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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一)董事會運作情形資訊： 

1.一○八年度董事會開會6次(Ａ)，董事監察人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列)

席次數Ｂ 

委託出 

席次數 

實際出 

(列)席率 

(Ｂ/Ａ) 

備註 

董事長 葉守焞  6 0 100% 

董事 蘇百煌  6 0 100% 

董事 葉宗浩  6 0 100% 

董事 蘇柏誠  (新任) 3 0 100% 

董事 蘇恩平 (註1)  3 0 100% 

董事 梁龍祥  (新任) 3 0 100% 

董事 蘇慶源 (註1)  3 0 100% 

董事 尤義盛 (註2)  0 0 0% 

董事 蘇慶褔 (註3)  3 0 100% 

獨立董事 李開遠 (註3)  1 0 33.3% 

獨立董事 歐宇倫 (註4)  6 0 100% 

獨立董事 游能淵  (新任) 3 0 100% 

獨立董事 林克武  (新任) 3 0 100% 

本公司於108年股東常會完成

第18屆董事改選程序選出董事

十人（含獨立董事三人），並

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規定

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

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本公司

已於108年6月24日成立設置審

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 

 

108年6月24日全面改選董事 

改選前，開會3次， 

改選後，開會3次。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董事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獨立董事意

見及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 

（一）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3 所列事項：請參閱第 43-44 頁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二）除前開事項外，其他經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之董事會議決事

項：本公司獨立董事對董事會重大議案均表贊同，無任何反對或保留意見。 

 

二、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原因以及參

與表決情形：有。 

108 年 1 月 18 日（108 年第一次）董事會，獨立董事歐宇倫因兼任薪酬委員一職，於核議「民

國 108 年度董監事薪酬之給付標準」案時，行使利益迴避不參與議案表決，該案其餘出席董事

均一致無異議照案通過。 

 

三、上市上櫃公司應揭露董事會自我(或同儕)評鑑之評估週期及期間、評估範圍、方式及

評估內容等資訊，並填列附表二(2)董事會評鑑執行情形： 

評估週期 評估期間 評估範圍 評估方式 評估內容 

尚未執行 

 

四、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例如設立審計委員會、提昇資訊透明度等）與執行

情形評估： 

本公司於108 年 6月 24 日股東常會完成第18屆董事改選，選出董事十人（含獨立董事三人），

並依證交法第十四條規定完成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 

108 年 3 月 26 日訂定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109 年 3 月 20 日配合法令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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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蘇恩平、蘇慶源（為益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人），益盛投資(股)原任監察人，於 108 年改選後當選為法人董事。 

註 2：尤義盛董事於 108 年 6 月 9日逝世。 

註 3：本公司於 108 年 6 月 24 日改選董事，董事蘇慶褔、獨立董事李開遠，二人未連任。 

註 4：本公司於 108 年 6 月 24 日改選董事，其中含獨立董事三位，歐宇倫（連任），林克武、游能淵（新任）。 

 

 

2.一○八年度董事會開會3次（A），監察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列席次數

（Ｂ） 

實際列席率 

（Ｂ/Ａ） 
備註 

監察人 蘇恩平 3 80% 

監察人 
益盛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蘇慶源 
2 80% 

本公司於108年股東常會完成第18屆董事

改選程序選出董事十人（含獨立董事三

人），並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規定設

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

董事組成，本公司已於108年6月24日成

立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 

（一） 監察人與公司員工及股東之溝通情形： 

監察人認為必要時，得隨時與員工及股東直接聯絡溝通。 

（二） 監察人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 

內稽單位定期提供稽核報告予監察人，監察人可隨時就公司財務、業務狀況與內部稽

核主管及會計師溝通，並列席董事會致董事及經營階層之各項業務報告。 

 

二、監察人列席董事會如有陳述意見，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董事會決議結果以

及公司對監察人陳述意見之處理：無。 

 

3. 董事會評鑑執行情形：無。 

 

(1) 依金管會107年12月25日金管證發字第1070121469號函示，上市上櫃公司自

109年度起應每年辦理董事會評鑑，並於次一年度第一季結束前完成申報績

效評估結果，於110年起編製109年年報時，需揭露上開事項。 

 

(2) 本公司109年1月10日董事會通過訂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將於109年開

始進行績效評估，並將績效評估之結果提報董事會，並運用於個別董事薪資

報酬及提名績任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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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風險事項評估： 

(一)利率、匯率變動、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1.利率變動 

因公司定期評估利率變動趨勢並做及時之因應，故預期不致發生重大之市

場利率變動風險。若市場利率增加/減少 10 基點，而其他所有因素維持不

變之情況下，對本公司 108 年及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淨利將各

增加/減少 1,426 仟元及 1,864 仟元。 

2.匯率變動 

本公司匯率風險之敏感度分析主要針對財務報導期間結束日之主要外幣貨

幣性項目及非貨幣性項目，其相關之外幣升值/貶值對本公司損益及權益

之影響。本公司之匯率風險主要受美元匯率波動影響，當美元升值/貶值

1%時，對本公司 108 及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稅後淨利將分別增

加/減少 3,081 仟元及 5,281 仟元。 

另本集團貨幣性項目於 108 年及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認列之外幣

未實現兌換損失分別為 7,902 仟元及 2,812 仟元，由於外幣交易之貨幣種

類繁多，無法按各外幣別揭露兌換損益，故採彙總金額方式表達。 

(二)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政

策、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均是以規避由資產與負債所產生的匯率風險，且

本公司自上市(民國 82 年)以來從未有資金貸與他人及對外背書保證之情事。 

(三)未來研發計畫及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1. 尼龍系列產品特性相較於聚烯烴、聚酯類石化產品而言深具發展潛力，但

是產業特性、原料成本高，相對的高附加價值改質技術取得困難。本公司

除了經由上、下游跨領域的產業整合，發展量產、穩定之製程技術之外，

未來更進一步厚植研發實力於改質聚合、奈米混摻與精緻紡絲等前瞻技

術，發展高值化、高機能、差異化之利基原料與纖維產品，以彌補國內產

業供料缺口，掌握關鍵技術與自主製造能力。 

2. 在全球暖化現象持續發燒下，過去一年，世界主要經濟體均對氣候變遷減

緩政策進行積極討論與規劃，節能減碳、綠色環保成為各國政府未來施政

主軸。本公司的「100%寶特瓶再生聚酯 DTY」產品於 98 年 3 月 19 日獲得國

家授權綠色標章，未來更致力於高染色牢度特殊紗之開發，可發揮節能、

減廢之環保訴求。並將建構污水回收以及中水過濾等套裝模組系統，建立

本土性關鍵零組件及核心技術，以厚植我國產業之市場競爭力，將可提升

進口替代率之成長，不僅能帶動相關產品產業效益，更能有效達到水資源

回收再利用及環境保護之目的。 

3. 本公司今年度預計研發費用(含設備投資)為新台幣 7,500 萬元。 

(四)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美國公布對中國大陸 301 條款加徵關稅對本公司營運之影響： 

1.本公司在大陸並無生產據點，亦無所稱中國製造銷售美國之情事。 

2.本公司產品銷售大陸廠商，再銷售美國之情事說明如下： 

(1)本公司108年營收為新台幣118.4億元，銷售大陸金額為11.4億元。 

(2)本公司銷售大陸產品乃客戶再製成布料加工為成衣再予以銷售，而其銷售到

美國金額確實無從計算，但評估301條款對本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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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技改變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產品多屬衣著紡纖用料，產品生命週期長，且因產品應用面甚廣，較

不易受科技改變及產業變化之影響。 

(六)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理之影響及因應措施：無。 

(七)進行併購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無。 

(八)擴充廠房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無。 

(九)進貨及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主要進貨及銷貨對象如本報告營運概況章節所揭露訊息： 

1.進貨集中說明： 

(1)本公司在化纖產業已五十年，與上游供應商早已建立長期伙伴關係，原

料供應順暢。 

(2)在原料之採購皆採多家供貨之處理，供料來源均超過20年之長期合作，

故無進貨集中導致供貨短缺之風險。 

2.未有銷貨集中之情事 

銷售客戶過於集中易造成生產製造的統籌控管及人員物力之調配受制

於該些客戶訂單消長，一旦任一主力客戶發生財務危機或倒閉情事，易造

成牽一髮動全身效應，對公司營運易產生重大風險。為降低銷貨集中的風

險，本公司一方面對個別客戶預先設定額度限制，確定控管帳款回收，另

一方面積極增加客戶群來源及地區，以增加營收，分散銷貨集中的風險，

降低失去單一客戶訂單對公司營運的衝擊。 

(十)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之大量移轉或更換對公司

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無。 

(十一)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無。 

(十二)訴訟或非訟事件 

1.本公司最近二年度及截至目前為止尚在訴訟中之重大訴訟、非訟或行政

爭訟事項：無。 

2.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持股比例達10%以上之大股東，最近二年

度及截至目前為止尚在訴中之重大訴訟、非訟或行政爭訟事件：無。 

(十三)其它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為提升資訊安全風險管理，106年3月公司訂定

「資訊安全規則公告」，並發布請員工遵守，另有以下資訊安全管理措施： 
管理項目 說明 採取措施 

電腦機房 

1.機房環境管理 

2.設備與系統採購依公司規定執行 

1.機房進出門禁管制 

2.設備和消防安全檢查與宣導 

3.資訊設備管理與維護 

系統安全 

1.系統狀態監測與異常通報 

2.資料庫整理 

3.系統災害演練 

1.系統、網路狀態監控和異常處理 

2.資料庫定期優化與備份 

3.系統虛擬化與異地備援 

4.定期執行災害主機備援計畫演練 

存取控制 
1.員工存取資料控制 1.權限設定 

2.帳號管理 

3.設備 USB 埠使用管控 

4.外部郵件使用管控 

網路安全 
1.駭客及病毒防護設備建置 1.建置防火牆與垃圾郵件過濾 

2.病毒碼定期更新 

3.P2P 及遠端連線程式管控 

七、其他重要事項：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