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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一 O 六年股東常會會議議程
時

間：中華民國一 O 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整

地

點：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一段 189 巷 16 號 B1

一、宣布開會(報告出席股數)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1.105 年度營業報告書。
2.105 年度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3.105 年度員工及董監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4.本公司國內第三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執行情形報告。
四、承認事項
1.105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2.105 年度盈餘分派案。
五、討論事項
1.105 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2.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份條文案。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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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壹、105 年度營業報告書
105 年度公司在各位股東支持及全體同仁努力下，業績持續成長，今年會有台中振興段
19 地號建案完工；羅東案已於去年動工，今年持續興建；台中振興段 8 地號、淡海 2 地號及
桃園會稽段等建案於今年動工，全體同仁仍將努力提升公司經營實績，以增進股東權益。

一、105 年度營業結果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1.本公司 105 年度營收淨額為新台幣 5,306,262 仟元，較 104 年度 2,099,588 仟元，增
加 3,206,674 仟元。
2.本公司 105 度稅前淨利為新台幣 668,888 仟元，較 104 年度 619,279 仟元，增加
49,609 仟元。
3.主要係因 A7 合宜住宅案、台中振興段 35 地號等建案完工銷售，致營業淨利增加。
(二)預算執行情形
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規範，本公司 105 年度毋需編製財務
預測。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5 年度
104 年度
營業收入淨額
5,306,262
2,099,588
財務
營業毛利
1,017,772
826,658
收支
稅後淨利
551,285
562,658
資產報酬率(%)
4.25
4.04
股東權益報酬率(%)
10.76
12.27
營業利益
29.11
25.28
獲利
占實收資本比率(%)
能力
稅前純益
24.88
25.38
純益率(%)
10.39
26.80
每股盈餘(元)
2.05
2.21
(四)研究發展狀況
1.在建築規劃設計方面：針對產品之地點、周圍環境之特色、客戶之需求及相關建築
法令之適用，規劃具藝術環境的高品味精品平價住宅，滿足不同年齡層對於家的共
同想望。
2.在營建工程及管理方面：針對不同型態之工地由專業團隊研擬最適宜的工法技術及
工程管理，嚴格控制施工品質、成本及進度，並確保工地之安全。
3.市場研究發展方面：確實掌握房地產市場資訊，收集各項資料加以研究分析，以為
產品定位及行銷策略之依據，達成百分之百銷售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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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6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
本公司一向秉持「誠信的態度、穩健的經營、精良的品質、熱忱的服務」四大經營
理念，規劃高品質、安全之建築產品，除了要負起美化都市的使命外，追求客戶的
滿意度、提昇企業品牌與企業永續經營為企業目標。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預計 106 年度銷售之建案有 A7 合宜住宅案 16 戶、文山案 16 戶、合鳳案 32 戶、礁
溪案 84 戶、八德案 45 戶、桃園河底段 D 案 17 戶、台中振興段 35 地號 42 戶及 19
地號 88 戶，共計 340 戶。
(三)重要之產銷政策
1.生產策略：
(1)興建透天別墅、集合住宅大樓為主力產品。
(2)區隔市場的產品設計針對未來主流產品。
(3)增加具休閒性、多功能、安全性之高級住宅。
(4)景觀、交通便利將是未來居住空間品質與生活機能的主要訴求。
2.銷售策略：
(1)全新成屋銷售或邊建邊售。
(2)委託代銷公司包銷或純企劃模式。
(3)餘屋自行銷(委)售。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公司未來以台中以北地區為發展重心，持續嚴格控管成本及費用，並致力於產品附加價
值的提昇，推動居家休閒理念，另外更著重於社區整體的營造，以提升公司競爭力。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一)近期國際預測機構如世界銀行、環球透視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公布之更新數據觀
察，2017年全球經濟與貿易成長率皆較2016年為高，顯示全球經濟微幅改善，加上
國際油價與原物料價格持續回穩，影響台灣對外貿易表現。根據台經院最新預測結
果，2017年國內實質 GDP 成長率為 1.78%。
(二)2017 年的全球經濟雖然維持在復甦趨勢上，但仍有部分不確定因素影響國、內外景
氣。歐洲政經情勢不穩，如英國脫歐後續發展，加上今年是歐洲主要國家的政治選
舉年，右派勢力抬頭恐產生新的風險。此外，川普上任後的政策不確定性、製造業
回流美國、美中貿易關係、對於人民幣匯率操控問題、聯準會升息幅度與次數等亦
牽動全球經濟，對於全年經濟情勢將投入更多不確定變數。
全體員工將依公司所訂定的年度目標及計劃推動實施。期盼各位股東能繼續給予公司之
經營團隊支持與鼓勵。敬祝大家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事長：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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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會計：

貳、105 年度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名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105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惠眾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項文婷、林欣如會計師查核竣事，連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派之議案，復經本監察
人等查核完竣，認為符合公司法等相關法令，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備具報告
書，報請 鑒察。
此

上

本公司 106 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永裕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蔡
彭

中

華

民

國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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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105 年度員工及董監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一、依據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條規定辦理，本公司 105 年度提撥 1%計新台幣 6,825,383 元
以現金方式分派員工酬勞，及提撥 1%計新台幣 6,825,383 元分派董監事酬勞。
二、本次分派之員工及董監事酬勞金額與年度財務報表估列數間並無差異情形產生。
肆、本公司國內第三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執行情形報告
一、本公司 104 年國內第三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係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 年 11 月
17 日核准申報生效，於 104 年 11 月 30 日完成募集，並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核准於 104 年 12 月 1 日起開始在證券商營業處所掛牌上櫃買賣。
二、本次公司債募集資金原因為償還銀行借款及支付營建工程款。
三、截至 106 年 4 月 24 日止，本轉換債券已轉換 89 張，面額共 8,900,000 元，轉換為
普通股 562,934 股，尚未執行轉換之餘額 7,911 張，面額共 791,100,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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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05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說 明：1.本公司董事會編造之 105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惠眾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項文婷、林欣如會計師查核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經監察人等查核竣事，
並出具書面查核報告在案。
2.105 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2 頁至
第 3 頁、第 8 頁至第 27 頁。
3.敬請 承認。
決 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05 年度盈餘分派案。
說

明：1.本公司 105 年度稅後純益為新台幣(以下同)551,284,164 元，提撥 10%法定盈餘公
積 55,128,416 元，加計以前年度未分配盈餘 671,362,045 元，期末可供分配盈餘
為 1,167,517,793 元，擬分配股東現金股利 268,925,846 元 (每股分配約 1 元)及
股票股利 268,925,840 元。其中現金股利發放至元為止，元以下無條件捨去，發
放後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由個別股東股息金額之小數點數字由大至小及股
東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額為止。本次盈餘分配原則係
以 105 年度盈餘為優先。
2.現金股利分派俟本案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配息基準日辦理發放。
3.嗣後如因本公司股份變動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而須修
正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4.105 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7 頁。
5.敬請 承認。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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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 105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671,362,045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551,284,164

減：法定盈餘公積

(55,128,416)

可供分配盈餘

1,167,517,793

減：
分配項目
股東現金股利（每股約 1 元）

268,925,846

股東股票股利（每股約 1 元）

268,925,840

期末未分配盈餘

629,666,107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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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ຑᆅ໘ቫ܌௦Ҕीࡹϐ܄ǴϷ܌ځբीीᆶ࣬ᜢඟ៛ϐӝ܄Ƕ
5/٩Ᏽڗ܌ளϐਡᏵǴჹᆅ໘ቫ௦Ҕᝩុᔼी୷ᘵϐ܄ǴаϷ٬ӜଈϦ
љᝩុᔼϐૈΚёૈౢғख़εᅪቾϐ٣ҹ܈ࢂݩցӸӧख़εόዴ܄ۓǴբр่
ፕǶҁीৣऩᇡࣁ၀٣ҹ܈ݩӸӧख़εόዴ܄ۓǴ߾ܭਡൔύගᒬঁᡏ

-10-

୍ൔ߄٬Ҕݙޣཀঁᡏ୍ൔ߄ϐ࣬ᜢඟ៛Ǵܭ܈၀ඟ៛߯ឦόਔঅ҅ਡ
ཀـǶҁीৣϐ่ፕ߯аᄒԿਡൔВڗ܌ளϐਡᏵࣁ୷ᘵǶோ҂ٰ٣ҹ܈
ݩёૈᏤठӜଈϦљόӆڀԖᝩុᔼϐૈΚǶ
6/ຑঁᡏ୍ൔ߄Ȑхࡴ࣬ᜢߕຏȑϐᡏ߄ၲǵ่ᄬϷϣǴаϷঁᡏ୍ൔ߄ࢂ
ցϢ߄ၲ࣬ᜢҬܰϷ٣ҹǶ
ҁीৣᆶݯൂՏྎ೯ϐ٣Ǵхࡴ܌ೕჄϐਡጄൎϷਔ໔ǴаϷख़εਡว
Ȑхࡴܭਡၸำύ܌ᒣᇡϐϣڋᡉલѨȑǶ
ҁीৣҭӛݯൂՏගٮҁीৣ܌ᗧឦ٣୍ڙ܌ᐱҥ܄ೕጄϐΓςᒥൻ
ीৣᙍၰቺೕጄύԖᜢᐱҥ܄ϐᖂܴǴ٠ᆶݯൂՏྎ೯܌Ԗёૈᇡࣁቹៜी
ৣᐱҥ܄ϐᜢ߯Ϸځд٣)хࡴ࣬ᜢٛៈࡼ*Ƕ
ҁीৣவᆶݯൂՏྎ೯ϐ٣ύǴ،ۓჹӜଈϦљ҇୯ 216 ԃࡋঁᡏ୍ൔ߄
ਡϐᜢᗖਡ٣Ƕҁीৣܭਡൔύ௶ܴ၀٣ǴନߚݤзόϢϦ໒ඟ៛
ۓ٣Ǵ܈ӧཱུـشݩΠǴҁीৣ،ۓόܭਡൔύྎ೯ۓ٣ǴӢёӝ
ႣයԜྎ೯܌ౢғϐॄय़ቹៜε܌ܭቚϐϦճǶ

ඁᖄӝीৣ٣୍܌
ीৣǺ

ीৣǺ
چЬᆅᐒᜢਡЎဦǺߎᆅϤӷಃ 1:61217613 ဦ
ߎᆅቩӷಃ 2111112633 ဦ
ύ  ҇ ୯ 217 ԃ 4 Д 39 В

-11-

Ӝଈ໒วިҽԖज़Ϧљ
ঁᡏၗౢॄ߄
҇୯216ԃϷ215ԃ23Д42В
ൂՏǺཥᆵჾщϡ
ၗౢ
жዸ
22yy

ीҞ

216ԃ23Д42В
ߕຏ

ࢬၗౢ

215ԃ23Д42В
ʘ

!ߎᚐ

ʘ

!%!!!22-253-568

!!!:2/67 !%!!!24-882-124

!!!!!!!!423-864

!!!!3/68 !!!!!!!!617-212

!!!!4/5:

!!!!!.

!!!!!!!!!!!!715

!!!!!.

!!!:5/:3

2211

ߎϷऊߎ

2236

ഢٮр୧ߎᑼၗౢ.ࢬ

2261

ᔈԏ౻Ᏽృᚐ

ѤǵϤ

!!!!!!!!!!8-851

!!!!1/17 !!!!!!!!!!!!!!.

!!!!!.

2281

ᔈԏීృᚐ

ѤǵϤ

!!!!!!!!!!8-753

!!!!1/17 !!!!!!!!!!9-238

!!!!1/17

2311

ځдᔈԏී

!!!!!.

2331

ҁය܌ளิၗౢ

241y

Ӹ

2521

Ⴃбී

2587

ځдߎᑼၗౢ.ࢬ

258:

ځдࢬၗౢ.ځд

26yy

ѤǵϤ

!ߎᚐ

ѤǵϤǵΜΒ !!!!!!!!!!!!579

!!!!!!!!!!!!!!8

!!!!!.

ѤǵϤ

!!!!!!!!!!4-462

!!!!1/14 !!!!!!!!!!4-128

!!!!1/13

ѤǵϤǵΖ

!!!!!21-772-:67

!!!98/72 !!!!!24-1::-946

!!!:1/41

!!!!!!!!!55-616

!!!!1/48 !!!!!!!!!:7-138

!!!!1/77

!!!!!!!!214-:11

!!!!1/97 !!!!!!!!!67-:67

!!!!1/4:

!!!!!!!!!!!!246

!!!!!.

!!!!!.

ϤǵΖ

!!!!!!!!!!!!429

!!!!!!2-138-157

!!!!9/55 !!!!!!!!847-822

!!!!6/19

ѤǵϤǵΜΒ !!!!!!!!!!5-768

!!!!1/15 !!!!!!!!!!6-354

!!!!1/15

!!!!!!!!!38-335

!!!!1/34 !!!!!!!!!34-585

!!!!1/27

!!!!!!!!441-496

!!!!3/82 !!!!!!!!438-385

!!!!3/37

ѤǵϤǵΖ

!!!!!!!!!37-327

!!!!1/33 !!!!!!!!!37-521

!!!!1/29

ѤǵϤǵΖ

!!!!!!!!44:-:59

!!!!3/8: !!!!!!!!!94-271

!!!!1/68

ѤǵϤ

!!!!!!!!!!!!:63

!!!!1/12 !!!!!!!!!!!!9:1

!!!!1/12

!!!!!!!!236-249

!!!!2/14 !!!!!!!!214-671

!!!!1/82

!!!!!!!!!!7-567

!!!!1/16 !!!!!!!!!!!!741

!!!!1/12

!!!!!!!!277-181

!!!!2/47 !!!!!!!!277-181

!!!!2/25

ߚࢬၗౢ

2634

ഢٮр୧ߎᑼၗౢ.ߚࢬ

2654

аԋҁᑽໆϐߎᑼၗౢ.ߚࢬ

ѤǵϤ

2661

௦Ҕݤϐၗ

ѤǵϤ

2711

όౢǵቷ܊Ϸഢ

2871

ၗ܄όౢృᚐ

2891

คၗౢ

2:31

Ӹрߥߎ

2:44

ߏයᔈԏϩයී

ѤǵϤ

2:91

ځдߎᑼၗౢ.ߚࢬ

ϤǵΖ

2yyy

!!!!!!!!!!!!!39

!%

ၗౢᕴᚐ

)ௗΠ।*

-12-

23-27:-614 !!211/11 !%

25-618-835 !!211/11

Ӝଈ໒วިҽԖज़Ϧљ
ঁᡏၗౢॄ߄
҇୯216ԃϷ215ԃ23Д42В

ൂՏǺཥᆵჾщϡ

)܍।*
216ԃ23Д42В

ॄϷ
жዸ
32yy

ीҞ

ߕຏ

ߎᚐ
!%

ࢬॄ

215ԃ23Д42В
ʘ

4-642-436 !!!!3:/13

ߎᚐ
!%

ʘ

4-7:7-1:4 !!!!36/59

3211

อයॷී

Ϥ

7:5-575 !!!!!6/82

3221

ᔈбอය౻چ

Ϥ

597-648 !!!!!5/11

3261

ᔈб౻Ᏽ

3281

ᔈбී

3291

ᔈбී.ᜢ߯Γ

3311

ځдᔈбී

3331

ځдᔈбී.ᜢ߯Γ

3341

ҁය܌ளิॄ

ѤǵϤ

88-:18 !!!!!1/75

3361

ॄྗഢ.ࢬ

Ϥ

465 !!!!!!.

3423

Ⴃԏ܊Ӧී

ѤǵϤǵΎ

:5-2:9 !!!!!1/89

3426

ځдႣԏී

Ύ

221 !!!!!!.

3431

ԃ܈ᔼຼයϣډයߏයॄ

Ϥ

2-3:6-531 !!!!21/75

3:2-311 !!!!!3/12

34::

ځдࢬॄ.ځд

Ύ

36-964 !!!!!1/32

86-62: !!!!!1/63

4-46:-467 !!!!38/71

6-957-8:1 !!!!51/41

36yy

Ύ

2-611-974 !!!!21/46
. !!!!!!.

44-724 !!!!!1/39

59-546 !!!!!1/44

686-72: !!!!!5/84

2-115-65: !!!!!7/:4

. !!!!!!.

8-251 !!!!!1/16

358-344 !!!!!3/14
Ύ

28 !!!!!!.

ߚࢬॄ

3611

ၸཞࡪϦϢሽॶᑽໆϐߎᑼॄ.ߚࢬ

3641

ᔈбϦљ

3651

ߏයॷී

3681

ሀ܌ۯளิॄ

3663

ߥڰϐߏයॄྗഢ

3756

ӸΕߥߎ

66-7:4 !!!!!1/49

ѤǵϤǵΜΒ

. !!!!!!.
. !!!!!!.
2-498 !!!!!1/12
822-344 !!!!!5/:1
85 !!!!!!.

4-596 !!!!!1/14

22-:31 !!!!!1/19

851-:72 !!!!!7/1:

856-842 !!!!!6/25

Ϥ

3-491-849 !!!!2:/67

5-982-2:9 !!!!44/69

Ϥ

26-269 !!!!!1/23

ѤǵϤ

29-739 !!!!!1/26

28-85: !!!!!1/23

311-497 !!!!!2/76

311-2:3 !!!!!2/49

7-9:1-792 !!!!67/73

:-653-994 !!!!76/89

ѤǵϤ

. !!!!!!.

3yyy

ॄᕴᚐ

4211

ިҁ

Ϥ

3-799-918 !!!!33/1:

3-54:-94: !!!!27/93

4311

ၗҁϦᑈ

Ϥ

4411

ߥ੮ࣦᎩ

Ϥ

:23-95: !!!!!8/61
2-783-69: !!!!24/86

:21-542 !!!!!7/39
2-71:-383 !!!!22/19

55:-884 !!!!!4/81

4:4-618 !!!!!3/82

4421

ࣦۓݤᎩϦᑈ

4431

ձࣦᎩϦᑈ

4461

҂ϩଛࣦᎩ

4511
4536

281 !!!!!!.

ځд
ഢٮр୧ߎᑼၗౢ҂ჴཞ

4yyy

ᕴᚐ

2yyy

ॄϷᕴᚐ

281 !!!!!!.

2-333-757 !!!!21/16
5-688 !!!!!1/15

!%

2-326-6:6 !!!!!9/48
6-3:: !!!!!1/15

5-688 !!!!!1/15

6-3:: !!!!!1/15

6-389-933 !!!!54/49

5-:75-952 !!!!45/33

23-27:-614 !!!211/11

!%

25-618-835 !!!211/11

Ȑፎୖ᎙ࡕߕঁᡏ୍ൔ߄ߕຏɡ၀ߕຏ߯ҁঁᡏ୍ൔ߄ϐϩȑ

ဠ٣ߏǺֆݥዝǳǳǳǳǳǳǳǳǳΓǺЕ៕ǳǳǳǳǳǳǳǳǳीЬᆅǺች༇

-13-

Ӝଈ໒วިҽԖज़Ϧљ
ঁᡏᆕӝཞ߄
҇୯216ԃϷ215ԃ2Д2ВԿ23Д42В

ൂՏǺཥᆵჾщϡ
)ନࣦިᎩаϡ߄ҢѦ*
215ԃࡋ

216ԃࡋ
жዸ

!!!!!!!!!!!!!!Ҟ

ߕຏ

ߎ!!ᚐ

ʘ

ߎ!!ᚐ

ʘ

5111

ᔼԏΕ

ѤǵϤǵΎ

6111

ᔼԋҁ

Ѥ

%!!!!!!6-417-373 !!!!!211/11
5-399-5:1 !!!!!!91/93

6:11

ᔼЛճ

7111

ᔼҔ

Ύ

2-128-883 !!!!!!2:/29
346-121 !!!!!!!5/54

31:-:13 !!!!!!!:/::

:4-995 !!!!!!!2/88
252-237 !!!!!!!3/77

221-132 !!!!!!!6/35

893-873 !!!!!!25/86

727-867 !!!!!!3:/49

7211

ᎍҔ

7311

ᆅҔ

7:11

ᔼճ

8111

ᔼѦԏΕϷЍр

Ѥ

)!!!!!!!!!224-985* )!!!!!!3/25*

8121

ځдԏΕ

8131

ځдճϷཞѨ

8161

୍ԋҁ

8171

௦ҔݤᇡӈϐᜢᖄҾϷӝၗཞϐҽᚐ

8:11

ิృճ

8:61

܌ளิҔ

9311

ҁයృճ

9411

ځдᆕӝཞ)ృᚐ*

Ϥ

8-563 !!!!!!!1/25

%!!!!!!3-1::-699 !!!!!211/11
2-383-:41 !!!!!!71/74
937-769 !!!!!!4:/48
::-992 !!!!!!!5/86

3-634 !!!!!!!1/23
5-449 !!!!!!!1/31

ϤǵΜ

)!!!!!!!!!216-474* )!!!!!!2/:9* )!!!!!!!!!!!4-443* )!!!!!!1/27*

Ϥ
ѤǵϤ

)!!!!!!!!!!2:-185* )!!!!!!1/47* )!!!!!!!!!!!2-652* )!!!!!!1/18*
4-222 !!!!!!!1/17
4-169 !!!!!!!1/26

ѤǵϤ

)!!!!!!!!!228-714* )!!!!!!3/33* )!!!!!!!!!!67-732* )!!!!!!3/81*

779-999 !!!!!!23/72
%!!!!!!!!662-396 !!!!!!21/4:

72:-38: !!!!!!3:/61
%!!!!!!!!673-769 !!!!!!37/91

ࡕុёૈख़ϩᜪԿཞϐҞ

)!!!!!!!!!!!!!833*

)!!!!!!!!!!!3-631*

9473

!!ഢٮр୧ߎᑼၗౢ҂ჴຑሽཞ
!!ᆶёૈख़ϩᜪԿཞϐҞ࣬ᜢϐ܌ளิ

)!!!!!!!!!!!!!833*
.

)!!!!!!!!!!!3-631*

94::

%!!!!!!!!661-674

%!!!!!!!!671-249

ѤǵϤ

%!!!!!!!!!!!3/16

%!!!!!!!!!!!3/32

ѤǵϤ

%!!!!!!!!!!!2/84

%!!!!!!!!!!!3/26

!9471

9611

ҁයᆕӝཞᕴᚐ

.

ࣦިᎩ
:861
:961

୷ҁࣦިᎩ
ีញࣦިᎩ

Ȑፎୖ᎙ࡕߕঁᡏ୍ൔ߄ߕຏɡ၀ߕຏ߯ҁঁᡏ୍ൔ߄ϐϩȑ

ဠ٣ߏǺֆݥዝǳǳǳǳǳǳǳǳǳΓǺЕ៕ǳǳǳǳǳǳǳǳǳीЬᆅǺች༇

-14-

-15-

!%!!!3-251-822

215ԃ2Д2ВᎩᚐ

!!!!!!!!!!!!!.

!!!!!!!3::-239

!!!!!!!!!!!!!.

!!!!!!!!!!!!!.

!!!!!!!!!!!!!.

!%!!!3-54:-94:

ёᙯඤϦљᙯඤ

215ԃࡋృճ

215ԃࡋځдᆕӝཞ

ҁයᆕӝཞᕴᚐ

215ԃ23Д42ВᎩᚐ

ဠ٣ߏǺֆݥዝ

!!!!!!!!!!!!!.

ಔԋҞ.ᇡިԶౢғޣ

!%!!!957-711

!!!!!!!!!!!.

!!!!!!!!!!!.

!!!!!!!!!!!.

!!!!!434-322

!!!!!!!!!!!.

!!!!!!!!!!!.

!!!!!!!!!!!.

!!!!!!!!!!!.

!%!!!634-49:

!%!!!95:-492

!!!!!!!!!!!.
!!!!!!!!!!!.
!!!!!!!!!!!.

!!!!!!!3-892

!!!!!!!!!!!.

!!!!!!!!!!!.

!!!!!!!!!!!.

!!!!!!!!!!!.

ද೯ިྈሽ
!%!!!957-711

!%!!38-142

!!!!!!!!!.

!!!!!!!!!.

!!!!!!!!!.

!!!!!!!!!.

!!!!!!!!!.

!!!!!!!!!.

!!!!!!!!!.

!!!!!!!!!.

!%!!38-142

!%!!38-142

!!!!!!!!!.
!!!!!!!!!.
!!!!!!!!!.

!!!!!!!!!.

!!!!!!!!!.

!!!!!!!!!.

!!!!!!!!!.

!!!!!!!!!.

ᙒި౻
Ҭܰ
!%!!38-142

ၗҁϦᑈ

!%!!!47-911

!!!!!!!!!!.

!!!!!!!!!!.

!!!!!!!!!!.

)!!!!!9-547*

!!!!!47-911

!!!!!!!!!!.

!!!!!!!!!!.

!!!!!!!!!!.

!%!!!!9-547

!%!!!47-548

!!!!!!!!!!.
!!!!!!!!!!.
!!!!!!!!!!.

)!!!!!!!474*

!!!!!!!!!!.

!!!!!!!!!!.

!!!!!!!!!!.

!!!!!!!!!!.

ᇡި
!%!!!47-911

ۓݤ

!%!!!4:4-618

!!!!!!!!!!!.

!!!!!!!!!!!.

!!!!!!!!!!!.

!!!!!!!!!!!.

!!!!!!!!!!!.

!!!!!!52-622

!!!!!!!!!!!.

!!!!!!52-622

!%!!!462-::7

!%!!!55:-884

!!!!!!!!!!!.
!!!!!!!!!!!.
!!!!!!!!!!!.

!!!!!!!!!!!.

!!!!!!67-377

!!!!!!!!!!!.

!!!!!!!!!!!.

!!!!!!67-377

ࣦᎩϦᑈ
!%!!!4:4-618

!%!!!281

!!!!!!!.

!!!!!!!.

!!!!!!!.

!!!!!!!.

!!!!!!!.

!!!!!!!.

!!!!!!!.

!!!!!!!.

!%!!!281

!%!!!281

!!!!!!!.
!!!!!!!.
!!!!!!!.

!!!!!!!.

!!!!!!!.

!!!!!!!.

!!!!!!!.

!!!!!!!.

ࣦᎩϦᑈ
!%!!!281

ձ

ߥ੮ࣦᎩ

ΓǺЕ៕

Ȑፎୖ᎙ࡕߕঁᡏ୍ൔ߄ߕຏɡ၀ߕຏ߯ҁঁᡏ୍ൔ߄ϐϩȑ

!%!!!!!!!!.

!!!!!!!!!!.

!!!!!!!!!!.

!!!!!!!!!!.

!!!!!!!!!!.

!!!!!!!!!!.

!!!!!!!!!!.

!!!!!!!!!!!!!.

ӢวՉёᙯඤϦљᇡӈ

!!!!!!!!!!.

!!!!!!!!!!!!!.

!!ද೯ިߎިճ

!!!!!!!!!!.

!%!!!!!!!!.

!%!!!!!!498

!!!!!!!!!!.
!!!!!!!!!!.
!!!!!!!!!!.

!!!!!!!!498

!!ගӈࣦۓݤᎩϦᑈ

214ԃࡋࣦᎩϩଛǺ

!%!!!3-799-531

216ԃ23Д42ВᎩᚐ

!!!!!!!!!!!!!.
!!!!!!!!!!!!!.
!!!!!!!!!!!!!.

216ԃࡋృճ
216ԃࡋځдᆕӝཞ
ҁයᆕӝཞᕴᚐ

!!!!!!!354-:95

!!!!!!!!!5-6:8

!!!!!!!!!!.

!!!!!!!354-:95

!!ද೯ިި౻ިճ

ёᙯඤϦљᙯඤ

!!!!!!!!!!.

!!!!!!!!!!!!!.

!!!!!!!!!!.

!!!!!!!!!!!!!.

!!!!!!!!!!.

چඤި
ճਜ
!!!!!!!!!!.

!!ද೯ިߎިճ

ද೯ިިҁ
!%!!!3-54:-94:

!!ගӈࣦۓݤᎩϦᑈ

215ԃࡋࣦᎩϩଛǺ

ᄔǳǳǳǳा
216ԃ2Д2ВᎩᚐ

ިҁ

҇୯216ԃϷ215ԃ2Д2ВԿ23Д42В

ঁᡏᡂ߄

Ӝଈ໒วިҽԖज़Ϧљ

ഢٮр୧ߎᑼ

!%!!!!!!!!6-3::

)!!!!!!!!!3-631*

)!!!!!!!!!3-631*

!!!!!!!!!!!!!!.

!!!!!!!!!!!!!!.

!!!!!!!!!!!!!!.

!!!!!!!!!!!!!!.

!!!!!!!!!!!!!!.

!!!!!!!!!!!!!!.

!%!!!!!!!!8-92:

!%!!!!!!!!5-688

!!!!!!!!!!!!!!.
)!!!!!!!!!!!833*
)!!!!!!!!!!!833*

!!!!!!!!!!!!!!.

!!!!!!!!!!!!!!.

!!!!!!!!!!!!!!.

!!!!!!!!!!!!!!.

!!!!!!!!!!!!!!.

ၗౢ҂ჴཞ
!%!!!!!!!!6-3::

ीЬᆅǺች༇

!%!!!2-326-6:6

!!!!!!!673-769

!!!!!!!!!!!!!.

!!!!!!!673-769

!!!!!!!!!!!!!.

!!!!!!!!!!!!!.

)!!!!!!5:3-149*

)!!!!!!561-638*

)!!!!!!!52-622*

!%!!!2-255-:86

!%!!!2-333-757

!!!!!!!662-396
!!!!!!!!!!!!!.
!!!!!!!662-396

!!!!!!!!!!!!!.

)!!!!!!655-345*

)!!!!!!354-:95*

)!!!!!!354-:95*

)!!!!!!!67-377*

҂ϩଛࣦᎩ
!%!!!2-326-6:6

ځдҞ

!%!!!5-:75-952

!!!!!!!671-249

)!!!!!!!!3-631*

!!!!!!!673-769

!!!!!!!724-:14

!!!!!!!!47-911

)!!!!!!561-638*

)!!!!!!561-638*

!!!!!!!!!!!!!.

!%!!!5-315-638

!%!!!6-389-933

!!!!!!!662-396
)!!!!!!!!!!833*
!!!!!!!661-674

!!!!!!!!!8-513

)!!!!!!354-:95*

!!!!!!!!!!!!!.

)!!!!!!354-:95*

!!!!!!!!!!!!!.

ᕴᚐ
!%!!!5-:75-952

ൂՏǺཥᆵჾщϡ

Ӝଈ໒วިҽԖज़Ϧљ
ঁᡏߎࢬໆ߄
҇୯216ԃϷ215ԃ2Д2ВԿ23Д42В
ൂՏǺཥᆵჾщϡ
!!!!!!!!!!!!!!Ҟ

216ԃࡋ

215ԃࡋ

%!!!!! 779-999

%!!!!!!! 72:-38:

!!!!שᙑҔ

2-997

:86

!!!!ᎍҔ

395

28:

ᔼࢲϐߎࢬໆǺ
!!!!ҁයิృճ
!!!!ፓҞǺ
!!!!όቹៜߎࢬໆϐԏཞҞ

!!!!ၸཞࡪϦϢሽॶᑽໆϐߎᑼၗౢ)ॄ*)ճ*ཞѨ
!!!!ճ৲Ҕ

)!!!!!!!! 9-526*
2:-185

3-959
2-652

!!!!ճ৲ԏΕ

)!!!!!!!!!! 829* )!!!!!!!!!! 2-554*

!!!!ިճԏΕ

)!!!!!!!!!! ::8* )!!!!!!!!!!!! ::8*

!!!!௦ҔݤᇡӈϐᜢᖄҾϷӝၗճϐҽᚐ

)!!!!!!!! 4-222* )!!!!!!!!!! 4-169*

!!!!ೀϩόౢˣቷ܊Ϸഢճ

)!!!!!!!! 2-757* )!!!!!!!!!! 2-684*

!!!!ೀϩၗճ

. )!!!!!!!!!!!!! 7:*

!!ᆶᔼࢲ࣬ᜢϐၗౢ0ॄᡂኧ
!!!!ᔈԏ౻Ᏽృᚐ)ቚу*෧Ͽ

)!!!!!!!! 8-851*

26-99:

!!!!ᔈԏීృᚐ)ቚу*෧Ͽ

)!!!!!!!! 6-452*

4-259

!!!!ځдᔈԏී෧Ͽ

32

!!!!Ӹ෧Ͽ)ቚу*

48

3-432-4:3 )!!!!!!!! ::8-769*

!!!!Ⴃбී෧Ͽ)ቚу*

62-633 )!!!!!!!!! 61-567*

!!!!ځдࢬၗౢɡځд෧Ͽ

294

3

!!!!ځдߎᑼၗౢɡࢬ)ቚу*෧Ͽ

)!!!!!!! 57-:55*

6::-236

!!!!ᔈб౻Ᏽ)෧Ͽ*ቚу

)!!!!!!! 25-933*

26-::8

!!!!ᔈбී)෧Ͽ*ቚу

)!!!!!! 539-:41*

58:-386

!!!!ᔈбීɡᜢ߯Γ෧Ͽ

)!!!!!!!! 8-251* )!!!!!!!!! 43-569*

!!!!ځдᔈбීቚу

29:-934

!!!!ځдᔈбීɡᜢ߯Γቚу)෧Ͽ*

39-498

28 )!!!!!!!!!!!! 841*

!!!!ॄྗഢ)෧Ͽ*ቚу

)!!!!!!!!!! 265*

5-366

!!!!Ⴃԏී)෧Ͽ*ቚу

)!!!!!! 727-:::*
)!!!!!!! 5:-777*

58-692

!!!!ځдࢬॄ)෧Ͽ*ቚу
!!ᔼၮౢғϐߎࢬΕ

83-:53

3-171-578

914-129

!!!!ԏڗϐճ৲

829

2-554

!!!!ԏڗϐިճ

::8

::8

!!!!Ѝбϐճ৲

)!!!!!! 261-128* )!!!!!!!! 294-825*
)!!!!!!! 35-983* )!!!!!!!!! 82-714*

!!!!Ѝбϐ܌ளิ

2-998-3:4

ᔼࢲϐృߎࢬΕ
)ௗΠ।*

-16-

661-252

)܍।*
!!!!!!!!!!!!!!Ҟ

216ԃࡋ

215ԃࡋ

ၗࢲϐߎࢬໆǺ
!!!!ڗளഢٮр୧ߎᑼၗౢ

. )!!!!!!!!! 41-111*

!!!!ೀϩഢٮр୧ߎᑼၗౢ

.

41-17:

!!!!ڗளаԋҁᑽໆϐߎᑼၗౢ

)!!!!!!!! 4-861*

!!!!ڗளόౢǵቷ܊Ϸഢ

)!!!!!!!!!! 866* )!!!!!!!!!!!! 376*

!!!!ೀϩόౢˣቷ܊Ϸഢሽී

.

4-771

9-541

!!!!Ӹрߥߎቚу

)!!!!!!! 32-689* )!!!!!!!!!! 4-372*

!!!!ڗளคၗౢ
!!!!ځдߎᑼၗౢɡߚࢬቚу

)!!!!!!!!!! 457* )!!!!!!!!!!!! :75*
. )!!!!!!!! 277-181*

ၗࢲϐృߎࢬр

)!!!!!!! 33-87:* )!!!!!!!! 273-172*

ᝢၗࢲϐߎࢬໆǺ
!!!!อයॷීቚу

2-396-858

!!!!อයॷී෧Ͽ

3-264-975

)!!!! 3-1:3-257* )!!!!!! 3-6:4-785*

!!!!ᔈбอය౻چቚу
!!!!วՉϦљ
!!!!ϦљวՉҔቚу

598-611

.

.

911-111

)!!!!!!!! 9-:54* )!!!!!!!!!! :-733*

!!!!ᖐॷߏයॷී

994-761

919-4:1

!!!!ᓭᗋߏයॷී

)!!!! 3-47:-9:1* )!!!!!!!! 916-98:*

!!!!ӸΕߥߎቚу
!!!!วܫߎިճ

2:5
.
)!!!!!! 354-:95* )!!!!!!!! 561-638*

ᝢၗࢲϐృߎࢬр

)!!!! 3-168-983* )!!!!!!!!! :8-559*

ҁයߎϷऊߎ)෧Ͽ*ቚуኧ
ය߃ߎϷऊߎ

)!!!!!! 2:4-459*
617-212

ය҃ߎϷऊߎ

%!!!!! 423-864

3:1-743
326-57:
%!!!!!!! 617-212

Ȑፎୖ᎙ࡕߕঁᡏ୍ൔ߄ߕຏɡ၀ߕຏ߯ҁঁᡏ୍ൔ߄ϐϩȑ

ဠ٣ߏǺֆݥዝǳǳǳǳǳǳǳǳǳΓǺЕ៕ǳǳǳǳǳǳǳǳǳीЬᆅǺች༇

-17-

ीৣਡൔ
Ӝଈ໒วިҽԖज़Ϧљ Ϧ᠙
ਡཀ!ـ
Ӝଈ໒วިҽԖज़ϦљϷځηϦљ)аΠᙁᆀӜଈϦљϷځηϦљ*҇୯ 216 ԃϷ
215 ԃ 23 Д 42 Вϐӝٳၗౢॄ߄Ǵᄤ҇୯ 216 ԃϷ 215 ԃ 2 Д 2 ВԿ 23 Д 42 Вϐ
ӝٳᆕӝཞ߄ǵӝٳᡂ߄ǵӝٳߎࢬໆ߄ǴаϷӝٳ୍ൔ߄ߕຏ)хࡴख़
εीࡹ༼ᕴ*Ǵҁीৣਡฺ٣Ƕ
٩ҁीৣϐཀـǴ୷ܭҁीৣϐਡ่݀Ϸځдीৣϐਡൔ)ፎୖ᎙ځ
д٣ࢤ*Ǵ໒ӝٳ୍ൔ߄ӧ܌Ԗख़εБय़߯٩ྣچวՉΓ୍ൔጓᇙྗ߾Ϸ
ߎᑼᅱ࿎ᆅہᇡё٠วѲғਏϐ୯ሞ୍ൔᏤྗ߾ǵ୯ሞीྗ߾ǵှញϷှ
ញϦጓᇙǴىаϢ߄ၲӜଈϦљϷځηϦљ҇୯ 216 ԃϷ 215 ԃ 23 Д 42 Вϐӝٳ
୍ݩރǴᄤ҇୯ 216 ԃϷ 215 ԃ 2 Д 2 ВԿ 23 Д 42 Вϐӝٳ୍ᕮਏᆶӝٳߎࢬ
ໆǶ
ਡཀـϐ୷ᘵ!
ҁीৣ߯٩ྣीৣਡᛝ୍ൔ߄ೕ߾ϷϦᇡቩीྗ߾Չਡπ
բǶҁीৣܭ၀ྗ߾ΠϐೢҺஒܭीৣਡӝٳ୍ൔ߄ϐೢҺࢤᇥܴǶ
ҁीৣ܌ᗧឦ٣୍ڙ܌ᐱҥ܄ೕጄϐΓς٩ीৣᙍၰቺೕጄǴᆶӜଈϦљϷځ
ηϦљߥຬฅᐱҥǴ٠ቬՉ၀ೕጄϐځдೢҺǶҁीৣ࣬ߞςڗளىϷϪϐ
ਡᏵǴаբࣁ߄Ңਡཀـϐ୷ᘵǶ
ᜢᗖਡ٣!
ᜢᗖਡ٣߯ࡰ٩ҁीৣϐղᘐǴჹӜଈϦљϷځηϦљ҇୯ 216 ԃࡋӝ
ٳ୍ൔ߄ϐਡനࣁख़ाϐ٣Ƕ၀٣ςܭਡӝٳ୍ൔ߄ᡏϷԋਡཀ
ـϐၸำύϒаӢᔈǴҁीৣ٠όჹ၀٣ൂᐱ߄Ңཀـ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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ჹӜଈϦљϷځηϦљ҇୯216ԃࡋӝٳ୍ൔ߄ϐᜢᗖਡ٣௶ܴӵΠ Ǻ
2/ԏΕᇡӈϐය໔ᘜឦ
ӜଈϦљᇡӈ܊ӦᎍԏΕϐਔᗺ߯٩୯ሞीྗ߾Ϧൔಃ 29 ဦϐೕۓᒤǴ
ჹܭᅈىԏΕᇡӈਔᗺϐᇡۓቹៜӜଈϦљӝٳ୍ൔ߄ᔼԏΕృᚐϷᔼԋ
ҁǴӢࢂஒᎍԏΕᇡӈϐය໔ᘜឦӈࣁᜢᗖਡ٣ϐǶ
ҁीৣჹܭॊቫय़٣ςՉϐЬाਡำׇӵΠǺ
)2*ᕕှ٠ෳ၂ᎍϷԏීൻᕉϐЬाϣޑڋीϷՉԖਏ܄Ƕ
)3*ᕕှ٠ຑᆅ໘ቫᇡӈ܊ӦᎍԏΕ܌ҔϐଷϷБݤϐӝ܄Ƕ
)4*ՉԏΕჴ܄ෳ၂Ǵܜਡ܊Ӧ܌Ԗ౽ᙯฦރϷҬࡂൂВයϐӝ܄Ǵᡍ
܊Ӧ܌Ԗϐख़ε॥ᓀϷൔၿ౽ᙯϒວБϷჹܭςр୧ϐ܊Ӧόុୖᆶᆅ
Ǵҭ҂ᆢԖਏϐڋǶ
)5*ՉᎍԏΕϷᎍଏӣϐᄒЗෳ၂Ǵܜਡයࡕ܊Ӧ܌Ԗ౽ᙯϷҬࡂǴਡ
ԏΕᇡӈਔᗺϐӝ܄Ƕ
3/Ӹϐຑሽ
ӜଈϦљҗܭӸаԋҁᆶృᡂሽॶஉեᑽໆǴࡺѸၮҔղᘐϷी،ۓ
୍ൔᏤය໔่״ВӸϐృᡂሽॶǶ
ӜଈϦљຑ୍ൔᏤය໔่״ВӸӢϦॶǵᔮᕉნϷ܊ӦѱҬܰሽ
ᡂԋϐӸຳሽཞѨ܈ӣϲճਔǴЬा߯٩Ϧॶǵӕࡌਢന߈ය໔ᎍ
୧ѱሽϷβӦ໒วਏຑࣁी୷ᘵǴӢੋϷଯࡋόዴ܄ۓǴࡺஒӸϐຑሽӈࣁ
ᜢᗖਡ٣ϐǶ
ҁीৣჹܭॊቫय़٣ςՉϐЬाਡำׇӵΠǺ
)2*ᕕှ٠ຑᆅ໘ቫीӸຑሽ܌ҔϐଷϷБݤϐӝ܄Ƕ
)3*ᔠృᡂሽॶीᆉϷ࣬ᜢຑሽၗϐӝ܄Ƕ
ځд٣!
2/ӈΕ໒ӝٳ୍ൔ߄ϐηϦљǴځ୍ൔ߄߯җځдीৣਡǶӢԜǴҁीৣ
ჹ໒ӝٳ୍ൔ߄܌рڀϐਡൔǴԖᜢ၀ηϦљ୍ൔ߄܌ӈϐߎᚐ߯٩Ᏽځ
дीৣϐਡൔǶ၀ηϦљ҇୯ 216 ԃϷ 215 ԃ 23 Д 42 Вϐၗౢᕴᚐ)ςᎍନ
ᖄឦϦљ໔ϣҬܰ*ϩձࣁཥѠჾ)аΠӕ*463-868 щϡϷ 462-626 щϡǴӚэӝٳ
ၗౢᕴᚐϐ 3/9:&Ϸ 3/53&Ǵ҇୯ 216 ԃϷ 215 ԃ 2 Д 2 ВԿ 23 Д 42 ВϐᔼԏΕ
ృᚐ)ςᎍନᖄឦϦљ໔ϣҬܰ*ϩձࣁ 6-749 щϡϷ 6-751 щϡǴӚэᔼԏ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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ᚐϐ 1/22&Ϸ 1/38&ǶΞӝٳ୍ൔ߄ߕຏΜΟϐᙯၗ٣࣬ᜢၗૻҭ߯٩Ᏽځд
ीৣϐਡൔǶ
3/Ӝଈ໒วިҽԖज़Ϧљςጓᇙ҇୯ 216 ԃϷ 215 ԃࡋϐঁᡏ୍ൔǴ٠ҁी
ৣрڀคߥ੮ཀـϐਡൔӧਢǴഢୖٮԵǶ
ᆅ໘ቫᆶݯൂՏჹӝٳ୍ൔ߄ϐೢҺ!
ᆅ໘ቫϐೢҺ߯٩ྣچวՉΓ୍ൔጓᇙྗ߾Ϸߎᑼᅱ࿎ᆅہᇡ
ё٠วѲғਏϐ୯ሞ୍ൔᏤྗ߾ǵ୯ሞीྗ߾ǵှញϷှញϦጓᇙϢ߄ၲϐӝ
ٳ୍ൔ߄ǴЪᆢᆶӝٳ୍ൔ߄ጓᇙԖᜢϐѸाϣڋǴаዴߥӝٳ୍ൔ߄҂
ӸԖᏤӢܭᆸᄄ܈ᒱᇤϐख़εόჴ߄ၲǶ
ܭጓᇙӝٳ୍ൔ߄ਔǴᆅ໘ቫϐೢҺҭхࡴຑӜଈϦљϷځηϦљᝩុᔼ
ϐૈΚǵ࣬ᜢ٣ϐඟ៛ǴаϷᝩុᔼी୷ᘵϐ௦ҔǴନߚᆅ໘ቫཀკమᆉӜଈ
ϦљϷځηϦљ܈ଶЗᔼǴ܈ନమᆉ܈ଶѦձคჴሞёՉϐځдБਢǶ
ӜଈϦљϷځηϦљϐݯൂՏ)֖ᅱჸΓ*ॄԖᅱ࿎୍ൔᏤࢬำϐೢҺǶ
ीৣਡ୍ൔ߄ϐೢҺ!
ҁीৣਡӝٳ୍ൔ߄ϐҞޑǴ߯ჹӝٳ୍ൔ߄ᡏࢂցӸԖᏤӢܭᆸᄄ܈
ᒱᇤϐख़εόჴ߄ၲڗளӝዴߞǴ٠рڀਡൔǶӝዴߞ߯ଯࡋዴߞǴோ٩ྣ
Ϧᇡቩीྗ߾ՉϐਡπբคߥݤѸૈୀр୍ൔ߄ӸԖϐख़εόჴ߄ၲǶόჴ
߄ၲёૈᏤӢܭᆸᄄ܈ᒱᇤǶӵόჴ߄ၲϐঁձߎᚐ༼܈ᕴኧёӝႣයஒቹៜӝٳ
୍ൔ߄٬Ҕ܌ޣբϐᔮ،Ǵ߾ᇡࣁڀԖख़ε܄Ƕ
ҁीৣ٩ྣϦᇡቩीྗ߾ਡਔǴၮҔղᘐ٠ߥϐᚶᅪǶҁ
ीৣҭՉΠӈπբǺ
2/ᒣᇡ٠ຑӝٳ୍ൔ߄ᏤӢܭᆸᄄ܈ᒱᇤϐख़εόჴ߄ၲ॥ᓀǹჹ܌ຑϐ॥ᓀ
ीϷՉϐӢᔈჹǹ٠ڗளىϷϪϐਡᏵаբࣁਡཀـϐ୷ᘵǶӢ
ᆸᄄёૈੋϷӅᒉǵଵǵࡺཀᒪᅅǵόჴᖂܴⷢ܈ຫϣڋǴࡺ҂ୀрᏤӢܭᆸ
ᄄϐख़εόჴ߄ၲϐ॥ᓀଯܭᏤӢܭᒱᇤޣǶ
3/ჹᆶਡױᜢϐϣڗڋளѸाϐᕕှǴаीਔݩΠϐਡำׇǴோځ
ҞߚޑჹӜଈϦљϷځηϦљϣڋϐԖਏ߄܄ҢཀـǶ
4/ຑᆅ໘ቫ܌௦Ҕीࡹϐ܄ǴϷ܌ځբीीᆶ࣬ᜢඟ៛ϐӝ܄Ƕ
5/٩Ᏽڗ܌ளϐਡᏵǴჹᆅ໘ቫ௦Ҕᝩុᔼी୷ᘵϐ܄ǴаϷ٬ӜଈϦ
љϷځηϦљᝩុᔼϐૈΚёૈౢғख़εᅪቾϐ٣ҹ܈ࢂݩցӸӧख़εόዴ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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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բр่ፕǶҁीৣऩᇡࣁ၀٣ҹ܈ݩӸӧख़εόዴ܄ۓǴ߾ܭਡൔ
ύගᒬӝٳ୍ൔ߄٬Ҕݙޣཀӝٳ୍ൔ߄ϐ࣬ᜢඟ៛Ǵܭ܈၀ඟ៛߯ឦό
ਔঅ҅ਡཀـǶҁीৣϐ่ፕ߯аᄒԿਡൔВڗ܌ளϐਡᏵࣁ୷ᘵǶோ
҂ٰ٣ҹ܈ݩёૈᏤठӜଈϦљϷځηϦљόӆڀԖᝩុᔼϐૈΚǶ
6/ຑӝٳ୍ൔ߄Ȑхࡴ࣬ᜢߕຏȑϐᡏ߄ၲǵ่ᄬϷϣǴаϷӝٳ୍ൔ߄ࢂ
ցϢ߄ၲ࣬ᜢҬܰϷ٣ҹǶ
7/ჹܭӜଈϦљϷځηϦљϣಔԋঁᡏϐ୍ၗૻڗளىϷϪϐਡᏵǴаჹӝ
ٳ୍ൔ߄߄ҢཀـǶҁीৣॄೢიਡਢҹϐࡰᏤǵᅱ࿎ϷՉǴ٠ॄೢԋ
იਡཀـǶ
ҁीৣᆶݯൂՏྎ೯ϐ٣Ǵхࡴ܌ೕჄϐਡጄൎϷਔ໔ǴаϷख़εਡว
Ȑхࡴܭਡၸำύ܌ᒣᇡϐϣڋᡉલѨȑ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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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05 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說 明：1.本公司考量未來業務發展需要，自民國 105 年度可供分配盈餘中提撥股東股票股
利新臺幣 268,925,840 元，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轉增資發行新股 26,892,584
股。
2.本次增資按增資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之股東及其持股比例計算之，每仟股無
償配發 100 股，配發不足壹股之畸零股，股東亦可自行在增資配股基準日起五日
內向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拼湊成整股，拼湊後仍不足一股之畸零股，擬授權
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承購之。
3.本次增資發行之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已發行普通股相同，並採無實體發行。
4.俟本案決議通過並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另訂增資配股
基準日，及調整其他如經主管機關修正或因事實需要須予變更之相關事宜。嗣後
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股率因此發生變動而須修
正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5.敬請
決

討論。

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份條文案。
說 明：1.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程序』部份條文。
2.「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名 軒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三、評估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
證券投資或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應由財會部門進行
相關效益之分析並評估可
能之風險；而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及其他資產則由各單
位事先擬定資本支出計
畫，就取得或處分目的、預
計效益等進行可行性評
估；如係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並應依本處理程序第二

三、評估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
證券投資或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應由財會部門進行
相關效益之分析並評估可
能之風險；而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及其他資產則由各單
位事先擬定資本支出計
畫，就取得或處分目的、預
計效益等進行可行性評
估；如係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並應依本處理程序第二

考量原條文意旨僅為政府機
關，有與中央及地方政府機
關所為取得會處分資產之交
易，其價格遭操縱之可能性
較低，爰得免除專家意見之
取得，酌修第三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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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章規定評估交易條件合理
性等事項。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
證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
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
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
參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
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
告者，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

章規定評估交易條件合理
性等事項。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
證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
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
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
參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
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
告者，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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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該有
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
報價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以下稱金管會)另有規定
者，不在此限。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
證或無形資產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與政府機關交易外，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
表示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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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若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設備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應先洽請
客觀公正之專業估價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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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該有
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
報價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以下稱金管會)另有規定
者，不在此限。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
證或無形資產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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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若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設備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應先洽請
客觀公正之專業估價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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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具估價報告，並按本處理程
序之資產估價程序辦理。
(五)前三項交易金額之計算
應依第五條第（二）項規定
辦理，已依本程序規定取得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免再
計入。
(六)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之價格決定方式、參考依
據，除依前述規定參酌專業
估價、會計師等相關專家之
意見外，並應依下列各情形
辦理：

具估價報告，並按本處理程
序之資產估價程序辦理。
(五)前三項交易金額之計算
應依第五條第（二）項規定
辦理，已依本程序規定取得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免再
計入。
(六)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之價格決定方式、參考依
據，除依前述規定參酌專業
估價、會計師等相關專家之
意見外，並應依下列各情形
辦理：

1.取得或處分已於集中交易
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買賣
之有價證券，依當時之股權
或債券價格決定之。
2.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易
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買賣
之有價證券，應考量其每股
淨值、技術與獲利能力、未
來發展潛力、市場利率、債
券票面利率及債務人債信
等，並參考當時最近之成交
價格議定之。
3.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應考
量其可產生之效益，參酌當
時最近之成交價格議定；取
得或處分專利權、著作權、
商標權、特許權等無形資
產，應參考國際或市場慣
例、可使用年限及對公司技
術、業務之影響議定。
4.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設備
應參考公告現值、評定現
值、鄰近不動產實際成交價
格或帳面價值、供應商報價

1.取得或處分已於集中交易
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買賣
之有價證券，依當時之股權
或債券價格決定之。
2.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易
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買賣
之有價證券，應考量其每股
淨值、技術與獲利能力、未
來發展潛力、市場利率、債
券票面利率及債務人債信
等，並參考當時最近之成交
價格議定之。
3.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應考
量其可產生之效益，參酌當
時最近之成交價格議定；取
得或處分專利權、著作權、
商標權、特許權等無形資
產，應參考國際或市場慣
例、可使用年限及對公司技
術、業務之影響議定。
4.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設備
應參考公告現值、評定現
值、鄰近不動產實際成交價
格或帳面價值、供應商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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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等議定之。若係向關係人購
入不動產，應先依本處理程
序第二章規定之方法設
算，以評估交易價格是否合
理。
5.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參
酌期貨市場交易狀況、匯率
及利率走勢等。
6.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應考量其業務性
質、每股淨值、資產價值、
技術與獲利能力、產能及未
來成長潛力等。

等議定之。若係向關係人購
入不動產，應先依本處理程
序第二章規定之方法設
算，以評估交易價格是否合
理。
5.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參
酌期貨市場交易狀況、匯率
及利率走勢等。
6.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應考量其業務性
質、每股淨值、資產價值、
技術與獲利能力、產能及未
來成長潛力等。

五、公告申報程序：

五、公告申報程序：

一、第一項第一款所稱國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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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
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
上。但買賣公債、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
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不在
此限。
2.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
3.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
達本處理程序第三章第十
四條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
約損失上限金額。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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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
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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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幣市場基金，係指依證券
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規定，經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許可，
以經營證券投資信託為業之
機構所發行之貨幣市場基
金，爰予以修正。
二、現行第一項第四款第
三、四及五目移列第一項第
四、五及六款，現行第一項
第四款移列第一項第七款。
三、第一項第四款第二目修
正理由同本條第一項第一
款，並移列第一項第七款第
二目。
四、另參考第五條第六項有
關公司辦理公告申報後內容
如有變更應於二日內公告之
規定，明定公司依規定應公
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
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於知
悉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全部
項目重新公告申報，爰修正
第五項。

2.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
3.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
達本處理程序第三章第十
四條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
約損失上限金額。
4.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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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供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
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5.取得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
不動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
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臺幣
五億元以上。
6.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
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公司
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新
臺幣五億元以上。
7. 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
易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

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
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
限：
(1)買賣公債。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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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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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
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
此限：
(1)買賣公債。
(2)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
市場基金。
(二)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
式計算之：
1.每筆交易金額。
2.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
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
交易之金額。
3. 一 年 內 累 積 取 得 或 處 分
(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
開發計畫不動產之金額。
4. 一 年 內 累 積 取 得 或 處 分
(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
有價證券之金額。
(三)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
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4)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且
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
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
(5)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
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公司
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二)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
式計算之：
1.每筆交易金額。
2.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
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
交易之金額。
3. 一 年 內 累 積 取 得 或 處 分
(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
開發計畫不動產之金額。
4. 一 年 內 累 積 取 得 或 處 分
(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
有價證券之金額。
(三)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
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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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依本程序規定公告部分免
再計入。
(四)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
及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
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
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
前輸入金管會指定之資訊
申報網站。
(五)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
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
漏而應予補正時，應於知悉
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全部
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依本程序規定公告部分免
再計入。
(四)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
及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
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
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
前輸入金管會指定之資訊
申報網站。
(五)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
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
漏而應予補正時，應將全部
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六)已依本條前列規定公告
申報之交易後，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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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
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
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六)已依本條前列規定公告
申報之交易後，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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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
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
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說明

六、資產估價程序：
六、資產估價程序：
修正理由同第三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設備，除與政府機關交 或設備，除與政府機構交
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 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
下列規定。惟本公司經法院 下列規定。惟本公司經法院
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 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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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
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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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
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
元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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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
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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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
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
元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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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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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
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
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
以上。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
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
分之十以上。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
日期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
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同一
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
月，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
意見書。
(五)除採用限定價格、特定價
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
之參考依據外，如有正當理

有下列情形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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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
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
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
以上。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
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
分之十以上。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
日期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
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同一
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
月，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
意見書。
(五)除採用限定價格、特定價
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
之參考依據外，如有正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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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由未能即時取得估價報告
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
算二週內取得估價報告及第
三款之會計師意見。

由未能即時取得估價報告
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
算二週內取得估價報告及第
三款之會計師意見。

十一、決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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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
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

十一、決議程序：
修正理由同第五條第一項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 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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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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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外，執行單位應將下列資
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
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
約及支付款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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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依第十二條或第十三條條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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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對象及其與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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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程序規定取得之專
業估價者處具之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

外，執行單位應將下列資
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
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
約及支付款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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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依第十二條或第十三條條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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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對象及其與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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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程序規定取得之專
業估價者處具之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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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
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辦理，已
依本程序規定提交董事會
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免
再計入。

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
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辦理，已
依本程序規定提交董事會
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免
再計入。

十八、本公司辦理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於
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
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
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
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
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
會討論通過。但本公司合併

十八、本公司辦理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於
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
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
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
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
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
會討論通過。

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
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
之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
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
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間之
合併，得免取得前開專家出
具之合理性意見。
3.敬請
決

說明

考量公司依企業併購法合
併其百分之百投資之子公
司或其分別百分之百投資
之子公司間合併，其精神係
認定類屬同一集團間之組
織重整，應無涉及換股比率
約定或配發股東現金或其
他財產之行為，爰放寬該等
合併案得免委請專家就換
股比例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討論。

議：

臨時動議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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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名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95.06.09 修訂
一、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辦理。
二、股東會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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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
之。
三、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四、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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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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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
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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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公司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得列席股東會。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戴識別證或臂章。
七、股東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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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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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之一、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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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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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但主席違反議事規
則，宣布散會者，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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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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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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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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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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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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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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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十三、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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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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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之
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錄。
十六、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
十七、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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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經主席徵詢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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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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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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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名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名軒開發股份限公司。
第二條：本公司經營事業範圍如下：
一、C805030 塑膠日用品製造業。
二、C303010 不織布業。
三、C306010 成衣業。
四、CH01010 體育用品製造業。
五、C601050 家庭及衛生用紙製造業。
六、C601030 紙容器製造業。
七、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八、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九、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十、C901020 玻璃及玻璃製品製造業。
十一、 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十二、 F108040 化粧品批發業。
十三、 C801060 合成橡膠製造業。
十四、 CD01030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十五、 F102030 菸酒批發業。
十六、 C104010 糖果製造業。
十七、 C110010 飲料製造業。
十八、 F102170 食品什貨批發業。
十九、 IG02010 研究發展服務業。
二十、 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二十一、 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二十二、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二十三、 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二十四、 F113010 機械批發業。
二十五、 CC01020 電線及電纜製造業。
二十六、 E701010 電信工程業。
二十七、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二十八、 J801030 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業。
二十九、 EZ14010 運動場地用設備工程業。
三十、 JE01010 租賃業。
三十一、 F501060 餐館業。
三十二、 J901020 一般旅館業。
三十三、 F301010 百貨公司業。
三十四、 IZ06010 理貨包裝業。
三十五、 G801010 倉儲業。
三十六、 H701010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三十七、 H701020 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三十八、 F113030 精密儀器批發業。
三十九、 F117010 消防安全設備批發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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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H703090 不動產買賣業。
HZ02010 金融機構金錢債權收買業務。
HZ02020 辦理金融機構金錢債權之評價或拍賣業務。
E801010 室內裝潢業。
F111090 建材批發業。
G202010 停車場經營業。
H701040 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H701050 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業。
H701060 新市鎮、新社區開發業。
H701070 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代辦業。
H701080 都市更新重建業。
H703100 不動產租賃業。
I401010 一般廣告服務業。
I503010 景觀、室內設計業。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三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北市，必要時得於國內外適當地點設立分公司。
第四條：（刪除）。
第五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參拾陸億元，分為參億陸仟萬股，每股金額為新台幣壹
拾元，授權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
公司發行新股時，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六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後發行之。
第七條：股份轉讓或設定質權時，應由轉讓人與受讓人或出質人與質權人共同出具申請書，
署名蓋章，送請本公司或本公司指定之股務代理機構登記過戶，在未經登記過戶時，
該股份之權利，本公司視為仍屬於原股東。
第八條：股票遺失被盜，須以書面通知本公司掛失，並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之規定辦理始得申請補發，補發時應酌收工本費。
第九條：股東應將其印鑑式樣送交本公司備查，以後股東向本公司領取股息或以書面行使其
股權時概以本公司所存之印鑑為憑。
第十條：股東留存之印鑑如有遺失或損滅時，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之規
定辦理，更換新印鑑。
第十一條：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本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
紅利或其他利益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票轉讓過戶登記。
第十二條：本公司股東會分下列兩種：
一、股東常會：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六個月內由董事會召開之。
二、股東臨時會：遇必要時依公司法之規定召集之。
第十三條：股東會之召集，股東常會應於開會三十日前，股東臨時會應於開會十五日前將開
會之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並公告之。股東會之召集通知經相對人同
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之股東，前項召集通知，得
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十四條：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依公司法第一七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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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此限。股東因故不能親自出席股東會時，應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加蓋
留存本公司印鑑，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一人代表出席股東會。股東委託出席
之辦法，除依公司法第一七七條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
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辦理。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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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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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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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條：本公司設董事七人組織董事會，監察人二人，均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
之。
前項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事，其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
之一。
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董事與監察人之選
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候選人提名之受理方式及公告等相關事宜，悉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等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董事及監察人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全體董事、監察人所持有記名股票之股份
總額不得少於「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所規定之
最低成數。
第十八條：董事組織董事會，由董事互選一人為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董事會每季召開一次，召集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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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召集通知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E-mail)
等方式。
第十九條：董事會以董事長為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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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未指派代理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若董事因故無法出
席，得依公司法第 205 條規定出具委託書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但每一董事以
受一人之委託為限。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以全體董事過半數之出
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條：本公司經營方針及其他重要事項由董事會決定之。
前項所稱其他重要事項包括公司重要財產及不動產之購置與處分。
第二十條之一：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
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同業通常之水準議定之。
第二十一條：一、本公司得為對外保證，但該項保證須專案提請董事會決議通過為之。
二、本公司投資總額得超過實收資本百分之四十。
第二十二條：監察人之職權如下：
一、公司財務狀況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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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簿冊文件之審核。
三、公司業務情形之審核。
四、其他依公司法所賦予之職權，並得列席董事會陳述意見，但無表決權。
第二十三條：本公司設置總經理一人，秉承董事會決議綜理公司事務，並設置經理若干人，
輔助總經理處理事務，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 29 條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總經理承董事長及董事會決議處理本公司一切業務。
第二十五條：本公司每年定自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為一會計年度，年終總決算一次，
每屆決算後董事會應造具下列各項表冊於股東常會三十日前，送監察人查核，
出具查核報告書後提交股東會請求承認並依法呈報主管機關核備。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配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二十六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所謂獲利係指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前之
利益)，應提撥不低於 1%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 2%為董監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
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發放得以股票或現金方式為之，其發給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
之從屬公司員工。前項董監酬勞發放僅得以現金方式為之。
前二項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二十六條之一：本公司為考量未來企業發展之資金需求及長期財務規劃，現階段之股利政
策採行剩餘股利政策。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本期稅後淨利，應先彌補累積虧
損，依法提撥 10%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總額
時，不在此限。次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
額，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斟酌公司財務狀況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
股東會決議。股東紅利發放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為之，其中現金股利應不低於
股東紅利總額百分之十。
第二十七條：本公司各種章程及辦事細則由董事會另訂之。
第二十八條：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悉遵照公司法之規定及有關法令辦理之。
第二十九條：本章程訂於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六月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三年六月三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四年九月三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八年一月十六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九年四月十八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年三月十四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一年四月十五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十一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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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二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一月二十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五月十九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六月二十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十九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二月十七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五月十九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六月六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十四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五月二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七日。
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三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四月十五日。
第三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九日。
第三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日。
第三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三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０四年六月十八日。
第三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五年六月十五日。

名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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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泓

瑩

附錄 3
名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
103.06.23 修訂
第一章 總則
一、目的及法源依據：
為加強資產管理，落實資訊公開，特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訂定本處理程序，
本處理程序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二、資產之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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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會員證。
(四)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五)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資產、利率、匯率、指數或其他利益等商品所衍生之遠期
契約、選擇權契約、期貨契約、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及上述商品組合而成
之複合式契約等。所稱之遠期契約，不含保險契約、履約契約、售後服務契約、長
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銷)貨合約。
(六)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企業併購法、金融
控股公司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律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處分之資
產，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六項規定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
份受讓）者。
(七)其他重要資產。
三、評估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或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由財會部門進行相關效益
之分析並評估可能之風險；而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其他資產則由各單位事先擬定資
本支出計畫，就取得或處分目的、預計效益等進行可行性評估；如係向關係人取得
不動產，並應依本處理程序第二章規定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
性表示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告者，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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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稱金管會)另有規定
者，不在此限。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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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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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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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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若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應先洽請客觀公正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估價報告，並按本處理程序之資產估
價程序辦理。
(五)前三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辦理，已依本程序規定取得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入。
(六)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價格決定方式、參考依據，除依前述規定參酌專業估價、
會計師等相關專家之意見外，並應依下列各情形辦理：
1.取得或處分已於集中交易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買賣之有價證券，依當時之股權或
債券價格決定之。
2.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買賣之有價證券，應考量其每股淨
值、技術與獲利能力、未來發展潛力、市場利率、債券票面利率及債務人債信等，
並參考當時最近之成交價格議定之。
3.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應考量其可產生之效益，參酌當時最近之成交價格議定；取
得或處分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權等無形資產，應參考國際或市場慣例、
可使用年限及對公司技術、業務之影響議定。
4.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設備應參考公告現值、評定現值、鄰近不動產實際成交價格
或帳面價值、供應商報價等議定之。若係向關係人購入不動產，應先依本處理程
序第二章規定之方法設算，以評估交易價格是否合理。
5.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參酌期貨市場交易狀況、匯率及利率走勢等。
6.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考量其業務性質、每股淨值、資產價值、技
術與獲利能力、產能及未來成長潛力等。
四、作業程序：
(一)授權額度及層級
1.有價證券：授權總經理於本處理程序第七條所訂額度內進行交易，如符合第五條
應公告申報標準者，須於次日呈報董事長核備，並提報最近期董事會追認。惟若
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櫃檯買賣中心買賣之股票、公司債、私募有價證
券，且交易金額達公告申報標準者，則應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得為之。另大
陸投資則應經股東會同意或由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執行，並向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
會申請核准後，始可進行。
2.衍生性商品交易
(1)避險性交易：依據公司營業額及風險部位變化，由董事長指定人員，單筆或累
計成交部位在美金 100 萬元以下(含等值幣別)進行交易，超過美金 100 萬元以
上者，應呈董事長核准始得為之。
(2)非避險性交易：為降低風險，單筆或累計成交部位在美金 100 萬元以下(含等值
幣別)均須呈董事長核准，美金 100 萬元以上應經董事會核准，始得進行相關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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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使公司之授權能配合銀行相對的監督管理，被授權之交易人員必須告知銀
行。
(4)依前述授權進行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於事後提報董事會。
3.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依本處理程序第二章規定備妥相關資料，提交董事會通
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為之。
4.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依本處理程序第四章規定辦理相關程序及準備
相關資料，其中合併、分割、收購須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後為之，但依其他法律規
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者，不在此限。另股份受讓應經董事會通過後為之。
5.其他：應依內控制度及核決權限規定之作業程序辦理，交易金額達第五條之公告
申報標準者，應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交易金額未達第五條之公告申報標準者，
應於交易完成後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追認。若有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規定情事
者，則應先經股東會決議通過。
(二)執行單位及交易流程
本公司有關有價證券投資及衍生性商品交易之執行單位為財會部門及董事長
指定之人員；不動產暨其他資產之執行單位則為使用部門及相關權責單位；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則由董事長指定執行單位。取得或處分資產經
依規定評估及取得核可後，即由執行單位進行訂約、收付款、交付及驗收等
交易流程，並視資產性質依內控制度相關作業流程辦理。另向關係人取得不
動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及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並應依本處理程
序第二～四章規定辦理。
五、公告申報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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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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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3.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本處理程序第三章第十四條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
失上限金額。
4.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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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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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5)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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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二)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1.每筆交易金額。
2.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之金額。
4.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
(三)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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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本程
序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四)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五)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將全部項目重
行公告申報。
(六)已依本條前列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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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六、資產估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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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
符合下列規定。惟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
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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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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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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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
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
現值且未逾六個月，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五)除採用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外，如有正當理由
未能即時取得估價報告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週內取得估價報告及第三款
之會計師意見。
七、投資範圍及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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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子公司除取得供營業使用之資產外，尚得投資購買非供營
業使用之不動產及有價證券，其額度之限制分別如下。計算第(四)、(五)款
時，對於參與投資設立或擔任董事、監察人，且擬長期持有者，得不予計入。
(一)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之總額不得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五十；子
公司不得逾其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三十。
(二)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三十；子公司不得逾
其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二十。
(三)投資各別有價證券之限額，不得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二十；子公
司不得逾其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十。
(四)本公司及子公司各自對單一上市或上櫃公司之投資淨額，不得超過各自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
(五)本公司及子公司合計對單一上市或上櫃公司之投資持股，不得超過該單一上市或上
櫃公司以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十。
八、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控管：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亦應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依各自訂定之「內控制度」及「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程序」規定辦理，並應於每月 5 日前將上月份取得或處分資產單筆或累計同
性質交易金額達新台幣 1,000 萬元以上者及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
形，以書面匯總向本公司申報。本公司之稽核單位應將子公司之取得或處分資產作
業列為每月稽核項目之一，其稽核情形並應列為向董事會及監察人報告稽核業務之
必要項目。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如非屬公開發行公司，其取得或處分之資產達公告申報之標準者，
應於事實發生之日內通知本公司，本公司並依規定於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子公司適用第五條第一項之應公告申報標準有關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總資產百
分之十規定，以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九、罰則：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相關承辦人員違反金管會所頒訂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準則」或本處理程序時，視其違反情節，依下列規定辦理。違規記錄並將作為
年度個人績效考核之參考。
(一)違反核決權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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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違反評估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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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違反公告申報：初次違反者應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書面警告，累犯或情節重大
者應予調職。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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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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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董事會或董事執行業務違反相關規定及股東會決議者，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一
十八條之二之規定，通知董事會或董事停止其行為。

第二章 關係人交易
十、認定依據：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應依本程序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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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條第（二）項規定辦理。關係
人之認定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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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決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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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三億元以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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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應將下列資
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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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之原因。
(三)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第十二條或第十三條條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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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對象及其與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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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程序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處具之估價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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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辦理，已依本程序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及
監察人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十二、交易條件合理性之評估：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除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關係人訂約取得
不動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或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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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種情形外，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
性，並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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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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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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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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列
任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十三、設算交易成本低於交易價格時應辦事項：
依前條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除係因本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情形，並能提出
客觀證據、取具不動產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理性意見者外，應依第三項之規定
辦理。
(一)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行興建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營建成本加計合理營建利潤，其
合計數逾實際交易價格者。所稱合理營建利潤，應以最近三年度關係人營建部門
之平均營業毛利率或財政部公布之最近期建設業毛利率孰低者為準。
2.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其面積相
近，且交易條件經按不動產買賣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或地區價差評估後條件相當
者。
3.同一標的房地其他樓層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租賃案例，經按不動產租賃慣例應
有之合理樓層價差推估其交易條件相當者。
(二)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動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
成交案例相當且面積相近者。
前項所稱鄰近地區成交案例，以同一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方圓未逾五百公尺或
其公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積相近，則以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之面積不低於交
易標的物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取得不動產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按前條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且無本條前
二項所述之情形，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
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應俟高價購
入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
合理，並經金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二)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理。
(三)應將第一款及第二款處理情形提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於年報及公開說
明書。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者，亦依本
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第三章 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控管
十四、交易之原則及方針：
(一)交易種類：本公司得從事衍生性商品之種類包括遠期契約、選擇權、利率及匯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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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期貨、暨上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等，事後應提報最近期董事會。如需
從事其他商品交易，應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得為之。
(二)經營或避險策略：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區分為以避險為目的及非避險為目的
（即交易為目的）之交易。其策略應以規避經營風險為主要目的，交易商品的選擇
應以規避本公司業務經營所產生的外匯收入、支出、資產或負債等風險為主。如因
客觀環境變動，選擇適當時機進場從事衍生性商品「非避險性交易」，期能為公司
增加營業外收入或減少營業外損失。此外，交易對象亦應儘可能選擇與本公司業務
有往來之金融機構，以避免產生信用風險。交易前必須清楚界定為避險性或追求投資
收益之金融性操作等交易型態，以作為會計入帳之基礎。
(三)交易額度：
1.避險性交易：以合併資產及負債後之外匯淨部位(含未來預計產生之淨部位)為避
險上限。
2.非避險性交易：不得超過美金 150 萬元。交易人員於執行前，應提出外匯走向分
析報告，其內容須載明外匯市場趨勢分析及建議操作方式，經核准後方得為之。
(四)全部與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1.避險性交易：避險性交易因針對本公司實際需求而進行交易，所面對之風險已在
事前評估控制之中，因此沒有損失金額上限的問題。
2.非避險性交易：部位建立之後，應設立停損點以防止超額損失，停損點之設定以
不超過交易契約金額之 10%為上限，全年累積損失總額不得超過美金 30 萬元為
限。
(五)權責劃分
1.交易人員：為本公司衍生性商品交易之執行人員，其人選由董事長指定。負責於
授權範圍內交易策略之擬訂、執行交易指令、未來交易風險之揭露，並提供即時
的資訊給相關部門作參考。
2.會計課：負責交易之確認，依相關規定予以入帳並保存交易記錄資料，定期對所
持有之部位進行公平市價評估，並提供予交易專責人員，並於財務報表中揭露衍
生性商品之相關事項。
3.財務課：負責衍生性商品交易之交割事宜。
(六)績效評估要領
1.避險性交易：以公司帳面上匯(利)率成本與從事衍生性金融交易之間所產生損益
為績效評估基礎，每月至少評估兩次，並將績效呈管理階層參考。
2.定用途交易
以實際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依據，每週至少評估一次，並將績效呈管理階層參
考。
十五、風險管理措施：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其風險管理範圍及應採行之風險管理措施如下：
(一)信用風險之考量：交易的對象選擇以與公司往來聲譽良好並能提供專業資訊之金融
機構及期貨經紀商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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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風險之考量：衍生性商品未來市場價格波動所可能產生之損失不定，因此部位
建立後應嚴守停損點之設定。
(三)流動性風險之考量：為確保交易商品之流動性，交易之機構必須有充足的設備、資
訊及交易能力並能在任何市場進行交易。
(四)作業風險之考量：必須確實遵守授權額度、作業流程，以避免作業上的風險。
(五)法律風險之考量：任何和金融機構簽署的契約文件，儘可能使用國際標準化文件，
以避免法律上的風險。
(六)商品風險之考量：內部交易人對於交易之衍生性商品應具備完整及正確的專業知
識，以避免誤用衍生性商品導致損失。
(七)現金交割風險之考量：授權交易人應嚴格遵守授權額度內之規定外，平時應注意公
司現金流量，以確保交割時有足夠的現金支付。
(八)交易人員及確認、交割等作業人員不得互相兼任。
(九)確認人員應定期與往來銀行對帳或函證，並隨時核對交易總額是否有超過本處理程
序規定之上限。
(十)風險之衡量、監督與控制人員應與(一)之人員分屬不同部門，並應向董事會或向不
負交易或部位決策責任之高階主管報告。
(十一)所持有之部位至少每週應評估一次，惟若為業務需要辦理之避險性交易至少每月
應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應呈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註：應指定非屬執行單位之
高階主管)。
十六、內部稽核制度：
(一)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對交易部門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作業程序遵循規定情形按月稽核，且作成稽核報告，如發現
重大違規情事，應立即向董事長及董事會指定之高階主管呈報，並以書面通知各監
察人。
(二)本公司稽核人員應將衍生性商品交易列入稽核計劃中，並於次年二月底前將上年度
之年度稽核計劃執行情形向金管會申報，且至遲於次年五月底前將異常事項改善情
形申報金管會備查。
十七、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處理情形：
(一)每月或每週定期評估衍生性商品之交易，並彙總當月或當週損益及非避險性交易未
平倉部位，呈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及董事長作為管理績效評估及風險衡量之參考。
(二)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高階主管應隨時注意衍生性商品交易風險之監督與控制。董事
會並應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績效是否符合既定之經營策略及承擔之風險是否
在公司容許承受之範圍。
(三)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應依下列原則管理衍生性商品交易：
1.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理措施是否適當並確實依金管會訂定之「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準則」及本處理程序相關規定辦理。
2.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有異常情事時，應採取必要之因應措施，並立即向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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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報告。本公司若已依證交法規定設置獨立董事者，董事會應有獨立董事出席
並表示意見。
(四)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建立備查簿，詳細登載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類、金額、
董事會通過日期、每月或每週定期評估報告、及董事會與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之
定期評估事項。
第四章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十八、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師、律師
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提報董事會討論通過。
十九、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或收購時應將重要約定內容及相關事項，於股東會開會前製作致
股東之公開文件，併同前條專家意見及股東會之開會通知一併交付股東，以作為是否同
意該合併、分割或收購案之參考。但依其他法律規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
收購事項者，不在此限。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任一方之股東會，因故無法召
開、決議，或議案遭股東會否決，本公司應立即對外公開說明發生原因、後續處理作業
及預計召開股東會之日期。
二十、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時，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金管會同
意者外，應和其他參與公司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相關
事項。
本公司參與股份受讓時，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金管會同意者外，
應和其他參與公司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時，應將下列資料作成完整書面紀錄，並保存
五年，備供查核：
(一)人員基本資料：包括消息公開前所有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或計畫
執行之人，其職稱、姓名、身分證字號（如為外國人則為護照號碼）。
(二)重要事項日期：包括簽訂意向書或備忘錄、委託財務或法律顧問、簽訂契約及董事
會等日期。
(三)重要書件及議事錄：包括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意向書或備忘錄、重
要契約及董事會議事錄等書件。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時，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之即日起算二日内，將前項
第一款及第二款資料，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金管會備查。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
司者，本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辦理。
二十一、換股比率及收購價格：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除有下列情事外，不得任意變更。
(一)辦理現金增資、發行轉換公司債、無償配股、發行附認股權公司債、附認股權特
別股、認股權憑證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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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處分公司重大資產等影響公司財務業務之行為。
(三)發生重大災害、技術重大變革等影響公司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情事。
(四)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任一方依法買回庫藏股之調整。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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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已於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其他條件，並已對外公開揭露者。
二十二、契約內容應記載事項：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時，契約中應載明參與公司之權利義務、前
條所述得變更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之情況、及載明下列事項。
(一)違約之處理。
(二)消滅或被分割之公司前已發行具有股權性質有價證券或已買回之庫藏股之處理原
則。
(三)參與公司於計算換股比例基準日後，得依法買回庫藏股之數量及其處理原則。
(四)參與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之處理方式。
(五)預計計畫執行進度、預計完成日程。
(六)計畫逾期未完成時，依法令應召開股東會之預定召開日期等相關處理程序。
二十三、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時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所有參與或知悉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之人，應出具書面保密承諾，
在訊息公開前，不得將計畫之內容對外洩露，亦不得自行或利用他人名義買賣與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相關之所有公司之股票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
證券。
(二)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資訊對外公開後，如擬再與其他公司進行合
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除參與家數減少，且股東會已決議並授權董事會得
變更權限者，得免召開股東會重行決議外，原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中，
已進行完成之程序或法律行為，應由所有參與公司重行為之。
(三)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公開發行公司者，本公司應與其
簽訂協議，並依本處理程序第二十條及前二款之規定辦理。

第五章 其他重要事項
二十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計師、律師
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二十五、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
價人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
二十六、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本處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者，如有董事表
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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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若已依證交法規定設置獨立董事者，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提報董
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二十七、本處理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如有董
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
本公司若已依證交法規定設置獨立董事者，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二十八、本處理程序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規定，以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最近
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金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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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名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持股情形
一、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新台幣 2,689,451,990 元，已發行股數為 268,945,199 股。
二、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之規定，
本公司全體董事法定最低應持有股數為 12,000,000 股，全體監察人法定最低應持有股數
為 1,200,000 股。
三、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106 年 4 月 24 日)股東名簿記載之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持股
情形如下：
停止過戶日持有股數
職稱

姓名

選任日期

任期
股

董事長

吳泓瑩

105.06.15

3年

董

英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木鐸

105.06.15

3年

事

英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數

比率%

6,644,994

2.47%

3,224,174

1.20%

1.56%

105.06.15

3年

劉炳華

105.06.15

3年

4,208,645

吳霖懿

105.06.15

3年

2,485,734 0.92 %

獨立董事 陳文宗

105.06.15

3年

0

0.00%

獨立董事 李正庸

105.06.15

3年

0

0.00%

16,563,547

6.15%

董

事

董

事

董

事

代表人：吳繁治

合

計

監察人

永裕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蔡信勵

105.06.15

3年

288,339

0.11%

監察人

彭淑美

105.06.15

3年

1,638,075

0.61%

1,926,414

0.72%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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