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強盛染整股份有限公司一○一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Ｏ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整
地點：桃園縣大園鄉大工路126號(本公司大園廠會議室)
出席：親自出席及委託代理人所代表股份總數計103,563,951股
      ，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已扣除無表決權股數
      26,589,911股)161,820,858股之63.99%。
列席：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陳振乾會計師

主席：陳董事長壬發　　　　　　　  記錄：藍美娜

壹、宣佈開會：親自出席及委託出席股東所代表股份總數已逾
              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一、100年度營業報告書。(請詳附件)，敬請洽悉。
    二、100年度監察人查核報告書。(請詳附件)，敬請洽悉。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100年度決算表冊案，敬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100年度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已
                編造完成，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陳振乾及吳美萍會計師簽證完竣，並出具無
                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書，連同營業報告書經
                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查核竣事。
            二、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上述各式
                財務報表(請詳附件)。
            三、敬請  承認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100年度盈虧撥補案，敬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100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27,969,428
                元。
            二、檢附100年度盈虧撥補表如下：

　　　　　　　　　　　　　

            三、敬請  承認。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份條
            文案，提請　公決。
    說  明：一、依法令規定，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
                表(請詳附件)。
            二、敬請  公決。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份條文
            案，提請　公決。
    說  明：一、依法令規定及公司營運需要，擬修訂本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修訂
                前後條文對照表(請詳附件)。
            二、敬請  公決。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臨時動議提出。
柒、散會：同日上午九時十五分，主席宣佈散會，獲全體出席
          股東無異議通過。
    

附件
一、100年度營業報告：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100年度主要業務為染整加工為主，全年營業
          淨收入551,885仟元，營業外收入56,148仟元，扣除
          營業成本497,811仟元，銷管研費用81,753仟元，營
          業外支出499仟元，結算結果，本年度稅前淨利為
          27,970仟元。　　　　　　　　　　　　　　　　
　                                      單位:新台幣仟元

    (二)、預算執行情形：
          依「公開發行公司財務預測資訊公開體系實施要點
          」規定，本公司無須公開民國100年度財務預測資訊
          ，故無100年度預算執行分析資料。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項 目 
100年度 99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比率

﹪ 

營業收入淨額 551,885 581,756 (29,871) (5.13) 

營業成本 497,811 528,193 (30,382) (5.75) 

營業毛利 54,074 53,563 511 0.95 

營業費用 81,753 81,368 385 0.47 

營業淨損 (27,679) (27,805) 126 0.45 

營業外收入 56,148 37,128 19,020 51.23 

營業外支出 499 90 409 454.44 

稅前純益 27,970 9,233 18,737 202.94 

               年     度 

 項    目 
100年 99年 增(減) 

財務 

收支 

營業收入 551,885 581,756 (29,871) 

營業毛利 54,074 53,563 511 

利息收入 2,392 1,928 464 

利息支出 0 0 0 

稅後純益 27,970 9,233 18,737 

獲利 

能力 

資產報酬率(%) 1.38 0.46 0.92 

股東權益報酬率(%) 1.54 0.51 1.03 

占實收資

本比率(%) 

營業利益 (1.47) (1.48) 0.01 

稅前純益 1.48 0.49 0.99 

純益率(%) 5.07 1.59 3.48 

每股盈餘(元） 0.17 0.06 0.11 

    (四)、研究發展狀況
           1、已開發量產新產品：
              (1)Poly緯彈幅寬染面效果吸濕易拉絲。
              (2)Poly強撚紗減量染整製程設計與開發。
              (3)Poly Spun與棉交織物製程設計與開發。
              (4)T/C壓染仿浸染手感製程設計與開發。
              (5)Poly原絲浸染染整製程設計與開發。
              (6)T+CD經、緯彈染整製程設計與開發。
              (7)T*T+CD超細纖維染整製程設計與開發。
              (8)Nylon經、緯彈染整製程設計與開發。
              (9)混紡服飾、家飾用布防火撥油染整製程設計
                 與開發。
              (10)醫療用布（含導電紗）士林染料染整加工，
                  製程設計與開發。
              (11)長纖織物細丹尼20D高密度染整加工，提升
                  拉撕力及超撥水功能性製程設計與開發。
           2、計劃研發之新產品及品質提升項目：
              (1)T100%織物低溫染色98度(麻花)牢度4-5級染
                 整加工，製程設計與開發。
              (2)全棉織物之染整加工，提升品質精進技術，
                 奈米撥水功能性製程設計與開發。
              (3)POLY SPUN之染整加工(壓染與浸染)，延續
                 提升品質精進技術撥水功能性，製程設計與
                 開發。
              (4)長、短纖織物不含PFOS(碳氟化合物)及PFOA
                 (全氟辛酸鹽)之撥水、撥油製程設計與開發。
              (5)長纖織物複合機能性加工，如吸濕+抗紫外線
                 +抗菌+抗靜電加工，製程設計與開發。
二、101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經營方針：
          強盛願景：「使C.S成為一個現代化，第一流的世
          界級公司，且同時造就員工的終身學習與成長」，
          秉持專業精神，提供染整加工服務，滿足客戶需求
          ，追求業績提升及永續經營。

          1、以人才的知識資本為本
             以人員合理化、人力優質化為目標，重視人才培育，透
             過主動教導與學習，傳達公司政策與宣導職業道德教育
             ，使公司員工人人具有達成目標的使命感，做對的事，
             成為對的人。
          2、以服務業的心態來發展與顧客的關係
             隨時向客戶傳遞我們的「品質」與「研發」，透過推出
             新產品、新服務這種溝通互動來讓客戶深刻感受到，我
             們的熱忱與存在；即是用服務業的心態，來經營專業染
             整加工。          
          3、顧客價值導向文化，建構高效率，高執行力團隊，維護
             客戶的信賴
             顧客是企業的命脈，企業的存在是繫於顧客的信賴。我
             們以解決問題導向思維及提供客戶問題解決方案、以確
             保優良的品質、準確的交期、完善的服務來達到客戶滿
             意。進而創造客戶、累積客戶，邁向永續經營。
          4、落實開源節流，管控成本，杜絕浪費
             為達降低每單位生產成本，同時提升產品品質，拉高銷
             售毛利，須從下列作起:
             (1)在生產製程方面：實施重點放在『製程作業規範的正
                確訂定、持續的教導與訓練，品管單位嚴格實施作業
                檢核』，並落實製程品管五大行動方針，管制色差評
                量及配方與排缸配合評量，從人、機、料、法逐項檢
                視原料成本、人工成本、變動成本及固定成本。
             (2)在銷售管理方面：主動積極地去促銷對客戶有價值、
                對工廠有利便宜生產，對公司利益有所幫助之產品；
                消除負利受訂，彈性務實的考量訂單之貢獻度；積極
                去引導、指導、誘導我們的顧客，分享提升價值產生
                之利潤。
          5、落實6S目視化管理，提升人員與工作環境品質
             改善工作職場環境，以提高生產效率、保證質量，使工
             作環境整潔有序，並以預防為主，建立零災害、零公害
             體制，保證職場安全。其成功的關鍵在於有效的推動，
             充分的溝通與從根本人員教育培訓做起。
          6、建立有紀律的文化，奠定卓越的人本文化
             透過紀律的員工、紀律的思維、紀律的行動，以建設員
             工自律性高，願意全力承擔責任的管理制度。「態度決
             定命運，細節決定成敗」，集中焦點去做真正對且重要
             的事，並且把這些事情做對。
          7、落實執行力，構建高績效的經營團隊
             高績效的經營團隊就是有能力把「想法」變成「做法」
             ；徹底把事做對的能力，把「夢想」變成「真實」的一
             種能力。把一個對的任務，或者一個對的策略，徹徹底
             底的完成，確保工作的質與量。並在日常工作中培養從
             『心』做起，是否有「想法」、「方法」；從『行動』
             做起，是否能「有做」、「做完」、「做對」、「做好」。
          此外，再次重申並培養公司的核心能力--落實品質執行的能
          力，希望全體員工能多體會、推動及落實。並且鄭重的重述
          我們的企業文化：
          1、做人方面要建立誠信負責的文化。
          2、做事方面要建立追求卓越、進步的文化。
          3、在人與人方面要建立知識與資訊分享的文化。
          樂見員工心態能轉向積極正面，幹部們能自我提昇、成長，
          公司的管理體質能夠改變，產品能夠轉型與升級，並在平時
          工作中增添一份“改進的動力＂，“做好事情的決心與衝勁＂
          ，期勉大家具有高度的自我反省能力，從自已改變起，為公
          司帶來轉機、新機與生機。
    (二)、預期銷售數量：
          本公司101年度預期銷售：交運數量42,000仟碼。
    (三)、產銷政策：
          1、創造客戶價值
             本公司是國內少數同時擁有短纖連續壓染線、長纖浸染
             線及長短纖交織冷染線之專業染整廠，結合國內品牌商
             、貿易商等提供專業紡織染整品質保證，以創造客戶價
             值的服務為導向。
             (1)各生產線適合加工產品分類
             連續壓染線：棉、麻等天然素纖維、T/C、T/R等混紡類
             長纖浸染線：聚脂纖維、Nylon纖維系列
             交織冷染線：短長纖交織、再生纖維系列
             (2)特性產品項目有：
             -大宗T/C、T/R連續壓染顏色一致性，附加超撥水、超撥
              油、易去污制服布系列
             -Tencel產品系列。Tencel00%、Tencel*Linen交織、
              Tencel/Cotton混紡及Tencel A100系列。
             -超細纖維加工產品及高牢度染色系列。
             -N*C、C*N、N*C磨毛布、C*N磨毛布。
             -C*T(MICRO)交織、C*T400、C*T(Lycra)系列。
             -C100%(Lycra)、N*C(Lycra)、C*N(Lycra)等彈性布種系
              列。
             -T 100％、N 100％及交織布種等「雙向彈性」布系列。
             (3)機能性加工項目有：
                -吸溼加工、吸溼抗菌加工
                -抗菌、消臭、抗UV複合功能性加工之研發。
                -防蚊、芳香、保濕護膚等微膠囊健康加工。
                -奈米級加工助劑的引進與運用。

                -Teflon HT之加工。
                -EN-471螢光桔、螢光黃之要求標準。
                -Nylon織物防紫外線與吸濕速乾通過TFT功能驗證標準
          2、區隔市場提供專業化服務
             (1)短纖連續壓染線~以盤口分類提供專業代工染整服務
                運用連續壓染優勢，除以內外銷制服布為核心業務外，
                延續推展士林染料耐漂洗醫療用布。另結合國內紡織廠
                整合資源互補，透過貿易商承接美國、歐盟等耐工業水
                洗之制服用布專業代工服務。
             (2)長纖浸染線~提供品牌客戶客製化服務
                本廠長纖浸染線擁有Poly系列與Nylon系列穩定品質之優
                勢，應用數位科管理顏色，99年起更擴大低張力生產線
                彈性布系列加工，緊密維繫各大品牌客戶。
          3、品質第一，交期準確、快速服務
             強盛染整秉持「品質是公司的生命，也是我們全體同仁的尊
             嚴」，台灣紡織產業需面對日趨激烈的競爭，擁有更優良的
             產品品質，已是公司生存的基本要件。準確的交期，則是銷
             售部門的最佳保證，也是廣大客戶群仍能繼續立足台灣的最
             大後盾。產銷雙方重視溝通協調，建立快速反應機制，確保
             快速服務效益。
          4、應用數位科技~落實「數位染整協同設計開發計劃」
             (1)創新建構數位色彩實驗室服務平台，並積極推動數位色
                彩技術在紡織產業生根。
             (2)完成轉換新的ERP系統，以使內外部資訊快速傳遞與回饋
                ，並能及時的取得外部訊息，達到快速提供服務。
             (3)架構客戶專屬網站平台，讓客戶隨時取得其訂單之即時
                進度資訊，並分享最新之專業知識。
          5、人才培育方面
             (1)透過「產學合作專班計劃」，藉以培育高素質、有見識
                、有活力、有理想之中堅幹部。
             (2)研發及技術人員與現場人員之輪調，透過輪調使廣泛接
                觸公司、工廠的事務，養成多職能的人才，以因應公司
                面對未來複雜環境變遷所需。
             (3)幫員工做職涯規劃，多增加其歷練的機會。
          6、生產線功能整合、機台整備更新
             (1)重新規劃產銷需求量，依功能性整併生產線，移除動用
                率偏低之多餘設備。
             (2)機台設備進行節能、節水設備改善，降低能源耗用減少
                二氧化碳排放量，以符合環保需要。
             (3)增設低張力生產線，改善彈性布種功能加工之管控。
          7、原料資選與進廠檢驗
             (1)透過原料資選計劃，選擇適當原料或對抗品，改善加工
                品質及降低原料成本。
             (2)透過配方標準化，消滅不合宜的配方組合，相同配方則
                採集中加工，促進品質的一致性，並減少換規格之浪費。
             (3)原料進廠依規定逐批取樣，送檢驗組執行進廠檢驗，嚴
                格把關用料之穩定性。
          8、全面品質管制
             (1)落實各製程「不製造不良品」、「不接受不良品」、「
                不流出不良品」品質三不政策。做好品質管制與保證，
                提供下製程及客戶滿意的產品與服務。
             (2)落實ISO9001品保制度之執行，確保品質均一性，滿足客
                戶需要。
             (3)成立品管組負責品管活動規劃及品質檢核運作，透過系
                統化品質稽核，協助生產單位落實全面品質管制之執行。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長期來評估台灣紡織產業，由於台灣較擅長之聚酯產量及尼龍產量，
    原料面取得容易，因此本公司長期業務發展計劃除了繼續配合主力客
    戶經營品牌最佳伙伴關係外，已開發完成之T100%及N100%雙向彈性布
    種、細丹輕量布種，都已是市場流行主流趨勢，配合上游原料本地量
    產無慮，將積極推動量產業務之發展計劃。
    短期觀察，短纖業務雖受制於上游原料仰賴進口變動壓力，且由於市
    場供需之變化對紡紗、織布、染整等短纖中下游產能壓力相對加大。
    由業務面觀察短纖國內公民營機構制服用布、國外耐工業水洗附加工
    制服布種仍為連續壓染可資發揮之強項產品。短纖重點計劃在應用連
    續壓染線之競爭優勢，在全棉高密度及厚級布種之差異化產品，配合
    後處理段之機能性樹脂加工集中量化。另外，長短交織係本公司製程
    能力利基所在，也是台灣紡織產業相對強項。針對C*T防皺加工、N*C
    、C*N仍要預應市場變化，計劃維持集中量化生產。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在經濟全球化及WTO趨勢下，全球競爭態勢已朝向全球供應鏈的競爭。
    維持產業價值鏈的完整與緊密的合作關係，才能因應供應鏈整合的競
    爭趨勢。在資本、技術跨國流動同時，國際紡織價值鏈也迅速向低成
    本優勢的地區移動。台灣人造纖維在全球的現有競爭具有在地化優勢
    ，是台灣紡織業高值化利基所在。但在全球購買力尚未完全恢復之際
    ，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上、下游產銷策略聯盟體系，也是提升台灣人
    造纖維業價值鏈附加價值，以及創造紡織上中下游業者互利共享雙贏
    局面的關鍵之一。
    另外，兩岸洽簽ECFA後，部份紡織品開放進口影響傳統布商內銷訂單
    之競爭力，本公司向工業局申請輔導「強盛染整體系價值鏈電子化計
    劃」，已如期完成，預期能提昇傳統布商之電子化程度，進而分享強
    盛染整之相關加工資料，增強整體競爭力，同時配合工業局推動優良
    紡織品「MIT」認證，減少兩岸洽簽ECFA後進口紡織品帶來之威脅。
董事長：陳壬發          經理人：呂芳福        會計主管：鄭以民



強盛染整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    明 

第六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之處理程序 

二、取得專家意見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先取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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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20%

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洽請會計師就

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但該有價證

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行政院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另有

規定者，不在此限。 

 

三、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及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前，應由財務部

檢呈相關資料報請董事會核定後執行之。如

不及事前核定，金額在新台幣伍仟萬元以下

者授權董事長決定，但應提請交易行為後最

近之董事會承認。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之處理程序 

二、取得專家意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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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

收資本額20%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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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或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

簡稱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三、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及執行單位 

(一)取得或處分以短期投資為目的所買賣之

有價證券，交易金額在新臺幣壹億元

(含)以下者，由董事長核准；交易金額

超過新臺幣壹億元以上者，由董事會通

過。 

(二)取得或處分以長期投資為目的所買賣之

有價證券，交易金額在新臺幣伍仟萬元

(含)以下者，由董事長核准；交易金額

超過新臺幣伍仟萬者以上者，由董事會

通過。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以

下稱準則)第十條規定，明

確規範財務報表或會計師

意見應取得時點及修訂本

條次授權額度之決定程

序。 

 

 

第七條

 

二、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

產，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外，

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先取得專業估價者

出具之估價報告（估價報告應行記載事項詳

如附件一），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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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董事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條件變更

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台幣十億元以上者，應請二

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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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距達

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四)契約成立日前估價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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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由原專

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二、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

產，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外，

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

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估價報告應

行記載事項詳如附件一），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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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提董事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條件變

更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台幣十億元以上者，應請

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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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距

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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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準則第九條規定，明

確規範估價報告或相關專

家意見應取得時點及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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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有利於公司，應無再洽

會計師表示意見之必要性

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及

修訂本條次授權額度之決

定程序。 

。 

   (五)本公司若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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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及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

    產前，應由財務部檢呈相關資料報請董事會

    核定後執行之。如不及事前核定，金額在新

    台幣參仟萬元以下者授權董事長決定，但應

    提請交易行為後最近之董事會承認。

        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者，得由原專業估

        價者出具意見書。

    (五)本公司若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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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及執行單位

        本公司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之取得及

    處分，其金額在新台幣伍仟萬元以下者，由

    董事長核准，並依授權額度表實施之，超過

    新台幣伍仟萬元以上者，由董事會通過。

第八條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之處理程序 

一、本公司向關係人購買或交換而取得不動產，

除依前條取得不動產之處理程序辦理外，並

應依本條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

條件合理性等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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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將下列資

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

為之： 

(一)取得不動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依本條第三項第(一)款及(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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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

項。 

 

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應依本

程序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件

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達公司總資產百

分之十以上者，亦應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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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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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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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之其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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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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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或處分不動產之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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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條第三項第

(一)款及(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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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條第一項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

配合準則第十三條規定，

增訂交易金額達公司總資

產百分之十時，亦需取得

外部專家意見。 

 

配合準則第十四條規定，

將向關係人處分不動產不

論金額大小及與關係人取

得或處分除不動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重大

性標準者，亦需將相關資

料提交董事會及監察人承

認後，始得簽訂交易簽約

及支付款項。 

 

配合準則第十四條規定，

因母子公司間業務上之整

體規劃，就供營業使用之

機器設備有移轉之必要及

需求，考量其性質係屬一

般經常性之營業行為，故

得由董事會授權一定額度

內由董事長先行決行，並

於事後提報董事會追認。 

        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

四、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及執行單位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機器設備，應由管理部檢呈相關資料報請

    董事會核定後執行之。但金額未達新台幣伍

    仟萬元者授權董事長先行決定，並應提請交

    易行為後最近之董事會承認。

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第九條 

二、會員證或無形資產專家評估意見報告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洽請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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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會員證或無形資產專家評估意見報告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之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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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準則第十一條規定，

明確規範會計師意見應取

得時點。 

 

第十條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程序 

(六)損失上限 

2、「非以交易為目的」者：因其損益與被

避險部位之損益相互沖抵，故不另設損

失上限。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程序 

(六)損失上限 

2、「非以交易為目的」者：避險性操作之

衍生性商品之損失上限，為其個別及全

部契約金額之百分之十。 

增訂條次第1項第6款之2

「非以交易為目的」之損

失上限金額 

 

 

第十一條 

二、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一)董事會及股東會日期：參與合併、分割或收

購之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

事先報經證券管理機關同意者外，應於同一

天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

收購相關事項。參與股份受讓之公司除其他

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證券管

理機關同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 

本公司若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應將下列資料作成完整書面紀錄，並保存五

年，備供查核。 

1.人員基本資料：包括消息公開前所有參與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劃或計劃

執行之人，其職稱、姓名、身份證字號(如

為外國人則為護照號碼)。 

2.重要事項日期：包刮簽訂意向書或備忘

錄、委託財務或法律顧問、簽訂契約及董

事會等日期。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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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之日起二日內，

將前述「人員基本資料」及「重要事項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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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一)董事會及股東會日期：參與合併、分割或收

購之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

事先報經證券管理機關同意者外，應於同一

天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

收購相關事項。參與股份受讓之公司除其他

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證券管

理機關同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 

本公司若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應將下列資料作成完整書面紀錄，並保存五

年，備供查核: 

1.人員基本資料：包括消息公開前所有參與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劃或計劃

執行之人，其職稱、姓名、身份證字號(如

為外國人則為護照號碼)。 

2.重要事項日期：包刮簽訂意向書或備忘

錄、委託財務或法律顧問、簽訂契約及董

事會等日期。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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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之即日起算二日

內，將前述「人員基本資料」及「重要事項

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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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準則第二十四條規

定，使相關行為義務計算

之起算日更加明確。 

司者，本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前述規

定辦理。
司者，本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前述規

定辦理。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一)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二)從事大陸地區投資。 

(三)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四)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第十條第一

項第（六）款所訂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

失上限金額。 

(五)除前四款以外之資產交易，其交易金額

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

幣三億元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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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

之機器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易金額未達新台幣五億元以上。 

4.以自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分成、

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預計投入

之交易金額未達新台幣五億元以上。 

(六)前款交易金額之計算方式如下： 

1.每筆交易金額。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關係人

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以外之其他資產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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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買賣公債或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第十條第一

項第（六）款所訂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

失上限金額。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從事大陸地

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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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

之機器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易金額未達新台幣五億元以上。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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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新台幣

五億元以上。 

(五)前四款交易金額之計算方式如下： 

1.每筆交易金額。 

配合準則第三十條規定，

修正關係人交易之公告申

報標準，另將大陸地區投

資之公告標準修正為比照

一般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

公告標準辦理，並明定租

地委建交易金額達新台幣 

五億以上始需辦理公告申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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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前項第（一）

    款至第（五）款情形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

    起二日內辦理公告申報。

三、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應將相關資訊於證券管理機關指

        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二)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非屬國內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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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每月十日前輸

        入證券管理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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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公司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後，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

        內將相關資訊於證券管理機關指定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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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告格式

    本公司依本程序應公告事項與內容，其公告

    格式詳如「公開發行公司取得與處份資產處

    理準則」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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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前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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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程序規定公告部份免再計入。

二、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前項第（一）款

    至第（四）款情形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辦理公告申報。

三、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應將相關資訊於證券管理機關指

        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二)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非屬國內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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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每月十日前輸

        入證券管理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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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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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管理機關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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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告格式

    本公司依本程序應公告事項與內容，其公告

    格式詳如「公開發行公司取得與處份資產處

    理準則」附件。

  

第十四條 

本公司之子公司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子公司亦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有關規定訂定「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程序」，經其董事會及股東會通過後，

提報本公司董事會核備，修正時亦同。 

二、子公司個別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或有

價證券之總額及得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限

額，依各該公司董事會之訂定。 

三、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取得或處

分資產達「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準則」所訂公告申報標準者，由本公司辦

理公告申報事宜。 

四、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中，所稱「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係以本公司之實收資

本額為準。 

本公司之子公司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子公司亦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有關規定訂定並執行「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經其董事會及股東會

通過後，提報本公司董事會核備，修正時亦

同。 

二、子公司個別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或有

價證券之總額及得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限

額，依各該公司董事會之訂定。 

三、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取得或處

分資產達「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準則」所訂公告申報標準者，由本公司辦

理公告申報事宜。 

四、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中，所稱「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總資產百分之十」

係以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配合準則第七條及第三十

三條規定，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八條 

本處理程序於民國七十九年九月十五日訂定，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一年三月十八日，第二次

修訂於民國八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第三次修訂

於民國八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第四次修訂於民

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

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八十

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

六月二十四日，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十五日，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

日、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本處理程序於民國七十九年九月十五日訂定，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一年三月十八日，第二次

修訂於民國八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第三次修訂

於民國八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第四次修訂於民

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

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八十

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

六月二十四日，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十五日，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

日、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百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強盛染整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    明 

第 三 條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總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後之公司淨值（以

下簡稱最近期公司淨值）百分之二十為限。 

對有業務往來者，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

方間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

雙方間借貸契約成立時之上年度實際進貨、銷貨

或交易金額。 

對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者之貸與總額以不超

過最近期公司淨值百分之十五為限。其個別對象

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最近期公司淨值百分之十為

限。 

所稱融資金額，係指本公司短期融通資金之

累計餘額。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

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一項之限

制。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總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後之公司淨值（以

下簡稱最近期公司淨值）百分之二十為限。 

對有業務往來者，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

方間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

雙方間借貸契約成立時之上年度實際進貨、銷貨

或交易金額。 

對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者之貸與總額以不超

過最近期公司淨值百分之二十為限。其個別對象

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最近期公司淨值百分之二十為

限。 

所稱融資金額，係指本公司短期融通資金之

累計餘額。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

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時，短期融通資金

之累計餘額以不超過貸與公司最近期公司淨值百

分之二十為限。 

依100年5月9日臺證上一

字第1001801963號函及配

合本公司實際狀況，修正

第三條第三項及第五項。 

第十二條 本辦法訂於民國79年9月15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91年6月17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92年6月24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95年6月15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98年6月19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99年6月17日。 

 

本辦法訂於民國79年9月15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91年6月17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92年6月24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95年6月15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98年6月19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99年6月17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101年6月21日。 

 

 

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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