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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一） 
案由：本公司 105 年度營業狀況，謹報請  公鑒。（董事會提） 

說明：本公司 105 年度營業報告書如後附，業經本公司 106 年 4 月 24 日第 6

屆第 17 次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同日第 3 屆第 11 次審計委員會通過

在案，請參閱第 3 頁~第 19 頁。 

 

 

報告事項（二） 

案由：審計委員會審查之本公司 105 年度決算報告，謹報請  公鑒。（董事會

提） 

說明： 

一、本公司 105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案，業經本公司

106 年 4 月 24 日第 6 屆第 17 次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同日第 3

屆第 11 次審計委員會通過在案。 

二、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如後附，請參閱第 21 頁。 

 

 

報告事項（三） 

案由：本公司 105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謹報請 公鑒。（董事

會提） 

說明： 

一、依本公司章程第 33 條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係指稅前利益扣

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應提撥不低於 1%為員工酬

勞及不高於 1%為董事酬勞。本公司 105 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

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為新臺幣(以下同) 5,860,753,650 元，爰

擬以現金方式發放員工酬勞 59,000,000 元及董事酬勞 58,000,000

元。 

二、本案業經本公司 106 年 3 月 27 日第 3 屆第 9 次薪資報酬委員會通

過，並送請 106 年 3 月 27 日第 6 屆第 16 次董事會通過在案。 

三、謹報請 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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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一） 

案由：本公司 105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合併財務報表等表冊，謹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明：本公司 105 年度各項決算表冊：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合併財務報表

等表冊，業經本公司 106 年 4 月 24 日第 6 屆第 17 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並送請同日第 3 屆第 11 次審計委員會通過在案。(請參閱報告事項(一)) 

決議： 

 

 

承認事項（二） 

案由：本公司 105 年度盈餘分派案，謹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明： 

一、本公司 105 年度稅後淨利為新臺幣（以下同）5,923,081,020 元，

依法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592,308,102 元後為 5,330,772,918

元。另加計 105 年度期初未分派盈餘 2,777,560,480 元，扣除確定

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140,083,400 元及股份基礎給付調整數

4,370,105 元後計 7,963,879,893 元。依證券交易法第 41 條及本公

司章程第 33 條之 1 規定，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949,693,712 元，迴

轉後可分派盈餘為 8,913,573,605 元，擬發放普通股現金股利

7,487,871,413 元（每股分派現金股利 0.5 元）。 

二、本現金股利除息基準日，擬於股東會決議通過本盈餘分派案後，授

權董事長決定。股東現金股利尾數不足一元之畸零款部分，擬由本

公司轉列其他收入。 

三、本案業經本公司 106 年 4 月 24 日第 6 屆第 17 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並送請同日第 3 屆第 11 次審計委員會通過在案。 

四、本公司 105 年度盈餘分派表如後附，請參閱第 25 頁。 

五、謹提請   承認。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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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一） 

案由：擬修正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謹提請 公決。(董事會提) 

說明： 

一、本次修正之主要緣由： 

（一）為因應本公司未來長期策略發展及營運成長之資金需求，並

考量資金募集方式之國際化及多元化，爰擬增訂特別股相關

條文。 

（二）考量員工認股權憑證實際發行情形，調整本公司額定資本額

內保留作為認股權憑證行使認股權時使用之額度。 

（三）本公司經理人之職稱、職等及任免程序，業已明定於本公司

組織規程。鑑於公司章程之修正係屬股東會職權，較難配合

需要隨時修正，爰擬將經理人定義回歸依相關法令及本公司

規章之規定，以利修正彈性。 

二、本次擬修正之條次及條文內容摘述如次： 

（一）增加特別股為本公司之股份種類，並調整本公司額定資本額

內保留作為認股權憑證行使認股權時使用之額度。（修正條

文第七條） 

（二）配合公司法第 157 條規定，於章程中增訂特別股之權利義務

及其他重要發行條件。（修正條文第七條之二） 

（三）配合增加特別股為本公司之股份種類，爰增訂公司於必要

時，得依相關法令規定，召開特別股股東會。（修正條文第

十二條） 

（四）擬將經理人定義回歸依相關法令及本公司規章之規定，以利

修正彈性，爰刪除經理人職稱及職等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三十條） 

（五）配合增訂第七條之二，修正有關決算及盈餘分派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之一） 

三、本案業經本公司 106 年 4 月 24 日第 6 屆第 17 次董事會決議通過在

案。 

四、擬修正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暨修正條文說明對照表及修正草案，請參

閱第 27 頁~第 41 頁。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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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二） 

案由：擬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謹提請 公決。

(董事會提) 

說明： 

一、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6 年 2 月 9 日發布之「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以下稱「取處準則」)，爰修正本公司之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相關條文。 

二、本次擬修正重點臚列如下： 

（一）考量取處準則所稱國內貨幣市場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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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配合修正相關

條文。（修正條文第十一條及第二十八條） 

（二）依取處準則第二十二條規定，放寛本公司與百分之百持有之

子公司、或百分之百子公司間之合併案，得免委請專家就換

股比例之合理性表示意見。(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三）配合取處準則之修正，將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且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之公告標準提高為交易金額新臺幣十億

元，並修正排除公告之適用範圍，以及明定依規定應公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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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 

三、本案業經本公司 106 年 3 月 27 日第 6 屆第 16 次董事會決議通過在

案。 

四、擬修正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暨修正條文說明對照表及修正草案，請參

閱第 43 頁~第 57 頁。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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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三） 

案由：擬請同意解除本公司董事（包括法人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謹

提請 公決。(董事會提) 

說明： 

一、依公司法第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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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 209 條條文，詳如附件一。 

二、依經濟部 101 年 10 月 11 日經商字第 10102435880 號函與 102 年 1

月 7 日經商字第 10102446320 號函釋示，董事兼任經營同類業務之

他公司董事或經理人，而該二公司為百分之百母子關係時，或同一

法人百分之百持有之平行子公司間或各子公司與孫公司間有董事或

經理人兼任時，在法律上各公司雖為獨立法人格公司，但在經濟意

義上則為一體，彼此之間並無利益衝突可言，於此情形下之董事兼

充行為並不構成公司法第 209 條競業行為。故本公司董事如兼任本

公司 100%持股子、孫公司之董事或經理人，並不構成競業行為，無

須提出解除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另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 年 7 月 18 日金管證一字第 0950120961

號令規定，公開發行公司之董事或經理人從事大陸地區事業之投資

或營業而有競業之情形者，公司應依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第 3 項第 2

款規定辦理資訊公開。 

四、本公司第六屆董事（包括法人及其代表人），或有因兼任其他公司

職務而從事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行為者，謹彙整兼任情

形如附件二；擬於不違反公司利益之範圍內，提請同意就附件二所

示解除其競業禁止之限制。 

五、本案業經提報本公司 106 年 1 月 19 日第六屆第 14 次董事會與 106

年 3 月 27 日第六屆第 16 次董事會決議通過並提請股東常會討論。 

附件： 

（一）公司法第 209 條條文乙份。 

（二）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6 年提請股東常會解除本

公司董事競業禁止限制彙總表乙份。 

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