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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一○八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四、承認事項 
五、討論事項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開會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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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一○八年股東常會開會議程 
 

時間：民國一○八年六月十四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地點：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11 號 

(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八○二室) 
一、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數)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一) 民國一○七年度營業報告。 

(二) 民國一○七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三) 民國一○七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四) 本公司虧損達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報告案 。 

四、承認事項 

(一)本公司民國一○七年度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案。 

(二)本公司一○七年度虧損撥補案。 

五、討論事項： 

(一) 修訂本公司章程案。 

(二)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三)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開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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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國一○七年度營業報告。 

 

說明:本公司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詳見附件一 (本手冊第 9 頁) 。 
 
 
二、民國一○七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說明：本公司一○七年度決算報告書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楊柳鋒

會計師、吳趙仁會計師查核簽證，連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表等經審計

委員會查核竣事，提出查核報告，請參閱附件二。(本手冊第 10~12 頁) 

 

(三) 民國一○七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明：依本公司章程規定，因本公司一○七年度未有獲利，經薪酬委員會決議，

擬不予發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四) 本公司虧損達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報告案 。 

 

說明： 

一、 本公司一○七年度稅後累積虧損為1,202,651,123元，已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二分之一，依公司法第 211條規定特於股東會報告。 

二、 俟本次股東會決議通過一○七年度虧損撥補案後，即無前述公司法 

第 211 條規定虧損達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之情形。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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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民國一○七年度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案。 

說明：一、本公司一○七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已編製完竣，已於

一○八年第一季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楊

柳鋒會計師及吳趙仁會計師查核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送請審計委員

會查核完竣，並出具書面查核報告書在案。 

二、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

附件一及附件三（本手冊第 8 頁及第 11~27 頁） 
三、提請 承認。 

 
決 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一○七年度虧損撥補案。 
說明：一、本公司一○七年度虧損撥補表之期初餘額為新台幣 (以下同 ) 

629,757,945 元，加追溯適用新準則調整數 3,975,296 元、特別盈餘公積回轉數

4,119,900 元，減本期稅後虧損 994,642,906 元、其他綜合損益 305,271 元，減對

子公司所有權權益變動 323,504,072 元、實際取得或處分子公司股權價格與帳面價

值差額 517,932,113 元，擬以法定盈餘公積 408,184,102 元及資本公積

790,347,121 元撥補，謹訂定虧損撥補表如下。 

承認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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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七年度虧損撥補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合計 
      
期初餘額  629,757,943 
加:追溯適用新準則調整數 3,975,296  
加: 特別盈餘公積回轉數 4,119,900  
   637,853,139 
減:本年度稅後虧損  (994,642,906)  
減:其他綜合損益 (305,271)  
   (994,948,177) 
減: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變動 (323,504,072)  
減:實際取得或處分子公司股權價格與帳面價值差額 (517,932,113)  
   (841,436,185) 
法定資本公積彌補虧損 408,184,102  
資本公積彌補虧損 790,347,121  
     1,198,531,223 
    
本期累積虧損   .0 
期末未分配盈餘    0 

 
董事長:詹宏志              經理人:蔡凱文           會計主管:盧棟祥  

 
二、提請  討論。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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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 
案由： 修訂本公司章程案。 

說明： 

一、配合公司法修法及公司治理實務需要，擬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提

請決議。 

二、茲檢附本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如附件四(請參閱本手冊第   

28 頁) 謹提請  討論。 

 

決議： 

 

 

第二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說 明： 

一、為配合我國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六號租賃及「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部分條文。 

二、茲檢附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如附

件五 (請參閱本手冊第 33 頁) 謹提請  討論。 

 

決 議： 

 

 

第三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說 明： 

一、配合公司調整額度，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

文。 

二、茲檢附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六(請參閱本手冊第 41  頁) 謹提請  討論。 

 

決 議：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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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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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報告書 2018 

PChome 網路家庭（8044-tw）始終秉持著「以服務為本」之核心精神，及「改變、突破、創

新、智能」四大經營價值觀，致力提供全方位電商服務，打造「Everyday Reliable」的美好顧

客體驗，積極為社會創造最大價值。 

 

本公司 2018 年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345.95 億元，較前一年度成長 17.6%，再創歷年營收

新高紀錄，惟因應商店街個人賣場持續擴大市場份額以及投資自營物流業務，2018 年相較 2017

年增加 13.77 億營運費用，致稅後純益約負 9.95 億元。   

 

回顧 2018 年，在高度競爭的台灣電商市場，PChome 網路家庭積極拓展營運規模及擴大

產業市占率，本年度營運概況要點如下：  

 

一、B2C 網購業務成長動能強勁，每季營收皆繳出雙位數年增率，第四季營收更突破百億元大關，

年成長率近 25%，改寫單季營收紀錄，其中，雙 11 晚會再創歷史高峰，帶動兩天活動業績即

超越 2017 年雙 11 檔期紀錄。業績表現屢創新高、穩坐全台營收規模最大 B2C 電商的同時，

持續強化核心優勢並擴大 PChome 會員生態系，重點成果包含：(1)採用無人搬運車系統的台

中倉加入營運，接續研發及導入新型智能倉儲系統與設備，同時，自物流網家速配加入 B2C

網購業務的營運，優化整體配送品質；（2）繼成為小米台灣唯一原廠授權直營平台後，再

度取得全台電商唯一 Apple 授權 T1 經銷商資格，同時結盟數百個指標品牌開展深度營銷合

作，亦策略引進海外嚴選商品；（3）建置當前同業最完整的五大行動支付＋近 40 大銀行＋

PChome 儲值等金流支付環境；（4）加速優化行動購物體驗，APP 大幅改版後帶動行動端業

績較去年同期成長超過 50%，月活躍會員數更年成長 200%；（5)發行花旗 PChome Prime 聯

名卡及玉山 Pi 拍錢包信用卡，全面攻佔跨虛實、跨場域的消費回饋應用場景，當前 P幣已

串聯 OPENPOINT、亞洲萬里通、HAPPY GO 等點數兌換平台及線上線下超過 3萬個通路據點，

同時，Prime 會員的月均消費金額及回購次數皆為一般會員的 2～3倍，甚至短短兩季內即累

積上百位的百萬刷手，可見 Prime 聯名卡經營方向的正確性。 

 

二、面對行動端電商市場競爭加劇，本公司於 2018 年挹注大量行銷資源支持商店街，讓旗下商

店街個人賣場不斷擴大市場份額，成功穩居行動電商市場領先地位，2018 年第三季的

GMV(Gross Merchandise Value, 網站成交金額) 相較去年同期成長近 3倍，且第四季的虧

損已下降到第一季的十分之一，2019 年將力拼重回獲利軌道。 

 

三、露天拍賣維持穩定成長，全年 GMV（Gross Merchandise Value, 網站成交金額）年增 20.1%，

商品物件數超過 2.48 億件，與此同時，自 2017 年成立的露托邦 AI 實驗室已展現研發成果，

接續推出個人推薦化系統、即時競價廣告系統、廣告代操機器人、賣家數據分析情報等多項

數據應用相關服務，2019 年將持續導入 AI 技術服務並展開跨境業務合作。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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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19 年，PChome 網路家庭將持續延伸各領域服務觸角，堅持開放合作、企業創新，其中包

含擴大佈局智能倉儲及物流系統；拓展自營物流規模；鋪展生鮮服務；加速跨境業務及異業結盟﹔

啟動 O2O 全通路佈局；深度應用大數據、人工智慧暨物聯網等前瞻科技，專注於服務創新，加速

整合企業內外部資源，擴大 PChome 生態系統，實現長期有機成長，並為社會創造共享價值鏈。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詹宏志 

                          

                          

                         總經理   蔡凱文 

                          

                        

 

                        會計主管 盧棟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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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七年度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

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楊柳鋒、吳趙仁會計師查核竣事，連同一○

七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虧損撥補議案，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認為尚

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  鑑

察。 

      此  上 

本公司一○八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簽  章       

 

 

 

 

中    華    民    國  一  ○  八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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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規定組

織之定名為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英文名稱定為PChome Online 

Inc.}。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規定組

織之定名為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 

第 18 條 

第392條之1 

第 六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貳拾億

元，分為貳億股，每股新台幣壹拾元

整，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普通股或特別

股。 

在前項股份總額內保留貳仟萬股，供發

行員工認股權憑證、附認股權特別股或

附認股權公司債行使認股權使用，授權

董事會視需要分次發行。 

本公司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限制

員工權利新股、發行新股承購股份之員

工或依法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其發給

或轉讓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

或從屬公司員工。 

第 六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壹拾伍億

元，分為壹億伍仟萬股，其中未發行

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前項股份總額保留壹仟貳佰萬股為員

工認股權憑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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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訂資本總
額及得發行
股份，包括
普通股及特
別股。 
第 167 條之
１ 
第167條之2 
第 267 條 

證交法 28條

之 2( 上 市

櫃、興櫃公

司) 

刪除與第七

條之一重複

文字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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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本公司特別股之權利義務及其他重要

發行條件如下： 

一、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除依法

繳納稅捐外，應先彌補以往年度虧

損並依法令規定提列法定盈餘公

積，再依章程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

盈餘公積，如尚有餘額，得優先分

派特別股當年度得分派之股息。 

二、特別股股息以年率百分之八為上

限，按每股發行價格計算，股息得

每年以現金一次發放，於每年股東

常會承認財務報告後，由董事會訂

定基準日支付前一年度得發放之

股息。發行年度及收回年度股息之

發放數，按當年度實際發行天數計

算。 

三、本公司對特別股之股息分派具自

主裁量權，如因本公司年度決算無

盈餘或盈餘不足分派特別股股

息，本公司得決議不分派特別股股

息，特別股股東不得異議。所發行

之特別股為非累積型，其未分派或

分派不足額之股息，不累積於以後

有盈餘年度遞延償付。 

四、特別股股東除領取本項第二款所

定之股息外，所發行之特別股為非

參與型，不得參加普通股關於盈餘

及資本公積為現金及撥充資本之

分派。 

五、本公司以現金發行新股時，特別股

股東與普通股股東有相同之優先

認股權。 

六、特別股股東分派本公司剩餘財產

之順序優先於普通股股東，且與本

公司所發行之各種特別股股東之

受償順序相同，均次於一般債權

人，但以不超過分派當時已發行流

通在外特別股股份按發行價格計

算之數額為限。 

 

 本條新增，
配合公司法
第 157 條規
定，於章程
中訂定特別
股之權利義
務及其他重
要 發 行 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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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七、特別股股東無表決權及選舉權，但

得被選舉為董事、監察人，於特別

股股東會或涉及特別股股東權利

義務事項之股東會有表決權。 

八、本公司發行之特別股為可轉換特

別股，自發行之日起算一年內不得

轉換。其得轉換之期間授權董事會

於實際發行條件中訂定。可轉換特

別股之股東得根據發行條件申請

部分或全部將其持有之特別股依

壹股特別股轉換為壹股普通股之

比例轉換（轉換比例為 1:1）。可

轉換特別股轉換成普通股後，其權

利義務與普通股相同。特別股轉換

年度股息之發放，則按當年度實際

發行日數與全年度日數之比例計

算，惟於各年度分派股息除權（息）

基準日前轉換成普通股者，不得參

與分派當年度之特別股股息及之

後年度之股利發放，但得參與當年

度普通股盈餘及資本公積之分派。 

九、特別股屬無到期日，特別股股東無

要求本公司收回其所持有之特別

股之權利，但本公司得於發行屆滿

三年之次日起隨時按原實際發行

價格及相關發行辦法以現金收

回、發行新股強制轉換或其他法令

許可之方式，收回全部或一部之特

別股。未收回之特別股，仍延續本

條各種發行條件之權利義務至本

公司收回為止。於特別股收回當年

度，如本公司股東會決議發放股

息，截至收回日應發放之股息，按

當年度實際發行日數計算。 

十、特別股及所轉換之普通股，授權董

事會視公司及市場狀況等，辦理上

櫃事宜。 

特別股之名稱、發行日期、具體發行條

件及其他相關事宜，授權董事會於實際

發行時，視資本市場狀況及投資人認購

意願，依本公司章程及相關法令訂定之。 

  

第 七 條 

本公司股票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

章。經依法簽證後發行之。 

第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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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公司法

第 162 條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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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七條之一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但應

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七條之一 

本公司公開發行之記名式股份得免印

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

登錄。 

配合公司法

第 161-2 條

規定 

第九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

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

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

時依法召集之。特別股股東會於必要

時，得依相關法令召開之。 

第九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

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

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臨時會

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增訂公司於

必要時，得

依相關法令

規定召開特

別 股 股 東

會。 

第二十條 

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依法繳納

稅捐，彌補累積虧損後，再提百分之

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

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得不再提

列，其餘再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

別盈餘公積；如有餘額，得優先分派

特別股當年度得分派之股息；如尚有

餘額，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

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

議分派之。 

本公司股利政策採剩餘股利政策，依公

司未來資本預算衡量未來年度資金需

求後，先以保留盈餘滿足所需之資金，

剩餘之盈餘方以股票及現金股利之方

式分派；但股票股利分派之比例，不高

於當年度股利之百分之八十。盈餘分派

之金額、股利之種類及比率，經董事會

通過後提報股東會議決之。 

第二十條 

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依法繳納

稅捐，彌補累積虧損後，再提百分之

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

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得不再提

列，其餘再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

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額，併同累積

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

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本公司股利政策採剩餘股利政策，依

公司未來資本預算衡量未來年度資

金需求後，先以保留盈餘滿足所需之

資金，剩餘之盈餘方以股票及現金股

利之方式分派；但股票股利分派之比

例，不高於當年度股利之百分之八

十。盈餘分派之金額、股利之種類及

比率，經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議

決之。 

增訂特別股

股息之分派

順序。 

第廿七條 

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

造具（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等各

項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前項盈餘之分派，若以發行新股方式為

之，應依公司法第 240 條規定辦理；若

發放現金，授權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為

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廿七條 

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

會造具（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

報表（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

案等各項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

求承認。 

第 228 條之

1、第 24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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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廿八條 

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一至

百分之十五為員工酬勞及以不高於百

分之一點五之部分作為董事之酬勞。但

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

數額。前項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

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

公司員工。 

 

第廿八條 

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一

至百分之十五為員工酬勞及以不高於

百分之一點五之部分作為董事之酬

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

保留彌補數額。前項員工酬勞發給股

票或現金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

之從屬公司員工。 

 

第 235 之 1

條 

第廿八條之一 

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

款，彌補以往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

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

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另視公司營

運需要及法令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如尚有盈餘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

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

決議分派之。本公司得經董事會以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

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紅利、法定

盈餘公積或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以

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提股東會報

告。 

本公司股利政策採剩餘股利政策，依公

司未來資本預算衡量未來年度資金需

求後，先以保留盈餘滿足所需之資金，

剩餘之盈餘方以股票及現金股利之方

式分派；但股票股利分派之比例，不高

於當年度股利之百分之八十。 

第廿八條之一 

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

稅款，彌補以往虧損，次提百分之十

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

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另

視公司營運需要及法令規定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併同期初未分

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提

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本公司股利政策採剩餘股利政策，依

公司未來資本預算衡量未來年度資金

需求後，先以保留盈餘滿足所需之資

金，剩餘之盈餘方以股票及現金股利

之方式分派；但股票股利分派之比

例，不高於當年度股利之百分之八

十。盈餘分派之金額、股利之種類及

比率，經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議

決之。 

第 240 條、

刪除重複文

字 

第卅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二十

五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十一

月十六日，略，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

○七年六月十三日，第十九次修正於民

國一○八年六月十四日。 

第卅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二十

五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十

一月十六日，略，第十八次修正於民

國一○七年六月十三日。 

增加修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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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二條：資產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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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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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權資產。 
六、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

項、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

項）。 
七、衍生性商品。 
八、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

產。  
九、其他重要資產。 

第二條：資產範圍 
一、 有價證券：包括股票、公債、公

司債、金融債券、國內受益憑證、

海外共同基金、存託憑證、認購

(售)權證、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

券等長、短期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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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形資產：包括專利權、著作權、

商標權、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五、 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

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六、 衍生性商品。 
七、 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八、 其他重要資產。 

一、配合適用國際財

務報導 準則第十

六號租賃公報規

定，爰新增第五

款，擴大使用權資

產範圍，並將現行

第二款土地使用權

移至第五款規範。 
 二、現行第五款至第

八款移列第六款至

第九款。 

第三條：名詞定義 
一、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特

定利率、金融工具價格、商品價

格、匯率、價格或費率指數、信

用評等或信用指數、或其他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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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契約之組合，

或嵌入衍生性商品之組合式契約

或結構型商品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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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契約。 

第三條：名詞定義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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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配合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 第九號金融

工具之定義 ，修正第

一款，本程序衍生性

商品之範圍，並 酌作

文字修正。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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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專家不得為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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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商與交易當事人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法、銀行法、

保險 法、金融控股公司法、商業會計

法，或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

或因業務上犯罪行為，受一年 以上有

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但執行完畢、緩刑

期滿或赦免後 已滿三年者，不在此限。 
二、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 關係人或有

實質關 係人之情形。 三、公司如應取

得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報告，不

同專業估 價者或估價人員不得互為關

係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前項人員

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時，應依下列

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

評估自身專業能力、實務經驗及獨立

性。 二、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

執行適當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

出具報告或意見書；並將所執行 程
序、蒐集資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案件

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

源、參數及資訊等， 應逐項評估其完

整性、正確性及合理性，以做為出具估

價報告或意見書之基礎。四、聲明事

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專業性與獨立

性、已評估所使用之資訊為合理與正確

及遵循相關 法令等事項。 

第四條：專家不得為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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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為簡化法規，

將前財政部證券

暨期貨管理委員

會九十二年三月

二十一日台財證

一字第○九二○

○○一一五一號

令補充規定第四

點有關公開發行

公司洽請專業估

價者及其估價人

員、會計師、律師

或證券承銷商等

專家應注意事項

納入本準則，並參

酌證券交易法第

五十三條第四款 
有關董事、監察人

及經理人消極資

格及發行人募集

與發行有價證券

處理準則第八條

第一項第十五款

發行人或其負責 
人之誠信原則等

規定，新增第一項

第 一 款 至 第 三

款，明定相關專家

之消極資格，並廢

止前揭令。 
二、明確外部專家

責任，參酌證券發

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第九條投

資性不動產有關

會計師對估價報

告合理意見書之

相關評估、查核及

聲明事項等，新增

第二項，明定本準

則相關專家出具 
估價報告或意見

書之評估、查核及

聲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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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使

用權資產之處理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

使用權資產，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

固定資產循環程序、固定資產管理制度

辦理。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一)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使用權資

產，應參考公告現值、市場價格、評定

價值、鄰近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等，決

議交易條件及交易價格，作成分析報告

並提報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二)取得或處分設備，應以詢價、

比價、議價或招標方式擇一為之，其金

額在新台幣伍仟萬元(含)以下者，應依

本公司工作權責劃分表授權層級逐級

核准；超過新台幣伍仟萬元者，應提報

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三)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

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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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

送審計委員會。 
另外本公司已依法設置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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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

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已依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時，訂

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應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項

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第六條：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

備之處理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

備，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固

定資產循環程序、固定資產管理

制度辦理。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

程序 
(一)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應參

考公告現值、評定價值、鄰近不

動產實際交易價格等，決議交易

條件及交易價格，作成分析報告

並提報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二)取得或處分設備，應以詢

價、比價、議價或招標方式擇一

為之，其金額在新台幣伍仟萬元

(含)以下者，應依本公司工作權責

劃分表授權層級逐級核准；超過

新台幣伍仟萬元者，應提報董事

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三)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依所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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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審計委

員會。 
另外本公司已依法設置獨立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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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已依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

時，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

事會決議。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

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

員會之決議。 
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

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

計算之。 

一、第一項所定政

府機關，係指我國

中央及地方政府

機關，主係考量與

我 
國中央及地方政

府機關 
交易，需依相關規

定辦 
理 標 售 或 競 價

等，價格 
遭操縱之可能性

較低， 
爰得免除專家意

見之取 
得，至與外國政府

機關 
交易，因其相關規

定及 
議價機制較不明

確，尚 
不在本條豁免範

圍，爰 
修正第一項明定

僅限國 
內政府機關。 
二、配合適用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第

十六號租賃公報

規定，爰修正第一

項， 
將使用權資產納

入本條 
規範。 
三、第一項第一款

酌作文字修正，以

符法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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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時，應

依前項核決權限呈報核決後，由使用部

門及管理部門負責執行。 
四、不動產、設備或使用權資產估

價報告 
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使用權

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

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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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同) 

三、 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

時，應依前項核決權限呈報核決後，

由使用部門及管理部門負責執行。 
四、不動產或設備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

備，除與政府機關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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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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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交易條件變更者，亦

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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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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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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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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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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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

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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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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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關係人交易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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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除買賣國內公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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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應

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審計委

員會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

款項： 
 

第八條：關係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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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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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

基金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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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理由同

前 條 說 明

一、  二，

並 酌 作 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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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使用權資

產，依本條第三項第（一）款及（四）

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

資料。 
(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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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本程序第十

六條第二項之六，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

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一年，已依本程序規定提交董事會

通過及審計委員會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其直接 或
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 行股份或資本

總額之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董

事會得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先行

決行，事後再 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

認 ：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

用權資產。 
 
 
 
依前項規定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討

論事項除依規定程序辦理，並應充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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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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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條第三

項第（一）款及（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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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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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本程序第

十六條第二項之六，且所稱一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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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免

再計入。 
公司與其母公司或子公司間，取得或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董事會 
得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先行決

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已依法設置獨立董事者，依前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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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依法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依第一項

規定應經監察人承認事項，應先經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董事會決議，準用第六條第 
四項及第五項規定。 
 
 

 

 
 
 
 
 
 
 
 
 
 
 
 
 
 
 
 
 
 
 
 
 
二、考量公司

與其母公司、

子公司，或其

直接或間接百

分之百持有之

子 公 司 彼 此

間，因業務上

之整體規劃，

有統籌集體採

買或租賃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

再有移轉（含

買賣或轉租）

之 必 要 及 需

求，或租賃不

動產，再分租

之可能，且該

等交易風險較

低，爰修正第

三項，放寬該

等公司間取得

或處分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

其使用權資產

或供營業使用

之不動產使用

權資產，得授

權董事長先行

辦理，並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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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一)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

本之合理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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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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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之五成以上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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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合併購買或租賃同一標的之土地

及房屋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前項

所列任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三)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依本條第三項第(一)款及

第(二)款規定評估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成本，並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

具體意見。 
(四)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依本條第三項第(一)、(二)
款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

時，應依本條第三項第(五)款規定辦

理。但如因下列情形，並提出客觀證據

及取具不動產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

具體合理性意見者，不在此限： 
 
 
 
未修改 
 
 
 
 
 
 
 
 
 

三、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一)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

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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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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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總值之五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逾一

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易之一方互

為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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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所列

任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三)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

本條第三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

評估不動產成本，並應洽請會計師複

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四)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本

條第三項第(一)、(二)款規定評估結果

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本條第三

項第(五)款規定辦理。但如因下列情

形，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專

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理性意見

者，不在此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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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案例 ，其

面積相近，且交易條件經按不動產買賣或

租賃慣例 應有之合理樓 層或地區價差 
評估後條件相當者。 
 
(3)刪除 
 
 
 
 
2、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動產或

租賃取得不動產使用權資產，其交易條件

與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交易

案例相當 
且面積相近者。 
前項所稱鄰近地區交易案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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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例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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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其使用權資產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 
，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五)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或其使用

權資產產，如經按本條第三項第（一）、

（二）款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

者，應辦理下列事項。且本公司及對本公

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公開發行公司

經前述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者，應俟高

價購入或承租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

處分或終止租約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

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者，並經

金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

積。 
1. 本公司應就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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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

為公開發行公司，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

股比例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 審計委員會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

條規定辦理。 
3. 應將本款第三項第（五）款第１點及

第２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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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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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一年內

之其他非關係人租賃案例，經按不動

產租賃慣例應有合理之樓層價差推估

其交易條件相當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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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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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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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

經按本條第三項第（一）、（二）款

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

應辦理下列事項。且本公司及對本公

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公開發行公

司經前述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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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並經金

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

積。 
1.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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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

如為公開發行公司，亦應就該提列數

額按持股比例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

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 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

規定辦理。 
3. 應將本款第三項第（五）款第１

點及第２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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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廠房等

不動產租賃

之實務運

作，放寬向關

係人取得不

動產使用權

資產，得以鄰

近地區一年

內非關係人

租賃交易作

為設算及推

估交易價格

合理性之參

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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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本條第

一項及第二項有關評估及作業程序規定

辦理即可，不適用本條第三項(一)、(二)、
(三)款有關交易成本合理性之評估規定： 
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時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產而取

得不動產。 
4.公開發行公司與其母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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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間，取得供營業

使用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六)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依本條第一項及第

二項有關評估及作業程序規定辦理即

可，不適用本條第三項(一)、(二)、(三)
款有關交易成本合理性之評估規定： 
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

產。 
2. 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

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3. 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

委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

動產而取得不動產。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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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本條第三項第（五）

款規定辦理。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

象之限額  
融資總額不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

的百分之四十，又可區分為下列

兩種情形。  
(一)資金貸與有業務往來公司或

行號者，貸與總金額以不超過本

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為限；而個

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最近

一年度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稱

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

銷貨金額孰高者。  
(二)資金貸與有短期融通資金必

要之公司或行號者，該貸與總金

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

十為限；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

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為限。 

第三條：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

象之限額  
融資總額不得超過貸與企業淨

值的百分之四十，又可區分為下

列兩種情形。  
(一)資金貸與有業務往來公司或

行號者，貸與總金額以不超過本

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為限；而個

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最

近一年度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

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

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二)資金貸與有短期融通資金必

要之公司或行號者，該貸與總金

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

四十為限；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

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二十為限。 
 

為使公司資金貸與更具

彈性，擬調整個別貸與金

額與總額一致。 

 
 

附件六 



 

 42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1.目的 
為促進本公司股東會議事之順利進行，特依據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86)台財證(三)第
04109 號函，訂定本股東會議規則。 

2.適用範圍 
適用於本公司股東會議。 

3.名詞定義 
3.1 本規則所稱之「股東」：係指股東名簿所載之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出席之代理人。 

4.相關文件 
無 

5.作業程序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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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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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

主席由該召集人擔任之。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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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股東開會議程 

5.3.1 股東會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開會悉依議程排定之程序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

變更之。 
5.3.2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 5.3.1 之規定。 
5.3.3 前 5.3.1 及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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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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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出席股東(或代理人)於出席股東會時，應在簽到簿簽到或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並辦理報

到手續。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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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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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當次會議末結束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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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大會追認。 
5.6 出席股東會發言 

5.6.1 出席股東發言時，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股東戶號(或出席證號碼)及戶名，由主席決定

其發言之先後。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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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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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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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出席股東發言，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但經主席許可者，得延長三分鐘，應以一次

為限。 
5.6.5 同一議案每人發言不得超過兩次，發言逾時或超出議題之外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經制止而仍違犯者，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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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5.7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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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議案之表決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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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做成記錄。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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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 同一議案有修正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己獲通

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5. 9 股東對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

理其他股東行使表決權。 
5.10 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

戴識別證或臂章。 
5.11 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 
5.12 會議進行時，如遇空襲警報演習即暫停開會，各自疏散，待警報解除一小時後繼續開會。 
5.13 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告休息。 
5.14 本規則未規定事項，悉依本公司章程、公司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5.15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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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路 家 庭 國 際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章 程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規定組織之定名為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第 二 條：本公司營業範圍如下： 

本公司營業範圍如下： 
1 E605010 電腦設備安裝業 

2 E701040 簡易電信設備安裝業 

3 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4 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5 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6 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7 F201010 農產品零售業 

8 F201020 畜產品零售業 

9 F201050 漁具零售業 

10 F201070 花卉零售業 

11 F201090 觀賞魚零售業 

12 F202010 飼料零售業 

13 F203010 食品什貨、飲料零售業 

14 F203020 菸酒零售業 

15 F204110 布疋、衣著、鞋、帽、傘、服飾品零售業 

16 F205040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零售業 

17 F206020 日常用品零售業 

18 F206050 寵物食品及其用品零售業 

19 F207030 清潔用品零售業 

20 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21 F208040 化粧品零售業 

22 F208050 乙類成藥零售業 

23 F209060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零售業 

24 F210010 鐘錶零售業 

25 F210020 眼鏡零售業 

26 F21303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 

27 F213060 電信器材零售業 

28 F214010 汽車零售業 

29 F214020 機車零售業 

30 F214030 汽、機車零件配備零售業 

31 F214040 自行車及其零件零售業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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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F215010 首飾及貴金屬零售業 

33 F216010 照相器材零售業 

34 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35 F219010 電子材料零售業 

36 F299990 其他零售業 

37 F301010 百貨公司業 

38 F301020 超級市場業 

39 F399010 便利商店業 

40 F399040 無店面零售業 

41 F399990 其他綜合零售業 

42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43 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44 F501030 飲料店業 

45 F501050 飲酒店業 

46 F501060 餐館業 

47 F601010 智慧財產權業 

48 I102010 投資顧問業 

49 I103060 管理顧問業 

50 I105010 藝術品諮詢顧問業 

51 I199990 其他顧問服務業 

52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53 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54 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55 I301040  第三方支付服務業 

56 I401010 一般廣告服務業 

57 I401020 廣告傳單分送業 

58 I501010 產品設計業 

59 IE01010 電信業務門號代辦業 

60 IZ03010 剪報業 

61 IZ04010 翻譯業 

62 IZ10010 排版業 

63 IZ12010 人力派遣業 

64 IZ13010 網路認證服務業 

65 IZ99990 其他工商服務業 

66 J301010 報紙業 

67 J302010 通訊稿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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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J303010 雜誌（期刊）出版業 

69 J304010 圖書出版業 

70 J305010 有聲出版業 

71 J602010 演藝活動業 

72 J701020 遊樂園業 

73 J701040 休閒活動場館業 

74 J801030 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業 

75 JA05010 留、遊學服務業 

76 JB01010 會議及展覽服務業 

77 JD01010 工商徵信服務業 

78 JE01010 租賃業 

79 JZ99050 仲介服務業 

80 JZ99080 美容美髮服務業 

81 JZ99090 喜慶綜合服務業 

82 G101061 汽車貨運業 

83 G801010 倉儲業 

84 IZ06010 理貨包裝業 

85 G799990 其他運輸輔助業 

86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本公司轉投資總額不受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並得為對外背書保證。 

第 四 條：本公司設於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其他適當地點設立分公司。 

第 五 條：刪除。 

第 二 章  股   份 

第 六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壹拾伍億元，分為壹億伍仟萬股，其中未發行股份，授權

董事會分次發行。 
前項股份總額保留壹仟貳佰萬股為員工認股權憑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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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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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之一：本公司公開發行之記名式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 八 條：本公司股東應使用其本名，機關或法人為股東時，應記載其名稱，不得另立戶名或僅

載代表人。 

第 九 條：本公司股務處理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司法及「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等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十 條：股份轉讓之登記，於股東常會前六十日，股東臨時會前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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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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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股 東 會 

第十一條：本公司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兩種。 

一、常會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 

二、臨時會於必要時依相關法令召集之。 

第十二條：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開會三十日前，臨時會之召集應於開會十五日前，將開會日期、

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 

第十三條：股東會之決議，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親自

或代理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四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公司依法自己持有之股份，無表決權。 

第十五條：股東得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依公司法及主管機關公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

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第十六條：股東會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因故缺席時由董事長就董事中指定一人代理，

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人召集

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人有二人或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十七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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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議事錄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議事錄應載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

結果，連同出席股東簽到簿及代理出席委託書併永久存於本公司。 

第 四 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十八條： 本公司設董事九人，依公司法第192條之1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就候選人

名單中選任，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於前項所定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事至

少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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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下列關係之一。 

一、配偶。  二、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全體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董事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

並參照同業通常支給之水準議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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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代表公司。 

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時，董事會應於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其任期以補足

原任之期限為限。 

第二十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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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廿一條：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需有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

半數之同意行之。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

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董事會，得出具委託書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

理出席；但代理人以受一人委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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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二條：董事會依公司法及股東會賦予行使其職權。 
第廿三條：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保存於本公司。 

第廿四條：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並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負

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規定監察人之職權。有關審計委員會成員、

職權行使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其組織規程由董事會另訂之。 
本公司得依法令規定或業務需要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或其他功能性委員會。 

第廿五條：刪除  

第 五 章  經 理 人 

第廿六條：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 六 章   會  計 

第廿七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表（三）

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等各項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第廿八條：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五為員工酬勞及以不高於百分之一點

五之部分作為董事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前項員

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第廿八條之一：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

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另視公司營運需要

及法令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

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本公司股利政策採剩餘股利政策，依公司未來資本預算衡量未來年度資金需求

後，先以保留盈餘滿足所需之資金，剩餘之盈餘方以股票及現金股利之方式分派；

但股票股利分派之比例，不高於當年度股利之百分之八十。盈餘分派之金額、股利

之種類及比率，經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議決之。 

第 七 章   附   則 

第廿九條：本公司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三十條：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辦理之。 

第卅一條：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十六

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一日，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十八日，第四次修正

於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九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第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九年五月三日，第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十四日，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一

日，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第十

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第十三次

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日，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十九日，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

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

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七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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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持股情形  

一、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108年04月16日)止，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普通股 117,159,446 股 
二、全體董事法定最低應持有股數:  8,000,000 股 

截至本次股東會停止過戶日(108年04月16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董事持有股數如

下，已符合證券交易法第26條規定之成數標準。 

三、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第二條規定，選任獨

立董事二人以上，獨立董事外之全體董事依比率計算之持股成數降為百分之八

十。 

 

職   稱 姓名或法人名稱 選任日期 任期 
選任時持有股數 截至停止過戶日持有股數 

股  數 持股比率 股  數 持股比率 
董事長 詹宏志 107.06.13 三年 1,592,427 1.36% 1,592,427 1.36% 
董  事 蘇  芸 107.06.13 三年 701,903 0.60% 701,903 0.60% 
董  事 蔡凱文 107.06.13 三年 1,461 0% 1,461 0% 
董  事 許介立 107.06.13 三年 0 0% 0 0% 
董  事 賽特資訊服務(股)公司 

代表人：曾薰儀 107.06.13 三年 18,907,864 16.14% 18,907,864 16.14% 
董  事 賽特資訊服務(股)公司

代表人：馮宏璋 107.06.13 三年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獨  立 
董  事 游張松 107.06.13 三年 0 0% 0 0% 
獨  立 
董  事 黃少華 107.06.13 三年 0 0% 0 0% 
獨  立 
董  事 李  遠 107.06.13 三年 0 0% 0 0% 

        
        

全體董事持股數合計 21,203,655 18.10% 
  
 
 
本次無償配股對本公司營業績效、每股盈餘及股東投資報酬率之影響：不適用 
 
其他說明事項 
本次股東會，股東提案處理說明 
說明：1.依公司法第172條之一規定，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

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且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 
2.本公司108年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申請，期間為108年4月3日至108年4月16日止，並

已依法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3.本公司並無接獲任何股東提案。 

 

附錄三 

附錄四 

附錄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