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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水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一○八年股東常會開會議程
壹、時間：中華民國一○八年六月十三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整。
貳、地點：台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一段115號地下二樓。
參、開會程序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一)一○七年度營業報告書。
(二)一○七年度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三)一○七年度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分派情形報告。
(四)本公司發行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執行情形
報告。
四、承認事項
(一)一○七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二)一○七年度盈餘分派案。
五、討論事項
(一)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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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六、臨時動議
七、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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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事 項
第一案
案 由：一○七年度營業報告書，報請 公鑒。
說 明：一○七年度營業報告書如下：

一○七年度營業報告書
在108年度本公司除陸續執行延續性工程案件及操作案件，
並以政府在環境工程、再生能源及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為目標，
持續積極爭取國內公共及民間之各類水處理廠建廠、再生能源新
建工程及操作營運案件等工作。在國內公共工程部分，經激烈的
競標考驗後共取得「彰化縣政府鹿港溪再現計畫─鹿港福興污水
下水道系統統包工程」、「迪化污水處理廠設備更新工程（第一
期）─脫水機及濃縮機等設備更新」、「臺南市永康水資源回收
中心放流水回收再利用推動計畫統包工程」、「臺中市福田水資
源回收中心污泥乾燥減量統包工程」、「惠來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湳經貿園區中水道系統應用及智慧管理操作維護工程（含成
效評估）」等案件，並完成「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統水資源回收
中心及主次幹管統包工程」階段工程、「嘉義市水資源回收中心
第一期統包工程」等水資源回收中心新建工程案，新舊工程業務
案件持續銜接無虞。另於操作維護業務方面，持續執行「二林污
水處理廠操作維護工作（第一期）」、「宜蘭地區水資源回收中
心代操作維護管理工作（103年～108年）」、「台中市福田水資
源回收中心委託代操作維護」及「中部科學工業園區104～108年
台中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操作維護工作」、「106年度桃園市龜
山水資源回收中心委託操作維護」、「臺中加工出口區污水處理
廠三年代操作案」、「水湳經貿園區水資源回收中心三年試運
轉」、「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理處屏東分處107至109年度屏東加
工出口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操作維護工作」及「迪化污水處理廠委
託代操作維護工作第五期」等案，並已完成「107年臺中市水肥
資源處理中心委託代操作」代操作維護業務，另新得標「經濟部
加工出口區管理處中港分處中港加工出口區污水下水道系統108

-3-

至110年操作維護工作」、「108年臺中市水肥資源處理中心委託
代操作」，持續擴展工業污水處理廠及縣市民生污水處理廠操作維
護業務；另106年度跨入焚化爐底渣處理業務併購力優勢環保股份
有限公司，該公司在整年度努力的經營下，業務收入穩定成長，對
本公司收益增加挹注。故107年度本公司於拓展水處理工程及操作
業務方面及發展新事業項目，多角化發展上持續有收益效果呈現。
累計107年全年合併營收淨額為4,537,962仟元，較106年度
2,751,219仟元，增加1,786,743仟元、稅後歸屬母公司淨利為新台
幣367,151仟元，較106年度412,159仟元，減少45,008仟元，EPS
為2.78元，歸屬母公司每股淨值為42.56元。
展望今年，本公司仍將持續開發國內、外水務市場業務，並
配合國家前瞻計畫水環境等市場需求，除持續投入原有水處理方
面之工程及操作營運案件、再生水回收案等競標外，並規劃針對
有機事業廢棄物回收再利用、及污染土壤處理、污泥回收再利用
方面等大型統合案件進行評估競標，另將再以整合水處理業務
上、下游相關業務為目標，適時投資或併購環境產業相關屬性之
公司，以穩定公司成本增加獲利能力；海外投資開發方面，中國
大陸及東南亞內需強勁，持續審慎評估穩定獲利之環境保護相關
之產業，以增加業務營收及獲利來源。
未來公司經營方向，除維持既有優勢穩定發展台灣市場外，
將建立跨國性工程、操作維護技術、設計及專案管理效能提升之
方案，並掌握政府環保政策發展及市場需求，以規劃公司中、長
期發展策略積極拓展海內、外商機，使本公司成為全方位及跨國
性之環境工程公司，為公司永續發展鋪路。
對於各位股東長期支持與鼓勵，致最誠摯的敬意與謝意，山
林水公司全體同仁將竭盡所能、持續努力，以為全體股東創造最
大的利潤為目標，不斷創新精進，努力爭取公司的穩定成長，期
望以更好的成績回饋股東。感謝各位股東繼續給予本公司支持與
愛護，謝謝大家！
董事長：

經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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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主管：

第二案
案 由：一○七年度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報請 公鑒。
說 明：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如下：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之本公司一○七年度個體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
表，業經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張淑瑩會計師及曾國禓會計
師查核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連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派案，並
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認為尚無不符，爰依照證券交易法第十
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報請 鑒察。
此致
本公司一○八年股東常會

山林水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劉 榮 輝

中

華

民

國

一○八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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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月

二十六

日

第三案
案 由：107年度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分派情形，報請 公鑒。
說 明：一、依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年度如有獲利，應提撥不
低於百分之二為員工酬勞及得不高於百分之二為董
事酬勞。但公司尚有累積虧損時，應預先保留彌補
數額，再依前項比例提撥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
二、 本公司107年度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分配如下：
(1)員工酬勞：新台幣7,706,599元；
(2)董事酬勞：新台幣7,706,598元；
上述金額全數以現金發放。
三、 董事及員工酬勞實際分派金額與107年度估列數均
分別減少新台幣1,811元，差異原因主要係估計差異
；其差異金額依會計估計變動處理，列為108年度
之損益。

第四案
案 由： 本公司發行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執行情形，報
請 公鑒。
說 明： 本公司107年第1次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行總
額為新台幣5億元，已於108年1月2日全數收足價款，發
行期間為三年（108年1月4日至111年1月4日），票面利
率為0%，發行時轉換價格新台幣61.5元，目前轉換價格
新台幣61.3元，相關發行及轉換資訊已依規定公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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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認 事 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一○七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說 明：一、本公司一○七年度個體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
業經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張淑瑩會計師及曾
國禓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並連同營業報告書經審
計委員會審查完竣並出具審查報告書。
二、 前項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參閱議事手冊第3頁
～第4頁及附件一（第11頁～第29頁）。
決 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一○七年度盈餘分派案，敬請 承認。
說 明：一、本公司一○七年度盈餘分配表業已編製完竣，請參
閱第8頁附表。
二、 擬 自 可 供 分 配 盈 餘 中 提 撥 現 金 股 利 新 台 幣
344,530,743元，依配息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
持股股數配發之（至元為止），每股配發新台幣2.5
元，分配未滿一元之畸零款合計數額，由小數點數
值大至小排列進位順序調整，至符合現金股利分配
總額。
三、 本案俟股東會決議通過後，將授權董事長訂定配息
基準日等相關事宜。
四、 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發生變動，影響流通在外股份
總數，致配息比率因此發生變動時，得經股東會決
議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全權處理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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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水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一○七年
單位：新台幣元

項

金

目

小

額
計

合

計

備註

11,866,424

期初未分配盈餘
124,844,600

加：追溯新準則之調整數

註三

(225,296)

減：其他綜合損益調整數

註四
136,485,728

調整期初未分配盈餘
367,151,496

加：107年度稅後淨利

503,637,224

可供分配盈餘
減：
提列法定盈餘公積

(36,715,150)

註一

提列特別盈餘公積

(3,764,093)

註五

(344,530,743)

註二

分配項目：
股東紅利─現金

118,627,238

期末未分配盈餘

註一： 依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規定自本年度稅後盈餘中提列10%。
註二： 係依據108年4月26日流通在外137,812,297股計算，自當年度可供分配盈餘中，
分配屬107年度未分配盈餘新台幣344,530,743元，係每股配發現金股利2.5元。
註三： 係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資產調整數124,844,600元。
註四： 係確定福利計畫再衡量數調整-180,296元、出售透過其他綜合損益按公允價值衡
量之金融資產調整數-45,000元。
註五： 係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2,930,185元及透過其他綜合損益按公
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資產未實現損失6,694,278元。

董事長：

經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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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主管：

討 論 事 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公司章程」案，敬請 討論。
說 明：一、為配合法令規定及公司營運發展需求，擬修訂本公
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二、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參閱議事手冊附件二（第
30頁～第31頁）。
決 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案，敬請
論。

討

說 明：一、為配合法令規定及實務運作，擬修訂本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部分條文。
二、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參閱議事手冊附件三（第
32頁～第45頁）。
決 議：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

由：修訂本公司「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敬請

討論

說 明：一、為配合法令規定及實務運作，擬修訂本公司「資金
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二、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參閱議事手冊附件四（第
46頁～第47頁）。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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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敬請 討論。
說 明：一、為配合實務運作，擬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
序」部分條文。
二、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參閱議事手冊附件五（第
48頁～第50頁）。
決 議：

臨 時 動 議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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ě!">bwG
ÜÝ¯¡ßŬ§È¶ŭŮöjbÅ¯¡Ńµqrůq§È
ÑŇÏŕÈÑŇŃµıqrzxyÅĨvģ¥A
Ű)AűZģ¥

bŲųŃµũQbQýÏº»ŉŊbŴx

y¾ŵŀģŶ>zTUÅăŷŋŌ

ÜÝÈOÇbQRŃµİĥ

ÑÅQRũQQbę¥

úÎ

ÜÝ!"q

ŸŦz>Ï
ĥ³b!"e
¥
Ż~

ĞãĽ

ě!">b!"eÅßàĞŹŃµģ¥Ţź

Ÿż£ŖŗúÎìŽžİſƀŐőqrÅêœŔº»ŉŊÅÞƁm

ƂbÐŒńƃƄİŽžº»ŉŊĞzvģ¥AŰ)AƅƆƇ
ũQÇúÎbŦzŧŨ"ƈeİŽžzƉśeÅê¶vƊăÎ"Ğ
ƋƌÅŦzŹŃµģ¥ĹĺĻ

kl÷ÏÍŦzº»ŉŊĞũ

QQbĹĺƍ³ƎdQƏĢÏ
ƐƋ>
Ĩ\]E(%)ÇĽÅ

ÜÝÈ#$%&'(%¨%cƑ@op$¿

ÀklÁ[5X·ƒ²ÅêƓƔ}Ĥq°ůƕdşÅ¥
Ĩ\]E(%)ÇĽÅ

ĥÑi!"ÚÛÏ

ÜÝÈ#$%&'(%¨%cƑ@op$¿

ÀklÁJ5ŭŮŃµ²ÅêƖpƗƘŋŌƙƚŅƛq°ůƕdşÅ¥
ĥÑiŻ!"ÚÛ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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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Ê°±#$%&'()%&*()bƜġÅêá
¥

ƝƒŅĎƞÚÛųƐƋĂƟb!"åƠÅơĿƢűÏ

º»ŉŊ¶ƣ»ĦƤĞbÿĀ
º»ŉŊbÿĀ¬çèégÎ°±kláX·¸¹º»¼½¾êgh
ëìb$¿ÀklA$¿klAmnmn°±îïOðbÅÆ
ƥď¶°±

bƦż£ŖŗÅÞ~ĎƧÀĥÈƨƩƪƫ

bqr}ƬOðÏ
È°±ŢÅº»ŉŊbÿĀßàŦz

ÜÝƭƮá¯bŵƯA

bÅÞƭƮá¯ôõbƖpÅưƱº»ŉŊÚƲƳƴ

>

ÜÝƵª¯¡Åư

ƳƴƵ¡ƶƷŅƬ¿¾ÎbæƠÏ
ÜÝbƣ»ĦƤ(Ŭù¼½)M¸¹ÀYbÿĀÏ


!"bÿĀ
¥

!"b<ŸÅĞĠġĹĺƧÀĥÈƨƩƪƫb

qr}ƬOðĔĕ»~ēÅêƝƒ!"Ï»~ēƸ)~ēÅƹ¬ç%øùk
lúÎb!"ûŅƚĎèƦŵƺƝƧbqr}ƬOðÏ}ƬOð¾ŵÀĥÈ
ƨƩƪƫÏĨ}ƬOðbƜƷXŎuvƙ¾»ƎdāŋŌƻpƼÇûbá
ƽƈtÅlƾęƒqrÏ
¥ ¬ç%øùkl!"ŢÅĵpĝ¡xyêĎďĝ¡ãbƿǀÏ¥
úÎþû

ň

1.ĸêŦzÀĥÈƨƩƪƫbqr}ƬOðƃƄİĞÇŦzbƃƄ|ú
Îoïbĥ³ĞtİêĔĕíĖoėb!"èĘÞûę!"ÚÛbôõÏĥƨƩ¾ŵı
ǁǂAǃŀAǄÚǅǆA}ƬFGǇǈż£ŖŗÅǄƺƝÀĥÈƨƩbqr}ƬOðb
ƃƄƸÈÀĥÈƪƫƼÏ
2.Ğ¶!"ǉ bż£ŖŗĔĕƦbƁmÅÞ|ïŢƏòþoïb!"eÅƹ<ŸƱ
Ğ
ÜÝż£ŖŗbìOĚÚÛÏ
3.Ŧzº»ŉŊÇƖpstboïÅÇûz¶ b»Ï
4.¬ĘÇĔĕb!"èĘÅĞº»ŉŊƖpƭƮá¯ôõboïÅÞƻ
ÜÝƭ
Ʈá¯bŵƯ¾ŵLëqrǀǊbŨƏòĹĺƧåqr}~ÅûƝŠǋÏ¥
ļęüýŨƏòƧåqr}~ÅlƛÈ!"0ľǌƻpƼǍÚ
b ÅÈüýĆ}oïŢiŻ!"ÚÛÏ¥ bŠǋÞ
ǎ©!"cÇĔĕb!"èĘęôõÏƹŨƏò¾ŵÀǏ
ÜÝ}Ìƒ
ƭƮá¯bŵƯÏ
5.Ŧz(ßà
ð ŨÏ

\])bĠġOðAŠŏżǐÅÞĹĺîïO

6.ĞÈÜÝżǑģƜġbKĔĕíĖoėb!"èĘÅÞĞOĚÚÛÏ
¥ MÿÜÝ!"ƠŨbĜÀA¸¹úÎÅêMÿĢģÜÝ!"ÚÛ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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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ƣ»ĦƤħ`b>ÅßàÇ÷ǒb!"ĊǓŢşÅÞqr!"gW(ß
àÈ!"a0Çĸbż£ŖŗǔǕǖ)Ï
¥ ňǗƣ»ĦƤľĿ¥ ÇąĆÇćĈĉ÷Ċb½ÊǘǙ ċ¡
Čč÷Ċ0

ĈĉbFGÅê¶ƣ»ĦƤħ`Ç¾ŵƾęŋŌ

>(ßà
¥
"b

Ĉĉb



ǚǛǜǝǞÏ

ǟ¶ƣ»ĦƤħ`b>0ÅƈĞ

ě!">Ï¥

ÜÝ#$%&'()!

È!"0ǠGüý>ÅưƱƚǡ}îĪäÐ

>ÅåǢǣÛƏòþÅ¥

ƈ}È!"0ħ`Ð>Åĥ¾»ƎdÑħ`Ç

LëbMCŋŌrÈÇǤăbǥƅRÏ

Ǧ ǧ Ĵ ¡ Ǩ   

99

  Ç



Xºè*ǪÁ09401007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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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ǩöèŧ5 Xºè*ǪÁ0940129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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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MNO
#$%&'(%&*(D¨E%c
ĦƤf-ǫǬǭ
107.12.31

X99Ŏ

9K99L
YUKL
1100

9WXïWX(\]*(%))

1110

9ŝaQRǮîśǯǰZbX·KLǱYU(\]*(D))

1141

9KLǱYU(\]*(ū%))

1151

9³ŃĘ(\]*(J)')

1172

9³ŃƊń(\]*(J)A(D)A'V)

1190

9³ŃĴŀń(\]*(*))

1410

9Ǝǲń>(\]')

209,487

1476

9X·KLǱYU(\]V[)

1479
1482

$

106.12.31

X99Ŏ

744,774

6

868,483

7

155,608

1

61,544

1

1,705,151

13

-

-

-

6,260

-

4,064

566,094

5

1,469,733

13

2

169,307

1

397,071

3

453,068

4

9YUKLǱ

102,462

1

65,722

1

9ĒÎģ¥ǱYU

12,054

841,737
-

99

6
-

-

-

-

4,172,408

32

3,660,211

32

ƱYUKL
1510

9ŝaQRǮîśǯǰZbX·KLǱƱYU (\]*(D))

228,351

2

-

-

1517

9ŝaPQRǮîśǯǰZbX·KLǱƱYU(\]*

168,094

1

-

-

(E)')
1544

9Þģ¥ǰZbX·KLǱƱYU(\]*(I))

1551

9ƖpSRƚb

1600

9}ULAǳǴ|ơ(\]*()A'V)

1780

9ŅĢKL(\]*(%)V)

1840

9ǵǶÇĕǷKL(\]*(V))

10,515

-

3,154

-

1915

9Ǝǲ|ơń

19,856

-

4,646

-

1932

9Õd³Ńń(\]*(D)V)

1960

9Ǝǲ

1980

9X·KLǱƱYU(\]V)

K(\]*('))

Kń(\]*(D))

KLv

-

-

1

96,816

1

90,104

1

485,837

4

446,696

4

1,793,034

13

1,419,069

12

6,367,679

46

-

-

5,641,512

48

117,606

1

113,827

1

78,835

1

9,284,009

68

7,971,521

68

$ 13,456,41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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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899

11,631,732 100


KLMNO(Ʈ)
#$%&'(%&*(D¨E%c
ĦƤf-ǫǬǭ
107.12.31
%
X99Ŏ

MNSR
YUMN
2102
2111
2130
2150
2170
2190
2219
2230
2250
2310
2322
2399

2540
2550
2573
2612
2640
2645

9ǸÎǹń(\]*(I))
9³ǲǺdé(\]*(E))
9MNǱYU(\]*(ū%))
9³ǲĘ(\]')
9³ǲƊń(\]')
9³ǲĴŀń(\]*(*))
9³ǲńǱ(\]*()A(ūE))
9¥dÇĕǷMN(\]*(V))
9MNkơǱYU
9ƎŃń>(\]*(*))
9%(%¯¡ǻdżǼdÕdǹń(\]*(J))
9YUMNǱ
99
ƱYUMN
Õdǹń(\]*(J))
9MNkơǱƱYU
9ǵǶÇĕǷMNǱ(\]*(V))
9Õd³ǲń
9ǽ~ǾƅMNǱƱYU
9ƧµĎèX

$

99MNv

980,008
510,000
127,864
379,978
440,609
238,009
121,622
25,999
445,609
3,125
3,272,823

7
4
1
3
3
2
1
3
24

461,234
120,000
165,568
271,633
42,421
228,410
46,255
3,133
150,667
359,047
2,738
1,851,106

4
1
1
2
2
1
3
14

2,634,882
34,340
358,992
88,748
131,580
3,248,542
6,521,365

20
3
1
24
48

2,646,440
18,554
260,682
5,825
3,325
131,580
3,066,406
4,917,512

24
2
1
27
41

10
27
1
4
42
10

1,322,123
3,645,529
139,887
429,074
(5,797)
5,530,816
1,183,404

12
32
1
4
49
10

52

6,714,220

59

3110
3200
3310
3320
3350
3400

ǿĆÂ¡bSR(\]*([)([))
9Ȁ`¥
9K¥Ƙ
9ƚȁťƘ
9ÐƷȁťƘ
9ņȂȁť
9SR

36xx

9ƱŖŗSR

1,322,123
3,624,507
181,103
5,797
503,639
(9,561)
5,627,608
1,307,444

99SRv

6,935,052

MNSRv

$ 13,456,417 100

)፝ၐᎨࡤߤӬڂଓଡ଼ൣ֚ߤພ*!
ုߞٲȈుࣣ

စ౪Ȉ֕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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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2.31
%
X99Ŏ

лᒳཽॏȈ྇ݡવ!

11,631,732 100


PQRO
#$%&'(%&*(%¨%c©D¨E%c
ĦƤ:f-ǫǬǭ

4000
5000
6100
6200
6300

7100
7020
7050
7370

7950
8300
8310
8311
8316
8360
8370
8371
8300

8610
8620

8610
8620
9750
9850

107()

X9Ŏ
$ 4,537,962 100
3,539,007
78
998,955
22

¯¡Ńµ(\]*(*)A(ū%)A(ūD)')
¯¡ģ¥(\]*(*)A(%)A(*)A(')')
¯¡Ȋƅ
¯¡ȋp(\]*(%)A(')A(ūE)')
º»ȋp
ȌȍgȎȋp
99¯¡ȋp
¯¡ǽƅ
¯¡ƶŃµȏƝ(\]*(')A(ūI)[)
9ƅȐŃµ
9ƅRQ
9ģ¥
9ƖpSRƚb Ǩ®¡KƅRbŎ
99¯¡ƶŃµȏƝ
ƭƮ¯¡ĦƤǷÉǽƅ
ȑÇĕǷȋp(ƅR)(\]*(V))
¥dǽƅ
PQR
}qņŇ©QRb><
~ǾƅȒbÌǰZƙ
ŝaPQRǮîśǯǰZbSRƒ KƬWŦ
śQR
Ʈ¾ŵqņŇ©QRb><
ƖpSRƚ Ǩ®¡KbPQRbŎ-¾
ŵqņŇ©QRb><
ƖpSRƚ Ǩ®¡Kb$ƶ¯ĵĳŏO
ȔƴbȕȔȖŎ
¥dPQR(ǷǽŎ)
¥dPQRvŎ
$
¥dǽƅǿĆÈ
Â¡
$
ƱŖŗSR(\]*([))
$
PQRvŎǿĆÈ
9Â¡
$
9ƱŖŗSR(\]*([))
$
ô¥ȗȁť(\]*(D))
$
Șnȗȁť(\]*(D))
$

199,936
5,928
205,864
793,091
83,739
(50,795)
(111,646)
3,781
(74,921)
718,170
224,246
493,924

106()

X9Ŏ
2,751,219 100
1,938,636
70
812,583
30

4
4
18

133,741
11,475
145,216
667,367

5
25

2
(1)
(2)
(1)
17
5
12

1,571
3,312
(84,414)
279
(79,252)
588,115
86,435
501,680

(3)
(3)
22
3
19

-

(180)
(8,709)

-

(147)
-

-

2,931

-

(4,431)

-

(5,958)
487,966

12

(4,578)
497,102

19

367,151
126,773
493,924

9
3
12

412,159
89,521
501,680

16
3
19

361,193
126,773
487,966

9
3
12
2.78
2.77

407,581
89,521
497,102

16
3
19
3.12
3.11

)፝ၐᎨࡤߤӬڂଓଡ଼ൣ֚ߤພ*!
ုߞٲȈుࣣ

စ౪Ȉ֕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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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лᒳཽॏȈ྇ݡવ!

ုߞٲȈుࣣ

#$%&*(%¨%cťŎ
9¥dǽƅ
9¥dPQR
¥dPQRvŎ
ȁťĜșņȂ
9ľƚȁťƘ
9Ȁ`WXƅ
ƱŖŗSRǤȑ
#$%&*(D¨E%cťŎ
ŲȚopfklbƋĠƙ
dțq°ťŎ
9¥dǽƅ
9¥dPQR
¥dPQRvŎ
ȁťĜșņȂ
9ľƚȁťƘ
9ľÐƷȁťƘ
9Ȁ`WXƅ
K¥ƘȂgWXƅ
ĞÇSSRTU
½SȜèȝȞģ¥
ƱŖŗSRǤȑ
ĭņŝaPQRǮîśǯǰZbSRƒ
#$%&'(D¨E%cťŎ
3,645,529
3,645,529
(26,443)
3,017
2,404
3,624,507

1,322,123
1,322,123
$ 1,322,123

41,216
181,103

48,848
139,887
139,887
-

ƚȁ
ťƘ
91,039
-

5,797
5,797

-

Ďƞȁť
ÐƷȁ
ťƘ
-

(41,216)
(5,797)
(370,194)
(44)
503,639

(48,848)
(423,079)
429,074
124,845
553,919
367,151
(180)
366,971

- 18 -

စ౪Ȉ֕ല

)፝ၐᎨࡤߤӬڂଓଡ଼ൣ֚ߤພ*!

K¥Ƙ
3,645,529
-

99¥
Ȁ`
9¥
$ 1,322,123
-

-

-

-

44
(6,695)

(8,709)
(8,709)

1,970
1,970

(370,194)
(26,443)
3,017
2,404
5,627,608

(423,079)
5,530,816
126,815
5,657,631
367,151
(5,958)
361,193

ǿĆÈÂ
¡
SRv
5,546,314
412,159
(4,578)
407,581

лᒳཽॏȈ྇ݡવ!

(2,866)

(5,797)
(5,797)
2,931
2,931

SR><
ŝaP
$ƶ¯ĵĳ QRǮîś
ŏO ǯǰZbX·
ņȂ
ȔƴbȕȔ KLƬWƅ
ȁ9ť
Ȗ999Ŏ
R(Q)
488,989
(1,366)
412,159
(147)
(4,431)
412,012
(4,431)

ǿĆÈÂ¡bSR

#$%&'(%&*(%¨%c©D¨E%c

SRTUO



(48,150)
(3,017)
48,434
1,307,444

(77,040)
335,674
1,183,404
1,183,404
126,773
126,773

ƱŖŗ
S9R
835,249
89,521
89,521

(418,344)
(26,443)
2,404
48,434
6,935,052

(500,119)
335,674
6,714,220
126,815
6,841,035
493,924
(5,958)
487,966

SRv
6,381,563
501,680
(4,578)
497,102

ĦƤf-ǫǬǭ


WXYZO
#$%&'(%&*(%¨%c©D¨E%c
ĦƤ:f-ǫǬǭ

107()
¯¡ȟUbWXYZ
9¥dǷÉǽƅ
9ƋĠ><
9ŃRȋQ><
999Ƞȡȋp
999Ȣȣȋp
999ŝaQRǮîśǯǰZX·KLMNbǽQ(ƅR)
999ƅȐȋp
999ƅȐŃµ
999ƖpSRƚb Ǩ®¡KƅRbŎ
999ĭņȤ}ULAǳǴ|ơQ
999ôõȥǲȝȞģ¥
999qȦȋp
9999ŃRȋQ><
99¶¯¡ȟU bKLȧMNTUƙ
9999ƐŗŝaQRǮîśǯǰZbX·KL
9999KL
9999³ŃĘ
9999³ŃƊń
9999³ŃĴŀń
9999Ǝǲń>
9999YUKL
9999X·KL
9999ĒÎģ¥
9999Õd³Ńń
9999MN
9999³ǲĘ
9999³ǲƊń
9999³ǲĴŀń
9999³ǲń
9999MNkơ
9999ƎŃń>
9999YUMN
9999ǽ~ǾƅMN
999ƋĠ><
99¯ĵLëbWX(YƝ)Yµ
99ŃĔbƅȐ
99ȏǲbƅȐ
99ȏǲbÇĕǷ
999¯¡ȟUbǽWX(YƝ)Y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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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170

15,472
77,105
51,136
111,646
(83,739)
(3,781)
218
2,404
11,714
182,175
20,004
(1,324,793)
2,196
(341,475)
(40,180)
(31,496)
180,108
(11,210)
91,016
(65,224)
241,410
158,376
52,635
22,866
387
892
(862,313)
(144,143)
23,028
(109,616)
(64,025)
(294,756)

106()
588,115

9,163
37,953
(399)
84,414
(1,571)
(279)
57
11,714
141,052
90,336
(9)
(69,340)
(718,856)
(332)
(10,478)
(19,433)
75,738
26,252
86,493
13,058
(14,216)
260
(1,732)
1,230
(74)
(400,051)
188,064
1,571
(92,537)
(11,505)
85,593


WXYZO(Ʈ)
#$%&'(%&*(%¨%c©D¨E%c
ĦƤ:f-ǫǬǭ

107()

106()

KȟUbWXYZ
9ĔĕŝaPQRǮîśǯǰZbX·KL

$

(170,995)

-

14,956

-

9ĭņŝaPQRǮîśǯǰZbX·KL
9ĔĕÞģ¥ǰZbX·KL

-

(154,899)

9Ǝǲ KńǤų

-

(117,606)

9ĞbŃȨ(ȩưÇĔĕbWX)

-

(284,580)

9Ĕĕ}ULAǳǴ|ơ

(131,260)

(244,241)

261

9ĭņ}ULAǳǴ|ơ

1,021

9ĔĕŅĢKL

(15,992)

(4,006)

9X·KL-YU

(74,586)

(103,019)

9X·KL-ƱYU

(23,800)

(45,875)

9Ǝǲ|ơńǤų

(15,210)

(15,882)

(416,626)

(969,087)

9ǺdǹńǤų

518,774

441,234

9³ǲǺdéǤų

390,000

120,000

9ȫǹÕdǹń

432,510

425,000

9ȬȭÕdǹń

(357,505)

(335,006)

9ƧµĎèXǤų

-

9gȮWXƅ

(444,787)

(500,119)

48,681

66,000

99ȪKȟUbǽWXYµ

587,673

348,689

¥dWXïWXȑȯƙ

(123,709)

(534,805)

99

KȟUbǽWXYƝ

ȪKȟUbWXYZ

9ƱŖŗSRTU

dțWXïWXťŎ
$

dȰWXïWXťŎ

131,580

868,483

1,403,288

744,774

868,483

)፝ၐᎨࡤߤӬڂଓଡ଼ൣ֚ߤພ*!
ုߞٲȈుࣣ

စ౪Ȉ֕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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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山林水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

訂

後

條

文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
名為山林水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外文名稱定為「FOREST
WATER ENVIRONMENTAL ENG'G CO.,
LTD.」。

原

條

文

修 訂 原 因

第一條：
因應國際化接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 軌。
名為山林水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第六條：
第六條：
本公司發行員工認股權憑證、發行 (原條文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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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公司法修
訂，明訂員工
之實施對象包
括符合一定條
件之控制或從
屬公司員工。

第七條：
本公司股票為記名股票，由代表公
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經主管機
關核定之發行簽證機構簽證後發行
之。本公司股票公開發行後，發行
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並應洽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錄，並依該機
構之規定辦理；發行其他有價證券
者，亦同。

第七條：
配合實務運作
本公司股票為記名股票，由董事三 酌予修訂。
人以上簽名或蓋章，並經主管機關
核定之發行簽證機構簽證後發行之
。本公司股票公開發行後，發行之
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並應洽證券集
中保管事業機構登錄；發行其他有
價證券者，亦同。

第十四條之一：
本公司依據證券交易法第14條之4
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
應由全體獨立董事組成，審計委員
會或審計委員會之成員負責執行公
司法、證券交易法、暨其他法令規
定監察人之職權。

第十四條之一：
配合公司法及
本公司依據證券交易法第14條之4 實務運作酌予
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 修訂。
應由全體獨立董事組成，審計委員
會或審計委員會之成員負責執行公
司法、證券交易法、暨其他法令規
定監察人之職權。審計委員會成立
之日同時廢除監察人。

第十五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之
同意互推董事長一人及副董事長一
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

第十五條：
配合本公司營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 運發展之需求
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之 修訂。
同意互推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
代表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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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修 訂 原 因

第十八條：
本公司得設經理人若干人，其委任
、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29條規
定辦理。

第十八條：
配合本公司營
本公司得設經理人，其委任、解任 運發展之需求
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29條規定辦理 修訂。
。

第二十條：
本公司年度如有獲利，應提撥不低
於百分之二為員工酬勞，由董事會
決議以股票或現金分派發放，其發
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
從屬公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
利數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不高於
百分之二為董事酬勞。員工酬勞及
董事酬勞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累積虧損時，應預先保
留彌補數額，再依前項比例提撥員
工酬勞及董事酬勞。

第二十條：
本公司年度如有獲利，應提撥不低
於百分之二為員工酬勞，由董事會
決議以股票或現金分派發放，其發
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
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利數額
，由董事會決議提撥不高於百分之
二為董事酬勞。員工酬勞及董事酬
勞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但公司
尚有累積虧損時，應預先保留彌補
數額，再依前項比例提撥員工酬勞
及董事酬勞。

第二十三條：
本章程訂立於民國93年6月1日。
(第一次至第十六次略)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107年6月11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108年6月13日。

第二十三條：
增列第十八次
本章程訂立於民國93年6月1日。
修正日期。
(第一次至第十六次略)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107年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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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公司法修
訂，明訂員工
之實施對象包
括符合一定條
件之控制或從
屬公司員工。

附件三
山林水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原

條

文

第三條：資產範圍
一、有價證券：包括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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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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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訂

後

條

文

修

訂

原

因

第三條：資產範圍
一、配合適用國
一、有價證券：包括股票、公債、
際財務報導
公司債、金融債券、表彰基金
準則第十六
之有價證券、存託憑證、認購
號租賃公報
(售)權證、受益證券及資產基
規定，爰新
礎證券等投資。
增第五款。
二、不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 二、現行第五款
、投資性不動產、營建業之存
至第八款移
貨）及設備。
列第六款至
三、會員證。
第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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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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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名詞定義
一、配合國際財
第四條：名詞定義
一、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資產 一、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特定
務報導準則
、利率、匯率、指數或其他利
利率、金融工具價格、商品價
第九號金融
工具之定義
益等商品所衍生之遠期契約、
格、匯率、價格或費率指數、
，修正第一
信用評等或信用指數或其他變
選擇權契約、期貨契約、槓桿
款。
數所衍生之遠期契約、選擇權
保證金契約、交換契約，及上
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契約
契約、期貨契約、槓桿保證金 二、配合實務運
作修訂，明
契約、交換契約，上述契約之
等。所稱之遠期契約，不含保
定以投資為
組合，或嵌入衍生性商品之組
險契約、履約契約、售後服務
專業者之範
合式契約或結構型商品等。所
契約、長期租賃契約及長期進
稱之遠期契約，不含保險契約
圍及海內外
(銷)貨合約。
、履約契約、售後服務契約、
證券交易所
長期租賃契約及長期進(銷)貨
及證券商營
合約。
業處所之範
圍。
二、依法律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二、依法律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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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修

訂

原

因

指依企業併購法、金融控股公
指依企業併購法、金融控股公
司法、金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
司法、金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
法律進行合併、分割或收購而
法律進行合併、分割或收購而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或依公司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或依公司
法第一百五十六條之三規定發
法第一百五十六條第八項規定
行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下
發行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
下簡稱股份受讓)者。
簡稱股份受讓)者。
（第三款至第六款略）
（第三款至第六款略）
七、以投資為專業者：指依法律規
定設立，並受當地金融主管機
關管理之金融控股公司、銀行
、保險公司、票券金融公司、
信託業、經營自營或承銷業務
之證券商、經營自營業務之期
貨商、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
券投資顧問事業及基金管理公
司。
八、證券交易所：國內證券交易所
，指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
公司；外國證券交易所，指任
何有組織且受該國證券主管機
關管理之證券交易市場。
九、證券商營業處所：國內證券商
營業處所，指依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有價證券管理辦法規定
證券商專設櫃檯進行交易之處
所；外國證券商營業處所，指
受外國證券主管機關管理且得
經營證券業務之金融機構營業
處所。
第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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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六條：
一、配合法令規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
定修訂。
律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見書，該專 二、明確外部專
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
家責任，及
律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列規定：
新增第二項
一、未曾因違反證券交易法、公司
明定本程序
相關專家出
法、銀行法、保險法、金融控
股公司法、商業會計法，或有
具估價報告
或意見書之
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
或因業務上犯罪行為，受一年
評估、查核
以上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但
及聲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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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修

訂

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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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設備 第七條：取得或處分不動產、設備 配合適用國際財
之處理程序
或其使用權資產之處理程序 務報導準則第十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六號租賃公報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及設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設 定酌予修訂。
備，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度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悉依本公
固定資產循環程序辦理。
司內部控制制度固定資產循環
程序辦理。
二、交易條件及授權額度之決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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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其使
考公告現值、評定價值、
用權資產，應參考公告現
鄰近不動產實際交易價格
值、評定價值、鄰近不動
等，決議交易條件及交易
產實際交易價格等，決議
價格，作成分析報告提報
交易條件及交易價格，作
董事長，其金額未達實收
成分析報告提報董事長，
資本額20%或新台幣三億
其金額未達實收資本額
元者，由董事長核准後始
20%或新台幣三億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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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由董事長核准後始得為之
得為之；達實收資本額
；達實收資本額20%或新
20%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
台幣三億元以上者，另須提
者，另須提報董事會通過
報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後始得為之。
(二)取得或處分設備或其使用
(二)取得或處分設備，應以詢
權資產，應以詢價、比價
價、比價、議價或招標方
、議價或招標方式擇一為
式擇一為之，並應依授權
之，並應依授權辦法逐級
辦法逐級核准；金額未達
實收資本額20%或新台幣
核准；金額未達實收資本
三億元者，由董事長核准
額20%或新台幣三億元者
，由董事長核准後始得為
後始得為之；達實收資本
額20%或新台幣三億元以
之；達實收資本額20%或新
上者，另須提報董事會通
台幣三億元以上者，另須提
過後始得為之。
報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
所定處理程序或其他法律
所訂處理程序或其他法律
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者，
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者，
如有董事表示異議且有紀
如有董事表示異議且有紀
錄或書面聲明，公司並應
錄或書面聲明，公司並應
將董事異議資料送審計委
將董事異議資料送審計委
員會。
員會。
三、執行單位
三、執行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設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設
備時，應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時，應依前
項核決權限呈核決後，由使用
決後，由使用部門及管理部門
部門及管理部門負責執行。
負責執行。
四、不動產或設備估價報告
四、不動產或設備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設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設
備，除與政府機關交易、自地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
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
政府機關交易、自地委建、租
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外，
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
交易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使用之機器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
產外，交易金額達公司實收資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
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符合下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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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
、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
、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
為交易價格之參考依據時
為交易價格之參考依據時
，該項交易應先提經董事
，該項交易應先提經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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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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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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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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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會決議通過，未來交易條
會決議通過；其嗣後有交
件變更者，亦應比照上開
易條件變更時，亦同。
程序辦理。
(第二款至第五款略)
(第二款至第五款略)
第八條：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處理
程序
（第一項略）
二、交易條件及授權額度之決定程序
(一) (本款無異動)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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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略）

第八條：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處理 酌作文字修正，
程序
以符法制作業。
（第一項略）
二、交易條件及授權額度之決定程序
(一) (本款無異動)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
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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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略）

第九條：關係人交易之處理程序
第九條：關係人交易之處理程序
配合法令規定修
（第一項略）
訂。
（第一項略）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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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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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易金
他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且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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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
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
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
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
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業發行之貨幣市場基金外，應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
將下列資料，提交董事會通過
信託事業發行之貨幣市場基金
及審計委員會通過後，始得簽
外，應將下列資料，提交董事
訂交易契約及支付款項：
會通過及審計委員會通過後，
始得簽訂交易契約及支付款項：
（第一款至第二款略）
（第一款至第二款略）
(三)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依
(三)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或其
本條第三項第(一)款及
使用權資產，依本條第三
(四)款規定評估預定交易
項第(一)款及(四)款規定
評估預定交易條件合理性
條件合理性之相關資料。
之相關資料。
（第四款至第六款略）
（第四款至第六款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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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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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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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本程序規定先
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經
董事會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取得
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
，董事會得依規定授權董
事長在新臺幣三億元內先
行決行，事後再提報最近
期之董事會追認。

（第八款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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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目至第二目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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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訂

後

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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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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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本程序規定先
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經
董事會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其母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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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得依
規定授權董事長在新臺幣
三億元內先行決行，事後再
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1.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2.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不動產使用權資產。
（第八款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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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目至第二目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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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
使用權資產依本條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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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原

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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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地依本條第三項第
(一)款規定之方法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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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訂

後

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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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地依本條第三項第
(一)款規定之方法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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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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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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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關係人案例相當
且面積相近者。前述所
稱鄰近地區案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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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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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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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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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訂

後

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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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所稱鄰近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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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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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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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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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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本條第三項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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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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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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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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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目至第三目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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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與其母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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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不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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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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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 第十條：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 配合法令規定修
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之處 訂。
資產之處理程序
理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
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度辦理。
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悉依
本公司內部控制制度辦理。
二、交易條件及授權額度之決定程序 二、交易條件及授權額度之決定程序
1.略。
1.略。
2.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應參
2.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應參考國際或市
考國際或市場慣例、可使用
場慣例、可使用年限及對公
年限及對公司未來經濟效益
，決議交易條件及交易價格
司未來經濟效益，決議交易
條件及交易價格，作成分析
，作成分析報告提報董事長
報告提報董事長，其金額未
，其金額未達公司實收資本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
元以上者，由董事長核准後
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
由董事長核准後始得為之；
始得為之；達公司實收資本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
元以上者，另須提報董事會
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另須
通過後始得為之。
提報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3.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
3.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
訂處理程序或其他法律規定
定處理程序或其他法律規定
應經董事會通過者，如有董
應經董事會通過者，如有董
事表示異議且有紀錄或書面
事表示異議且有紀錄或書面
聲明，公司並應將董事異議
聲明，公司並應將董事異議
資料送審計委員會。
資料送審計委員會。
（第四款略）
（第四款略）
三、執行單位
三、執行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時
，應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決後
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時，應
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決後，由
，由使用部門及管理部門負責
執行。
使用部門及管理部門負責執行。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之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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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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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構交
除與國內政府機構交易外，應
易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
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
會計師就交易價格之合理性表
交易價格之合理性表示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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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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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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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
二十號規定辦理。

第十二條：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 第十二條：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 配合法令規定修
之處理程序
之處理程序
訂。
一、交易原則與方針
一、交易原則與方針
(第一款至第二款略)
(第一款至第二款略)
(三)權責劃分
(三)權責劃分
(第1目略)
(第1目略)
2.績效評估及契約總額及
2.績效評估及契約總額及
損失上限之訂定
損失上限之訂定
(1)所使用之風險管理是
(1)所使用之風險管理是
否適當及有無依公司
否適當及有無依公司
所訂之程序辦理。
所定之程序辦理。
(第二項至第四項略)
(第二項至第四項略)
五、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時，董事 五、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時，董事
會之監督管理原則
會之監督管理原則
(第一款至第二款略)
(第一款至第二款略)
(三)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三)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易時，依所訂從事衍生性
易時，依所定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易處理程序規定授
商品交易處理程序規定授
權相關人員辦理者，事後
權相關人員辦理者，事後
應提報最近期董事會。
應提報最近期董事會。
(第四款略)
(第四款略)
第十三條：辦理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之處理程序
(第一項略)
二、其他應行注意事項
(一)董事會日期：參與合併、
分割或收購…（略）備查。
本公司參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
非屬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者，
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規
定辦理。
（以下略）……

第十三條：辦理合併、分割、收購 配合法令規定修
或股份受讓之處理程序 訂。
(第一項略)
二、其他應行注意事項
(一)董事會日期：參與合併、
分割或收購…（略）備查。
本公司參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
非屬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者，
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本
項規定辦理。
（以下略）……

第十四條：資訊公開揭露程序
第十四條：資訊公開揭露程序
配合法令規定修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 訂。
列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
列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
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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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條

文

日內將相關資訊於金管會指定
之網站辦理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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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買賣公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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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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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所訂處理程序規定之全部
或個別契約損失上限金額。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類屬
供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
交易對象非為關係人，交
易金額並達下列規定之一：
1.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未達新
臺幣一百億元者，交易金
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2.本公司實收資本額達新
臺幣一百億元以上者，
交易金額達新臺幣十億
元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本公司取
得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不
動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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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訂

後

條

文

日內將相關資訊於金管會指定
之網站辦理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
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不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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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買賣國內
公債、或附買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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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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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所定處理程序規定之全部
或個別契約損失上限金額。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使用之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且
其交易對象非為關係人，交
易金額並達下列規定之一：
1.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未達新
臺幣一百億元者，交易金
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2.本公司實收資本額達新
臺幣一百億元以上者，
交易金額達新臺幣十億
元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本公司取
得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不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且其
交易對象非為關係人，交
易金額未達新台幣五億元
以上。但實收資本額達新
臺幣一百億元以上者，處
分自行興建完工建案之不
動產，且交易對象非為關
係人，交易金額達新臺幣
十億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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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原

因

原

條

文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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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預計投入之交易金額
未達新台幣五億元以上。
(七)除前六款以外之資產交易
、金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
事大陸地區投資，其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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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下列情形不在
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
內外證券交易所或證券
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
證券買賣，或於國內初
級市場認購募集發行之
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
權之一般金融債券。
3.買賣附買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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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前項交易金額依下列方式
計算之：
1.每筆交易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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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訂

後

條

文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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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其交易對象非為關係人
，公司預計投入之交易金
額未達新台幣五億元以上。
(七)除前六款以外之資產交易
、金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
事大陸地區投資，其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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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下列情形不在
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
券交易所或證券商營業
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
賣，或於國內初級市場
認購募集發行之普通公
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一
般金融債券（不含次順
位債券），或申購或買
回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或
期貨信託基金。
3.買賣附買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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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前項交易金額依下列方式
計算之：
1.每筆交易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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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其使用權資產之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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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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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原

因

原

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修

訂

原

因

5.上述所稱一年內係以本
5.上述所稱一年內係以本
次交易事實發生之日為
次交易事實發生之日為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年，已依本程序規定公
年，已依本程序規定公
告部分免再計入。
告部分免再計入。
二、公告申報程序
二、公告申報程序
（以下略）……
（以下略）……
第十四條之一：
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規定，以證
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
最近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
資產金額計算。公司股票無面額或
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有關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之交易金額
規定，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益
百分之十計算之。

第十四條之一：
配合法令規定修
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規定，以證 訂。
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
最近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
資產金額計算。公司股票無面額或
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有關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之交易金額
規定，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益
百分之十計算之；有關實收資本額
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之交易金額規定
，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益新臺
幣二百億元計算之。

第十五條：本公司之子公司應依下 第十五條：本公司之子公司應依下 配合法令規定修
列規定辦理：
訂。
列規定辦理：
（第一項至第五項略）
（第一項至第五項略）
六、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應公告 六、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應公告
申報標準有關達實收資本額或
申報標準有關達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總資產百分之十規
總資產規定，係以本公司之實
定，係以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
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或總資產為準。
第十八條：附則
本處理程序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
關法令辦理。
本處理程序訂立於民國103年10月
29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104年6月22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105年6月13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106年6月13日。

第十八條：附則
增列修訂次數及
本處理程序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 日期。
關法令辦理。
本處理程序訂立於民國103年10月
29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104年6月22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105年6月13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106年6月13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108年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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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山林水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原

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修 訂 原 因

第二條：資金貸與對象及資金貸與 第二條：資金貸與對象及資金貸與 配合法令規定
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修訂。
(一)本公司之資金，除有下列各款 (一)本公司之資金，除有下列各款
情形外，不得貸與股東或任何
情形外，不得貸與股東或任何
他人：
他人：
(第1款至第2款略)
(第1款至第2款略)
3.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3.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
間，從事資金貸與，不受第
間從事資金貸與，或本公司
一項第二款之限制。
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本公
司從事資金貸與，不受第一
項第二款之限制。
(二)略。
(二)略。
第三條：名詞定義
(第1項至第2項略)
本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易
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
其他足資確定交易對象及交易金額
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配合法令規定
第三條：名詞定義
修訂。
(第1項至第2項略)
本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易
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
其他足資確定資金貸與對象及交易
金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第五條：審查程序
第五條：審查程序
(一)資金貸與他人之必要性及合理 (一)資金貸與他人之必要性及合理
性。
性。
(第1款至第3款略)
(第1款至第3款略)
4.本公司若已設置獨立董事者
4.本公司若已設置獨立董事者
，於將資金貸與他人時，應
，於將資金貸與他人時，應
充分考量各獨立董事之意見
充分考量各獨立董事之意見
，並將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
，獨立董事如有反對意見或
見及反對之理由列入董事會
保留意見，應於董事會議事
紀錄。
錄載明。
(第2項至第4項略)
(第2項至第4項略)
第十二條：罰則
本公司之經理人及主辦人員違反本
程序時，依照本公司規定，依其情
節輕重處罰。

參考證券交易
法 第 14 條 之 3
規定，酌予調
整第4款文字。

第十二條：罰則
配合法令規定
本公司之經理人及主辦人員違反本 修訂。
程序時，依照本公司規定，依其情
節輕重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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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修 訂 原 因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二條第一項規定
時，應與借用人連帶負返還責任；
如公司受有損害者，亦應由其負損
害賠償責任。
第十三條：實施與修訂
本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再經董
事會通過後，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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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併送審計委員會及提報股東會討論
，修正時亦同。
本公司若已設置獨立董事者，依前
項規定將本程序提報董事會討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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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實施與修訂
本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再經董
事會通過後，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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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併送審計委員會及提報股東會討論
，修正時亦同。
本公司若已設置獨立董事者，依前
項規定將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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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
本作業程序訂立於103年10月29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104年6月22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105年1月27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106年6月13日。

第十四條：
增列修訂次數
本作業程序訂立於103年10月29日。 及日期。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104年6月22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105年1月27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106年6月13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108年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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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證券交易
法 第 14 條 之 3
規定，酌予調
整第2項文字。

附件五
山林水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原

條

文

第三條：背書保證對象
一、有業務往來之公司。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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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
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
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書保
證，且其金額不得超過本公司淨值
之百分之十。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
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
背書保證，不在此限。
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或共同
起造人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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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得為
背書保證。

前項所稱出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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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六條：決策及授權層級
本公司所為背書保證事項，應先經
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得為之。若係
時效之必要，得由董事會授權依核
決權限表規定之核決額度先予決行
，事後再報經董事會追認。
(第二項略)

修

訂

後

條

文

修訂原因

配合法令規定
第三條：背書保證對象
本公司得對以下對象為背書保證： 及實務運作修
訂。
一、有業務往來之公司。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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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
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
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書保
證，且其金額不得超過本公司淨值
之百分之十。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
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
背書保證，不在此限。
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或共同
起造人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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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得為
背書保證。但共同承攬公共工程依
規定互保，非屬第二條第一項第三
款事項，得不適用本程序規定。
前項所稱出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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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法令規定
第六條：決策及授權層級
本公司所為背書保證事項，應先經 修訂。
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得為之。若係
時效之必要，得由董事會授權依核
決權限表規定之核決額度先予決行
，事後再報經董事會追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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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項略)

第九條：辦理背書保證應注意事項 第九條：辦理背書保證應注意事項 配合法令規定
(第一項至第二項略)
(第一項至第二項略)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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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修訂原因

三、本公司辦理背書保證因業務需 三、本公司辦理背書保證因業務需
要，而有超過本程序所訂額度
要，而有超過本程序所訂額度
之必要且符合本程序所訂條件
之必要且符合本程序所訂條件
者，應經董事會同意並由半數
者，應經董事會同意並由半數
以上之董事對公司超限可能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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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之損失具名聯保，並修正本
程序，報經股東會追認之；股
程序，報經股東會追認之；股
東會不同意時，應訂定計畫於
東會不同意時，應訂定計畫於
一定期限內銷除超限部分。本
一定期限內銷除超限部分。本
公司若已設置獨立董事者，於
公司若已設置獨立董事者，於
前項董事會討論時，應充分考
前項董事會討論時，應充分考
量各獨立董事之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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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項略)
(第四項略)
第十條：應公告申報之時限及內容 第十條：應公告申報之時限及內容 配合法令規定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將本公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將本公 修訂。
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餘
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餘
額於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指定
額於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指定
之網站辦理公告申報。
之網站辦理公告申報。
二、本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下列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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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
起二日內辦理公告申報：
起二日內辦理公告申報：
1.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餘
1.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餘
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
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
2.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
2.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
背書保 證餘額，達本公司
背書保 證餘額，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二十以上。
二十以上。
3.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
3.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
背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千
背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千
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
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
長期性質之投資及資金貸與
採用權益法之投資帳面金額
餘額合計數達本公司最近期
及資金貸與餘額合計數達本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上。
分之三十以上。
4.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保
4.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保
證金額達新台幣三仟萬元以
證金額達新台幣三仟萬元以
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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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修訂原因

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以下略)

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以下略)

第十三條：實施與修訂
本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再經董
事會通過後，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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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併送審計委員會及提報股東會討論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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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前項規定將本作業程序提報董
事會討論時，應充分考量各獨立董
事之意見。

第十三條：實施與修訂
配合法令規定
本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再經董 修訂。
事會通過後，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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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併送審計委員會及提報股東會討論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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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前項規定將本作業程序提報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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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
本作業程序訂立於103年10月29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104年6月22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105年1月27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105年6月13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106年6月13日。

第十四條：
增列修訂次數
本作業程序訂立於103年10月29日。 及日期。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104年6月22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105年1月27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105年6月13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106年6月13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108年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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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山林水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一章
第

一

總

則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山林水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 E103101

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業

2. E502010

燃料導管安裝工程業

3. E599010

配管工程業

4. F107080

環境用藥批發業

5. F107170

工業助劑批發業

6. F113010

機械批發業

7. F113020

電器批發業

8. F113030

精密儀器批發業

9. F113100

污染防治設備批發業

10. F401010 國際貿易業
11. J101030 廢棄物清除業
12. J101040 廢棄物處理業
13. J101050 環境檢測服務業
14. J101060 廢（污）水處理業
15. C802170 毒性化學物質製造業
16.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
17. CB01030 污染防治設備製造業
18. E103071 地下管線工程專業營造業
19. E501011 自來水管承裝商
20. E503011 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
21. E601010 電器承裝業
22. E601020 電器安裝業
23. E603050 自動控制設備工程業
24. E603080 交通號誌安裝工程業
25. E603090 照明設備安裝工程業
26. E604010 機械安裝業
27. E605010 電腦設備安裝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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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Z05010 儀器、儀表安裝工程業
29. EZ06010 交通標示工程業
30. 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31. F213040 精密儀器零售業
32. F218010 資訊軟體零售業
33. J101990 其他環境衛生及污染防治服務業
34. E701010 電信工程業務
35. D601011 再生水經營業
36. IG02010 研究發展服務業
37. I101061 工程技術顧問業
38.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令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條之一：本公司經董事會同意得對外保證。
第

三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北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立
分公司。

第 四 條：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及其它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二章
第

五

股

份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臺幣2,000,000,000元整，分為200,000,000
股。每股金額新臺幣10元整，得分次發行，未發行股份授權由董事
會視實際需要決議發行之。

第 六 條：(刪除)
第

七

條：本公司股票為記名股票，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並經主管機
關核定之發行簽證機構簽證後發行之。本公司股票公開發行後，發
行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並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錄；發行
其他有價證券者，亦同。

第七條之一：本公司股票公開發行後，如有撤銷公開發行之計畫，應經股東會特
別決議同意，始得為之，且於興櫃期間及上市櫃期間均不變動此條
文。
第 八 條：股東名簿記載之變更，依公司法第165條辦理之。
第八之一條：本公司公開發行後，股務處理依主管機關所頒布之「公開發行公司
股務處理準則」規定辦理。
第三章
第

九

股 東 會

條：股東會分常會及臨時會二種，常會每年召集1次，於每會計年度終
了後6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臨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

十

條：股東因故不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
圍，簽名或蓋章委託代理人出席。本公司公開發行後，股東委託出

- 52 -

席之辦法，除依公司法第一七七條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頒布之「
公開發行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辦理。
第 十一 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七九條所列無
表決權者，不在此限。
第 十二 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
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行之。
第 十三 條：本公司上市（櫃）後召開股東會時，應將電子方式列為表決權行使
管道之一。
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
東會之臨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且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未撤銷意思表示之
股東，仍可出席股東會參與臨時動議之提案及表決，但就原議案自
不得提修正案亦不可再行使表決權。
第四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 十四 條：本公司設董事7-9人，由股東會就有行為能力之人選任，任期三年
，連選得連任。
本公司設獨立董事人數三人，董事（含獨立董事）之選任，採候選
人提名制度，由股東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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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得於董事任期內就其執行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
購買責任保險。有關投保事宜，授權董事會全權處理。
第十四條之一：本公司依據證券交易法第14條之4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
員會應由全體獨立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之成員負
責執行公司法、證券交易法、暨其他法令規定監察人之職權。審
計委員會成立之日同時廢除監察人。
第十四條之二：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
事時，得隨時召集之。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通知，得以書面、傳
真、電子郵件等方式為之。
董事因故不能出席董事會時，得出具委託書，並列舉召集事由之
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理出席。
前項代理人以受一人委託為限。
董事會開會時，得以視訊畫面會議為之。董事以視訊畫面參與會
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第 十五 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
之同意互推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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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六 條：董事長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其代理依公司法第208條規定
辦理。
第 十七 條：全體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對本公司營運參與程度、貢獻價值暨
同業水準後定之。
第五章

經 理 人

第 十八 條：本公司得設經理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29條規定辦
理。
第六章

會

計

第 十九 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年度終了，由董事會造具下列表冊於股東常會開
會三十日前送交審計委員會查核後，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第 二十 條：本公司年度如有獲利，應提撥不低於百分之二為員工酬勞，由董事
會決議 以股票或現金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
從屬公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利數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不高
於百分之二為董事酬勞。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
告。但公司尚有累積虧損時，應預先保留彌補數額，再依前項比例
提撥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
第二十條之一：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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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計期初未分配盈餘後為累計未
分配盈餘，經調整依法令提列或迴轉之特別盈餘公積並扣除保留
適度之盈餘數後，為當年度可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派
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本公司將考量公司所處環境及成長階段，因應未來資金需求、財
務結構、盈餘情形及平衡穩定之股利政策，將視資金需求及對每
股盈餘之稀釋程度，適度採股票股利或現金股利方式發放，其中
現金股利不低於發放股利總額之10%，惟必要時得經股東會決議
調整現金股利及股票股利之分配原則。
第七條

附

則

第二十一條：本公司對外轉投資得超過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四十以上，其授權董事
會執行。
第二十二條：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及其它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二十三條：本章程訂立於民國93年6月1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93年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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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修正於民國95年12月25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97年6月18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97年9月12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99年10月25日
第六次修正於民國99年12月12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100年5月25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102年2月25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102年10月28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103年7月15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103年10月29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104年6月22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105年1月27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105年6月13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105年12月13日
第十六次修正於民國106年6月13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107年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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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山林水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第 一 條： 目的
為保障資產，落實資訊公開，特訂定本處理程序。
第 二 條： 法令依據
本處理程序係依證券交易法第三十六條之一及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以下簡
稱金管會）「公開發行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準則」有關規定訂定。
第 三 條： 資產範圍
一、有價證券：包括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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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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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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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依法律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企業併
購法、金融控股公司法、金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律進行合併、分割或
收購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六條第八項規定發行
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讓）者。
三、關係人、子公司：應依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定之。
四、專業估價者：指不動產估價師或其他依法律得從事不動產、設備估價業
務者
五、事實發生日：指交易簽約日、付款日、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事會決
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易對象及交易金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但屬需經主
管機關核准之投資者，以上開日期或接獲主管機關核准之日孰前者為準。
六、大陸地區投資：指依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在大陸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
合作許可辦法規定從事之大陸投資。
第 五 條： 投資非供營業用不動產與有價證券額度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個別取得上述資產之額度訂定如下：
(一)非供營業使用之不動產之總額不得逾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五十；子公司
不得逾母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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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不得逾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百；子公司不得逾母公
司淨值之百分之三十；如為政府促參法或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投資則
不在此限。
(三)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限額不得逾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五十；子公司不得
逾母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二十；如為政府促參法或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
投資則不在此限。
第 六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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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七 條： 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設備之處理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及設備，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度固定資產循
環程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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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分析報告提報董事長
，其金額未達實收資本額20%或新台幣三億元者，由董事長核准後
始得為之；達實收資本額20%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另須提報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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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應依授權辦法逐級核准；金額未達實收資本額20%或新台幣三億元
者，由董事長核准後始得為之；達實收資本額20%或新台幣三億元
以上者，另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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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若已設置獨立董事者，依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交易提報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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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若已設置審計委員會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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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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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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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決後，由使
用部門及管理部門負責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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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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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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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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設業除採用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易價格之參考
依據外，如有正當理由未能即時取得估價報告者，應於事實發生之
即日起算二週內取得估價報告及前項第三款之會計師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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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處理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有價證券之購買與出售，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度投資循環作業
辦理。
二、交易條件及授權額度之決定程序
(一)有價證券之買賣應由負責單位依市場行情研判決定之。同一標的持
有買賣淨部位其金額未達公司實收資本額20%或新台幣三億元者，
由董事長核准後始得為之。累計交易持有買賣淨部位其金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20%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另須提報董事會通過後始
得為之。每季董事會應就有價證券未實現損益提出分析報告。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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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若已設置獨立董事者，依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交易提報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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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若已設置審計委員會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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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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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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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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執行單位
本公司投資有價證券時，應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後，由財務單位負責執
行。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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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交易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20%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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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管會
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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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之一條： 第七條、第八條及第十條交易金額之計算，應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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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本處理準則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見
部分免再計入。
第 九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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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依第七條、第八條及第十條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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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依第七條、第八條及第十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見。
前項交易金額之計算，應依第八之一條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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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審計委員會同意，再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簽訂交易契約及支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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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評估預
定交易條件合理性之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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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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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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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辦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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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依本程序規定先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經董事會通過部分免再計
入。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董事會得依規
定授權董事長在新臺幣三億元內先行決行，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
事會追認。
(八)本公司若已設置獨立董事者，依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交易提報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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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若已設置審計委員會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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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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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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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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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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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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地依本條第三項第(一)款規定之方法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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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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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稱一年內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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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規定提列特別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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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理。
3.應將本條第三項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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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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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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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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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 條：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處理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度辦理。
二、交易條件及授權額度之決定程序
1.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應參考市場公平市價，決議交易條件及交易價格
，作成分析報告提報董事長，其金額未逾新台幣參佰萬元者，由董事
長核准後始得為之；新台幣參佰萬元以上者，另須提報董事會通過後
始得為之。
2.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應參考國際或市場慣例、可使用年限及對公
司未來經濟效益，決議交易條件及交易價格，作成分析報告提報董事
長，其金額未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
由董事長核准後始得為之；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
億元以上者，另須提報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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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公司若已設置獨立董事者，依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交易提報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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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若已設置審計委員會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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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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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執行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時，應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決後，
由使用部門及管理部門負責執行。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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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與政府機關交易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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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取得或處分金融機構之債權之處理程序
本公司原則上不從事取得或處分金融機構之債權之交易，嗣後若欲從事取得
或處分金融機構之債權之交易，將提報董事會核准後再訂定其評估及作業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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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種類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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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衍生性商品操作前必須注意額度使用狀況並判斷是否為避險性或
追求投資收益之金融性操作等交易型態，以作為會計入帳之基礎。
2.本公司所從事之衍生性商品之操作範圍限定使用以遠期外匯、選
擇權、期貨、利率匯率交換暨上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契約為
主，如須操作其他衍生性商品須於事前呈核董事長並於事後向董
事會報備。
(二)經營(避險)策略
操作衍生性商品交易應以分散風險之原則將資金作有效之分配及減
少損失。
(三)權責劃分
1.衍生性商品交易之授權額度及層級：
(1) 避險性契約以呈核至財務部最高主管後進行。
(2) 非避險性契約之實際交易量未逾淨值之百分之二十者，由財
務部最高主管核准後交易，淨值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則須
呈核至董事長後方可進行。
2.績效評估及契約總額及損失上限之訂定
(1) 所使用之風險管理是否適當及有無依公司所訂之程序辦理。
(2) 財務單位應定期就操作部位計算損益，提報相關資料予會計
單位覆核後轉呈董事長核閱。
(3) 契約總額之訂定
① 避險性契約之操作額度以其累計結餘不超過避險部位之交
易量百分之百為限。
② 非避險性契約之操作額度以其實際交易量不超過淨值之百
分之五十為限。
(4) 損失上限之訂定
① 未實現之總損失（損益合計後之淨額）上限不得超過淨值
之百分之一。
② 個別契約交易之未實現損失上限不得超過未實現總損失（
損益合計後之淨額）上限之百分之十。
③ 上列計算損失上限之市價資料來源依紐約收盤價計算。
(5) 市價之評估若持有部位已逾損失上限時，應於近期董事會提
報，如有必要則採取相關之因應措施。
二、風險管理措施
(一)信用風險管理：
交易的對象限定與公司有業務往來之銀行，並能提供專業資訊為原
則。
(二)市場風險管理：
以銀行提供之公開外匯交易市場為主。
(三)流動性風險管理：
交易之銀行必須有充足的設備、資訊及交易能力並能在任何市場進
行交易。

- 63 -

(四)現金流量風險管理：
財務單位應注意公司之現金流量情形，以確保交割時有足夠之現金
支付。
(五)作業風險管理：
1.必須確實遵守授權額度、作業流程以避免作業上風險。
2.財務單位負責執行衍生性商品之操作，其交易、確認及交割人員
不得互相兼任，交易確認後由會計單位於每月取得銀行對帳單核
對交易情形。
3.風險之衡量、監督與控制人員應與前款人員分屬不同部門，並應
向董事會或向不負交易或部位決策責任之高階主管人員報告。
(六)法律風險管理：
與銀行簽署的文件應與法務人員溝通後才可正式簽署，以避免風險
之發生。
三、內部稽核制度
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性金融商品交易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按
月查核財務及會計單位對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處理程序之遵守情形並分
析交易循環，作成稽核報告，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書面通知審計
委員會。
四、定期評估方式
衍生性商品交易所持有之部位至少每週應評估一次，惟若為業務需要辦
理之避險性交易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應呈送董事會授權之
高階主管人員。
五、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時，董事會之監督管理原則
(一)董事會授權高階主管人員應依下列原則管理衍生性商品之交易：
1.高階主管人員應隨時注意衍生性商品交易風險之監督與控制。
2.定期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之績效是否符合既定之經營策略及
目前使用之風險管理措施是否適當並確實依本程序辦理。
3.監督交易及損益情形，發現有異常情事時，應採取必要之因應措
施，並立即向董事會報告，本公司若已設置獨立董事者，董事會
應有獨立董事出席並表示意見。
(二)定期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之績效是否符合既定之經營策略及承
擔之風險是否在公司容許承受之範圍。
(三)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時，依所訂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處理程
序規定授權相關人員辦理者，事後應提報最近期董事會。
(四)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時，應建立備查簿，就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易之種類、金額、董事會通過日期及依本條第四項、第五項第
(一)及第(二)款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第十三條： 辦理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處理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辦理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時宜委請律師、會計師及
承銷商等共同研議法定程序預計時間表，且組織專案小組依照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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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執行之。並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師、律師或證券承
銷商就換股比例、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金或其他財產之合理性
表示意見，提報董事會討論通過。但本公司合併直接或間接持有百
分之百已發行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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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合併，得免取得前開專家出
具之合理性意見。
(二)本公司應將合併、分割或收購重要約定內容及相關事項，於股東會
開會前製作致股東之公開文件，併同本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專家意
見及股東會之開會通知一併交付股東，以作為是否同意該合併、分
割或收購案之參考。但依其他法律規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合併、
分割或收購事項者，不在此限。另參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
任一方之股東會，因出席人數、表決權不足或其他法律限制，致無
法召開、決議，或議案遭股東會否決，參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
司應立即對外公開說明發生原因、後續處理作業及預計召開股東會
之日期。
二、其他應行注意事項
(一)董事會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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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管會同意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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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管會同意者外，應於同一
天召開董事會。
本公司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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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受讓計畫或計畫執行之人，其職稱、姓名、身分證字號(如為
外國人則為護照號碼)。
2.重要事項日期：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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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時，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
即日起算二日内，將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資料，依規定格式以網際
網路資訊系統申報金管會備查。
本公司參與合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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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者，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第二項及
第三項規定辦理。
(二)事前保密承諾：所有參與或知悉公司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計畫之人，應出具書面保密承諾，在訊息公開前，不得將計畫之內
容對外洩露，亦不得自行或利用他人名義買賣與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案相關之所有公司之股票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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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換股比例或收購價格之訂定與變更：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之公司應於雙方董事會前委請會計師、律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
股比例、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金或其他財產之合理性表示意見
並提報股東會。換股比例或收購價格不得任意變更，但已於契約中
訂定得變更之條件，已對外公開揭露者，不在此限。換股比例或收
購價格得變更條件如下：
1.辦理現金增資、發行轉換公司債、無償配股、發行附認股權公司
債、附認股權特別股、認股權憑證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
券。
2.處分公司重大資產等影響公司財務業務之行為。
3.發生重大災害、技術重大變革等影響公司股東權益或證券價格情
事。
4.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任一方依法買回庫藏股
之調整。
5.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主體或家數發生增減變動。
6.已於契約中訂定得變更之其他條件，並已對外公開揭露者。
(四)契約應載內容：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公司之契約除依
公司法第三百一十七之一條及企業併購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外，並應
載明下列事項。
1.違約之處理。
2.因合併而消滅或被分割之公司前已發行具有股權性質有價證券或
已買回之庫藏股之處理原則。
3.參與公司於計算換股比例基準日後，得依法買回庫藏股之數量及
其處理原則。
4.參與主體或家數發生增減變動之處理方式。
5.預計計畫執行進度、預計完成日程。
6.計畫逾期未完成時，依法令應召開股東會之預定召開日期等相關
處理程序。
(五)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家數異動時：參與合併、
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任何一方於資訊對外公開後，如擬再
與其他公司進行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除參與家數減少，
且股東會已決議並授權董事會得變更權限者，參與公司得免召開股
東會重行決議外，原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中，已進行完
成之程序或法律行為，應由所有參與公司重行為之。
(六)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公開發行公司者，
本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本條第二項(一)款召開董事會日期、
第(二)款事前保密承諾、第(五)款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公司家數異動之規定辦理。
第十四條： 資訊公開揭露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列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
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金管會指定之網站辦理公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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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與關係人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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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買賣公債、或附買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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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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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訂處理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契約損
失上限金額。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類屬供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易對象非為關
係人，交易金額並達下列規定之一：
1.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一百億元者，交易金額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2.本公司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上者，交易金額達新臺幣
十億元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不動產且其交易對
象非為關係人，交易金額未達新台幣五億元以上。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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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預計投入之交易金額未達新台幣五億元以上。
(七)除前六款以外之資產交易、金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陸地區投資
，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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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下列情形不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證券交易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
有價證券買賣，或於國內初級市場認購募集發行之普通公司債及
未涉及股權之一般金融債券。
3.買賣附買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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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前項交易金額依下列方式計算之：
1.每筆交易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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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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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免再計入。
二、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應將相關資訊於金管會指定之網站辦理公告申報。
(二)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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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
金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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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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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於知悉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目重行公告申報。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契約、議事錄、備查簿、估價報
告、會計師、律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見書備置於本公司，除其他法
律另有規定者外，至少保存五年。
(五)本公司依前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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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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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之一： 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規定，以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最
近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金額計算。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
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之交易金額規定，
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益百分之十計算之。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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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子公司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
修正時亦同。
二、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時，亦應依本公司規定辦理。
三、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行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達應公告申報標準者，
本公司應代子公司辦理公告申報。
四、子公司屬國內公開發行公司，其內部稽核人員應按月查核交易單位對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易處理程序之遵守情形，並作成書面紀錄，如發現重大
違規情事，應立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稽核單位，本公司稽核單位應將書
面資料送交審計委員會。
五、本公司稽核人員依年度稽核計劃至子公司進行查核時，應一併了解子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執行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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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六、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應公告申報標準有關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總資產百分之十規定，係以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第十六條： 罰則
本公司員工承辦取得或處分資產違反本處理程序規定者，依照本公司規定，
依其情節輕重處罰。
第十七條： 實施與修訂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再經董事會通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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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並應將董事異議資料送審計委員會。本公司若已設置獨立董
事者，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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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董事如有反對意見或保留意見，應於董事會議事錄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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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若已設置審計委員會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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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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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條： 附則
本處理程序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令辦理。
本處理程序訂立於民國103年10月29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104年6月22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105年6月13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106年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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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山林水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第 一 條： 目的
本公司若因業務需要，需將資金貸與其他公司，均需依照本程序辦理。本程
序如有未盡事宜，另依相關法令之規定辦理。
第 二 條： 資金貸與對象及資金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本公司之資金，除有下列各款情形外，不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1.與本公司有業務往來之公司或行號。
2.與本公司有短期融通資金必要之公司或行號。融資金額不得超過本公
司淨值之百分之四十。前述所稱短期，係指一年或一營業週期（以較
長者為準）之期間。融資金額係指本公司短期融通資金之累計餘額。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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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受第一項第二款之限制。
(二)資金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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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二十為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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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資金貸與有短期融通資金必要之公司或行號者，貸與總金額以不超過
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二十為限；個別貸與金額以不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
之十為限。
3.本公司與母公司或子公司間，或子公司間之資金貸與，應提董事會決
議，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度及不超
過一年之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4.前項所稱一定額度，除符合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者外，本公司或其子公
司對單一企業之資金貸與之授權額度不得超過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十。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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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與總金額以不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八十為限，個別貸與金
額以不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為限，每筆資金貸與期限不得超過
二年，不受本項第1、2款及第四條第一項之限制。
第 三 條： 名詞定義
本程序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應依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認定
之。
本程序所稱之淨值，係指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
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益。
本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易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
資確定交易對象及交易金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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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資金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一)每次資金貸與期限自放款日起，以不超過一年或一營業週期(以較長者
為準)。
(二)本公司辦理資金貸與之利率，不得低於本公司向金融機構短期借款之平
均利率。
(三)放款利息之計收除有特別規定者外，以每月繳息一次為原則，於約定繳
息日前一週通知借款人按時繳息。
(四)借款人如因故未能履行資金貸與契約，本公司除得就其所提供之擔保品
或保證人，依法逕行處分及追償，並按約定利率加收百分之十違約金。
第 五 條： 審查程序
(一)資金貸與他人之必要性及合理性。
1.借款人應提供基本資料及財務資料，並填具資金貸與申請表，敘述資
金用途，借款期間及金額後，送交本公司財務單位。
2.若因業務往來關係從事資金貸與，本公司財務單位經辦人員應評估貸
與金額與業務往來金額是否相當；若因短期融通資金之必要者應列舉
得貸與資金之原因及情形，並加以徵信調查，將相關資料及擬具之貸
放條件呈報董事長後，再提報董事會決議。
3.本公司與借款人簽訂資金貸與契約時，應以向經濟部申請登記之公司
印章為憑辦理，並應辦理核對債務人及保證人印鑑及簽字手續。
4.本公司若已設置獨立董事者，於將資金貸與他人時，應充分考量各獨
立董事之意見，並將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見及反對之理由列入董事會
紀錄。
(二)貸與對象之徵信及風險評估。
1.本公司受理申請後，財務單位經辦人員就借款人之所營事業、財務狀
況、償債能力與信用、獲利能力及借款用途等予以調查、評估，並擬
訂資金貸與最高金額、期限及計息方式之報告書。
2.若屬繼續借款者，應於提出續借申請時重新辦理徵信調查，如為重大
或緊急事件，則視實際需要隨時辦理。
3.若借款人年度財務報表已委請會計師辦妥融資簽證，則得沿用尚未超
過一年之調查報告，併同該期之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以作為貸放之
參考。
4.本公司對借款人作徵信調查時，亦應一併評估資金貸與對本公司之營
運風險、財務狀況及股東權益之影響。
(三)對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狀況及股東權益之影響。
經徵信調查及評估後，董事會決議同意貸放案件，經辦人員應儘速函告
借款人，詳述本公司放款條件，包括額度、期限、利率、擔保品及保證
人等，請借款人於期限內辦妥簽約手續。
(四)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評估價值。
1.借款人若提供擔保品，應辦妥質權或抵押權設定手續，本公司亦需評
估擔保品價值，以確保本公司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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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項債權擔保，債務人如提供相當財力及信用之個人或公司為保證，
以代替提供擔保品者，董事會得參酌調查意見辦理。以公司為保證者
，該保證公司應在公司章程中訂定有得為保證之條款，並應提交其股
東會有關事項決議之議事錄。
3.資金貸與條件經核准並經借款人簽妥合約，辦妥擔保品質(抵)押設定
登記等，全部手續核對無誤後，即可撥款。財務單位得視借款人資金
需求情形一次或分次撥款，借款人亦得一次或分次償還。
第 六 條： 還款
貸款撥放後，應經常注意借款人及保證人之財務、業務以及信用狀況等，如
有提供擔保品者，並應注意其擔保價值有無變動情形，在放款到期前，應通
知借款人屆期清償本息。
第 七 條： 展期
(一)借款人於貸放案到期前，如有需要，應於借款到期日前一個月申請展期
續約，並以一次為限，除符合第二條第二項第5款規定者外，加計原貸
與期限不得違反第四條第一項之規定，本公司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後重
新辦理相關手續。
(二)凡未經董事會核定展期者，借款人應即還清本息，違者依法追償。
第 八 條： 案件之登記與保管
(一)公司辦理資金貸與事項，應建立資金貸與他人備查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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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應審慎評估之事
項詳予登載備查。
(二)貸放案件經辦人員對本身經辦之案件，於撥貸後，應將相關文件依序整
理後，呈請財務單位主管檢驗，俟檢驗無誤，雙方並於保管品登記簿簽
名或蓋章後保管保存於保險箱。
第 九 條： 辦理資金貸與他人應注意事項：
(一)本公司將公司資金貸與他人前，應審慎評估是否符合本程序之規定，併
同評估結果提董事會決議後辦理，不得授權其他人決定。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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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即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
會。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更，致貸與對象不符本程序規定或餘額超限時，稽核單
位應督促經辦單位訂定改善計畫，將該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會，並依計
劃時程完成改善。
第 十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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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亦應訂定本程序並依所定程序
辦理。
(二)子公司應於每月十日以前編製上月份資金貸與其他公司明細表，並呈閱
本公司。
(三)子公司設有稽核人員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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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即以書面通知本公
司稽核單位，本公司稽核單位應將書面通知送交審計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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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公司稽核人員依年度稽核計劃辦理對子公司監理查核時，應一併了解
子公司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執行情形，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
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第十一條： 資訊公開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資金貸與餘額於金融監
督管理委員會指定之網站辦理公告申報。
(二)本公司資金貸與餘額達下列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辦
理公告申報：
(1) 資金貸與他人之餘額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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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公司或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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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行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三款應公告申報之
事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四)本公司應評估資金貸與情形並提列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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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 罰則
本公司之經理人及主辦人員違反本程序時，依照本公司規定，依其情節輕重
處罰。
第十三條： 實施與修訂
本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再經董事會通過後，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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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
會及提報股東會討論，修正時亦同。
本公司若已設置獨立董事者，依前項規定將本程序提報董事會討論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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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 本作業程序訂立於民國103年10月29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104年6月22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105年1月27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106年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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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山林水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第 一 條： 目的
為使本公司有關對外背書保證事項有所遵循，特訂定本程序。如有未盡事宜
，另依相關法令之規定辦理。
第 二 條： 適用範圍
本程序所稱之背書保證係指下列事項：
一、融資背書保證，包括：
(一)客票貼現融資。
(二)為他公司融資之目的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三)為本公司融資之目的而另開立票據予非金融事業作擔保者。
二、關稅背書保證，係指為本公司或他公司有關關稅事項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三、其他背書保證，係指無法歸類列入前二款之背書或保證事項。
本公司提供動產或不動產為他公司借款之擔保設定質權、抵押權者，亦應依
本程序規定辦理。
第 三 條： 背書保證對象
一、有業務往來之公司。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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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書保證，且
其金額不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不在此限。
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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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受前二
項規定之限制，得為背書保證。
前項所稱出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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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四 條： 名詞定義
本程序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應依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認定
之。
本程序所稱之淨值，係指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
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益。
本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易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
資確定交易對象及交易金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第 五 條： 背書保證之額度
本公司與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不超過（不含）本公司淨
值百分之五十，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額度以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二十為限，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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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海外單一聯屬公司則以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三十為限，如因業務關係從事背
書保證者，則不得超過最近一年度與本公司交易之總額。
本公司與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對於因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或共同起造人間
依合約規定互保，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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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不超過（不含）本公司淨值之六倍為限，對單一企業背
書保證額度，以本公司淨值之三倍為限，不受前項之限制。
淨值以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所載為準。
第 六 條： 決策及授權層級
本公司所為背書保證事項，應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得為之。若係時效之
必要，得由董事會授權依核決權限表規定之核決額度先予決行，事後再報經
董事會追認，如有獨立董事，應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見及反對之理由列
入董事會記錄。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子公司，依第三條第
二項規定為背書保證前，並應提報本公司董事會決議後始得辦理。但本公司
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不在此限。
第 七 條： 背書保證辦理程序
一、被背書保證企業需使用額度內之背書保證金額時，應提供基本資料及財
務資料，並填具背書保證申請表向本公司提出申請，本公司權責單位應
詳加評估，並辦理徵信工作，送財務單位審查。評估項目包括其必要性
及合理性、因業務往來關係從事背書保證，其背書保證金額與業務往來
金額是否相當、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狀況及股東權益之影響，以
及是否應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價值評估等。
二、本公司財務單位經辦人員將前項相關資料及評估結果彙整，若辦理背書
保證當時之累計餘額尚未超過淨值百分之三十，則呈請董事長裁示後辦
理，事後再報經董事會追認；若背書保證累計餘額已超過淨值百分之三
十，則送董事會核定，並依據董事會決議辦理。
三、財務單位所建立之背書保證備查簿，應就背書保證對象、金額、董事會
通過或董事長決行日期、背書保證日期、依本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
擔保品內容及其評估價值以及解除背書保證責任之條件與日期等，詳予
登載備查。
四、背書保證到期前，權責單位應通知被背書保證企業於到期時辦理註銷該
次背書保證相關事項，以便解除本公司保證之責任，財務單位並登載於
背書保證備查簿上。
五、財務單位應評估或認列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露
背書保證資訊，並提供相關資料予簽證會計師執行必要查核程序。
第 八 條： 印鑑章保管及程序
背書保證之專用印鑑章為向經濟部申請登記之公司印章，該印章應由董事會
同意之專人保管，變更時亦同；辦理背書保證時，應依公司規定作業程序使
得鈐印或簽發票據；本公司若對國外公司為保證行為時，公司所出具保證函
應由董事會授權之人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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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條： 辦理背書保證應注意事項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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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即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
會。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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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條所訂額度時，則稽核單位應督促財務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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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該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會，並依計劃時程完成改善。
三、本公司辦理背書保證因業務需要，而有超過本程序所訂額度之必要且符
合本程序所訂條件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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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修正本程序，報經股東會追認之；股東會
不同意時，應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內銷除超限部分。本公司若已設置獨
立董事者，於前項董事會討論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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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公司對子公司背書保證，當子公司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時，
應於合約所訂期限屆滿前，評估可能產生之損失及提出改善計劃，然因
業務需要而有背書保證之必要者，應由半數以上之董事，對公司可能產
生之損失具名聯保，並經董事會同意。
第 十 條： 應公告申報之時限及內容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將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餘額於金融監
督管理委員會指定之網站辦理公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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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理公告申報：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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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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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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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性質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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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金額達新台幣三仟萬元以上，且達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行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四款應公
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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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訂定本作業程序並依本作
業程序辦理；本辦法需經子公司董事會通過，交子公司監察人且提報子
公司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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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公司應於每月十日以前編製上月份為他人背書保證明細表，並呈閱本
公司。
三、子公司設有稽核人員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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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立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稽核單位，本公司稽核單位應將書面資料送交審計委員會。
四、本公司稽核人員依年度稽核計劃辦理對子公司監理查核時，應一併了解
子公司為他人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執行情形，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
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第十二條： 罰則
本公司之經理人及主辦人員違反本程序時，依照本公司規定，依其情節輕重
處罰。
第十三條： 實施與修訂
本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再經董事會通過後，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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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
會及提報股東會討論，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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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項規定
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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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其同
意或反對之明確意見及反對之理由列入董事會記錄。
第十四條：本作業程序訂立於民國103年10月29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104年6月22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105年1月27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105年6月13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106年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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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山林水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 一 條：本公司股東會議依本規則行之。本公司公開發行時應依循其相關法令
、主管機關之規定。
第 二 條：本規則所稱股東，係指股東本人及依據「公開發行公司出席股東會使
用委託書規則」所規範之受託代理人與徵求人。
第 三 條：股東出席股東會應憑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完成出席股東會手續
；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正本或其他經本公司認可之證明文件，以備
工作人員於必要時核對後方可辦理出席。
股東會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礎。出席股數應依完成出席手續之簽
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加計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之股數計算之。
第 四 條：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營運所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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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且會場應有適足之工作人員，受理股東辦理出
席手續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理；但如遭突發性不可抗
力之情事時則不受此限，並應儘速排除狀況或採其他因應措施等受理
股東辦理出席股東會。
需參與及協助召開股東會之相關人員，如具有股東之身分，得不受所
公告之辦理出席手續時間之限制。
第 五 條：股東會除法令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股東會之主席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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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理之，董事長
未指定代理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理之。
第 六 條：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律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列席股東會。
第 七 條：有關股東會會議過程，公司應全程錄音及錄影，並至少須保存一年。
但經股東依公司法189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 八 條：已屆開會時間，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之股東出席，主席即宣佈
開會。如已逾開會時間惟未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佈延長之，延長兩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不得超過一小
時。延後兩次仍不足額而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
席時，得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規定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
同意為假決議。
股東會為前項假決議時，如出席股東所代表之股份總數已足代表已發
行股份總數過半數之股東出席數額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
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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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所排定
之議程進行，非經股東會決議不得變更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不得逕行宣佈散
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
席股東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
，繼續開會。
第 十 條：本公司上市（櫃）後召開股東會時，應將電子方式列為表決權行使管
道之一。
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
會之臨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且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未撤銷意思表示之股
東，仍可出席股東會參與臨時動議之提案及表決，但就原議案自不得
提修正案亦不可再行使表決權。
第十一條：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以發言條填明股東戶號、姓名、及發言要點，
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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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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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於股東會之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不得超過兩次，每次不得
超過五分鐘。
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第十三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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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五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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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六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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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做成紀錄。
第十七條：會議進行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
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形宣布續行開會之時間。股東會排定之議
程於議事（含臨時動議）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用，
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行
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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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議案之表決，除法令另有規定外，均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
通過之。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無股東異議者，其效力同投票表決
通過。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179條第二項所列無表決
權者，不在此限。
第十九條：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利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利益之虞時，不
得加入表決，並不得代理他股東行使其表決權。
第二十條：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數，不算入已發行股份之總數。
前條不得行使表決權之股份數，不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數。
第廿一條：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
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行表決。
第廿二條：主席得指揮糾察員、保全人員或工作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
第廿三條：股東會之決議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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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錄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錄應記載會議之年、月、日、場所、主席姓名及決議方法，並應
記載議事經過之要領及其結果。
議事錄、出席股東之出席簽到卡及代理出席之委託書應依主管機關規
定妥善保存。
第廿四條：本規則未訂事項，悉依公司法、本公司章程及其他有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廿五條：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行，修改時亦同。
本規則訂立於民國103年10月29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104年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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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山林水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一、 本 公 司 實 收 資 本 額 為 1,378,122,970 元 ， 已 發 行 股 份 為
137,812,297股。
二、 依「公開發行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數及查核實施規則」規
定，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份總數為8,268,737股。
停止過戶日：108年4月15日
職

稱

姓
名
力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郭淑珍
力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郭濟綱
力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郭濟安
力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存富
鶴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李海楓
鶴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曹曜鴻

董事長
董

事

持有股數

持股比率(%)

1,571,069

1.14%

88,458,755

64.19%

獨立董事 劉 榮 輝

0

0%

獨立董事 吳 繁 治

0

0%

獨立董事 古 振 東

0

0%

90,029,824

65.33%

董

事

董

事

董

事

董

事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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