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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台啟

時間：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

地點：高雄縣鳥松鄉圓山路2號高雄圓山大飯店5樓柏壽廳

出席：出席股東連同委託代理人代表股份總數160,545,185股，占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總數278,615,524
股之57.62%。

列席：韋亮發會計師、黃福雄律師

主席：吳亦圭 記錄：吳薔

主席宣布開會(到會股東代表股份總數已足法定額)

主席致詞：(略)

壹、報告事項：(詳見議事手冊)
　　一、本公司九十七年度營業狀況。
　　二、監察人查核九十七年度會計表冊報告。

貳、承認及討論事項（一）：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九十七年度會計表冊，敬請 承認。
　　附件：一、營業報告書（請參閱議事手冊）
　　　　　二、財務報表（請參閱附表）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謹擬具本公司九十七年度虧損撥補案，敬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九十七年度淨損為新台幣1,540,866,928元，截至九十七年底之累積虧損合計新台幣

1,270,541,879元，建議以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558,216,396元及資本公積新台幣332,907,513
元補充之。彌補後，累積未彌補虧損為新台幣379,417,970元。請參閱「虧損撥補表」。

　　　　　二、敬請承認。

台達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七年度虧損撥補表
　　　　　　　　　　　　　　　　　　　　　　　　　　　　　　　　 單位：新台幣元

台達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九十八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印 刷 品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由：謹擬具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正案，敬請 公決。
　　說明：一、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十八條第一款規定，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

商品交易，應訂定交易之契約總額及全部與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擬修正「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程序」第十二條及第十五條條文。

　　　　　二、檢具「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后，是否可行，提請公決。

台達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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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年度稅前損失
　　加 : 所得稅利益
九十七年度純損

　　加 : 依權益法認列之保留盈餘加項
九十七年度待彌補虧損

期初未分配盈餘

結至九十七年度待彌補虧損

以法定公積 彌補虧損
以資本公積 彌補虧損

截至九十七年底待彌補虧損餘額

董事長：吳亦圭　　　　經理人：應保羅　　　　會計主管：林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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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謹擬具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敬請 公決
　　說明：一、為配合經濟部要求，本公司所營事業「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增列代碼「ZZ99999」，擬修正章程第二條條文。
　　　　　二、另於第二十七條增列本次修正日期。
　　　　　三、檢具「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后，是否可行，提請公決。

台達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建 議 修 正 條 文

第二條：本公司經營下列各項業務：
一、聚苯乙烯及加工品之製銷。
二、「丙烯晴、丁二烯、苯乙烯共聚體樹脂（ABS）」
之製銷。

三、「丙烯晴、苯乙烯共聚合樹脂（SAN）」之製銷。
四、玻璃棉及其有關產品之製銷。
五、塑膠原料及加工品之製銷。
六、E303020噪音及振動防制工程業。
七、E801010室內裝潢業。
八、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
之業務。

第二十七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四十八年十二月四日，⋯，第四十五
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三日，第四十六次修正於
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原 條 文 修正理由

第二條：本公司經營下列各項業務：
一、聚苯乙烯及加工品之製銷。
二、「丙烯晴、丁二烯、苯乙烯共聚體樹脂（ABS）」
之製銷。

三、「丙烯晴、苯乙烯共聚合樹脂（SAN）」之製銷。
四、玻璃棉及其有關產品之製銷。
五、塑膠原料及加工品之製銷。
六、E303020噪音及振動防制工程業。
七、E801010室內裝潢業。
八、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十七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四十八年十二月四日，⋯，第四十五
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配合主管機關
之規定修正。

增列本次修正
日期。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董事會提)
　　案由：謹擬具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修正案，敬請 公決。
　　說明：一、配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8年1月15日金管證六字第0980000271號令及實際運作情形，

擬修正「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二、檢具「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后，是否可行，提請公決。

台達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董事會提)
　　案由：謹擬具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修正案，敬請 公決。
　　說明：一、配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8年1月15日金管證六字第0980000271號令及實際運作情形，

擬修正「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二、檢具「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后，是否可行，提請公決。

台達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四條：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第一、二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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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從事資金貸與時，其金額不
受貸與企業淨值百分之四十之限制，且融通期間得另行
訂定，不適用一年或一營業週期之規定。

第五條：資金貸與作業
（一）辦理程序
　１、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或短期融資事項，經本公司

財務部審核後，呈董事長核准並提報董事會決議
通過後辦理。但屬關係人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帳
款超過正常授信期限一定期間視同資金貸與（以
下簡稱視同資金貸與）無法於事前提報董事會決
議通過者，得於最近一次董事會追認。本公司已
設置獨立董事者，於董事會討論資金貸與或短期
融資事項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
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
事會紀錄。

　２、財務部應就資金貸與事項建立備查簿。但屬視同
資金貸與者，由會計部另行建立備查簿。資金貸
與經董事會決議後，應將資金貸與對象、金額、
董事會通過日期、資金貸放日期及依審查程序應
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３、(略)
　４、(略)
　５、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符合本程序規定或餘

額超限時，財務部應訂定改善計畫，並將相關改
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第八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略）
（二）除按月公告申報資金貸與餘額外，本公司及子公

司資金貸與餘額達下列標準之一時，財務部（會
計部）應即檢附相關資料通知會計部於事實發生
之日起二日內辦理公告申報：

　１、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２、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資金貸與餘額達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以上者。

　３、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資金貸與他人金額達新台幣
一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二以上者。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
有前項第二款各目應公告申報之事，應由本公司為之
　。

第九條：對子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擬為他人提供資金貸與時，應命

其依相關規定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
依各自訂定之「內控制度」及「資金貸與他人作
業程序」規定辦理，並應於每月五日前將上月份
辦理資金貸與之餘額、對象、期限等，以書面彙
總向本公司報告。

（二）（略）
（三）本公司稽核人員依年度稽核計畫查核子公司時，

應一併了解子公司之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
執行情形，若發現有缺失事項應持續追蹤其改善
情形，並作成追蹤報告呈報董事會。

現 行 條 文 修正理由

第四條：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第一、二項略）

第五條：資金貸與作業
（一）辦理程序
　１、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或短期融資事項，經本公司

權責部門審核後，呈董事長核准並提報董事會決
議通過後辦理。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者，於董
事會討論資金貸與或短期融資事項時，應充分考
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
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２、財務部應就資金貸與事項建立備查簿。但屬關係
人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帳款、其他應收款超過正
常授信期限一定期間視同資金貸與者，由會計部
另行建立備查簿。資金貸與經董事會決議後，應
將資金貸與對象、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資金
貸放日期及依審查程序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
登載備查。

　３、(略)
　４、(略)
　５、因情事變更，致貸與餘額超限時，財務部應訂定

改善計畫，並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

第八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略）
（二）除按月公告申報資金貸與餘額外，本公司及子公

司資金貸與餘額達下列標準之一時，財務部（會
計部）應即檢附相關資料通知會計部於事實發生
之日起二日內辦理公告申報：

　１、資金貸與餘額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二十以上者。

　

　２、對單一企業資金貸與餘額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十以上者。

　３、因業務關係對企業資金貸與，其貸與餘額超過最
近一年度與其業務往來交易總額者。

　
　４、依前開一~三目辦理公告申報後，其餘額每增加

逾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以上者。

第九條：對子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為他人提供資金貸與時，應依各

自訂定之「內控制度」及「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
序」規定辦理，並應於每月五日前將上月份辦理
資金貸與之餘額、對象、期限等，以書面彙總向
本公司申報。

（二）（略）
（三）本公司稽核人員依年度稽核計畫至子公司進行查

核時，應一併了解子公司之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
序及其執行情形，若發現有缺失事項應持續追蹤
其改善情形，並作成追蹤報告呈報董事會。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第
三條，增列本
項。

明定權責部門
及規範視同資
金貸與之辦理
程序。

配合第1目修
正予以刪除。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第
十六條修正。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第
二十二條修
正。
同第1目

同第1目

刪除本目

新增本項。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第
十條修正。

修正文字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董事會提)
　　案由：擬修正本公司赴大陸地區投資金額上限，敬請 公決。
　　說明：一、本公司前經八十六年股東常會決議，概括同意本公司得於大陸地區投資，並授權董事會於本

公司實收資本額或資產淨值中較高者之百分之四十額度內，經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從事有關
投資事宜。

　　　　　二、依據經濟部97年8月29日經審字第09704604680號令修正發布之「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
合作審查原則」之規定，公司對大陸投資累計金額不得超過公司淨值或合併淨值之百分之六
十，其較高者。

　　　　　三、為配合上開法定之規定，擬修正本公司對大陸投資之累計金額或比例，以政府有關法令所規
定者為上限。

　　　　　四、是否可行，提請公決。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參、選 舉
　　案由：選舉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
　　說明：一、本公司現任董事暨監察人任期已於98年6月8日屆滿，敬請依公司章程第十五條規定，改選董

事七人，監察人二人。
　　　　　二、新任董事暨監察人於當選後即日就任，任期三年，自98年6月19日起至101年6月18日止。
　　選舉結果：
　　　　　一、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修 正 條 文

第十二條：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略)
（二）經營策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以規避風險為目
的，交易商品應選擇使用規避本公司業務經營所產
生的風險為主。另交易對象，應依本公司營運需
要，選擇條件較佳之金融機構從事避險交易，以避
免產生信用風險；同時，外匯操作必須清楚界定是
為避險性或追求投資收益之金融性操作等交易型
態，以作為會計之基礎。

（三）權責劃分
　　1.∼3.（略）
　　4.衍生性商品交易授權層級及額度
　（１）交易之承作：

　（２）交易之簽核：

　　5.(略)
　　6.契約總額及損失上限之訂定
　　 (1)契約總額
　　　A.避險性交易額度
　　　　a.匯率避險
　　　　　財務部應掌握公司整體部位，以規避交易風

險，避險性交易金額以不超過已持有及預期
未來公司因業務所產生之應收應付款項或資
產負債互抵之淨部位為限。

　　　　b.除匯率外之其他避險
　　 　　 以不超過公司針對該項風險所暴露之部位為

原則。
　　　B.非避險性交易額度
　　 　 任一時點之契約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會計

年度最後一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為限。
　　 (2)損失上限之訂定
　　　A.避險性交易：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為全部

或個別契約金額之百分之五。
　　　B.非避險性交易：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為全

部或個別契約金額之百分之十。

第十五條：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本處理程序規定之全

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五）除前四款以外之資產交易，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
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餘略）
（六）前述第五款交易金額之計算方式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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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餘略）

現 行 條 文 修正理由

第十二條：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略)
（二）經營策略
　　1.以避險為目的。
　　2.以特定用途交易為目的。

（三）權責劃分
　　1.∼3.（略）
　　4.衍生性商品核決權限

　　5.(略)
　　6.契約總額及損失上限之訂定
　　 (1)契約總額
　　　A.避險性交易額度

　　　　財務部應掌握公司整體部位，以規避交易風
險，避險性交易金額以不超過公司實際業務需
求（含未來預計產生部位）為限。

　　　B.特定用途交易
　　　　本公司從事特定用途交易金額以不超過公司淨

值10%為限。
　　 (2)損失上限之訂定
　　　　有關於衍生性商品交易乃在規避風險及取得固

定收益，故無損失上限設定之必要。

第十五條：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
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餘略）
（五）前述第四款交易金額之計算方式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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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餘略）

明確定義本公
司之經營策
略。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
準則」第18條
第一款修正。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
準則」第30條
第一項新增第
一項第四款並
調整款次。

交易承作層級

授權交易人員

財務部門主管

總 經 理

董 事 長

每筆交易之授權額度

美金一００萬元(含)以下

美金五００萬元(含)以下

美金一０００萬元(含)以下

美金一０００萬元以上

交易簽核層級

財務部門主管

總經理

董事長

每筆交易之授權額度

美金五００萬元以下

美金一０００萬元以下

美金一０００萬元(含)以上

核 決 權 人

授權交易人員

財務部門主管

總 經 理

董 事 長

單筆成交金額

美金一００萬元(含)以下

美金五００萬元(含)以下

美金一０００萬元(含)以下

美金一０００萬元以上

每日累計成交金額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修 正 條 文

第三條：背書保證對象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本公司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

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者。所稱出資，係指
本公司直接出資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
之公司出資。

　
　五、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子

公司間，得為背書保證。
　　　(餘略)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理 由

第三條：背書保證對象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本公司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

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者。

　　(餘略)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第
五條修正。
本項新增。

第四條：背書保證之額度
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及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金
額均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股東權益淨值百分
之二百為限。
(餘略)

第八條：辦理背書保證應注意事項
（第一項略）
本公司如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不符合本程序規
定，或背書保證金額超限時，則稽核單位應督促財務部
對於該對象所背書保證之金額或超限部份應訂定改善計
畫，並將該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以及報告於董事會，
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第三項略）

第九條：應公告申報之時限及內容
　一、（略）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下列標準之一

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輸入公開資訊觀
測站：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期投資
及資金貸與餘額合計數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四）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金額達新台幣三
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五以上者。

　三、（略）

第十條：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若擬為他人背書保證者，亦應命其

訂定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並依該作業程序辦理；惟淨
值係以子公司淨值為計算基準。

　　（餘略）

第四條：背書保證之額度
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及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金
額均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股東權益淨值百分
之一百五十為限。
(餘略)

第八條：辦理背書保證應注意事項
（第一項略）
本公司如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原符合本程序第
三條規定而嗣後不符合，或背書保證金額因據以計算限
額之基礎變動致超過本程序第四條所訂額度時，則稽核
單位應督促財務部對於該對象所背書保證之金額或超限
部份應於合約所訂期限屆滿時或訂定於一定期限內全部
消除，並將該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以及報告於董事
會。
（第三項略）

第九條：應公告申報之時限及內容
　一、（略）
　二、本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於事

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一）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五十以上者，或依本程序規定輸入公開資
訊觀測站後，其餘額每增加逾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者。

　（二）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者，或依本程序規定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後，其餘額每增加逾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者。

　（三）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
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期投資及資金貸與餘額
合計數達公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
十以上者，或依本程序規定輸入公開資訊觀測
站後，其餘額每增加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五者。

　（四）因業務關係對企業背書保證，其餘額超過最近
一年度與其業務往來交易總額者，或依本程序
規定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後，其餘額每增加逾
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者。

　三、（略）
　四、本公司應依財務會計準則第九號之規定，評估或

認列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
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必
要之查核程序。

第十條：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若擬為他人背書保證者，亦應訂定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並依該作業程序辦理；惟淨值係
以子公司淨值為計算基準。

　　（餘略）

配合未來營運
計劃資金需
求，提高背書
保證額度。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第
二十條修正。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第
二十五條修正。
同第二項

同第二項

同第二項

同第二項

與第六條第五
款重覆，爰予
以刪除。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第
十三條修正。

　　　　　二、監察人當選名單如下：

戶號

130502

130502

戶　　　名

江惠中（華運倉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柯衣紹（華運倉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當選權數

155,983,753

150,218,537

肆、討論事項（二）（董事會提）
　　案由：董事競業許可，敬請 公決。
　　說明：一、本公司新任董事七人，詳見當選名單，即日起就任。
　　　　　二、因本公司新任董事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行為，在無損及本公

司利益之前提下，爰依公司法第二○九條之規定，提請許可新任董事得為自己或他人經營屬
於本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三、是否可行，提請公決。
　　　　　　　[司儀宣讀新任董事七人屬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如后：
　　　　　　　本公司新任董事於當選日兼任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董事職務情形報告說

明如下：

　　　　　　　並於開會現場張貼公示。]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同日上午九時四十九分。

主席：吳亦圭 記錄：吳薔

台灣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台聚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台聚(香

港)有限公司、聯聚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亞洲聚合股份有限公司、亞洲聚合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華夏海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華夏聚合股份有限公司、越峰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越峰電

子(昆山)有限公司、越峰電子(廣州)有限公司、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氯乙烯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華運倉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順昶塑膠股份有限公司、順昶塑膠(南通)有限公司、順昶塑

膠(昆山)有限公司、順安塗佈科技(昆山)有限公司、漢通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昌隆貿易股份有

限公司、聚利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聚利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環球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鑫特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順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Taita (BVI)

Holding Co., Ltd.、APC (BVI) Holding Co., Ltd.、Acme Components (Malaysia) Sdn. Bhd.、Acme

Electronics (BVI) Corp.、Acme Electronics (Cayman) Corp.、A.S. Holdings (UK) Limited、CGPC (BVI)

Holding Co., Ltd.、CGPC America Corp.、C G (Europe) Ltd.、China General Plastics (Hong Kong) Ltd.、

Curtana Company Limited、Forever Young Co., Ltd.、Forum Pacific Trading Ltd.、Golden Amber

Enterprises Ltd.、Krystal Star International Corp.、Regal Trade Holdings Corp.、Swanlake Traders

Ltd.、Swanson Plastics (Malaysia) Sdn. Bhd.、Swanson International Limited、Swanson Plastics

(Singapore) Pte. Ltd、USI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World Star Investments Ltd.、World Union Trading

Co., Ltd.

佛山市順德區順達電腦廠有限公司、亞洲聚合股份有限公司、神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神通電腦

股份有限公司、神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華運倉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資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聯成化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聯強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聯華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聯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APC (BVI) Holding Co., Ltd.、CGPC

(BVI) Holding Co., Ltd.、Krystal Star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Regal Trade Holdings Corporation、

Taita (BVI) Holding Co., Ltd.、World Star Investments Ltd、World Union Trading Co., Ltd.

台灣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華夏海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華運倉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洽和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亞洲聚合股份有限公司、華運倉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神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崑鼎投資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Acme Components (Malaysia) Sdn. Bhd.、

台達化工（中山）有限公司、台達化工（天津）有限公司、順昶塑膠股份有限公司、順安塗佈科

技（昆山）有限公司、A.S. Holdings (UK) Ltd.、Forever Young Co., Ltd.、Swanson Plastics (Singapore)

Pte. Ltd.、Swanson Plastics (Malaysia) Sdn. Bhd.、Taita (BVI) Holding Co., Ltd.

台達化工(中山)有限公司、亞洲聚合股份有限公司、台聚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聯聚國際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華夏海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華夏塑膠(中山)有限公司、泉州華夏塑膠有限公

司、中山華聚塑化製品有限公司、越峰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越峰電子(昆山)有限公司、華運

倉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順昶塑膠股份有限公司、漢通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聚利創業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聚利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群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昌隆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環

球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鑫特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華電訊股

份有限公司、Taita (BVI) Holding Co., Ltd.、APC (BVI) Holding Co., Ltd.、Brite Star Corporation、CGPC

(BVI) Holding Co., Ltd.、China General Plastics (Hong Kong) Ltd.、Forever Young Co., Ltd.、Forum

Pacific Trading Ltd.、Regal Trade Holdings Corp.、Stargaze International Ltd.、Swanlake Traders

Ltd.、Unic Insurance Limited、USI International Corp.、World Star Investments Ltd.

姓 名 當選日兼任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董事職務

吳亦圭（聯聚國際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人）

苗豐強（聯聚國際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人）

陳耀生（聯聚國際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人）

陳武雄（聯聚國際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人）

周新懷（聯聚國際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人）

應保羅（聯聚國際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人）

劉鎮圖（聯聚國際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人）

戶號

84849

84849

84849

84849

84849

84849

84849

戶　　　名

吳亦圭（聯聚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苗豐強（聯聚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陳耀生（聯聚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周新懷（聯聚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陳武雄（聯聚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應保羅（聯聚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劉鎮圖（聯聚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當選權數

164,722,434

152,163,195

151,874,713

151,279,519

150,952,945

150,418,188

150,297,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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