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ㄧ、107 年度營業成果報告 

本公司為了因應台灣影視產業亟須優秀編劇的現狀，從 105 年起成立影

一編劇班，邀請知名編劇老師傅秀玲指導，以培養未來可持續合作的編劇新

秀。從影一編劇班所催生出的第一個成功的劇本，由簡肇萱所撰寫的《大體

臨門》，由真實新聞事件取得靈感，發展成令人噴飯的黑色喜劇，在荒謬爆

笑的劇情中暗諷人性的貪嗔癡。本公司邀請曾在《青田街一號》合作愉快並

入圍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的李中執導，由柯宇綸、廖峻、小 8、林美秀等堅強

卡司主演，於 107 年度三月完成拍攝，預計於 108 年度上半年推出。 

由台灣遊戲開發團隊「赤燭遊戲」所打造的驚悚遊戲《返校》，在 106

年推出後一戰成名，由本土歷史與在地信仰取材的內容，以及獨樹一格的影

音氛圍，在國內外引起巨大迴響。本公司立即搶先取得電影版授權發展劇本，

由多年來備受矚目的新導演徐漢強執導，描述翠華中學兩名高中生試圖逃出

荒蕪孤絕的校園，卻發現了不為人知的驚人真相。該片是台灣首部由本土電

玩取材改編的電影，於107年度四月完成拍攝，預計於108年度下半年推出。 

107 年度經紀藝人鳳小岳參與網劇「Ai 在西元前」演出，並擔任郭元

益品牌代言人，且出席 TISSOT 亞運紀念款等活動。柯宇綸參與電影「大體

臨門」演出，目前已和影一結束經紀合約。陳妍嵐出席 Lancome 絕對完美系

列活動、Farragamo2018 春夏精品活動、Cartier 活動、 Lancome 絕對完全

系列廣編拍攝及蕭邦 2018 頂級珠寶媒體發表會等。陳竹昇參與電影「大體

臨門」演出、電影「傻傻愛你，傻傻愛我」演出、電視「8 號公園」演出、

電視電影「角頭外傳」等演出，出席「創集團-用表演的力量鼓動內容創意

的波瀾」演講，擔任第二十屆台北電影節頒獎典禮主持人，舒跑鹼性離子水

廣告等演出。馬志翔參與網劇「人際關係事務所」和電影「市長夫人的秘密」

皆已上映，接演日本電影「艾莉絲旅館」，原住民就業促進系列活動演講，

Twinngs 唐寧茶等活動。李宸銨參與舒潔廣告演出。李智凱參與桃園機場體

育之光候機室展覽、TISSOT 亞運特別紀念款活動大使等。李冠毅加入經紀

部，參與電影「寒單」演出與電影「返校」等演出。新人曾敬驊加入經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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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本公司 107 年度營運成果及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彙整如下： 

(ㄧ)107 年度營運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金    額 

營業收入 27,601 

營業毛利 5,132 

營業費用 22,585 

營業利益 (17,453)

稅前淨利 (17,848)

所得稅費用 0 

稅後淨利 (17,848)

(二)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項 目 
107 年度 

財 

務 

收 

支 

營業收入 27,601 

營業毛利 5,132 

本期淨利 (17,848)

獲 

利 

能 

力 

分 

析 

資產報酬率(%) (8.29)

股東權益報酬率(%) (15.13)

占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 (6.23)

稅前利益 (6.38)

純益率(%) (64.68)

每股盈餘(元) (0.64)

二、108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本公司致力拍攝能夠捕捉在地情感獲得普羅大眾共鳴的作品，台灣社會

底層人物奮鬥的真實故事，便是最重要的取材靈感來源之一。在貧富差距的

人生現況中，貧窮家庭常在親人過世後，面對難以負擔喪葬費的困境，雲林

一群夜市攤販因此組成了雲林夜市慈愛會，籌募善款捐助弱勢家庭身後喪葬

費用，多年來扶助了無數個案，留下許多感人故事。本公司經過兩年的田野

調查訪談與發展劇本，將於 108 年暑假開拍《捐棺》（暫名）。 

本公司於 2010 年推出《艋舺》創下佳績，開啟本土黑幫青春電影新類型，

從此影壇陸續製作《角頭》、《角頭 2 王者再起》等片，持續探索此類型的開

發空間。身為此一類型電影的開路先鋒，本公司計畫以全新角度切入，以一

名在龍蛇雜處的江湖成功生存的女性做為主人翁，籌備製作全新黑幫電影《林

森北路》，計畫於 108 年間開發劇本，並於該年年底拍攝。 

陳玉勳導演在《健忘村》之後再度嘗試全新創作路線，寫出都會愛情喜

劇劇本《消失的情人節》，本公司再度攜手合作參與投資，預計於 108 年完成

拍攝，瞄準 109 年情人節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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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全球觀賞影視產品的消費生態逐漸改變，OTT 影音串流平台，

成為觀眾在大銀幕電影放映、傳統電視播放以及影音產品租售之外的重

要娛樂選擇，而 Netflix 更是促成此一改變的最重要推手。Netflix 目

前在全球逾 190 個國家與地區，擁有超過 1.39 億名付費會員，被視為

OTT 產業龍頭。根據 Netflix2018 年第 4 季財報，全球共新增 880 萬名

付費會員，其中 730 萬來自美國以外的市場、年增 33%，代表著國際市

場早已是成長主要來源。 

Netflix 的影音串流平台，讓優質的內容能夠超越國界，打破過去

傳統版權地區的界線，因此 Netflix 正積極投資世界各地的內容製作，

將在亞洲的日本、台灣、泰國、印度和韓國等地區，籌備製作大量全新

亞洲原創作品，希望找到與觀眾共鳴的故事。本公司因應全球影視工業

潮流，除了原本擅長的劇情長片製作之外，也開始為已成大勢所趨的影

音串流平台量身打造內容，於 107 年開始與台灣備受期待的新導演曾英

庭合作，發展以跨國移工為題材的網劇《移工擂台》，透過令人熱血沸

騰的泰拳作為切入點，呈現來自不同國家的移工，在台灣努力生存的精

神與情感。Netflix 不僅在劇本發展階段對《移工擂台》表達高度興趣

持續關注，更優先對本公司已完成拍攝的電影《返校》洽談合作，可望

開啟本公司未來在 OTT 平台的合作發展空間。 

三、營運展望 

本公司在製作電影上除了持續嚴格控管製作預算及品質外，也將積極開

發具商業價值電影、與國內外優質電影公司共同製作電影、爭取國際電影協

拍機會並結合新媒體公司開發新的影片項目。公司在經紀業務上將持續培育

旗下藝人及發掘新藝人，讓其成為公司穩定的收入來源。本公司致力創造最

大的獲利並提昇公司價值，以回饋所有股東。 

董事長：董俊仁 總經理：李 烈 會計主管：盧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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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單位：新台幣 元 

民國 106 年 12 月 31 日累計虧損 ($153,680,950)

加：107 年度稅後淨損 ($17,847,594)

民國 107 年 12 月 31 日累計虧損 ($171,528,544)

董事長：董俊仁 總經理：李 烈 會計主管：盧惠華 

民國 107 年度 

影一製作所股份有限公司 

盈虧撥補表 



附件三 

影一製作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 107 年度營業報告書、盈虧撥補表及財務

報表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上述營

業報告書、盈虧撥補及財務報表案，經本監察人審查完竣，認為尚無

不符，爰依公司法第 219 條規定繕具報告，敬請 鑒察。 

此致 

本公司 108 年股東常會 

中 華 民 國 1 0 8 年 4 月 2 2 日

邱泰翰 (簽章) 

王冠中 (簽章) 

監察人：亞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劉均緯 (簽章) 



附件四 

影一製作所股份有限公司 

     改善營運計畫執行報告 

一、本公司最近年度損益資料如下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科目 
107 年度 106 年度 105 年度 

營業收入 27,601 20,440 21,635

營業成本 22,469 11,406 14,284

營業毛利 5,132 9,034 7,351

營業費用 22,585 27,746 26,216

營業利益 (17,453) (18,712) (18,86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395) (42,117) (45,026)

本期稅前淨利 (17,848) (60,829) (63,891)

所得稅費用 - - -

本期稅後淨利 (17,848) (60,829) (63,891)

二、本公司104年第二次現金增資申請時附帶之「健全營運計畫」中之預計未來

三年損益資料如下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年度 

105 年 

第一季

105 年 

第二季

105 年 

第三季

105 年 

第四季
105 年度 

營業收入淨額 5,219 11,483 53,289 12,789 82,780

營業成本 3,998 5,049 25,724 6,352 41,123

營業毛利 1,221 6,434 27,656 6,437 41,657

減：營業費用 5,894 5,895 14,393 5,391 31,573

銷售費用 - 375 9,000 - 9,375

管理費用 5,894 5,520 5,393 5,391 22,198

營業利益 (4,673) 539 13,172 1,046 10,084

加：營業外收入 125 125 125 125 500

減：營業外支出 235 235 113 112 695

本期稅前淨利 (4,783) 429 13,184 1,059 9,889

減：所得稅費用 - - - - -

本期稅後淨利 (4,783) 429 13,184 1,059 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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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年度 

106 年 

第一季

106 年 

第二季

106 年 

第三季

106 年 

第四季
106 年度 

營業收入淨額 44,003 22,451 42,001 384,939 493,394

營業成本 14,441 8,173 32,853 126,114 181,581

營業毛利 29,562 14,278 9,148 258,825 311,813

減：營業費用 8,847 6,710 8,839 95,288 119,684

銷售費用 3,375 1,217 3,362 74,813 82,767

管理費用 5,472 5,493 5,477 20,475 36,917

營業利益 20,715 7,568 309 163,537 192,129

加：營業外收入 137 137 138 138 550

減：營業外支出 150 150 150 11,287 11,737

本期稅前淨利 20,702 7,555 297 152,388 180,942

減：所得稅費用 - - - - -

本期稅後淨利 20,702 7,555 297 152,388 180,942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年度 
107 年 

第一季

107 年 

第二季

107 年 

第三季

107 年 

第四季
107 年度 

營業收入淨額 5,620 17,202 28,219 237,614 288,655

營業成本 4,129 4,782 10,271 42,008 61,190

營業毛利 1,491 12,420 17,948 195,606 227,465

減：營業費用 5,472 6,453 7,517 70,925 90,367

銷售費用 - 960 2,040 45,450 48,450

管理費用 5,472 5,493 5,477 25,475 41,917

營業利益 (3,981) 5,967 10,431 124,681 137,098

加：營業外收入 125 125 125 125 500

減：營業外支出 235 135 113 2,272 2,755

本期稅前淨利 (4,091) 5,957 10,443 122,534 134,843

減：所得稅費用 - - - - -

本期稅後淨利 (4,091) 5,957 10,443 122,534 134,843

三、本公司現金增資之資金使用情形： 

本公司104年辦理第二次現金增資主係用於充實營運資金，目前資金動用金
額共計$100,000仟元，其中製作電影《健忘村》$21,850仟元、投資電影《翻滾
吧！男人》$13,000仟元、投資電影《我的蛋男情人》$5,250仟元、投資電影《麥
兵兵》$19,073仟元、投資電影《謊言西西里》$9,477仟元、薪資支出$17,074
仟元及事務性費用$14,276仟元。上述款項均屬營運所需， 與公司現金增資之目
的相符。

 四、107年未能達到預期損益之說明： 

 本公司於105年二月開拍電影《健忘村》，於106年一月底春節賀歲檔兩岸
同步上映，但因導演陳玉勳於太陽花學運期間曾留下發言紀錄，遭大陸網民指
為台獨，引發政治爭議。大陸合資片商萬達退出出品方，原定的春節檔排片嚴
重受到影響，兩岸觀眾並分別傳出抵制而讓票房不如預期，最終兩岸合計票房
約1.08億台幣，連帶影響106年度與107年度之預期損益。 

五、本公司考量未來營業所需支出及影片製作所需資金，目前現有的資金將無法
滿足公司未來需求。公司預計在 108 年度辦理現金增資以充實營運資金，
藉以提升穩定的獲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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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一製作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備 註

第二條 本程序所稱資產之適用範圍如下： 

一、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表彰基金之有

價證券、存託憑證、認購(售)權證、受益證券及資產

基礎證券等投資。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資性不動產、

營建業之存貨)及設備。 

三、會員證。 

四、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五、使用權資產。 

六、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買匯貼現及放款、

催收款項）。 

七、衍生性商品。 

八、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

分之資產。 

九、其他重要資產。 

第二條 本程序所稱資產之適用範圍如下： 

一、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表彰基金之有

價證券、存託憑證、認購(售)權證、受益證券及資產

基礎證券等投資。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資性不動產、土

地使用權、營建業之存貨)及設備。 

三、會員證。 

四、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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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配合國際財務報導第十六號租

賃公報規定，擴大使用權資產

範圍，故新增第五款文字說

明，並將第二款土地使用權移

至第五款中。

2.將原第五款至第八款移列第六

款至第九款。

第三條 本程序用詞定義如下： 

一、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特定利率、金融工具價

格、商品價格、匯率、價格或費率指數、信用評等或

信用指數、或其他變數所衍生之遠期契約、選擇權契

約、期貨契約、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上述契

約之組合，或嵌入衍生性商品之組合式契約或結構型

商品等。所稱之遠期契約，不含保險契約、履約契約、

售後服務契約、長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銷)貨契約。

二、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

第三條 本程序用詞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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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配合國際會計財務報導準則第

九號金融工具之定義，故修正

第一款文字。

2.配合 107 年 11 月 1 日施行之公

司法條文，故修正第二款文字。

3.為明確定義專業機構投資人範

圍及國內外證券交易處所與證

券商營業處所，故增列第七款

至第九款文字說明。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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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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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規定
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讓)者。 
三至六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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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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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至六略。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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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未曾因違反證券交易法、公司法、銀行法、保險

法、金融控股公司法、商業會計法，或有詐欺、背信、

侵占、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犯罪行為，受一年以上有

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但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

已滿三年者，不在此限。 

二、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

形。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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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估價者、其估價人員、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注意事

項、專家消極資格與專家責任，

故增列相關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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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者之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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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及資料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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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之
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係
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循環辦
理。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1.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應參考
公告現值、評定價值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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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其金額在新台幣
壹仟萬元以下者，應呈請董事長核准並於事後最近一
次董事會中提報；超過該金額者，則應經董事長核准
後提報董事會通過使得為之。
2.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其金額在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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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設備，係依本公司內部
控制制度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循環辦理。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1.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應參考公告現值、評定
價值及鄰近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等，決議交易條件及
交易價格作成報告，其金額在新台幣壹仟萬元以下
者，應呈請董事長核准並於事後最近一次董事會中提
報；超過該金額者，則應經董事長核准後提報董事會
通過使得為之。
2.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設備，其金額在新台幣壹佰萬元
以下者，應依「資本支出與事務費用核准權限表」逐
級核准；超過該金額者，則應經董事長核准後提報董

配合國際財務報導第十六號租賃

公報規定，將使用權資產納入，

故修正相關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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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下者，應依「資本支出與事務費用
核准權限表」逐級核准；超過該金額者，則應經董事
長核准後提報董事會通過使得為之。 
三、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時，

應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後，由使用單位及行政單位負

責執行。 

四、不動產或設備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除

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先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

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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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嗣後有交易條件變更者，亦同。

2.以下略。

事會通過使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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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呈核後，由使用單位及行政單位負責執行。 

四、不動產或設備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除與政府機關交

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先取得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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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以下略。

第八條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

員證之處理程序： 

一至四略。 

第八條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處理程序： 

一至四略。 

配合國際財務報導第十六號租賃

公報規定，將使用權資產納入，

故修正相關文字說明。 

第十二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逹公司實收額百分

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

回證劵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國內貨幣市場基金外，應

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

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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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逹公

司實收額百分之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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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購或買回證劵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國內貨幣市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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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配合國際財務報導第十六號租

賃公報規定，將使用權資產納

入，故修正相關文字說明。

2.為避免國內外政府之債信不

同，明定僅限國內債券，故修

正相關文字。

3.考量公司未來業務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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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至二略。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第十三

條及第十四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

資料。 

四至七略。 

本公司與母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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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得依第六條第二項規定，授權董事長

在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

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獨立董事依第一項規定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

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

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以下略。 

一至二略。 

三、依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

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至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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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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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若已設置獨立董事，依第一項規定提報董事會

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

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以下略。 

並遵循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

管證發字第 1070341072 號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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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故

修正相關文字說明。 

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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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至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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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前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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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依前條規定辦理，不適用前三項規定：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 

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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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至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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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評估不
動產成本，並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第十
二條規定辦理，不適用前三項規定：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 
二、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
五年。 

1.配合國際財務報導第十六號租

賃公報規定，將使用權資產納

入，故修正相關文字說明。

2.考量公司未來業務整體規劃，

並遵循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

管證發字第 1070341072 號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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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故

修正第四項相關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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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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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略。 

四、本公司與母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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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略。 

第十四條 本公司依前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評估

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第十五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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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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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

營建成本加計合理營建利潤，其合計數逾實際交易價

格者。所稱合理營建利潤，應以最近三年度關係人營

建部門之平均營業毛利率或主管機關公布之最近期

建設業毛利率孰低者為準。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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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動產或租賃取得不動產使

用權資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

係人交易案例相當且面積相近者。

以下略。

第十四條 本公司依前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評估結

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第十五條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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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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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

營建成本加計合理營建利潤，其合計數逾實際交易價

格者。所稱合理營建利潤，應以最近三年度關係人營

建部門之平均營業毛利率或主管機關公布之最近期建

設業毛利率孰低者為準。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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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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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合理樓層價差

推估其交易條件相當者。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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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 

遵循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

發字第 1070341072 號放寬向關係

人取得不動產使用權資產規範，

故增刪相關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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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如經按前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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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

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者，本款前段對於審

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準用之。 

三、應將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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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依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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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

別盈餘公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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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依前二

項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按第十

三條及第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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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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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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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1.配合國際財務報導第十六號租

賃公報規定，將使用權資產納

入，故修正相關文字說明。

2.新增修設置審計委員會之相關

文字說明。

第十六條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易，應依循本

公司「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辦法」之各項規定。 

第十六條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之交易，應依

循本公司「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處理辦法」之各項規

定。 

配合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擴

大衍生性商品範圍，故刪減相關

文字。 

第十九條 本公司至三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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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應與

第十九條 本公司至三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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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應與

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

發字第 1070341072 號修正條文修

正相關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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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備 註

其簽訂協議，並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其簽訂協議，並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公司有非屬公開發行公司者，應與其簽訂協議，

並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及前條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公司有非屬公開發行公司者，應與其簽訂協議，

並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辦理。 

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

發字第 1070341072 號修正條文修

正相關文字說明。 

第二十五條 應辦理公告申報之標準及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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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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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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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買賣國

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

證劵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至三略。 

四、取得或處分供營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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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交易金額達新

臺幣五億元以上。 

(二)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上，交易金額達

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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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金額達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其中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

元以上，處分自行興建完工建案之不動產，且交易對

象非為關係人者，交易金額為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分成、

第二十五條 應辦理公告申報之標準及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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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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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回國內證劵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不

在此限。 

二至三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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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交易金額達新

臺幣五億元以上。 

(二)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上，交易金額達

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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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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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

1.配合國際財務報導第十六號租

賃公報規定，將使用權資產納

入，故修正相關文字說明。

2.為避免國內外政府之債信不

同，明定僅限國內債券，故修

正相關文字。

3.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

證發字第 1070341072 號放寬營

建業者處分交易，故增修相關

文字。

4.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

證發字第 1070341072 號放寬以

投資為專業公司者買賣有價證

券，故增修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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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且其交易對象為非關係

人，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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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

限： 

(一)買賣國內公債。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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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次順序債券)，或申購或買回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或期貨信託基金，或證券商因承銷業務需要、擔

任興櫃公司輔導推薦證券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

證劵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一至二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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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

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買賣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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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證券商因承銷業務需要、擔任興櫃公司輔導推

薦證券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

認購之有價證券。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

證劵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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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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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一至二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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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 
第三十條 本程序之訂定，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送
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如有董事
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將董事異議資料
送各監察人。 
獨立董事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提
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
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第三十條 本程序之訂定，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送

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如有董事

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將董事異議資料

送各監察人。 

本公司若已設置獨立董事，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

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

刪除重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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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明。 
本公司若已設置審計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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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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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董事，以實際在

任者計算之。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本公司若已設置審計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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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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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董事，以實際在

任者計算之。 

本程序第十二條及本條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

員會準用之；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對於審計

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準用之。 

第三十一條 本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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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程

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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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程序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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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一條 本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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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程

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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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發

字第 1070341072 號針對股票無面

額或每股面額非屬 10 元者，有關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100 億元之

計算方式。 

第三十四條 本處理程序於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21

日經股東會通過。 

本處理程序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02年 4月 25日。

本處理程序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8 日。

本處理程序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06年 6月 20日。

本處理程序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08年 6月 20日。

第三十四條 本處理程序於中華民國102年 2月 21日

經股東會通過。 

本處理程序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25 日。

本處理程序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8 日。

本處理程序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20 日。

新增修訂日期之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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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一製作所股份有限公司 

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備 註

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辦法 衍生性商品金融交易處理辦法 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

發字第 1070341072 號擴大衍生性

商品範圍故修正本辦法名稱，刪

除金融二字。 

第一條、目的 

為保障投資股東權益，落實資訊公開，並建立衍生性

商品交易風險管理制度，使本公司之衍生性商品交易

在作業上有所遵循，茲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準則」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目的 

為保障投資股東權益，落實資訊公開，並建立衍生性

金融商品交易風險管理制度，使本公司之衍生性金融

商品交易在作業上有所遵循，茲依「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訂定本辦法。 

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

發字第 1070341072 號擴大衍生性

商品範圍故修正本辦法名稱，刪

除金融二字。 

第二條：定義 

指其價值由特定利率、金融工具價格、商品價格、匯

率、價格或費率指數、信用評等或信用指數、或其他

變數所衍生之遠期契約、選擇權契約、期貨契約、槓

桿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上述契約之組合，或嵌入

衍生性商品之組合式契約或結構型商品等。所稱之遠

期契約，不含保險契約、履約契約、售後服務契約、

長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銷)貨契約。 

第二條：定義 

衍生性金融商品，係指其價值由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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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國際會計財務報導準則第九

號金融工具之定義，故修正定義

文字。 

第三條、董事會之監督管理 

一、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董事會應依下列原

則確實監督管理： 

1.指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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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之經營策略及承擔之風險是否在公司容許承受之

第三條：董事會之監督管理 

一、本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董事會應依下

列原則確實監督管理： 

1.指定高階主管人員應隨時注意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風險之監督與控制。

2.定期評估從事衍生性金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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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

發字第 1070341072 號擴大衍生性

商品範圍故修正本辦法名稱，刪

除金融二字。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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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備 註

範圍。 

二、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應依下列原則管理衍

生性商品之交易： 

1.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理措施是否適當並確

實依本公司所定之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辦法辦

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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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設置獨立

董事者，董事會應有獨立董事出席並表示意見。

範圍。 

二、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應依下列原則管理衍

生性金融商品之交易： 

1.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理措施是否適當並確實

依本公司所訂之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處理辦法辦

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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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設置獨立

董事者，董事會應有獨立董事出席並表示意見。
第四條、備查簿與稽核報告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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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二十條

及第二十一條辦理，內容應詳實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第四條：備查簿與稽核報告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應建立備查簿，就

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之種類、金額、董事會通過

日期及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第十九條第四款、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第

一款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1.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

證發字第 1070341072 號擴大衍

生性商品範圍故修正本辦法名

稱，刪除金融二字。

2.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

證發字第 1070341072 號變更條

次。

第五條、交易原則與方針 

本公司在操作衍生性商品時，應遵循的原則與操作策

略如下： 

一、交易原則： 

本公司之衍生性商品操作，係以規避或減少因營業活

動所產生之各項財務或商品風險為原則。 

二、經營或避險策略： 

1.避險性交易

公司所持有及未來需求之資產或負債部位，在考量未

來市場變化下，進行避險操作，以規避營運財務風

險，期能為公司鎖定或減少營業外損失，須提報董事

會核准通過後方可進行之。

2.其他特定用途之交易

第五條：交易原則與方針 

本公司在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時，應遵循的原則與操

作策略如下： 

一、交易原則： 

本公司之衍生性金融商品操作，係以規避或減少因營

業活動所產生之各項財務或商品風險為原則。 

二、經營或避險策略： 

1.避險性交易

公司所持有及未來需求之資產或負債部位，在考量未

來市場變化下，進行避險操作，以規避營運財務風險，

期能為公司鎖定或減少營業外損失，須提報董事會核

准通過後方可進行之。

2.其他特定用途之交易

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

發字第 1070341072 號擴大衍生性

商品範圍故修正本辦法名稱，刪

除金融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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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備 註

須經謹慎評估，提報董事會核准後方可進行之。 

三、交易種類： 

本公司從事之衍生性商品，係指本處理辦法第二條所

定義範圍。 

四至五略。 

須經謹慎評估，提報董事會核准後方可進行之。 

三、交易種類： 

本公司從事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係指本處理程序第二

條所定義範圍 

四至五略。 

第七條、內部稽核制度：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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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稽核報告，如發

現重大違規情勢，應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獨立董事者，於依前項通知

各監察人事項，應一併書面通知獨立董事。 

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者，第一項對於

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 

第七條、內部稽核制度：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了解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按月稽核交易部門對從事衍生

性金融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之遵循情形，作成稽核報

告，如發現重大違規情勢，應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1.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

證發字第 1070341072 號擴大衍

生性商品範圍故修正本辦法名

稱，刪除金融二字。

2.為落實稽核作業，明定獨立董

事及審計委員會發現重大衍生

性商品違規情事，亦應以書面

通知獨立董事或審計委員會，

故增列第二項及第三項文字。

第八條、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情形處理 

一略。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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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評估報告應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

員。 

第八條、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情形處理 

一略。 

二、衍生性金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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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評估兩次，其評估報告應呈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

管人員。 

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

發字第 1070341072 號擴大衍生性

商品範圍故修正本辦法名稱，刪

除金融二字。 

第九條、公告申報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之各項應公告內容透過

網際網路對外公告並申報。 

第九條：公告申報 

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之各項應公告內容

透過網際網路對外公告並申報。 

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

施行，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更名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 

第十一條、本辦法於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21 日經股

東會同意。 

本辦法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25 日。 

本辦法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20 日。 

第十一條、本辦法於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21 日經股東

會同意。 

本辦法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25 日。 

新增修訂日期之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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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一製作所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備 註

第一條 本作業程序係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 

一以及「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

則」規定辦理。但金融相關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 

第一條  本作業程序係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    

一以及「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規定訂定之。 

依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8 日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審字第 

1080304826 號令修訂文字。

第二條 依公司法第十五條規定，本公司資金除有下

列各款情形外，不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一、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業務往來者。 

二、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融

資金額不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之百分之四十。所稱短

期，係指一年。但公司之營業週期長於一年者，以營

業週期為準。融資金額，係指公開發行公司短期融通

資金之累計餘額。 

第二條 依公司法第十五條規定，本公司資金除有下 

列各款情形外，不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係

以本公司持股達 50%以上因業務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

金必要之公司為限。所稱短期，係指一年以內之借款

期間。融資金額，係指本公司短期融通資金之累計餘

額。 

依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8 日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審字第 

1080304826 號令修訂文字。

第十三條 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

上月份資金貸與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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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申報，公告申報係指輸入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事實發生日

係指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

資金貸與或背書保證對象及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以下略。 

第十三條 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

上月份資金貸與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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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申報： 

以下略。 

依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8 日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審字第 

1080304826 號令新增及修訂文 

字。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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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備 註

第十五條  本公司訂定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經董

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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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者，依前項規定將資金貸

與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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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已設置獨立董事者，對於資金貸與重大違規事

項，應書面通知獨立董事；對於資金貸與或背書保證

違反規定所訂定之改善計畫，亦應一併送獨立董事。

第十五條  本公司訂定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經董

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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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者，依前項規定將資金貸與他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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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列入董事會紀錄。 

依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8 日金融 

監督管理委員會金管證審字第 

1080304826 號令修訂文字及新增

第二項。 

第十五條  本作業程序於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3 日

經董事會議通過。 

本作業程序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02年 4月 25日。

本作業程序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08年 6月 20日。

第十五條  本作業程序於中華民國101年 10月 3日經

董事會議通過。 

本作業程序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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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一製作所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備 註

第一條  目的及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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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業程序係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

以及「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規定辦理。但金融相關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一條  目的及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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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業程序係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

以及「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規定訂定之。本程序如有未盡事宜，另依相關法令之

規定辦理。 

依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8 日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審字第 

1080304826 號令修訂文字。 

第六條 辦理公告申報之標準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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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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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權益法之投

資帳面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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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

第六條 辦理公告申報之標準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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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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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

依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8 日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審字第 

1080304826 號令修訂文字。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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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備 註

第九條  注意事項 

一、對國外公司為保證時，出具之保證函應由董事會

授權之人簽署。 

二、評估並認列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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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條件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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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不符規定或

金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畫，並將相關改善計畫送

各監察人。 

第九條  注意事項 

一、對國外公司為保證時，出具之保證函應由董事會

授權之人簽署。 

二、評估並認列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 

三、本公司如已設置獨立董事，於為他人背書保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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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條件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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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如已設置獨立董事，於本項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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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不符規定或

金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畫，並將相關改善計畫送

各監察人。 

刪除重覆文字，第四項修正為第

三項，第五項修正為第四項。 

第十一條  實施與修訂 

一、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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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時亦同。 

二、本公司如設置獨立董事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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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實施與修訂 

一、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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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

論，修訂時亦同。 

二、本公司如設置獨立董事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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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8 日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審字第 

1080304826 號令修訂文字及新增

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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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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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已設置獨立董事者，對於背書保證重大違規事

項，應書面通知獨立董事；對於資金貸與或背書保證

違反規定所訂定之改善計畫，亦應一併送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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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  本作業程序於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3 日

經董事會議通過。 

本作業程序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02年 4月 25日。

本作業程序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08年 6月 20日。

第十二條  本作業程序於中華民國101年 10月 3日經

董事會議通過。 

本作業程序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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