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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為歐買尬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整 

地  點：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 19-2 號 5 樓 (南港軟體園區一期 D 棟) 

出    席：親自、委託及電子方式出席股份總數共計 18,516,350 股（其中電子出席 895,069

股），占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30,059,572 股之 61.59%。 

列席人員：林雪慧董事長、陳柏任獨立董事、張旭宏董事及 

睿智恩(股)公司代表人李忠儒董事。 

主  席：林雪慧             紀  錄：丘志羚 

一、宣布開會：出席股份總數已逾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敬請  洽悉。 

（二）一○九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敬請  洽悉。 

（三）一○九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敬請  洽悉。 

（四）一○九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敬請  洽悉。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 提） 

案 由：承認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已編製完成，

併同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青霞會計師及柯志賢會計師擬出具之查核報

告書稿。 

二、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

件三。 

三、敬請  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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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8,491,350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7,729,012權 

（含電子投票 132,937權） 
95.87% 

反對權數：8,578 權 

（含電子投票 8,578權） 
0.04%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753,760權 

（含電子投票 753,554 權） 
4.07% 

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 提） 

案  由：承認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九年度盈餘分配表業已編製完成，詳如下表： 

 

茂為歐買尬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董事長:林雪慧         總經理: 羅士博          會計主管:丘志羚 

 

二、敬請  承認。 

項     目  金額(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 

加：本期稅後淨利 44,849,483 

減：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之影響數 - 

本期稅後淨利加計本期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

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0% 

44,849,483 

(4,484,948)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2,393,514)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17,971,021 

分配項目 

現金股利（每股 0.59784687 元） 

 

(17,971,021) 

期末未分配盈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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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8,491,350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7,729,005權 

（含電子投票 132,930權） 
95.87% 

反對權數：8,582 權 

（含電子投票 8,582權） 
0.04%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753,763權 

（含電子投票 753,557 權） 
4.07% 

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 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與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依據證櫃監字第 1090008569 號函指示辦理，本公司解散清算及註銷子公司登記，

申請調整本公司上櫃承諾事項內容，故修訂本公司「取得與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分條文。 

二、檢附「取得與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 

三、敬請  討論。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8,491,350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7,723,002 權 

（含電子投票 126,927 權） 
95.84% 

反對權數：13,587 權 

（含電子投票 13,587權） 
0.07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754,761權 

（含電子投票 754,555 權） 
4.08% 

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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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董事會 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0 年 1 月 21 日金管證交字第 1090150567 號函暨臺

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110 年 1 月 28 日臺證治理字第 11000014461 號函辦

理。 

二、檢附「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三、敬請 討論。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8,491,350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7,722,993 權 

（含電子投票 126,918 權） 
95.84% 

反對權數：13,601 權 

（含電子投票 13,601權） 
0.07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754,756權 

（含電子投票 754,550 權） 
4.08% 

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六、臨時動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臨時動議提出。 

 

七、散會：同日上午九時十七分，主席宣布散會，獲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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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茂為歐買尬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一○九年度營業結果報告 

一、一○九年度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營業收入、營業毛利、營業淨利（損）及稅後純益（損）請詳下

表所示。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一○九年度(合併) 一○九年度(個體) 

營業收入 $ 1,301,988 $ 85,659 

營業毛利 485,424 48,481 

營業費用 307,789 68,735 

營業淨利(損) 177,635 (20,254) 

稅前淨利(損) 204,886 44,891 

本期淨利(損) 159,351 44,850 

 

二、一○九年度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並未出具財務預測，故無預算執行情形。 

 

三、一○九年度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 財務收支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一○九年度 一○八年度 
增（減） 

金  額 
增（減）% 

營業收入 1,301,988 1,063,818 238,170 22.39% 

營業毛利 485,424 381,346 104,078 27.29% 

營業費用 (307,789) (282,616) (25,173) 8.91% 

營業淨利(損) 177,635 98,730 78,905 79.92% 

稅前淨利(損) 204,886 103,044 101,842 98.83% 

本期淨利(損) 159,351 68,668 90,683 132.06% 

 

2. 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一○九年度 一○八年度 

資產報酬率％ 3.78% 1.92% 

權益報酬率％ 11.72% 5.31% 

佔實收資本比

率％ 

營業淨利 59.09% 32.84% 

稅前淨利 68.16% 3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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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益率％ 12.24% 6.45% 

稅後每股盈餘(元)(註) 1.49 0.12 

註：採追溯調整後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四、研究發展狀況 

歐買尬集團在遊戲產品方面： 

1. 虛寶交易平台 

(1) 搭載每日高頻使用的通訊軟體，透過聊天視窗即可使用提供的金流進行付款；亦

可綁定虛擬點券錢包，直接轉點支付；交易過程中買賣家訂單狀態一有任何改

變，系統即發送推播通知，可即時聯絡交易方，溝通零時差。 

(2) 交易履約保證機制，將會員點數在交易過程中暫時存放於保管帳戶中，待雙方交

易完成確認後，系統才會進行點數所有權的轉移，讓玩家間遊戲道具交易更有保

障、大幅降低交易糾紛。 

(3) 結合創新、安全、便利、無負擔的系統設計概念，更貼近使用者習慣的虛寶交易

應用，將取得中華民國二項專利（證號：109143792、109216392），為遊戲產業

一大創舉。 

2. 遊戲產品 

(1) 109年9月救世者之樹(TOS)白魔女森林改版： 

年度大改型改版「白魔女森林」，開放全新白魔女森林：傳說遠征隊、LV440套裝

屬性與裝備、製作聖匣3種道具、挑戰模式：分裂特別傳點、優化世界地圖等。 

(2) 109年7月進擊吧!三國2 手遊不刪檔封測： 

遊戲搶先揭露「四大征戰系統」，並同步釋出「英雄戰略」、「武將緣分」及「王

國爭霸」玩法，同時推出「SSR武將進擊3倍送」活動，玩家只要參與活動，就可

免費獲得「無雙小喬」、「賈詡」等三位SSR英雄神將，衝戰力拚武力，極致戰略

的三國史由你來改寫。 

(3) 109年3月新飛飛 輕鬆歡樂玩： 

輕鬆的再次翱翔天際，提供系列回饋活動，讓喜愛「飛飛FlyFF Online」玩家們

重溫2006年時的感動。 

‧貝西摩斯寶箱-天天免費抽：每天可免費參加網頁轉盤抽商城虛寶、LINE Ponint 

500點等禮物。 

‧商城免費：遊戲內收集「OMG代幣」可免費兌換OMG商城虛寶禮物。 

‧歡樂補給品：新創角色可獲得超好康衝等大禮，讓你輕鬆升級沒負擔。 

‧歡樂加倍UP：伺服器開放1000%經驗值的加倍，體驗角色快速升級的快感！ 

(4) 109年1月RF經典版 重返經典-王者來臨： 

開放克爾頓火山、伊嵐高原地圖，角色等級封頂上限為50級，全伺服器之經驗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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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等倍率，將全面提升為 2 倍，掉寶機率會提升為3倍。同時各種族職業技能會

平衡優化，遊戲不產出升級器相關道具，讓玩家們回到月費版本的遊戲內容，再

次享受戰鬥快感！ 

 

 

歐買尬集團在金流支付方面： 

1. 第三方支付業務 

金流、物流、電子發票及其他服務等推出各項新功能，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務： 

(1) 研發站內付 2.0服務功能，新的嵌入式付款介面及整合多元付款工具如信用

卡、虛擬帳號、超商代碼、超商條碼等，以及提供手機金流 APP SDK，擴展更

多的業務項目內容。 

(2) 推出手機行動條碼服務應用及幕後取號服務，除了既有的全家、萊爾富外，新

增 7-11手機條碼繳費，客戶可透過幕後 API取得超商代碼、超商條碼、虛擬

帳號等取號結果，顯示在網站或手機 APP上，提供廠商更方便的服務。 

(3) 領先業界推出全新的 3DS 2.0支付驗證服務，為信用卡提供交易更安全的環境，

準確地驗證持卡人的身分，降低盜刷風險進而提升使用者體驗。 

(4) 與 7-ELEVEN 合作推出跨境物流服務，提供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地區超商店

取及宅配服務，擴展跨境電商客戶族群。 

(5) 推出電子發票特種稅額發票開立，應用至更廣泛的企業客群。 

(6) 提供線下及 POS發票串接服務，讓電子發票服務不再侷限於線上功能並與實體

整合，擴展更多的線下串接業務項目。 

(7) 7-Eleven ibon 列印一般發票服務上線，消費者可至 7-ELEVEN 使用 ibon列印

一般發票。 

(8) 商務會員於官網註冊時即可申請電子發票服務，一次完成。 

(9) 推出禮票券平服務，提供電子行銷贈品券、電子/實體禮票券發行服務，擴展電

子票券客群及提升服務競爭力。 

(10) 收銀台推出新功能「萬用表單」，提供多種模版方式、快速統計及繳費方式，

提供客戶一頁式網站販售商品介面。 

(11) 推出新版的會員註冊服務，會員依照金流、物流、電子發票需求，申請不同服

務，提供簡便的註冊流程及分流服務，優化會員註冊體驗。 

2. 電子支付服務 

歐付寶行動支付APP： 

(1) 公用事業方面，新增並持續優化多樣繳費功能，除了新增台東、澎湖、頭份等

三縣市區域之停車繳費外，並積極配合台北市智慧支付政策，陸續新增市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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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支付功能，以增加公司行動支付之涵蓋率。 

(2) 合作夥伴方面，銀行快付功能新增第一銀行為合作銀行。此外，因應數位存款

帳戶之盛行，本公司亦與上海銀行、第一銀行合作，開放此二家銀行之數位存

款帳戶連結本公司銀行快付功能。 

另取得臺灣中油加油站行動支付標案，目前歐付寶會員可於中油加油站進行歐

付寶手機應用軟體(Application，以下簡稱 APP)付款功能，由完善的停車繳費

功能進一步跨足加油市場，以便利生活為核心價值，未來更將朝向此一目標邁

進。 

(3) 強化洗錢防制措施及資訊安全方面，配合政府洗錢防制及日益增加的資訊安全

事件，加入金管會所成立的 F-ISAC(臺灣金融資安情資分享中心)。 

(4) 會員體驗方面，為了讓 APP的使用更加方便，針對了使用體驗進行優化，例如: 

推出會員卡夾功能－目前全家便利商店之會員，只要將會員卡資訊存於歐付寶

APP會員卡夾內，會員使用歐付寶 APP付款時，只需一次掃碼功能就可以完成

所有步驟，優化流程讓會員使用上更便利。 

一一○年度營業計劃概要及未來發展策略 

一、經營方針與發展策略 

歐買尬集團在遊戲產品方面： 

(1) 救世者之樹（TOS）：首次開放限定季服，與限量活動虛寶回饋，讓玩家重回遊

戲最初的回憶與感動，可更快速體驗全新遊戲內容。 

(2) 進擊吧！三國 2：開放歡樂服，各項資源輕鬆入袋，讓英雄培養更簡易，激發玩

家戰鬥爭取城池慾望。 

(3) Luna2 EVO：開放全新武器及防具、優化各地圖怪物數值、各職業技能平衡，同

時開放快速角色升級任務，讓玩家再次體驗不一樣且全新的遊戲內容。 

 

歐買尬集團在金流支付方面： 

1. 第三方支付業務 

金流、物流、電子發票及其他服務等各項發展規劃： 

(1) 整合國際電子商務平台 Shopify服務，讓 Shopify商家可使用綠界金流收款。 

(2) 研發線下刷卡機 EDC應用服務，提供線下廠商更方便的收款模式。 

(3) 推出全新的定期定額異動功能介面服務及 API，提供編輯異動效期/頻率/週期/

金額等多項新服務應用。 

(4) 推出信用卡綁卡過濾及解圈機制，有效於全面性控管有高風險的盜刷行為，廠

商也可於介面或郵件查詢相關資訊。 

(5) 研發新版 WHMCS 8.0 架站平台金流模組，提供客戶可快速採用綠界金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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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增 OK超商物流服務，提供客戶多一家超商選擇，寄貨、取貨更方便。 

(7) 新增全家即時貨態、C2C批次列印服務、C2C寄件不付款等應用服務。 

(8) 新增萊爾富 B2C/C2C/C2B即時貨態、C2C寄件不付款等應用服務。 

(9) 跨境物流服務新增澳門。 

(10) 推出全家超商 KIOSK列印中獎發票服務，消費者可至全家使用 KIOSK列印兌獎

期間內的中獎發票。 

(11) 推行電子發票月費機制。 

(12) 推出線上同意或紙本同意折讓單可產生 PDF格式，並於電子發票查詢區可供下

載使用。 

(13) 推出自建交易劵票券應用平台，提供有發行票劵需求廠商服務應用。 

(14) 推出全新的 EC Form Free表單服務，提供更廣泛層面加值服務應用。 

 

2. 電子支付服務 

(1) 拓展行動支付通路業務：將與銀行合作，進行端末設備整合，讓一般商家於申

請刷卡機(端末設備)時，同時就具備了信用卡刷卡功能及歐付寶 APP掃碼支付

之功能，提升實體通路之市佔率。亦串接全國繳費網，歐付寶會員將可在 APP

上完成各項繳費功能，如：停車費、中油加油站、eTag儲值、燃料稅、牌照稅…

等等，拓展行動支付使用之通路。 

(2) 推廣禮券或票券價金保管服務：將積極推廣於消費類型如：美容美體業、線上

教學業、飯店住房及旅遊類，因為此類業者大多受限於信託費用過高、價金保

管機制無法即時及紙本票券回收不易等困擾，故將針對這些行業所遭遇的問題

給予回饋，優化電子禮券、票券價金保管、發行、販售及核銷相關服務之系統

流程，一方面可解決業者之困擾，一方面可增加公司之營收，創造雙贏之局面。 

(3) 跨平台支付交易業務：預計加入跨平台支付交易體系，透過共用 QRCode的方

式，歐付寶會員將可在所有跨平台體系業者之特約商店進行消費支付，如：四

大超商、全聯購物中心、家樂福、大潤發等大型連鎖通路，所以未來不管是台

灣 Pay、簡單付、LINE Pay、悠遊付…等等業者只要加入跨平台支付交易體系

之業者，皆可共享消費通路，期許臺灣行動支付普及率能持續提昇。 

(4) 跨機構轉帳交易業務：預計加入財金資訊公司跨機構轉帳交易體系，未來歐付

寶之會員可直接透過 APP將儲值帳戶款項轉出至各金融機構予其他會員；或由

銀行轉帳功能，將現金款項轉入歐付寶 APP儲值帳戶內。公司目前已取得金融

機構轉帳代號，將於法規正式實施後，會員將可跨機構進行轉帳功能，以增加

會員轉帳之便利性。 

(5) 持續強化資訊安全服務：為了強化一次性密碼(簡稱 OTP)之安全性，未來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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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手機身分驗證方式，確認行動電話與歐付寶會員本人相同且需排除預付卡等

高風險之門號，以防止不肖人士以特定方式破解，保障歐付寶會員之資訊安全。 

(6) 異業合作共創互惠之金流環境：鑑於傳統銀行、純網路銀行、電子支付機構為

金管會所特許之行業，相較一般代收代付業者，有一定之優勢。以加入跨平台

支付交易為例，一般代收代付業者(如，第三方支付業)無法加入此平台，然此

平台採用銀行快付之金流成本較信用卡為低。故今年度將著手與大型代收代付

業者進行合作，提供便利之收付方式，達成與異業合作降低金流成本及創造營

收，共創互惠之金流環境。 

(7) 提供無障礙之支付環境:「支付，為生活之必須」，行動支付既已蔚為風潮，將

依據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CRPD)，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2條第 3 項第 14款，並符

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所制訂行動版應用程式(APP)無障礙開發指引，將提供

身心障礙者無障礙之支付環境。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歐買尬集團主要收入項目包括線上遊戲、權利金收入、金流服務收入等，收入為勞

務提供完成時認列，無銷售量之統計值。 

 

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一、外部競爭環境 

(1) 全球在COVID-19疫情的影響下，人們生活方式及習慣受到全新的衝擊，人與人之間的

社交、休閒娛樂型態改變，宅娛樂市場經濟規模進入前所未有的高點，依據App Annie

數據指出，2020年台灣在全球手遊營收排名全球七名，每位玩家產生的營收排名全球

第六、每付費玩家產生的營收排名全球第三名。而在遊戲下載量的數據統計中，2020

年台灣手遊下載量相較2019下降4%，但營收卻較2019年成長20%，評估因台灣遊戲市

場已進入高度成熟階段，用戶雖對新品矚目趨緩，但對已投入時間心力之產品保有一

定黏著與熱度，消費金額和意願持續提升。 

(2) 宅娛樂發燒，用戶對遊戲娛樂的投入時間持續成長，相較新遊戲與已投入之遊戲產

品，台灣玩家對已投入心力之產品貢獻有較高的意願。 

(3) 依 Newzoo發布的遊戲市場分析報告中指出，2020年全球總營收將以 19.6%的年增

率，市場規模成長至 1,749億美元。按分析台灣遊戲用戶於全球人口之佔比，其營<

數據資料來源：App Annie、New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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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規環境 

於政府草擬「第三方支付機構防制洗錢注意事項（草案）」均有全程參與討論，

及觀察研究對其落地施行樂觀其成，在內部管理環境上也已超前部署，對未來之經營

不會產生負面影響。 

順應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修法，除核心業務外，更開放其他可承做之附隨業

務。公司亦將配合法規開放，進行業務方向之調整及發展。 

此業務範圍之擴大，是對於公司既有業務開啟展新及多元發展層面，但同時法令

遵循單位亦應就新型態業務內容提出更適切之法律意見，供公司各單位審酌業務經營

與法令遵循之重要性，再者應追蹤更新相關法規變動，進而透過教育訓練或內部郵件

等方式，向公司同仁宣導修訂條款。 

 

 

三、總體經營環境 

本公司為因應產業經營環境變動採取下列措施： 

(1) 台灣遊戲市場發展多元、產品豐富，歐買尬除自行代理營運產品外，提供的

虛寶交易及遊戲點數之服務，也將規劃與海內外遊戲公司，進行遊戲交易之

相關合作，以全方位的會員、交易平台服務，將業務合作範圍擴展至海內外

遊戲企業，為產業營收持續之攀升提供安全、創新、便利的全方位交易服務。 

(2) 歐買尬旗下之遊戲產品，在遊戲系統之改版、系統更新、用戶服務、回饋等

面向，提供全新的刺激並持續進行多元用戶體驗提升，維持玩家對遊戲的熱

忱及熱度。 

 

 

 

 

 

 

 

 

 

 

敬祝大家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事長:林雪慧            經理人: 羅士博             會計主管:丘志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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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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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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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茂為歐買尬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第 8 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

投資處理程序 

… 

… 

… 

五、本公司不得放棄對 OHMYGOD 

Digital Entertainment 

Co.,LTD 未來各年度之增

資。 

 

 

 

 

六、未來若因策略聯盟考量或其

他經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同

意者，而須放棄對 OHMYGOD 

Digital Entertainment 

Co.,LTD 之增資或處分，須

經本公司董事會特別決議

通過，且該處理辦法爾後如

有修訂，應輸入公開資訊觀

測站重大訊息揭露，並函報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備查。 

 

 

第 8 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

投資處理程序 

… 

… 

… 

五、本公司不得放棄對咪兔數位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走吧一

起上社群論壇股份有限公

司、OHMYGOD Digital 

Entertainment Co.,LTD及

MACROWELL TECHNOLOGY 

CO.,LTD(SAMOA)未來各年

度之增資。 

六、未來若因策略聯盟考量而須

放棄對咪兔數位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走吧一起上社群

論壇股份有限公司、

OHMYGOD Digital 

Entertainment Co.,LTD及

MACROWELL TECHNOLOGY 

CO.,LTD(SAMOA)之增資或

處分上開公司，須經本公司

董事會特別決議通過。 

 

 

 

 

 

 

1.公司承諾於「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程序」增訂「該公司不得

放棄對咪兔數位科技(股)公

司、走吧一起上社群論壇(股)

公 司 、 OHMYGOD Digital 

Entertainment CO., LTD 及

MACROWELL TECHNOLOGY CO., 

LTD(SAMOA)未來各年度之增

資；未來若該公司因策略聯盟

考量或其他經本中心同意

者，而須放棄對上開公司之增

資或處分上開公司，須經茂為

歐買尬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會特別決議通過。」 

2.上開公司中之咪兔數位科技

(股)公司、走吧一起上社群論

壇(股)公司已解散清算完結， 

MACROWELL TECHNOLOGY CO., 

LTD(SAMOA) 已 完 成 除 名 註

銷，尚無可追蹤之對象，並向

櫃檯買賣中心申請調整上櫃

承諾事項，故修訂本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內

容。 

第 18 條 本處理程序經董事會

通過，並提股東會同意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第 18 條 本處理程序經董事會

通過，並提股東會同意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修訂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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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本處理程序訂定於民國九十六

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百年六月

十七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一年

六月四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三年

六月二十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六年

六月十四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八年

六月十八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百壹拾年 

七月二十二日。 

本處理程序訂定於民國九十六

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百年六月

十七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一年

六月四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三年

六月二十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六年

六月十四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八年

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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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茂為歐買尬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第三條: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

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

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

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

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

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 

     

 

 

以下略。 

第三條: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

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

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

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

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

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

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

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

知。 

     

以下略。 

 

◆配合條文規範調整公

告方式。 

 

 

 

第九條:第一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

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

席股份數等相關資訊。惟未有代表

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

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

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以下略。 

第九條:第一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

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

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

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

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

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以下略。 

 

◆為提升公司治理並維

護股東之權益，修正第

二項。 

第十四條: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

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

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

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及落選董

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第二項略。 

第十四條: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

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

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

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第二項略。 

 

◆為提升公司治理並維

護股東之權益，修正第

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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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第十九條：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

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規則訂立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三

十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四

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月十

七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六月二

十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八年六月十

八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

九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七月二

十二日。 

第十九條：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

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規則訂立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三

十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四

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月十

七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六月二

十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八年六月十

八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

九日。 

 

◆修訂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