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59,016,415 元，已逾 106 年 12 月 31 日實收資本額新台幣  

    2,537,569,570 元之二分之一。 

 

承認事項承認事項承認事項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由：本公司 106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 106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已編製完 

          竣，謹檢附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 

          經 107 年 3 月 23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國富浩華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蔡淑滿、李青霖會計師查核完竣，出具會計 

          師查核報告。 

      二、上述財務報表暨營業報告書並送請監察人審查完竣出具報

告書在案。 

      三、檢附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 

          件。 

 

決議：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 185,035,07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數1,102,091權）佔出席總權數99.72%；反對權數478,49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478,495權）占出席總權數 

       0.25%；無效及棄權／未投票權數 28,82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數 27,823權）占出席總權數0.01%。贊成權數超過 

      規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由：本公司106年度虧損撥補案，提請  承認。 

說明：本公司截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期末待彌補虧損餘額為新台 

      幣 1,459,016,415 元，106 年度虧損撥補表，請參閱附件。 

 

決議：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 184,997,49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數1,064,503權）佔出席總權數99.70%；反對權數516,089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16,089權）占出席總權數 

       0.27%；無效及棄權／未投票權數 28,81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數 27,817權）占出席總權數0.01%。贊成權數超過 

      規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由：修正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明：一、為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擬刪除關於監察人用語， 

          並增訂審計委員會之相關規定。 

    二、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決議：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 185,010,34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數1,077,358權）佔出席總權數99.71%；反對權數502,649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02,649權）占出席總權數 

       0.27%；無效及棄權／未投票權數 29,40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數 28,402權）占出席總權數0.01%。贊成權數超過 

      規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由：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明：一、為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擬刪除關於監察人用語。 

二、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決議：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 185,010,04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數1,077,056權）佔出席總權數99.71%；反對權數502,65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02,658權）占出席總權數 

       0.27%；無效及棄權／未投票權數 29,69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數 28,695權）占出席總權數0.01%。贊成權數超過 

      規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 提 

案由：修正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 

      論。 

說明：一、為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擬刪除關於監察人用語， 

          同時並修改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名稱為「董 

          事選舉辦法」。 

   二、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決議：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 185,010,03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數1,077,051權）佔出席總權數99.71%；反對權數502,65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02,658權）占出席總權數 

       0.27%；無效及棄權／未投票權數 29,70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數 28,700權）占出席總權數0.01%。贊成權數超過 

      規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第四案                                            董事會 提 

案由：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 

      論。 

說明：一、為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擬刪除關於監察人用語， 

          並增訂審計委員會之相關規定。 

   二、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決議：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 184,998,026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數1,065,039權）佔出席總權數99.70%；反對權數514,659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14,659權）占出席總權數 

       0.27%；無效及棄權／未投票權數 29,71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數 28,711權）占出席總權數0.01%。贊成權數超過 

      規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第五案                                           董事會  提 

案由：修正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明：一、為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擬刪除關於監察人用語， 

          並增訂審計委員會之相關規定。 

      二、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決議：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 184,998,02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數1,065,034權）佔出席總權數99.70%；反對權數514,67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14,670權）占出席總權數 

       0.27%；無效及棄權／未投票權數 29,70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數 28,705權）占出席總權數0.01%。贊成權數超過 

      規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第六案                                           董事會  提 

案由：修正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 

      論。 

說明：一、為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擬刪除關於監察人用語， 

          並增訂審計委員會之相關規定。 

      二、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決議：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 184,998,00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數1,065,013權）佔出席總權數99.70%；反對權數514,69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14,693權）占出席總權數 

       0.27%；無效及棄權／未投票權數 29,70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數 28,703權）占出席總權數0.01%。贊成權數超過 

      規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選舉事項選舉事項選舉事項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由：第十二屆董事(含獨立董事)改選案，提請 選舉。 

說明：一、本公司第十一屆董事、監察人將於 107 年 6月 30 日任期 

          屆滿，依本公司章程規定，第十二屆董事十一人 (含獨立 

          董事三人)應於今年股東會改選之，選舉後由全體獨立董 

          事組成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 

   二、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任期自 107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6月 30 日止，任期三年。 

   三、獨立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業 

          經董事會決議審查通過，股東應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議事經過：出席證號 75002針對私募資金運用及公司未來營運發展等 

提出意見，主席親自予以詳盡及適當之說明。 

選舉結果：董事當選名單 

 

職稱 戶號/身分證字號 戶名/姓名 當選權數 

董事 6293 
耐斯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志鴻 
276,329,824 

董事 6293 
耐斯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尤義賢 
250,677,232 

董事 73222 
台富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鏡亮 
250,480,823 

董事 73222 
台富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洪明正 
246,665,571 

董事 73222 
台富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陸醒華 
246,094,556 

董事 3128 
和鼎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佳潓 
243,983,040 



董事 254 
愛寶諾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碩偉 
241,930,900 

董事 6283 
柏拉弗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楊志成 
240,142,303 

獨立董事 R102****** 劉吉雄 9,315,169 

獨立董事 F122****** 陳惟龍 9,135,588 

獨立董事 H101****** 林慶苗 9,029,210 

 

其他議案其他議案其他議案其他議案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由：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明：一、依公司法第二 O九條第一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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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擬向股東會說明本公司第十二屆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有 

    為自己或他人從事與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行為。 

三、擬提請股東會許可解除該董事及其代表人自就任之日起競 

    業禁止之限制。 

本公司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情形如下： 

董事及其代表人 兼任公司名稱 擔任職務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耐斯國際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 匯孚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劍湖山休閒產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耐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和盟流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柏拉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東台灣文創產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雷鷹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耐斯國際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志鴻 

和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和鼎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和佢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綠璟景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七星花園渡假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耐斯廣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劍湖山休閒產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和佢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耐斯國際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尤義賢 

廈門台夯游樂有限公司 董事 

和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台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台富食品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鏡亮 耐斯廣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聯統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耐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松田崗休閒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台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台富食品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洪明正 

越冠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台富食品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陸醒華 台灣第一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和鼎國際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 
唐麗文化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台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愛寶諾國際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 柏拉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世界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全球綠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花東投資開發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東恆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唐麗文化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國證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越冠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愛寶諾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匯通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愛寶諾國際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陳碩偉 

寶通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玉山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頂華國際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和佢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唐潤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唐盛國際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匯孚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羅山城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正大鳳凰山莊休閒(股)公司 董事 

蘿莎玫瑰山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聯統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和康通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台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台富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柏拉弗股份有限

公司 

代表人：楊志成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 
國內投資管理

處經理 

決議：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 183,358,87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數156,887權）佔出席總權數98.82%；反對權數1,415,73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415,730 權）占出席總權 

      數 0.76%；無效及棄權／未投票權數 767,792 權（其中以電子 

      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5,792 權）占出席總權數 0.41%。贊成權數 

      超過規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上午十時上午十時上午十時上午十時。。。。 

    
    
    
    
    













































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五十七（略） 五十八、I301050 實境體感應用服務業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五十七（略） 

配合營運需要 ，增訂第五十八款所營事項 。 第五條之一 本公司發行甲種特別股，其權利義務及其他重要事項如下： （第一款至第九款未修正）  十、甲種特別股股東於普通股股東會無表決權，亦無選舉董事之權利；但得被選舉為董事。 十一、本公司以現金發行新股時，甲種特別股與普通股股東有相同之優先認股權。 

第五條之一 本公司發行甲種特別股，其權利義務及其他重要事項如下： （第一款至第九款未修正）  十、甲種特別股股東於普通股股東會無表決權，亦無選舉董事、監察人之權利；但得被選舉為董事或監察人。 十一、本公司以現金發行新股時，甲種特別股與普通股股東有相同之優先認股權。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代替監察人職責，刪 除監察人用語 。 
 

第五條之二 本公司發行乙種特別股，其權利義務及其他重要事項如下： （第一款至第十款未修正） 十一、乙種特別股之表決權、董事之選舉權及被選舉權與本公司普通股相同。 十二、本公司以現金發行新股時，乙種特別股股東與甲種特別股股東及普通股股東，均有相同之新股優先認股權。 (第十三款至第十四款未修正) 

第五條之二 本公司發行乙種特別股，其權利義務及其他重要事項如下： （第一款至第十款未修正） 十一、乙種特別股之表決權、董事、監察人之選舉權及被選舉權與本公司普通股相同。 十二、本公司以現金發行新股時，乙種特別股股東與甲種特別股股股東及普通股股東，均有相同之新股優先認股權。 (第十三款至第十四款未修正)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代替監察人職責，刪 除監察人用語 。 
 

第四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四章  董事監察人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代替監察人職責，刪 除監察人用語 。 



第十八條 本公司設置董事九～十一人，均由股東 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任期均為 三年，連選均得連任。全體董事合計持 股比例，依證券管理機關之規定辦理。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之，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其他法令規定應由監察人行使之職權。 
第十八條 本公司設置董事九～十一人，監察 人三人，均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 之人選任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 均得連任。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所持 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依主管機關 頒訂之「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 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規定辦理。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代替監察人職責，刪 除監察人用語 ，並增訂設置 審計委員會之法令依據。 第十八條之一 前條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不得少 於三人，且不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 ，採候選人提名制度，由股東會就獨立 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 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 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 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之一 前條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不 得少於二人，且不得少於董事席次 五分之一，採候選人提名制度，由 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 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 、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 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 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配合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人數修正。 
第十八條之二 （刪除） 第十八條之二 本公司董事會得設置審計委員會， 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 成立之日同時替代監察人，本章程 關於監察人之規定隨即廢止。有關 審計委員會之職責、組織規章、職 權行使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悉依證 券主管機關及本公司之相關規定辦理。 

刪除設置審計委員會前之過渡條款。 保留原條次。 
第十九條 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或獨立董事均解 任時，董事會應依法召開股東會補選之 ，但補選就任之董事任期，以補足原任期為限。 

第十九條 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時或監察人 全體解任時，董事會應依法召開股 東會補選之，但補選就任之董事或 監察人之任期，以補足原任期為限 。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代替監察人職責，刪 除監察人用語 。 第二十條 董事任期屆滿而不及改選時，延長其執 第二十條 董事監察人任期屆滿而不及改選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代替監



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 時，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 監察人就任時為止。 察人職責，刪 除監察人用語 。 第二十二條之一 董事會召集時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 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 召集之。 前項召集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之。 
第二十二條之一 董事會召集時應載明事由，於七日 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遇有緊 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前項召集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之。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代替監察人職責，刪 除監察人用語 。 第二十五條 （刪除） 第二十五條 監察人單獨依法行使監察權外，並 得列席董事會議，但不得加入表決 。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代替監察人職責，刪除監察人條款 。 保留原條次。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得為董事、經理人購買責任保險 。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得為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購買責任保險。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代替監察人職責，刪 除監察人用語 。 第二十六條之一 本公司董事長、董事執行本公司職務時之報酬，不論公司營業盈虧均應支付，其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個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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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董事之報酬，由董事會議定為月支 之固定報酬，不參與本公司之盈餘分派 。 
第二十六條之一 本公司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執行 本公司職務時之報酬，不論公司營 業盈虧均應支付，其報酬授權董事 會依其個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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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代替監察人職責，刪 除監察人用語 。 新增獨立董事報酬之範圍。 第三十條 本公司每於會計年度終了，應由董事會 編造下列各項表冊，依法提請股東會承 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第三十條 本公司每於會計年度終了，應由董 事會編造下列各項表冊，於股東常 會開會三十日前，送監察人查核後 ，提請股東會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代替監察人職責，刪 除監察人用語 。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三十一條之一 本公司應依當年度獲利狀況，以不低 於百分之一提撥員工酬勞；亦得依當 年度獲利狀況，以不高於百分之一提 撥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 ，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所稱之當年度獲利狀況係指當年度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且發 給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之分派應由董事 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 股東會。 

第三十一條之一 本公司應依當年度獲利狀況，以 不低於百分之一提撥員工酬勞； 亦得依當年度獲利狀況，以不高 於百分之一提撥董監酬勞。但公 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 彌補數額。 前項所稱之當年度獲利狀況係指當年度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前之利益。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 且發給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之分派應由 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 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 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代替監察人職責，刪 除監察人用語 。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五年四月廿二 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十五 日。 （以下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三年六月 六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五年六月三 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０六年六月 十三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七年三月 二十日。 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七年六月 十四日。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五年四月 廿二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六月 十五日。 （以下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三年 六月六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五年六 月三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０六年 六月十三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七年 三月二十日。 

增列修正日期。 



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不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以下未修正) 

第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 送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不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以下未修正)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代替監察人職責，刪除監察人用語。 

第六條 (第一項至第四項未修正)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 第六條 (第一項至第四項未修正)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代替監察人職責，刪



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不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監察人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不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除監察人用語。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 。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 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監察人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代替監察人職責，刪除監察人用語。 
第十九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一次修正：八十一年六月六日。 第二次修正：八十七年五月十二日。 第三次修正：八十九年五月三十日。 第四次修正：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第五次修正：一０一年六月六日。 第六次修正：一Ｏ四年六月十二日。 第七次修正：一Ｏ七年六月十四日。 

第十九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一次修正：八十一年六月六日。 第二次修正：八十七年五月十二日。 第三次修正：八十九年五月三十日。 第四次修正：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第五次修正：一０一年六月六日。 第六次修正：一Ｏ四年六月十二日。 
增列修正日期。 

 

 

 

 

 

 



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一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一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代替監察人職責，刪除監察人用語。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於股東會行之。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於股東會行之。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代替監察人職責，刪除監察人用語。 第三條 凡已成年而有行為能力之人，均得被選為本公司董事。 第三條 凡已成年而有行為能力之人，均 得被選為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代替監察人職責，刪除監察人用語。 第三條 凡已成年而有行為能力之人，均得被選為本公司董事。 第三條 凡已成年而有行為能力之人，均 得被選為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代替監察人職責，刪除監察人用語。 第三條之ㄧ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 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不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第三條之ㄧ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任，應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 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不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監察人間或監察人與董事間，應至少一席以上，不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監察人不得兼任公司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且監察人中至少須有一人在國內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代替監察人職責，刪除監察人用語。 



有住所，以即時發揮監察功能。 第三條之二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及資格，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第三條之二 本公司如設有獨立董事時，其選任及資格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用詞修訂。 
第四條 本公司董事之名額，依本公司章程所訂名額為準。 第四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名額，依本公司章程所訂名額為準。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代替監察人職責，刪除監察人用語。 第五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單記名式累積投 票法。 每一股份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有與應選 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 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舉，應依照公司法 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選人 提名制度程序為之。獨立董事與非獨立 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獨立董 事、非獨立董事之當選名額，由所得選 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 

第五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單 記名式累積投票法。 每一股份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有與 應選出董事或監察人人數相同之 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 舉數人。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舉，應依照公 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 之候選人提名制度程序為之。 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 行選舉，分別計算獨立董事、非獨 立董事之當選名額，由所得選舉票 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代替監察人職責，刪除監察人用語。 

第六條 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 席證號碼代之，且選舉人之股數以公司 股東名簿記載為準。 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 之選舉票，且於選舉票上加蓋本公司印章，並加填其權數及出席證號碼，分發出席股東會之股東。 
第六條 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 印出席證號碼代之，且選舉人之股 數以公司股東名簿記載為準。 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及監 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且於選舉 票上加蓋本公司印章，並加填其權 數及出席證號碼，分發出席股東會之股東。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代替監察人職責，刪除監察人用語 。 
第七條 第七條 配合設置審計



董事之當選，由所得選票總權數較多 者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 而超過本公司章程所訂之名額時，由得 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如得權數相同者 缺席時，由主席代為抽籤。 前項選票總權數，依股東會現場所投之 選舉權數加計電子投票之選舉權數計 算之。 
董事及監察人之當選，由所得選 票總權數較多者依次當選，如有二 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本公司章 程所訂之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 抽籤決定，如得權數相同者缺席時 ，由主席代為抽籤。 

委員會代替監察人職責，刪除監察人用語並配合實際需要修訂。 
第十三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佈，包含董事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 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 。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 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三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佈，包含董事及監察人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 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 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 訴訟終結為止。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代替監察人職責，刪 除監察人用語 。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一次修正：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六日。 第二次修正：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三十日 。 第三次修正：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三日。 第四次修正：民國一０一年六月六日。 第五次修正：民國一０四年六月十二日 。 第六次修正：民國一０七年六月十四日 。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一次修正：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六日。 第二次修正：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三十日。 第三次修正：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三日。 第四次修正：民國一０一年六月六日。 第五次修正：民國一０四年六月十二日。 

增列修正日期。 

 

 

 

 

 



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四條之一（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凡依本處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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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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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之一（獨立董事） 本公司設有獨立董事時，凡依本處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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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依規定設置獨立董事。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修訂文字內容更於明確。 第十八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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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買賣公司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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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審計委員會同意並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略)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爰依第三十三條第二項一至四款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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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規定提交審計委員會同意並經董事會通過之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母公司或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董事會得依第六條第二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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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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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買賣公司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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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爰依第三十三條第二項一至四款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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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母公司或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董事會得依第六條第二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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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修訂文字內容更於明確。  



第二十一條（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如經按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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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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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審計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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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經依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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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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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如經按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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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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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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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經依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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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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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修訂文字內容更於明確。  

第二十五條(內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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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按月稽核交易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之遵循情形並對交易部門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作業程序遵循
第二十五條(內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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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按月稽核交易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之遵循情形並對交易部門從事衍生性商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修訂文字內容更於明確。  



規定情形按月稽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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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階層主管呈報，並應以書面通知各審計委員。 二、稽核單位應訂定查核衍生性商品交 易之作業程序，並納入內部稽核實施細則中。 
品交易之作業程序遵循規定情形按月稽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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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階層主管呈報， 並應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二、稽核單位應訂定查核衍生性商品交易之作業程序，並納入內部稽核實施細則中。 第三十七條(實施) 本作業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後，送 董事會決議通過，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 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其異 議資料併送審計委員會，再依前述程序 辦理。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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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七條(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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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其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論。 本公司設有獨立董事時，本處理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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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修訂文字內容更於明確。  
第三十八條(日期) 制定日期：民國 80 年 6 月 27日。 第一次修正日期：民國81年 6月 17日。 第二次修正日期：民國85年 6月 18日。 第三次修正日期：民國89年5月 30日。 第四次修正日期：民國 92年 6 月 3 日。 第五次修正日期：民國95年 6月 14日。 第六次修正日期：民國96年 6月 22日。 第七次修正日期：民國 99年 6 月 9日。 第八次修正日期：民國100年6月9日。 第九次修正日期：民國101年6月6日。 第十次修正日期：民國103年6月6日。 第十一次修正日期：民國 106年 6 月 13 日。 第十二次修正日期：民國107年6月14日。 

第三十八條(日期) 制定日期：民國80年6月27日。 第一次修正日期：民國81年6月17日。 第二次修正日期：民國85年6月18日。 第三次修正日期：民國89年5月30日。 第四次修正日期：民國92年6月3日。 第五次修正日期：民國95年6月14日。 第六次修正日期：民國96年6月22日。 第七次修正日期：民國99年6月9日。 第八次修正日期：民國100年6月9日。 第九次修正日期：民國101年6月6日。 第十次修正日期：民國103年6月6日。 第十一次修正日期：民國106年6月13日。 

增列修正日期 。 



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五條之ㄧ 獨立董事 凡依本作業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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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之ㄧ 獨立董事 本公司設有獨立董事時，凡依本作業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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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依規定設置獨立董事。 

第十三條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財務單位應建立備查簿就背書保證對象、金額、董事會通過或董事長決行日期、背書保證日期及依第九條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審計委員。 

第十三條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財務單位應建立備查簿就背書保證對象、 金額、董事會通過或董事長決行日期、背書保證日期及依第九條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修訂文字內容更於明確。 

第十五條 本公司如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不符本作業程序之規定或金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審計委員，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第十五條 本公司如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不符本作業程序之規定或金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修訂文字內容更於明確。 第二十條 實施 本作業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後，送 董事會決議通過，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 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 異議資料併送審計委員會，再依前述程 
第二十條 施行日期 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通過實施，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

1.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修   訂文字內容   更於明確。 2.本公司已依   規定設置獨 



序辦理。 本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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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同。 本公司設有獨立董事時，本作業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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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董事。  
第廿一條 修正日期 第一次修正日期：民國 92年 6 月 3 日。 第二次修正日期：民國96年 6月 14日。 第三次修正日期：民國98年 6月 26日。 第四次修正日期：民國 99年 6 月 9日。 第五次修正日期：民國 102年 6月 4日。 第六次修正日期：民國 104年 6 月 12日。 第七次修正日期：民國106年6月13日。 第八次修正日期：民國107年6月14日。 

第廿一條 修正日期 第一次修正日期：民國92年6月3日。 第二次修正日期：民國96年6月14日。 第三次修正日期：民國98年6月26日。 第四次修正日期：民國99年6月9日。 第五次修正日期：民國102年6月4日。 第六次修正日期：民國104年6月12日。 第七次修正日期：民國106年6月13日。  

增列修正日期 。 

 

 

 

 

 

 

 

 

 

 

 

 

 

 

 



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五條之ㄧ 獨立董事 凡依本作業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 董事會通過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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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之ㄧ 獨立董事 本公司設有獨立董事時，凡依本作業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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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依規定設置獨立董事。 

第十三條 財務單位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建立備 查簿，就資金貸與之對象、金額、董事 會通過日期、資金貸放日期及依本作業 程序第十條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 予登載備查。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審計委員。 

第十三條 財務單位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建 立備查簿，就資金貸與之對象、金 額、董事會通過日期、資金貸放日 期及依本作業程序第十條規定應 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修訂文字內容更於明確。 

第十四條 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不符本作業程序規定或餘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審計委員，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第十四條 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不符本作業程序規定或餘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修訂文字內容更於明確。 第十九條 實施 本作業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後，送 董事會決議通過，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 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 異議資料併送審計委員會，再依前述程 序辦理。 
第十九條 施行日期 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通過後實施，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1.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修   訂文字內容   更於明確。 2.本公司已依   規定設置獨   立董事。 



本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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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設有獨立董事時，本作業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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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條 修正日期 第一次修正日期：民國92年6月3日。 第二次修正日期：民國95年6月14日。 第三次修正日期：民國98年6月26日。 第四次修正日期：民國99年6月9日。 第五次修正日期：民國100年6月9日。 第六次修正日期：民國102年6月4日。 第七次修正日期：民國104年6月12日。 第八次修正日期：民國 105年 6月 3日。 第九次修正日期：民國 107 年 6 月 14日。 

第二十條 修正日期 第一次修正日期：民國92年6月3日。 第二次修正日期：民國95年6月14日。 第三次修正日期：民國98年6月26日。 第四次修正日期：民國99年6月9日。 第五次修正日期：民國100年6月9日。 第六次修正日期：民國102年6月4日。 第七次修正日期：民國104年6月12日。 第八次修正日期：民國105年6月3日。 
 

增列修正日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