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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條 次
第九條 本公司對子公司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本公司對子公司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若擬為他公司背書保證時，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若擬為他公司背書保證時，
本公司應督促子公司依規定訂定背書保證作
本公司應命子公司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
業程序。
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規定訂定背書保證
（以下略）
作業程序，並應依所訂作業程序辦理。
（以下略）
第十一條 本公司除應依第十條規定公告申報每月背書保證餘 本公司除應依第十條規定公告申報每月背書保證餘
額外，背書保證金額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於事實發 額外，背書保證金額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於事實發
生之日起二日內，輸入證券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 生之日起二日內，輸入證券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
報網站：
報網站：
一、背書保證之總額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之總額達本公司最近
分之五十以上者，或依本款規定辦理公告申報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後，其餘額每增加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金額達本
值百分之五者。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二、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金額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金額達新
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者，或依本款規定辦理 台幣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金額、長期
公告申報後，其餘額每增加逾本公司最近期財 投資金額及資金貸放金額合計達本公司最近期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者。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三、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金額達新台幣一千萬元以 四、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金額達新台幣三
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金額、長期投資金額及資金 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貸放金額合計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分之五以上。
之三十以上者，或依本款規定辦理公告申報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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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業務關係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其累積背書
保證金額超過最近一年度與其業務往來交易總
額者，或依本款規定辦理公告申報後，其餘額
每增加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
者。

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條 次
第九條 股票遺失被盜，應即由股東或合法持有人 （刪除）
向治安機關報案，並填具股票掛失申請書
，交本公司查核登記（如係尚未辦理過戶
之股票合法持有人，應加檢附委託買進證
券經紀商之買進報告書及股票號碼證明單
。倘若遺失股票已轉記於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開立之專戶時，申請人並應檢附該股票
已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領回之證明文件。
）以最速件通知證券交易所及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同時申請人應於五日內循民事訴
訟法公示催告程序向管轄之地方法院聲請
公示催告，並以聲請狀副本及法院收文收
據影本送交本公司，否則撤銷其掛失之申
請。公示催告經法院裁定後，應將登載公
示催告裁定之新聞紙一份送交本公司，俟
公示催告期滿，憑法院之除權判決書向本
公司申請補發新股票。前項股票遺失申請
補發，係委託他人辦理時，自然人股東應
出具委託書，法人股東應出具申請函，所
出具委託書或申請函，均應加蓋原留存印
鑑。
股票污損或破爛欲換發新股票者，應提出
原股票及本公司所定之申請書，但因污損
破爛難以辨別真偽時，準用前各項規定。
第十條 股票因遺失或其他事由補給換發時，得酌 （刪除）
收手續費及應貼印花稅費。

配合本公司股
票已全面無實
體化，刪除與
實體股票相關
規定。
依原條文增列「第四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 配合條文修正
，增列修正日
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期。

第卅四條 （略）

福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九十八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五）下午二時正。
地點：雲林縣斗六市石榴路三一七號本公司。
出席：出席股東代表股份總數1,152,530,970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
份總數1,684,664,637股之68•41%。
列席：會計師：吳漢期、李淑靜。
律師：林貴美。
主席：王文淵
記錄：陳禮詳
（主席指示大會秘書處檢查到會股東，代表股份總數已達
法定數額，宣佈開會）
一、主席致詞：（略）。
二、主管機關長官及來賓致詞:(無)。
三、報告事項
（一）九十七年度營業決算報告。（詳議事手冊）
（二）監察人審查九十七年度決算報告。（詳附錄）
四、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由：為依法提出九十七年度決算表冊，請 承認案。
(董事會 提)
說 明：一、本公司九十七年度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
誠會計師事務所吳漢期、李淑靜會計師查核竣事，
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併同營業報告書送交監察人
審查，出具書面審查報告書在案。
二、前項營業報告書請參閱議事手冊第6至16頁，財務報
表請參閱議事手冊第34至41頁，敬請 承認。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第二案：
案 由:為依法提出九十七年度盈餘分派之議案，請 承認案。
(董事會 提)
附 件:盈餘分配表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第三案:
案 由：為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8年1月15日金管證六字第
0980000271號令修正「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
證處理準則」之規定，茲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
辦法如附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是否可行？請 公決案。
(董事會 提)
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條 次
第八條 借款到期得經董事會核定予以展期，若未經董事 借款到期得經董事會核定予以展期，惟展期後總
會核定展期者，借款人應即還清本息，否則本公 借款期限仍應符合第六條規定。若未經董事會核
司應依法追償。
定展期者，借款人應即還清本息，否則本公司應
依法追償。
第十一條 本公司因情勢變更，致貸與餘額超限時，應訂定 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符本辦法規定
改善計劃，報請董事會決議通過，並將相關改善 或貸與餘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劃，報請董事
計劃送各監察人。
會決議通過，並將相關改善計劃送各監察人，並
依計劃時程完成改善。
第十二條 本公司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控管程序：
本公司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若擬將資金貸與他人時，本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若擬將資金貸與他人時，本
公司應督促子公司依規定訂定資金貸與他人
公司應命子公司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
作業辦法。
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規定訂定資金貸與他
（以下略）
人作業辦法，並應依所訂作業程序辦理。
（以下略）
AW 980710(A)

原 條 文
條 次
第十三條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應依下列規定公開相關資訊：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將本公司及子公司
上月份資金貸與他人餘額輸入證券主管機關
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二、本公司資金貸予他人餘額達下列標準之一者
，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輸入上述申報
網站：
(1)資金貸予他人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者，或依本款規定
辦理公告申報後，其餘額每增加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者。
(2)對單一企業資金貸予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以上者，或依本款
規定辦理公告申報後，其餘額每增加逾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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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依本款規定辦理公告申報後，其餘額
每增加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二者。
（以下略）

修 正 後 條 文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應依下列規定公開相關資訊：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將本公司及子公司
上月份資金貸與他人餘額輸入證券主管機關
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餘額達下列標準之一者
，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輸入上述申報
網站：
(1)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餘額達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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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 由：為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8年1月15日金管證六字第
0980000271號令修正「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
證處理準則」之規定，茲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如
附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是否可行？請 公決案。
(董事會 提)
原 條 文
條 次
第三條 本公司背書保證之對象，應以下列之公司組織為
範圍：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關係之公司。
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
分之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本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
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四、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依合約規定互保之同業
公司。
五、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
辦理背書保證之被投資公司。

第四條 本公司背書保證之總額不得超過公司淨值之一•
三倍，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金額不得超過前述總
額之二分之一。若因業務需要背書保證額度超過
上述標準時，應經董事會同意並由半數以上之董
事對公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聯保，並修正
本條之額度標準後，提報股東會追認；股東會不
同意時，應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內消除超額部份
。
背書保證金額因據以計算限額之基礎變動致超過
所訂額度，或背書保證對象原符合第三條規定而
嗣後不符規定時，對超限部份或該對象背書保證
金額，應於合約所訂期限屆滿或訂定計畫於一定
期限內全部消除，並提報董事會及送各監察人。

修 正 後 條 文
本公司背書保證之對象，應以下列之公司組織為
範圍：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關係之公司。
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
分之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本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
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四、與本公司受同一母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
五、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依合約規定互保之同業
公司或共同起造人。
六、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
辦理背書保證之被投資公司。本款所稱出資
，係指本公司直接出資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
份百分之百子公司出資。
本公司背書保證之總額不得超過公司淨值之一•
三倍，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金額不得超過前述總
額之二分之一。若因業務需要背書保證額度超過
上述標準時，應經董事會同意並由半數以上之董
事對公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聯保，並修正
本條之額度標準後，提報股東會追認；股東會不
同意時，應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內消除超額部份
。
背書保證金額因據以計算限額之基礎變動致超過
所訂額度，或背書保證對象原符合第三條規定而
嗣後不符規定時，對超限部份或該對象背書保證
金額，應於合約所訂期限屆滿或訂定改善計畫於
計畫時程內全部消除，並報請董事會決議通過及
送各監察人。

修正理由
配合本公司股
票已全面無實
體化，刪除與
實體股票相關
規定。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案 由：為擬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請 公決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案。
(董事會 提) 六、臨時動議：無。
說 明：一、依據公司法第209條之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 七、散會。(同日下午二時三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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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王文淵
二、目前本公司董事兼任與本公司營業性質相同或類似公
司之董事或經理人名單如下：
董事姓名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文淵

鎧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謝式銘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洪福源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呂勝夫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黃皓堅

李敏章

黃明堂
蔡天玄

記錄：陳禮詳

兼任其他公司職務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化地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達興纖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灣興業責任有限公司董事長
福懋興業（中山）有限公司董事長
福懋興業（常熟）有限公司董事長
廈門象嶼福懋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董事長
福懋越南責任有限公司董事長
福懋（同奈）責任有限公司董事長
福懋興業（香港）有限公司董事主席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常務董事
福懋貿易（上海）有限公司董事
裕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福懋貿易（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長
福懋瑞業（香港）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福懋興業（中山）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理
福懋興業（常熟）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理
廈門象嶼福懋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理
福懋興業（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理
福懋越南責任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理
福懋（同奈）責任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理
台灣興業責任有限公司董事
裕源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鼎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鼎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鼎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理
台化地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理
台灣興業責任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理
達興纖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福懋越南責任有限公司董事
達興纖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福懋興業（常熟）有限公司董事
福懋興業（中山）有限公司董事
福懋興業（常熟）有限公司董事
福懋越南責任有限公司董事
福懋興業（中山）有限公司董事
福懋興業（常熟）有限公司董事
廈門象嶼福懋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董事
福懋瑞業（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福懋越南責任有限公司董事
福懋（同奈）責任有限公司董事
廣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福懋貿易（上海）有限公司總經理
福懋（同奈）責任有限公司董事
福懋興業（常熟）有限公司董事
福懋（同奈）責任有限公司董事

三、以上董事所兼任其他公司董事或經理人，大多數為本
公司轉投資事業或關係企業，部分自有企業亦多與本
公司有依一般條件之營業交易往來，其行為對本公司
並無明顯利益衝突之處，擬請同意解除董事競業禁止
之限制，敬請 公決。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
案 由：為擬修正本公司章程，如附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是
否可行？請 公決案。
(董事會 提)
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條 次
第八條 本公司記名股票，由股票持有人以背書轉 （刪除）
讓之，又其轉讓應將受讓人之本名或名稱
記載於股票，並將受讓人之本名或名稱及
住所記載於本公司股東名簿，始得對抗本
公司。

修正理由
配合本公司股
票已全面無實
體化，刪除與
實體股票相關
規定。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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