生或合理預期將產生重大不

利影響之違約行為。 

6.1.10 揭露事項：立契約人為本股份轉換交易案所提供他方之所有資訊及文件，均屬

真實且正確，並無任何虛偽、增刪隱飾或誤導他方之情事。 

6.1.11 公司經營：立契約人並無任何違反法令、法院裁判、主管機關之命令或處分、

章程或其他內控內稽及公司治理之相關規定，致對立契約人財務、業務、財產、

營運或股東權益已產生或合理預期將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6.1.12 其他：除前開條款所為之聲明及保證以及以書面揭露予他方之事項外，就立契

約人所知，並無其他既存及或有情事，致對立契約人財務、業務、財產、營運

或股東權益或本件股份轉換案產生或合理預期將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第七條 承諾事項 

7.1 任一方對他方承諾，自本契約簽署日至股份轉換基準日止，應履行下列事項： 

7.1.1 任一方公開揭露任何與本契約或本股份轉換案相關之資訊前，應經他方事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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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同意；如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要求須公開揭露者，在法令要求之必要限度內，

無須經他方同意，但仍應本於誠信於相關資訊揭露前與他方確認揭露內容之妥

適性。 

7.1.2 任一方均應依照法令、公司章程及內部規章，以合乎業務常規之標準，依誠信

原則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繼續經營並管理公司。 

7.1.3 任一方發生構成本契約第四條所列之換股比例調整事由時，應即時通知他方並

依他方之要求提供必要之資料。 

7.1.4 任一方發現與本契約第六條聲明與保證事項不符之事由時，應即時通知他方，

並應依他方之要求盡速改正或補救。 

7.1.5 為促成及確保本股份轉換案順利完成，任一方均應遵循及辦理必要之法定程序，

處理或排除可能影響本股份轉換案順利續行之要求或變數，並協力向有權主管

機關辦理及取得必要之許可。 

7.1.6  未經他方書面同意，不得：(i)決議解散、清算、申請重整、為破產程序之和解

或破產聲請；(ii)採取任何作為或不作為，而可合理預期該作為或不作為將導致

使本契約第六條之聲明與擔保事項不真實或不正確，或違反第七條之承諾事項，

或使本契約第八條所定之先決條件無法成就；或(iii)直接或間接買回其已發行之

股份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依本契約第九條約定買回對本股份轉換案表

明異議股東之股份除外）。 

7.2 除雙方另有約定外，自本契約簽署日起至股份轉換基準日止，非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

乙方不得為下列行為： 

7.2.1. 設立公司或與任何第三人直接或間接協商或簽訂任何關於(i)各類型併購交易；

(ii)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委託他人經營或與他人經常性共同經

營之契約；(iii)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予他人，或受讓他人全部營業

或財產；(iv)合資經營、委任經營、策略聯盟或投資其他公司或營利組織；或(v)

任何與前述(i)至(iv)有類似效果之交易之契約或協議； 

7.2.2. 決議減資、增資、發行新股、發放股利（包括現金及股票股利）或員工紅利、

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7.2.3. 修正公司章程、規章制度或核決權限，但因法令變動或依照主管機關規定配合

修正者，不在此限； 

7.2.4. 除屬於正常營運範圍以內且與公司既有實務作業一致之項目外，產生單筆或同

一事件多筆合計超過新台幣5,000,000元(或等值外幣)之債務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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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除屬於正常營運範圍以內且與公司既有實務作業一致之項目外，就金額超過新

台幣5,000,000元(或等值外幣)之權利予以拋棄、免除或怠於主張權利； 

7.2.6. 除屬於正常營運範圍以內且與公司既有實務作業一致之項目外，就金額超過新

台幣5,000,000元(或等值外幣)之爭議等訟爭程序或糾紛，與第三人進行和解或予

以認諾、撤回，或捨棄、免除任何權利或請求，或免除或怠於進行相關程序； 

7.2.7. 變更員工（包含經理人、董事及公司聘任之顧問）之待遇、福利、其他利益或

不當地雇用大量員工，但乙方事先知會及依照既有員工晉升調薪制度，進行年

度晉升調薪，或依照既有實務作業慣例辦理者，不在此限。 

7.3 資訊管道：乙方承諾於本契約簽訂後，繼續提供甲方合理要求有關乙方公司之資料，

包括截至股份轉換基準日為止經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以及期中自結報表。 

第八條 本股份轉換案之先決條件 

8.1 雙方同意完成本股份轉換案之義務，以下列各條件於股份轉換基準日均已成就（或經

雙方當事人依法合意免除）為前提： 

8.1.1 雙方之董事會及股東會均已依法決議通過本股份轉換案、本契約及為執行本股

份轉換案之所有修訂案； 

8.1.2 本股份轉換案已取得相關主管機關必要之許可或申報生效（以下合稱「政府許

可」），包括但不限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就本股份轉換案所為之核准、櫃

檯買賣中心就乙方因本股份轉換案申請終止有價證券櫃檯買賣之核准、櫃檯買

賣中心就甲方因本股份轉換案募集發行新股上櫃之核准等；及 

8.1.3 無任何有管轄權法院為假處分或其他裁判、命令或法定限制，阻礙、禁止、限

制本案之進行。 

8.2 甲方完成本交易之義務，以下列各條件於股份轉換基準日均已成就（或經甲方同意免

除）為前提： 

8.2.1 乙方之聲明與保證在所有重大方面均為真實且正確；及 

8.2.2 乙方依本契約應履行之承諾及義務，於所有重大方面均已履行。 

8.3 乙方完成本交易之義務，以下列各條件於股份轉換基準日均已成就（或經乙方同意免

除）為前提： 

8.3.1 甲方之聲明與保證在所有重大方面均為真實且正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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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甲方依本契約應履行之承諾及義務，於所有重大方面均已履行。 

第九條 異議股東股份之處理 

倘任一方當事人之股東就本股份轉換案依法表示異議並請求買回其持股時，該方當事

人應依法令規定買回該異議股東所持有之股份，並依法處理買回之股份。 

第十條 乙方庫藏股及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處理原則 

10.1 乙方於本契約簽署日前所持有之庫藏股共874,000股，其中274,000股得以不低於取得

成本之價值依法進行轉讓，惟轉讓之對象應事前通知甲方。於股份轉換日前尚未轉讓

之庫藏股，應於股份轉換基準日前註銷。 

10.2 於本契約簽署日前，乙方已依法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股份轉換基準日起，由

甲方承受乙方之履行義務，惟股數應依本契約約定之換股比例調整且履約之標的改為

甲方之普通股新股，其餘條件及限制與原發行辦法相同，具體執行方式由甲方依相關

法令規定及主管機關核示辦理。 

第十一條 股份轉換後之董事 

於股份轉換基準日後，甲方現任董事除經甲方股東會依法改選外，均繼續行使其董事

職權至任期屆滿為止。於股份轉換基準日，乙方董事則改由甲方依法指派，未獲甲方

指派者當然解任。 

第十二條 違約情事 

 

12.1 任一方當事人未履行或違反本契約約定，如依其性質得予改正時，經未違約之任一方

當事人以書面要求限期改正而未完成改正者，構成本契約之違約情事。 

 

12.2 違約方應對他方進行賠償義務，包括但不限於律師、會計師、證券承銷商及其他顧問

費以及為準備本交易之履行所發生之相關費用及稅捐。 

第十三條 契約之終止 

13.1 於股份轉換基準日前，本契約得因下列事由終止： 

13.1.1 本股份轉換案無法於本契約簽署後6個月內取得雙方依據本契約第5.1條所召

集股東會之可決時，任一方當事人得以書面通知他方當事人終止本契約。 

13.1.2 本股份轉換案經雙方股東會決議通過後6個月內仍無法達成第8條所定其它先

決條件者，任一方當事人得以書面通知他方當事人終止本契約，但經雙方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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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同意延展前開期日者，不在此限。延展期日以3個月為限，逾延展期日仍無法

完成本股份轉換案者，任一方當事人得以書面通知他方當事人終止本契約。本股

份轉換案先決要件成就所需之政府許可未能及時取得，可歸責之一方無終止權。 

13.1.3 任一方有違約情事發生，倘依其情節無從補正或排除者，或雖能補正或排除

而未於未違約方書面通知所定之合理期限內完成者，未違約一方得終止本契約。 

13.1.4 依據本契約有調整換股比例之必要，而無法於雙方開始協商換股比例調整後

三十日內，本於誠信完成換股比例調整者，任一方得於期限屆至前書面通知他方

延長相同期間繼續協商，以一次為限。倘前述三十日期間屆至而無人通知對方繼

續協商或雙方於延長協商期間內仍未完成協商者，任一方得以書面通知他方終止

本契約。但對於本契約有關換股比例之調整未本於誠信配合協商之違約方，無終

止權。 

13.2 本契約終止後，任一方（下稱「揭露方」）得要求他方於本契約終止後7個營業日內，

歸還或銷毀他方因本股份轉換案而自揭露方所取得之機密或未公開之文件、資料及物

件（下稱「揭露方資料」），但依相關法令或主管機關要求而有必要保留備份之必要者，

得於通知揭露方後保留影本。 

第十四條 稅捐及費用 

除法令或本契約另有約定者外，因本股份轉換案及本契約相關之一切稅捐及費用應由

甲、乙方各自負擔。 

第十五條 其他約定事項 

15.1 除本契約或法令另有規定外，雙方同意對任何在股份轉換基準日前，基於本股份轉換

案之目的，自揭露方所取得之所有文件、資料或物件，除揭露方之事前書面同意外，

應嚴守秘密，不得向任何第三人揭露，惟因進行本股份轉換案而有必要對公司或關係

企業之董事、經理人、員工、顧問或其他內部人揭露，或依法律或任何主管機關之要

求者，不在此限。惟，雙方並應確保公司或關係企業之董事、經理人、員工、顧問或

其他內部人亦遵循此保密義務。 

15.2 雙方於董事會決議本股份轉換案並依法對外公開本股份轉換案之訊息後，如另行合意

擬再與其他公司進行股份轉換，致參與本股份轉換案之主體或家數有增加之情形，本

契約依法已完成之程序及行為，應由所有擬參與本股份轉換案之公司重新為之，並重

新共同簽訂股份轉換協議。 

15.3 本契約應適用中華民國法律。各方當事人對於因本契約所生或與本契約有關之任何爭

議或請求（以下稱「爭議」），應於他方當事人以書面通知日起30日內盡合理努力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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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若有未能依上述方式解決者，同意提付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依據中華民國仲裁法

及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規則，在台北市以仲裁解決之。 

15.4 除本契約或法令另有規定外，授權由雙方董事會或董事會授權之人，依相關主管機關

之核示或法令變更或因事實需要修訂之。 

15.5 本契約之任何條款如與相關法令牴觸而無效者，僅該牴觸之部分無效。因牴觸相關法

令而無效之部分條款，雙方董事會應儘速協商修訂之；惟修訂部分應在法律許可的限

度內保持本契約雙方約定之原意。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中華民國法律及上市櫃法令規

定辦理。 

15.6 任何本契約之通知，應以書面郵寄或快遞方式為之，始生通知之效力： 

 

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財務主管 

地 址：新竹縣竹北市隘口里高鐵二路 55 號 

 

展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財務主管 

地 址：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1段209號5樓 

 

上述聯絡方式如有變更，變更之一方應即以書面通知他方，否則不得以其

變更對抗之。 

15.7 雙方於本契約簽訂前所為關於本股份轉換案之任何口頭與書面約定及承諾皆為

本契約所取代而失其效力。 

15.8 未經他方事前書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將本契約之權利讓與任何第三人或由任何

第三人承擔本契約之義務。 

15.9 於股份轉換基準日前，任何一方如因法院之裁判或命令、相關主管機關之法令或

處分、戰爭、敵對、封鎖、暴動、革命、火災、颱風、海嘯、水災、傳染病、疫

情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以下稱「不可抗力情事」），致不能或遲延履行本契約

之義務者，無須向他方負擔任何責任。惟上述不可抗力情事發生時，任何一方應

於知悉後三日內通知他方。前開規定並不免除任何一方在不可抗力情事停止後，

儘快繼續履行其本契約之義務。 

15.10 本契約正本一式二份，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以下無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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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轉換合約之附件一 

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擬修訂章程條文 

  

修正條文 原條文 備註 

第六條 

…………………………………。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壹拾億元，

分為壹億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元，

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前項資本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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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得依董事會決

議分次發行。 

第六條 

…………………………………。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伍億元

，分為伍仟萬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

拾元，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前項資本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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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得依

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 

依公司營運決策

調整。 

第十七條 

…………………………………。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任期三年，由

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連選

得連任。本公司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例

，於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依主管機

關之規定辦理。 

本公司股票上市(櫃)後，董事之選舉應採

候選人提名制度，其相關事宜悉依法令

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七人，任期三年，

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

，連選得連任。本公司全體董事合計

持股比例，於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

，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本公司股票上市(櫃)後，董事之選舉

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其相關事宜悉

依法令規定辦理。 

依公司營運決策

調整。 

第二十八條 

………………………………。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 111 年 10 月 13 日 

 

第二十八條 

………………………………。 

 

更新修訂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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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股份轉換方式取得 

展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數已發行普通股股份 

換股比例合理性意見書 

意見書摘要 

展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展匯公司」）基於雙方產品技術互補

與協同合作、資源整合與產品交互行銷，以提升營運效能並創造營運優勢之考

量，擬依據企業併購法第二十九條之股份轉換方式，由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安格公司」）以增資發行新股為對價與展匯公司進行股份轉換，

股份轉換完成後，展匯公司將成為安格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 

展匯公司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二十三條、企業併購

法第六條及公開發行公司併購特別委員會設置及相關事項辦法第六條等規範，

委託本獨立專家就換股比例合理出具意見書，意見書之內容及結論除依相關法

令規範須揭露外，非經本獨立專家書面同意，不得提供他人或作其他用途使用。 

本意見書以展匯公司2022年6月30日財務數據及最近期市場資訊（2022年8

月19日）為計算基礎，價值前提係展匯公司繼續經營為假設前提，價值計算依

據展匯公司提供或公開觀測站所取得之資料為依據，本獨立專家信賴該等資訊

之可靠性及完整性，並未對其執行任何證實程序，如資料之內容有虛偽不實、

隱匿或錯誤，有可能影響到本意見書之結論。 

本意見書以展匯公司可量化之數字，並參酌市場客觀資料，分別以市價法、

市場法之可類比公司法及淨值法為基礎，得出展匯公司普通股之每股合理收購價

值區間為新臺幣 32.40~36.61 元；安格公司普通股每股市場價值區間為新臺幣

60.06~61.08 元，依此計算換股比例合理區間為展匯公司普通股 1 股換發安格公司

普通股 0.5305~0.6096 股。本次展匯公司因策略性考量，擬與安格公司進行股份

轉換，雙方擬議定以展匯公司普通股 1 股換發安格公司增資發行普通股 0.6 股，

此股份轉換比例係經審慎評估且介於前述換股比例合理區間內，尚屬允當合理。 

勤美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獨立專家： 

2022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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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聲明事項 

本獨立專家依據「專家出具意見書實務指引」、「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準則」及遵循相關法令，並參考中華民國評價準則公報或職業公會所

訂相關自律規範等，出具評估意見書，茲聲明如下： 

一、 本人所出具意見書及所使用於執行作業程序之資料來源、參數及資訊等為

適當且合理，以作為出具本意見之基礎。 

二、 承接本案前，業已確認符合「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5 條第 1 項之資格條件，並依據同條文第 2 項第 1 款，審慎評估本人專業

能力及實務經驗。 

三、 承接本案並無或有酬金且無意見結論已事先設定之情事。 

四、 執行本案時，業已妥善規劃及執行適當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出具

意見書；並將所執行程序、蒐集資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本案工作底稿。 

五、 本人與本案交易當事人及出具評估意見書之專業估價者或估價人員間，並

無「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3

款規定之互為關係人或實質關係人等情形，並聲明無下列情事： 

(一) 本人或配偶現受本案交易當事人聘雇擔任經常工作，支領固定薪給或

擔任董監事者。 

(二) 本人或配偶曾任本案交易當事人之董監事、經理人或對本案有重大影

響職務之職員，而解任或離職未滿二年者。 

(三) 本人或配偶任職之單位與本案交易當事人互為關係人者。 

(四) 與本案交易當事人之董監事、經理人或對本案有重大影響職務之職員，

有配偶或二等親以內親屬關係者。 

(五) 本人或配偶與本案交易當事人有重大投資或分享財務利益之關係者。 

勤美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獨立專家： 

2022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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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委任內容、基本假設與前提 

1.1  委任內容 

展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展匯公司」）基於雙方產品技術互補

與協同合作、資源整合與產品交互行銷，以提升營運效能並創造營運優勢之考

量，擬依據企業併購法第二十九條之股份轉換方式，由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安格公司」）以增資發行新股為對價與展匯公司進行股份轉換，

股份轉換完成後，展匯公司將成為安格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 

展匯公司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二十三條、企業併購

法第六條及公開發行公司併購特別委員會設置及相關事項辦法第六條等規範，

委託本獨立專家就換股比例合理出具意見書，意見書之內容及結論除依相關法

令規範須揭露外，非經本獨立專家書面同意，不得提供他人或作其他用途使用。 

1.2  評價基準日 

本意見書以展匯公司 2022 年 6 月 30 日財務數據及最近期（2022 年 8 月

19 日）市場資訊為計算基礎。 

1.3  價值前提 

本意見書以展匯公司所營事業符合法令規範且繼續經營為價值前提。 

1.4  價值標準 

以公允價值（Fair Value）為本意見書之價值標準（Standard of value）。依

國際會計準則 IFRS 13 公報公允價值（Fair Value）定義為「於衡量日，市場參

與者間在有秩序之交易中出售某一資產所能收取或移轉某一負債所需支付之

價格」，因此公允價值亦可解釋為所計算出來的價值必須符合對於該資產有收

購意願的參與者所認同的價值，亦為該價值必須排除對某市場參與者的特定效

益。 

1.5  財務資訊的假設前提 

本意見書中所引用各項財務資訊，皆假設其資訊正確且能允當表達評價標

的之財務及經營狀況。此外，本意見書中引用展匯公司所提供或公開觀測站所

取得之資料，亦假設其內容完整及正確，並且能正確表達其財務狀況及營運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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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主要資料來源 

本次評價之主要資料來源如下所述： 

1.6.1 展匯公司2020年度及2021年度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1.6.2 展匯公司 2022 年第二季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核閱財務報告。 

1.6.3 展匯公司 2021 年度年報。 

1.6.4 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1.6.5 公開資訊觀測站。 

1.7  假設及限制條件 

本次評價主要之假設及限制條件彙總說明如下，其餘各假設及限

制分別於各章節說明： 

1.7.1 由於本獨立專家並非專業於法律，故任何會影響價值之法律訴

訟，本獨立專家無以專業律師之觀點來判斷。若實質上該法律

事項事關重大，本意見書之閱讀者應請教適當之法律顧問。 

1.7.2 如前述，內部及外部因素將嚴重影響價值之判斷，故於本意見

書所揭露之相關資訊，與最終之價值結論，並未隱瞞任何必要

資訊。 

1.7.3 本獨立專家未對最後之交易價格提出任何保證。由於評價之專

業，受限於實務上執行之限制及主觀上採用之評價方法之差異，

故於不同評價人員，運用合理之評價方法所計算之標的價格，

亦可能產生明顯差異。然後本獨立專家於本意見書中，利用普

遍最能被接受之評價方式及程序，對評價標的之價值進行合理

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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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背景及標的公司概述 

展匯公司於 2015 年 8 月 4 日由母公司安國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電腦週邊

事業部分割設立，營利事業統一編號為 42627808，截至目前實收資本額為新臺

幣 301,596,280 元，公司所在地登記於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 1 段 209 號 5 樓，主

要從事 USB/PCI-e 等高速傳輸介面控制 IC 及影像處理與壓縮 IC 等產品之研發

及銷售，主要產品為電腦週邊晶片、影像處理晶片及其他包括特殊應用之 USB 

功能晶片與技術支援服務收入等。 

展匯公司股票於 2017 年 4 月登錄財團法人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交易，安

國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最大股東，截至目前持股 14,640,133 股(相當於展匯

公司普通股股份總數 48.54%)。 

安格公司於 2010 年 10 月 21 日於中華民國設立，營利事業統一編號為

53172585，截至目前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 269,188,000 元，公司所在地登記於新

竹縣竹北市高鐵二路 55 號，主要從事各種多媒體視訊轉換控制晶片及其他控制

晶片等研發及銷售，產品以多媒體數位視訊轉換(VGA、HDMI、DisplayPort、

Type-C)特殊應用晶片為主。 

安格公司股票於 2021 年 8 月登錄財團法人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交易，安

國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最大股東，截至目前持股 5,256,631 股(相當於安格公

司普通股股份總數 19.53%)。 

展匯公司及安格公司之最大股東均為安國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於雙

方產品技術互補與協同合作、資源整合與產品交互行銷，以提升營運效能並創

造營運優勢之考量，擬依據企業併購法第二十九條之股份轉換方式，由安格公

司以增資發行新股為對價與展匯公司進行股份轉換，股份轉換完成後，展匯公

司將成為安格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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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務概況 

展匯公司最近年度之財務狀況摘述如下： 

 單位：新臺幣仟元 

科目 2019.12.31 2020.12.31 2021.12.31 2022.6.30 

流動資產 421,368  467,479  694,634  639,293  

非流動資產 54,263  79,155  100,446  155,964  

流動負債 92,440  115,153  129,981  133,320  

非流動負債 1,002  36,044  27,433  22,411  

歸屬母公司業主權益 382,189  395,437  637,666  639,526  

每股淨值(元) 18.54  19.54  21.77  21.84  

科目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 

1-6 月 

營業收入淨額 405,035  466,251  450,034  289,847  

營業毛利 185,180  198,157  201,656  130,855  

營業淨利 26,606  36,050  26,077  30,540  

本期淨利 24,459  33,744  25,553  25,336  

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24,459  33,744  25,553  25,336  

基本每股盈餘（元） 1.22  1.69  1.08  0.90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 

4.  價值計算 

4.1 評價方法說明 

評價的目的非常多元，評價方法也因目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為求評價之結

果能公正客觀，評價過程中之基本假設及方法的選取就需融入專業的分析與判

斷。一般企業評價之方法大致有收益法、資產法及市場法等三種方法，茲就各

評價方法簡述如下： 

4.1.1 收益法(Income-base approach) 

收益法一般被公認為所有評價方法中最具有理論性之評價方法，該評價方

法主要是根據財務學上之價值觀念，假設價值之來源是由企業所產生之未來收

益流量所決定，並將未來收益以經營風險調整後之折現率（Discount rate）予以

折現後，即可求得評價標的之價值。 

另相較於市場法及資產法等評價方法，收益法注重投資所能帶來之未來收

益流量，而非過去或現在之收益流量，因此該法亦被視為具前瞻性（Forward 

looking）之評價方法，正因該一前瞻性之特質，於收益法評價時不僅必須預測

及推算未來收益流量外，於評價過程中所採用之折現率亦應進一步調整預期未



  

24 

 

 

來市場及企業風險，以符合該評價方法之基本精神。 

4.1.2 資產法 (Asset-base approach) 

資產法被定義為「以淨資產為基礎，對企業、企業所有人之權益或證券之

價值進行評價之方法」。一般而言，資產法是依據公平市價、重置價值或清算

價值，將企業現在之所有資產與負債逐一加以調整，再將調整後的資產總價值

扣除調整後之負債總價值，即可得到調整後之權益價值。 

目前資產法主要的評價特定方法可分為：重製成本（Reproduction Cost）與

重置成本（Replacement Cost）。 

4.1.3 市場法(Market-base approach) 

市場法係以可類比(Comparable)標的之交易價格為依據，考量評價標的與

經營同業(可類比標的)間之差異，以適當之乘數估算評價標的之價值。 

就股東權益或企業價值評價而言，市場中可以參考之價格資訊，包括上市、

櫃類似經營同業之股價、未上市、櫃企業之過去已成交之股權交易價格及評價

標的本身過去已經成交之交易價格。 

市場法依其所參考之價格資訊可區分為可類比公司法(Guideline Public 

Company Method)及可類比交易法(Guideline Transaction Method)。 

4.2 選用之評價方法 

評價方法之選取與決定，應考量評價標的之現況及評價目的，而不同之評

價目的配合標的之現況，亦可能會產生不同之結論。 

上述方法中，收益法雖為學理較為科學的方法，但實務上須依賴對未來現

金流量(或利益流量)之預估，其中涉及較多的假設性項目，具有較高之不確定性，

因此本意見書擬不採用。由於展匯公司股票有公開市場之交易價格及可類比的

經營同業，因此本意見書擬採用該公司市價法(市場交易均價)及市場法之可類比

公司法，並參酌股東權益淨值，綜合評估展匯公司本次合理收購價值。 

另，本次擬由安格公司以增資發行新股為對價與展匯公司進行股份轉換，

亦即股份轉換後展匯公司股東將取得安格公司之普通股，由於安格公司股票有

公開市場之交易價格，當展匯公司股東取具安格公司股票後，市場可交易價格

將有效表彰本次交易對價之實質價值，因此安格公司普通股將直接採用市價法

(市場交易均價)評估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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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市價法 

展匯公司及安格公司股票於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交易，股票具有公開交

易價格，本意見書以 2022 年 8 月 19 日為基準日，基準日（含）前一段時間除

權息調整後之收盤均價，為展匯公司每股價值之參考。 

項目 展匯公司 安格公司 

10 日除權息調整後收盤均價(元/股) 32.98  60.23  

20 日除權息調整後收盤均價(元/股) 32.65  60.06  

30 日除權息調整後收盤均價(元/股) 32.57  61.08  

價值區間 32.57~32.98 60.06~61.08 

資料來源：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本意見書整理。 

4.4 市場法 

4.4.1.經營同業與價值乘數 

展匯公司主要業務為從事 USB/PCI-e 等高速傳輸介面控制 IC 及影像處理與

壓縮 IC 等產品之研發及銷售，本意見書依據展匯公司管理當局建議之可類比公

司，並參酌嘉實資訊資料庫營運結構相似之競爭同業，選取產品較為相似之上市

櫃可類比公司共計 6 家，彙整如下表： 

股票代號/簡稱 交易市場 主要產品 

6104 創惟 OTC 積體電路晶片(99.7%),其他(0.4%) 

6233 旺玖 OTC 數位系統應用(63.8%),微機電整合應用(36%),其他(0.3%) 

6756 威鋒電子 TSE USB 等晶片(99.3%),專利授權及其他(0.7%) 

8299 群聯 OTC 快閃記憶體模組(80.1%),控制晶片(16.6%),積體電路(IC)(3%) 

3259 鑫創 OTC 音訊 IC 及其他(49.1%),控制 IC(44.5%),設計服務(6.3%) 

5471 松翰 TSE 消費性 IC(57.1%),多媒體 IC(42.8%) 

資料來源：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本意見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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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類比公司之財務狀況、獲利情形及本益比之比較資訊如下： 

2021 年度 
單位：新臺幣仟元 

科目  6104 創惟 6233 旺玖 6756 威鋒電子 

資產總額  3,571,227  1,120,552  4,075,185  

負債總額  1,683,779  131,314  873,415  

歸屬母公司業主權益  1,883,502  989,238  3,201,770  

營業收入淨額  3,243,690  448,446  3,367,047  

營業毛利(損)  1,642,500  206,145  1,794,945  

營業利益(損失)  683,312  44,675  1,029,615  

本期淨利(損)  575,380  60,093  880,311  

淨利(損)歸屬母公司業主  575,442  60,093  880,311  

每股盈餘(虧損)（元）  6.41  0.75  13.04  

科目  8299 群聯 3259 鑫創 5471 松翰 

資產總額  63,021,357  764,354  5,601,533  

負債總額  25,712,923  113,548  1,270,053  

歸屬母公司業主權益  37,308,434  650,806  4,331,480  

營業收入淨額  62,557,192  692,352  5,865,539  

營業毛利(損)  19,154,380  229,488  3,014,001  

營業利益(損失)  9,084,449  (3,438) 1,846,558  

本期淨利(損)  8,147,215  1,158  1,462,320  

淨利(損)歸屬母公司業主  8,147,215  1,158  1,462,320  

每股盈餘(虧損)（元）  41.34  0.02  8.71  

2022 年第二季(累積) 
單位：新臺幣仟元 

科目  6104 創惟 6233 旺玖 6756 威鋒電子 

資產總額  3,591,954  1,131,649  3,970,733  

負債總額  1,625,220  133,936  976,758  

歸屬母公司業主權益  1,962,873  997,713  2,993,975  

營業收入淨額  2,101,800  218,659  1,865,672  

營業毛利(損)  1,121,334  93,698  992,644  

營業利益(損失)  538,712  8,823  554,218  

本期淨利(損)  484,999  25,136  544,068  

淨利(損)歸屬母公司業主  485,084  25,136  544,068  

每股盈餘(虧損)（元）  5.37  0.32  7.95  

本益比(倍)(註)  12.82  31.46  16.05  

註：本益比=各公司 2022.8.19 最近 30 日平均市值/可取得最近四季(或 12 個月)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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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接續上頁> 

單位：新臺幣仟元 

科目  8299 群聯 3259 鑫創 5471 松翰 

資產總額  63,437,168  694,317  5,760,969  

負債總額  24,449,446  89,998  2,214,803  

歸屬母公司業主權益  38,987,722  604,319  3,546,166  

營業收入淨額  33,391,274  213,704  2,054,048  

營業毛利(損)  10,380,557  69,570  970,705  

營業利益(損失)  4,379,391  (51,875) 444,412  

本期淨利(損)  3,991,915  (46,487) 463,613  

淨利(損)歸屬母公司業主  3,991,915  (46,487) 463,613  

每股盈餘(虧損)（元）  20.26  (0.62) 2.76  

本益比(倍)(註)  7.08  (33.44) 7.98  

註：本益比=各公司 2022.8.19 最近 30 日平均市值/可取得最近四季(或 12 個月)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淨利。 

價值乘數之計算公式為股權價值或企業價值為分子，績效衡量值為分母。當

使用股權價值或企業價值時，應確保分子所使用之價值基礎與分母使用之績效衡

量值之邏輯基礎具相關性及一致性。 

學理上績效衡量值包括收入、盈餘及權益帳面價值等，實務上以營業收入、

稅前息前折舊前利潤、稅後淨利及權益帳面淨值為主要衡量指標，再依據績效衡

量值對應之價值基礎 (股權價值或企業價值 )，形成企業價值與營業收入比

(EV/Sales)、企業價值與稅前息前折舊前利潤比(EV/EBITDA)、股權價值與淨值比

(P/B)及本益比(P/E)等價值乘數，由於各價值乘數分別表彰不同價值面向，本意見

書悉數採用，希望藉由多元的價值面向，綜合評估評價標的合理之理論價值。 

綜上，本意見採市場法之企業價值與營業收入比(EV/Sales)、企業價值與稅

前息前折舊前利潤比(EV/EBITDA)、股權價值與淨值比(P/B)及本益比(P/E)所計算

之市場價值乘數，據以推算展匯公司每股理論價值。經營同業價值乘數計算彙整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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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倍 

公司 
EV/Sales 

(ttm) 
EV/EBITDA  

(ttm) 

P/B 
(Price/Book) 

(mrq) 

P/E 
(Price/Net Income) 

(ttm) 

6104 創惟 2.88  9.92  5.80 * 12.82  

6233 旺玖 3.07  17.60  1.89  31.46 * 

6756 威鋒電子 3.98  11.07  5.53 * 16.05  

8299 群聯 0.68 * 4.31  1.49  7.08  

3259 鑫創 2.43  176.67 * 2.39  (33.44)* 

5471 松翰 1.65  4.98  2.83  7.98  

平均數 2.80  9.58  2.15  10.98  

中位數 2.88  9.92  2.14  10.40  
資料來源：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本意見書自行整理。 

註 1：EV「Enterprise Value；企業價值」係代表歸屬於所有資本提供者（即股東與債權人）之

權益。 

註 2：P「股權價值」代表所有權益請求權之公允價值；權益價值亦可表達為企業價值減除所

有非權益財務請求權之公允價值。 

註 3：mrq：最近一季財務資料；ttm：最近四季(或 12 個月) 財務資料。 

註 4：股票市值(Price；股權價值)以最近 30 日平均市值為計算基礎。 

註 5：*係負值或極端植，將排除樣本之統計計算。 

4.4.2. 市場法價值計算 

本意見書依前述計算之價值乘數，推算展匯公司每股理論價值。由於企業

價值與營業收入比(EV/Sales)較常被用在創業階段的公司、服務業或營收穩定的

買賣業，展匯公司並非前述類型之企業，且該價值乘數相較其他價值乘數所計

算之價值偏離過大，本意見書排除採用。其餘各價值乘數分別表彰不同價值面

向，均有參考意義，因此將各價值乘數所推算股權理論價值各採 33.33%權數，

求得展匯公司普通股每股理論價值為新臺幣 33.74 元。 

單位：新臺幣仟元(除另有標示外) 

項目 EV/Sales EV/EBITDA P/B P/E 

展匯公司財務數值(註) 530,010  78,858  639,526  40,042  

價值乘數平均數(倍) 2.80  9.58  2.15  10.98  

企業或股權理論價值 1,484,028  755,460  1,374,981  439,661  

加：現金及約當現金 436,458  436,458    

金融資產-流動 46,602  46,602    

減：附息負債 0  0    

非控制權益 0  0      

股權理論價值 1,967,088  1,238,520  1,374,981  439,661  

是否採用與調和權重 不採用  33.33% 33.33% 33.33% 

調和後普通股股權理論價值    1,017,721  

已發行普通股數(仟股)    30,159.6  

普通股每股理論價值(元)    33.74  

註：最近一季或最近四季之財務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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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淨值法 

   單位：新臺幣仟元；仟股 

項目 數值 

2022 年 6 月 30 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639,526 

已發行之普通股股數 30,159.6 

帳列庫藏股股數扣除(含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票)  874 

調整後之普通股股數 29,285.6 

調整後每股淨值(元/股) 21.84 

4.6 價值彙總與換股比例區間 

綜上，展匯公司普通股每股理論價值介於新臺幣 21.84~32.98 元，由於各方

法各有其理論依據，因此本意見書將市價法、市場法及淨值法所計算價值依相同

權數調和，再考量收購溢價調整，得出展匯公司普通股每股合理收購價值介於新

臺幣 32.40~36.61 元。 

單位：新臺幣仟元(除另有標示外) 

項目 
展匯公司 

每股理論價值 
調和權數 調和價值 

收購溢價 

(註) 

收購價值 

合理區間 

市價法 32.57~32.98 33.33% 

29.38~29.52 10.28%~24.01% 32.40~36.61 市場法 33.74 33.33% 

淨值法 21.84 33.33% 

註：參酌最近三年度(2020 年度~迄今)成功完成公開收購案例(共計 35 例)，收購價格與公告前 30 日平均收盤價

相較，收購溢價率第一四分位數與第三四分位數分別為 10.28%及 24.01% (詳附件)，本意見書依此區間為收購

溢價之調整參數。 

綜上，展匯公司普通股每股合理收購價值介於新臺幣 32.40~36.61 元，安格

公司普通股每股公允價值依市價法計算介於新臺幣 60.06~61.08 元間，由於展匯

公司及安格公司均已完成除權息，因此本意見書不考量權息因素之調整。本意見

書依上述雙方公司價值區間，計算換股比例合理區間為展匯公司普通股 1 股換發

安格公司普通股 0.5305~0.6096 股。 

單位：新臺幣元(除另有標示外) 

項目 每股允價值區間 
換股比例合理區間 

(股) 

展匯公司 32.40~36.61 1 

安格公司 60.06~61.08 0.5305~0.6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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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 

本意見書以展匯公司可量化之數字，並參酌市場客觀資料，分別以市價法、

市場法之可類比公司法及淨值法為基礎，得出展匯公司普通股之每股合理收購

價值區間為新臺幣 32.40~36.61 元；安格公司普通股每股市場價值區間為新臺

幣 60.06~61.08 元，依此計算換股比例合理區間為展匯公司普通股 1 股換發安

格公司普通股 0.5305~0.6096 股。 

本次展匯公司因策略性考量，擬與安格公司進行股份轉換，雙方擬議定以展

匯公司普通股 1 股換發安格公司增資發行普通股 0.6 股，此股份轉換比例係經審慎

評估且介於前述換股比例合理區間內，尚屬允當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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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公開收購溢價統計 

最近三年度公開收購溢價率統計如下： 

年度 序號 公開收購人 被收購公司 收購價格 前 30 日均價 溢價率 

2020 年度 1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台驊投控 28 24.66  13.54% 

2020 年度 2 侯佑霖、鄭寶蓮 燦星旅 5.1 5.50  -7.27% 

2020 年度 3 日商有澤製作所 新揚科 36 29.57  21.75% 

2020 年度 4 華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閎暉 30 27.42  不成功 

2020 年度 5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明泰 30 19.22  56.09% 

2020 年度 6 豐悅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東林 25 20.75  20.48% 

2020 年度 7 Golden Hexagon 康聯-KY 27 22.23  21.46% 

2020 年度 8 興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聚紡 40 34.54  15.81% 

2020 年度 9 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信昌化 18 14.33  25.61% 

2020 年度 10 莫皓然 鼎創達 3.35 3.32  0.90% 

2020 年度 11 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日盛金 13 10.41  24.88% 

2020 年度 12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聚碩 45 39.88  12.84% 

2020 年度 13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凌華 57 47.56  19.85% 

2020 年度 14 澳台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夠麻吉 75 45.44  65.05% 

2020 年度 15 台北博報堂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格威傳媒 69 55.63  24.03% 

2020 年度 16 久裕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裕國 19 15.47  22.82% 

2021 年度 1 達宇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五人 大宇 16 14.14  13.15% 

2021 年度 2 大江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和康生 29 23.21  24.95% 

2021 年度 3 YIDA INVESTMENT 百達-KY 19.35 18.71  3.42% 

2021 年度 4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壽 23.6 21.91  7.71% 

2021 年度 5 全達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彥陽 12 7.97  不成功 

2021 年度 6 強茂股份有限公司 凡甲 105 85.83  22.33% 

2021 年度 7 光菱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東友 21 15.43  不成功 

2021 年度 8 安富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東友 20.5 13.87  47.80% 

2021 年度 9 明基三豐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康科特 18 15.07  19.44% 

2021 年度 10 神盾股份有限公司 芯鼎 67.2 82.39  -18.44% 

2021 年度 11 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等五人 亞果遊艇 32 39.68  -19.35% 

2021 年度 12 鈺叡股份有限公司 菱光 29 22.30  30.04% 

2021 年度 13 友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羅昇 32 25.81  23.98% 

2022 年度 1 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宇隆 130 107.18  21.29% 

2022 年度 2 晶碩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三人 天蔥 23 22.80  0.88% 

2022 年度 3 龍行利興業有限公司等 4 人 東凌-KY 17.4 17.49  -0.51% 

2022 年度 4 強茂股份有限公司 虹冠電 80.8 66.59  21.34% 

2022 年度 5 恆盈泰資本投資有限公司 致振 18 17.51  2.80% 

2022 年度 6 神盾股份有限公司 晶相光 123 102.05  20.53% 

2022 年度 7 寶徠建設、麟居投資、劉芳君 福裕 24.6 19.79  24.31% 

2022 年度 8 偉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陞達科技 72.9 63.29  15.18% 

2022 年度 9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普達系統 30 24.72  21.36% 
     第一四分位數 10.28% 
     第三四分位數 24.01% 
     中位數 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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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簡歷表 

姓名：鍾志杰 

 

學歷：東吳大學會計學系 

中原大學會計學研究所 

 

證照：會計師證書(97)專高會字第 000355 號 

金管會證字第 7320 號 

北市會證字第 4050 號 

台財稅登字第 5018 號 

  

經歷：勤美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 

安盛生科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經理 

海川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財務顧問 

 

 
實績案件： 

1.崴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轉換股份協議價格意見書)  

2.元大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營業讓與案價格意見書) 

3.大江基因醫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轉換價格意見書)  

4.動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轉換價格意見書)   

5.大江生活股份有限公司(發行新股合併股權價格意見書)  

6.晨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價格意見書)  

7.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認購私募基金價格意見書) 

8.永崴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增資之價格合理性獨立專家意見書) 

9.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普通股股權價值合理性複核意見書) 

10.森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普通股股權價值合理性複核意見書) 

11.永崴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子公司股權之價格合理性獨立專家意見書) 

12.智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增資之價格合理性獨立專家意見書) 

13.晶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處分子公司之價格合理性獨立專家意見書) 

14.彰京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處分股權之價格合理性獨立專家意見書) 

15.崴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發行價格合理性意見書) 

16.金興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權交易價格合理性獨立專家意見書) 

17.良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普通股股權價值合理性複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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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屆審計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24 日上午 10:30 

地 點：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 209 號本公司會議室  

 

出席人員：獨立董事：陳柏錩、巫恒翔、方雍仁(視訊) 

列席人員：范書婷經理、蘇琳雅資深高級專員 

           

主 席：巫恒翔                                 紀錄：蘇琳雅 

 

委員出席情況：應出席獨立董事 3 席，實際出席獨立董事 3 席。 

 

主席宣布開會及致詞：略。 

 

報告事項：無。 

    

討論事項： 

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無。 

本次會議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公司擬與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股份轉換案暨本公司股票  

        終止上櫃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 基於雙方產品技術互補與協同合作、資源整合與產品交互行銷，

以提升營運效能並創造營運優勢之考量，本公司擬依企業併購

法等規定與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安格科技」)進

行股份轉換，成為安格科技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以下簡稱

「本次股份轉換案」) ，並作成「股份轉換契約」，請參閱附件

一。並自股份轉換基準日起，終止本公司股票於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之上櫃交易。 

二、本次股份轉換案之換股比例，為本公司普通股每一股換發安格

科技新發行普通股 0.60 股。換股比例係參酌本公司及安格科技

股票近期市場價格及公司財務資訊等相關資料，並徵詢獨立專

家之意見，協議訂定，該換股比例業經獨立專家出具合理性意

見書在案。除依股份轉換契約之條款或雙方之其他約定外，本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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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與安格科技任一方均不得任意變更或調整換股比例。如有

依股份轉換契約中所約定應予調整之情事者，則該換股比率將

依相關之約定，雙方董事會應於事件發生後 10 個營業日內，本

於誠信共同協商換股比例調整事宜。獨立專家出具合理性意見

書，請參閱附件二。 

三、為本次股份轉換案，安格科技將增資發行 17,735,776 股(扣除庫

藏股預計註銷 600,000 股後換算之)普通股予換股基準日之本公

司之持股股東，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共計新台幣 177,357,760

元。其權利義務與安格科技其他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相同。增資

發行新股之實際股數應依據股份轉換契約中所約定應予調整之

情事者，則該換股比例將依相關約定，應由雙方董事會共同協

商換股比例調整之。如依換股比例應換發之股票有不滿一股之

畸零股者，由安格科技依其股份轉換基準日前之最後交易日收

盤價(以下稱「市價」)，按比例折算現金 (四捨五入計算至「元」

為止 )支付之。 

四、本公司與安格科技暫定換股基準日為民國 112 年 4 月 1 日，若

因實際情況有調整股份轉換基準日之必要，由雙方股東會授權

各該公司董事會共同決議之，並經雙方董事會決議通過後調整

換股基準日並公告之。 

五、本次股份轉換，倘有任一方之股東依法表示異議並請求買回其

持股時，本公司與安格科技將依法令規定收買該異議股東所持

有之股份。 

六、本公司將於本次股份轉換完成後依相關規定終止上櫃交易。如相

關法令及財團法人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之實際作業允許，本公司將

於換股基準日終止上櫃交易，並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

稱金管會)申請撤銷公開發行，而公司章程應為必要之修改。 

七、本股份轉換案未盡事宜，除股份轉換契約另有約定外，授權董事

長及/或其指定之人單獨或共同代表本公司全權處理與本次股份

轉換案有關之一切必要程序並採取相關必要之行為，包括但不限

於準備、簽署及交付股權轉換合約及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或申報

等，並得依最新法令規定及行政指導而逕行辦理該等事宜。 

八、本案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後，提請董事會決議。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委員，無異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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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併購交易中涉及利害關係董事資訊 

自然人董事姓名或

法人董事名稱暨其

代表人姓名 

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之

重要內容 
其應迴避或不迴避理由 迴避情形 贊成或反對併購決議之理由 

安國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人: 

羅森洲 

本公司法人董事持有安格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5,256,631 股（占該公司股份

19.52%），且擔任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之董事，安國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本公司 48.54%之股權。 

雖其參與本股份轉換案符合本公

司股東最大利益，其參與本案討論

及表決尚無致損害公司利益之

虞，惟為確保決議作成之客觀性，

自請迴避本股份轉換案及相關議

案之討論及表決。 

未參與討論與表決 

從公司的長遠策略來看，本股

份轉換案對雙方資源將可有

效整合，且能將雙方產品技術

互補與協同合作，進而增強市

場競爭力，故法人董事贊成本

股份轉換案。 

安國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人: 

郭光耀 

本公司法人董事持有安格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5,256,631 股（占該公司股份

19.52%），且擔任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之董事，安國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本公司 48.54%之股權。 

雖其參與本股份轉換案符合本公

司股東最大利益，其參與本案討論

及表決尚無致損害公司利益之

虞，惟為確保決議作成之客觀性，

自請迴避本股份轉換案及相關議

案之討論及表決。 

未參與討論與表決 

從公司的長遠策略來看，本股

份轉換案對雙方資源將可有

效整合，且能將雙方產品技術

互補與協同合作，進而增強市

場競爭力，故法人董事贊成本

股份轉換案。 

安國國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人: 

張琦棟 

本公司法人董事持有安格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5,256,631 股（占該公司股份

19.52%），且擔任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之董事，安國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本公司 48.54%之股權。 

雖其參與本股份轉換案符合本公

司股東最大利益，其參與本案討論

及表決尚無致損害公司利益之

虞，惟為確保決議作成之客觀性，

自請迴避本股份轉換案及相關議

案之討論及表決。 

未參與討論與表決 

從公司的長遠策略來看，本股

份轉換案對雙方資源將可有

效整合，且能將雙方產品技術

互補與協同合作，進而增強市

場競爭力，故法人董事贊成本

股份轉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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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ㄧ 

展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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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定名為展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 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2.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3. F601010 智慧財產權業。 

4. I501010 產品設計業。 

5. I103060 管理顧問業。 

6.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7. IZ99990 其他工商服務業。 

8.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三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

立分公司。 

第四條： 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辦理。 

第五條： 本公司得就業務上之需要從事對外保證。 

第二章 股份 

第六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 500,000,000 元，分為 50,000,000 股，

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其中未發行之股份授權董事會視公司業務

需要分次發行。 

第六條之ㄧ： 本公司得經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出席之股東會，及出

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

價格轉讓庫藏股予員工，或以低於發行日收盤價之認股價格發行

員工認股權憑證。 

第七條： 本公司轉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有關轉投資不得超過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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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八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並應編號及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

章，經依法得擔任股票發行簽證人之銀行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

股票公開發行後，得採免印製股票之方式發行股份，或得就每次

發行總數合併印製，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或保管。 

第九條： 股東名簿之更名過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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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為之。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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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股票過戶。  

第十條： 股份轉讓應本公司委託之股務代理機構申請過戶，在轉讓手續完

成之前，不得以其轉讓對抗本公司。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股

務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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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股東會 

第十一條： 本公司股東會分下列兩種： 

一、 股東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

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 

二、 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依相關法令召集之。 

第十一條之一：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方式為之。 

第十二條： 股東會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

權時，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

推一人代理之。 

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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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股東會。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除公司法另有規定者外，悉依主管機關

頒佈『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辦理之。 

第十四條： 本公司各股東，除有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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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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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六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股東會主席簽名或蓋章，

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 

前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本公司公開發

行股票後，議事錄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記載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

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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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保存期限至少為一

年。 

第十七條： 依主管機關規定，本公司股票上市(櫃)後，應設置電子方式作為  

股東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 

第四章 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 

第十八條： 本公司設置董事 5~9 人及監察人 2~3 人，任期 3 年，由股東會

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連選得連任。 

本公司於公開發行後，依前項董事名額中，得包含獨立董事不少

於 2 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的五分之一，且董事之選任採候選

人提名制度，由股東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

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依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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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半數之同意互選一人為董事長，並得以同一方式互選副董事長

一人，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及董事會之主席， 對外代表公司，

並綜理本公司一切事務。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 得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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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數不

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

專長。審計委員會及其成員負責執行相關法令規定之監察人職權。

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後，本章程關於監察人之規定將不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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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第二十條：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  

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

董事長召集之，並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

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方式為之。 

第二十一條： 董事長為董事會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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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董

事因故不能出席者，得委託其他董事代理之。 

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董事會得以視訊會議為之，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

席。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

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同業之通常水準議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

定辦理。 

第五章 會計 

第二十四條： 本公司會計年度自每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每屆會計年

度終了，董事會應編造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

撥補之議案，並依法定程序提請股東常會承認。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獲利狀況係指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

前之利益)，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五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

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得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

公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高於

百分之五為董監酬勞。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

告。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每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時，應依法提繳稅捐、彌補以往年度

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

資本額時，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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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相關法令規定或營運必要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併同

期初未分配盈餘為股東累積可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定盈餘分配

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配股東紅利。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目前及未來發展計畫、考量投資環境、

資金需求及國內外競爭狀況，並兼顧股東利益等因素，每年提撥

分配股東股息紅利應不低於當年可供分配盈餘之百分之三十，惟

累積可供分配盈餘低於實收股本百分之十時，得不予分配；分配

股東股息紅利時，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為之，其中現金股利不低

於股利總額之百分之三十。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七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之。 

第二十八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 104 年 7 月 28 日 

第一次修訂 民國 105 年 6 月 24 日 

第二次修訂 民國 106 年 5 月 8 日 

第三次修訂 民國 107 年 6 月 8 日 

第四次修訂 民國 109 年 6 月 5 日 

第五次修訂 民國 110 年 7 月 9 日 

第六次修訂 民國 111 年 6 月 17 日 

 

 

 

 

展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羅 森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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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除法令或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者外，依本規則之

規定辦理。股東僅為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時，股東會職權由董事會行

使，不適用本議事規則。 

 

第二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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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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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

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

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

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

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監察人，並載明就任日期，該

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

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

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

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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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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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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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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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期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

應注意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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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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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簽到，或由出

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

以畫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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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者，應另附選舉

票。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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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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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書送達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方式行使表決

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股

東以書面方式行使表決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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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書面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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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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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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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法人僅得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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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

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參與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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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九條   公司應於受理股東會報到時起將股東會報到過程、股東會之開會過程、

投票計票過程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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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

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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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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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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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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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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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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灌之股份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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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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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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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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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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

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

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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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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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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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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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經過之要領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監

察人時，應揭露每位當選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

保存。 

 

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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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屬法令規定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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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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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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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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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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二十一條 制定及修訂紀錄 

制定/修訂日期     生效日期 

制定 104/12/22    105/5/10 

制定 109/3/12     10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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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基準日:民國 111 年 9 月 14 日 

 
職稱 戶名 持有股數 

本公司董事長 
安國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羅森洲 
14,640,133 

副董事長 
安國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郭光耀 
14,640,133 

董事 
安國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琦棟 
14,640,133 

獨立董事 陳柏錩 0 

獨立董事 巫恒翔 0 

獨立董事 方雍仁 0 

合計 14,640,133 

註：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30,159,628 股 

依法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為 3,600,000 股 

 

 

 

 

 

 

 

 

 

 

 

 

 

 

 

 

 
 

附錄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