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謹提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 109 年第一次

審計委員會及 109 年第一次董事會通過，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財務報表

及合併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三。 

2.上開財務報表，已於 109 年 3 月 24 日嗣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一帆及游

淑芬會計師查核簽證竣事，並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請參閱附件

三。 

3.敬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2,440,956 權 

表 決 結 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1,867,674 權 (含電子投票： 270,567 權) 98.23% 

反對權數：         4,135 權 (含電子投票：   4,135 權)  0.01% 

棄權/未投票權數：569,147 權 (含電子投票：     147 權)  1.75%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08 年度盈餘分配案，謹提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依公司章程第 20 條規定，擬定本公司 108 年度盈餘分配案如下，並業

經本公司民國 109 年 3 月 20 日董事會通過在案。 

                                    

 

 

 

 

 

 

 

 

 

 

 

 

 

 

 

 

 

 

 



 

2.盈餘分配以 108 年度可分配盈餘優先分配。 

3.股東紅利（現金股利）元以下無條件捨去。 

4.本次現金股利配發不足一元之畸零股款之處理方式:分配至元為止，元以下捨

去；併計入公司其他收入。 

5.配合兩稅合一實施，本次盈餘分派案優先分配最近年度盈餘。 

6.若遇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股轉讓或註銷、員工認股權履約等，致影響流

通在外股數，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之。 

7.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擬授權董事長訂定除息基準日及發放日暨其他相關

事宜。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2,440,956 權 

表 決 結 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1,868,674 權 (含電子投票： 271,567 權) 98.23% 

反對權數：         3,135 權 (含電子投票：   3,135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569,147 權 (含電子投票：     147 權)  1.75%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五、 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謹提請 公決。 

說  明：1.為符合法令及本公司作業實務，故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部分條文。 

        2.「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2,440,956 權 

表 決 結 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1,615,674 權 (含電子投票：  18,567 權) 97.45% 

反對權數：       256,135 權 (含電子投票： 256,135 權)  0.78% 

棄權/未投票權數：569,147 權 (含電子投票：     147 權)  1.75%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謹提請 公決。 

說  明：1.因應公司透過新加坡子公司轉投資越南子公司設立建廠及未來集團拓展之實

際運作需要，擬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2.「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2,440,956 權 

表 決 結 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1,867,674 權 (含電子投票： 270,567 權) 98.23% 

反對權數：         4,135 權 (含電子投票：   4,135 權)  0.01% 

棄權/未投票權數：569,147 權 (含電子投票：     147 權)  1.75%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章程」案，謹提請 公決。 

說  明：1.為本公司實際營運所需，擬修訂本公司「章程」。 

        2.本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2,440,956 權 

表 決 結 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1,867,674 權 (含電子投票： 270,567 權) 98.23% 

反對權數：         4,135 權 (含電子投票：   4,135 權)  0.01% 

棄權/未投票權數：569,147 權 (含電子投票：     147 權)  1.75%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謹提請 公決。 

說  明：1.配合本公司長期股利政策，擬自資本公積提撥新台幣 8,348,400 元分配，每

股配發現金新台幣 0.2 元，現金配發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配發不足一元

之畸零股，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2.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擬授權董事長訂定發放現金基準日、發放日暨其他

相關事宜。 

        3.本次配發之現金，嗣後如因可轉換公司債轉換、辦理現金增資或私募普通

股、買回公司股份轉讓庫藏股或行使員工認股權等其他原因，致影響流通在

外股數，股東發放現金比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調整

股東發放現金比率及相關事宜。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2,440,956 權 

表 決 結 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1,868,674 權 (含電子投票： 271,567 權) 98.23% 

反對權數：         3,136 權 (含電子投票：   3,136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569,146 權 (含電子投票：     146 權)  1.75%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六、 選舉事項 

案  由：全面改選七席董事案(含三席獨立董事)，謹提請改選。     （董事會提） 

說  明：1.依據本公司章程第 13 條規定設置董事五-七人(含獨立董事三人，採候選人提

名制)，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均得連任。 

2.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本次應選任七席董事（含三席獨立董事），連選得連任。 

3.本公司現任董事之任期原於 109 年 6 月 26 日屆滿，擬依法於 109 年 6 月 19

召開之股東常會，提前進行全面改選；新任董事任期自 109 年 6 月 19 日至

112 年 6 月 18 日止，任期三年。現任董事於本次股東常會選舉新任董事後即

解任。 

4.獨立董事候選人資格經本公司民國 109 年 3 月 20 日董事會審查通過，候選人

名單及簡介如下： 

候選人
姓名 

學 歷 經    歷 現    職 
持有
股份 

孫瑞隆 美國Madonna 
University

企管碩士 

台灣黏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伯馬企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台灣黏劑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 

伯馬企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0 

呂其昌 淡江大學公

共政策碩士 

呂其昌律師事務所律師  執業律師 0 

高誌謙  中原大學會

計碩士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洋基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乙盛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執業會計師 0 

5.謹提請選舉。 

選舉結果：當選名單及當選權數如下： 

職稱 
股東戶號或 
身分證字號 

股東戶名或姓名 當選權數 

董事 1 何兆全 55,427,672 

董事 6 何宜瑾 42,219,109 

董事 7 翁桐林 39,382,577 

董事 17 
兆美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蔡欣儒 

38,598,712 

獨立董事 D1XXXXXX13 孫瑞隆 15,221,884 

獨立董事 F1XXXXXX46 呂其昌 15,215,103 

獨立董事 P1XXXXXX71 高誌謙 15,209,157 

 

七、 其他議案 

案  由：討論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謹提請討論。 

說  明：1.依據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

為，應對董事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根據經濟部 89 年 04 月 24 日商 89206938 號解釋函，法人股東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指派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時，其指派代表人及該法人股東均應

受公司法第 209 條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如擬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應

獲股東會同意並決議通過。 

 



3.為配合公司順利擴展業務，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之前提下，擬提請股東會解

除新任董事及指派代表人當選本公司董事之法人股東受公司法第 209 條董事

競業禁止之限制。 

4.擬提請解除新任董事兼任其他公司職務如下表： 

孫瑞隆 
台灣黏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伯馬企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高誌謙 
洋基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委員/薪酬委員 

乙盛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委員/薪酬委員 

5.謹提請公決。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2,440,956 權 

表 決 結 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1,866,897 權 (含電子投票： 269,790 權) 98.23% 

反對權數：         4,893 權 (含電子投票：   4,893 權)  0.01% 

棄權/未投票權數：569,166 權 (含電子投票：     166 權)  1.75%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八、 臨時動議：股東吳 OO(戶號：4963)發言，內容略為有關公司未來營運規劃、過濾材

產業狀況及越南新廠的建置時程。以上股東發言經主席指派執行長說明及回覆。經

詢問無其他臨時動議，主席宣布議畢散會。 

 

九、 散會：同日上午九時五十八分。 



旭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 

         

民國 108 年在全球局勢動盪，地緣政治衝突，國際貿易紛爭形成產業鏈變動等情勢下，本公

司 108 年營運表現較 107 年仍維持小幅成長。以下茲就 108 年度營運成果報告如下： 

(一)一○八年度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於民國 108 年營收表現在全球環保議題逐漸抬頭之趨勢與國際貿易紛爭等多

重因素拉扯，幸得以本公司產品在各行業客戶群分布廣泛，故仍得以穩健發展，另一方

面本公司啟動東南亞的投資計劃，在越南成立 100%持股之子公司，並開始購地建廠及

前期營銷團隊的建置投入等活動，相關成本費用增加下，獲利較 107 年度減少。 

    展望 109 年度，在年初大規模爆發的全球疫情影響下，經濟供需前景不定且難以預

測，但台灣在此一局勢變化下亦取得相對有利的地位及機會，政府及國際對台灣投資加

碼，惟預期國際經貿紛爭、地緣政治衝突、民粹主義興起等變數持續惡化，波動仍大，

本公司將持續努力，以提供客戶優良產品為目標，除已建置之先進實驗室及研發中心

外，向經濟部申請之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亦有助於公司研發實力之提升，同時擬

藉由垂直整合產業生產鏈方式，加上積極開發應用於不同產業及領域的新產品，來因應

變化快速的經濟環境，期能以高品質、優良的服務等，凸顯本公司之優勢及競爭力。由

於水資源產業乃至於環保相關應用持長趨勢不變，本公司除已完成之雲科二廠持續提升

生產效率外，另為因應國際局勢變化，108 年啟動原在投資布局進程規畫的東南亞投資

建廠案，預計將在今年第四季投產產生貢獻，並透過強化管理等多元管道，以獲取公司

最大利潤，我們依然保持高度的信心，旭然在 109 年的營業績效，將值得期待。 

    108 年在本公司經營團隊及全體員工共同努力下，合併營收淨額為新台幣 500,498

仟元，較 108 年度營收新台幣 496,608 仟元，小幅成長，合併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40,460

仟元，較 108 年獲利新台幣 61,996 仟元下滑。我們將秉持公司經營理念，以誠實正直、

負責學習、追求卓越的態度，期能提供客戶最滿意的服務，使公司營收獲利持續成長、

永續經營，以回饋員工、股東及社會。 

 

(二)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財務收支 

   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8 年 107 年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淨額 500,498 496,608 3,890 0.08% 

營業成本 281,914 275,231 6,683 2.43% 

營業毛利 218,914 221,377 (2,463) (0.01%) 

銷售費用 64,686 57,057 7,629 13.37% 

管理費用 81,097 67,741 13,356 19.72% 

研發費用 18,975 18,244 731 4.01%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991 687 304 44.25% 

營業費用合計 165,749 143,729 22,020 15.32% 

【附件一】 



營業利益合計 53,165 77,648 (24,483) (31.53%)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1,307) 6,134 (7,441) (121.31%) 

稅前損益 51,858 83,782 (31,924) (38.10%) 

所得稅費用(利益) 11,398 21,786 (10,388) (47,68%) 

稅後損益 40,460 61,996 (21,536) (34.74) 

 

2.獲利能力 

 108 年度 107 年度 

資產報酬率(%) 3.87% 6.28% 

股東權益報酬率(%) 5.65% 10.13% 

營業利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12.74% 22.04%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12.42% 23.78% 

純益率 8.08% 12.48% 

每股盈餘(元) 1.00 1.76 

              

 (三)研究發展狀況 

1.民國一○八年已成功研發產品： 

A. 多孔型薄膜及中空纖維薄膜導入案 

B. NNF(Nylon)濾心開發與測試案 

C. FCFM(OD131)開發與測試開發案 

D. UV 殺菌機全系列產品開發 

E. AHF(HDPE)濾心開發與測試案 

 

2.民國一○九年預計研發產品： 

A. 家用/商業過濾器開發案 

B. 絕對濾袋系列產品開發案 

C. 雙相鋼化學品過濾器開發案 

D. UV 殺菌機全系列電控升級開發案 

 

董 事 長 ： 吳 玲 美 經 理 人 ： 翁 桐 林 會 計 主 管 ： 胡 維 釗  



 

 

旭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等表冊，其中財

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委託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一帆及游淑芬會計師查核竣

事提出查核報告，上開董事會造送之各項表冊，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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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核。 

 

 

 

 

    此致 

 

 

 

 

                                旭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孫瑞隆 

 

 

 

 

 

中 華 民 國 一 ０ 九 年 三 月 二 十 日 

【附件二】 

 



 

【附件三】 



 



 



 

 



 

 



 



 



 



 



 



 



 



 



 



 



 



 



 



 



 

 

 



 

 

旭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對照表 

條文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第二條 本公司資金貸與對象： 

本公司或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

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

十之公司(以下稱子公司)得為

資金貸放之對象(以下稱借款

人)為： 

1、 本公司與子公司相互間。 

2、 子公司相互間。 

3、 子公司與其子公司間。 

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得

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四條之

限制，但仍以不超過最近期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百為限額，且期

限不得逾五年。 

本公司資金貸與對象： 
本公司或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

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
十之公司(以下稱子公司)得為

資金貸放之對象(以下稱借款
人)為： 

1、 本公司與子公司相互間。 
2、 子公司相互間。 

3、 子公司與其子公司間。 
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得
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四條之

限制，但仍以不超過最近期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百為限額，且期
限不得逾五年。 

 

第十三條 本辦法於中華民國 103 年 6月
20 日股東會通過。第一次修訂

於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4
日。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7

年 5月 29 日。第三次修訂於中
華民國 108 年 6月 17 號。第四

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9 年 6月
19 日。 

本辦法於中華民國 103 年 6月
20 日股東會通過。第一次修訂

於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4
日。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9 日。第三次修訂
於中華民國 108 年 6月 17

號。 

增列本次修訂日。 

 

 

 

【附件四】 



 

 

旭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對照表 

 

條文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第四條 一、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

額不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三
百，其中對單一企業之背書保

證限額以不超過當期淨值百分
之二十為限，但對本公司直接

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
百之公司背書保證限額以不超

過當期淨值百分之百為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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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對

外背書保證總額不得超過本公
司淨值百分之三百，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限額不得超本公司
淨值之百分之二十，但對本公

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之公司背書保證限額

以不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百為
限。 

三、與本公司因業務往來關係
而從事背書保證者，除前二款

限額規定外，其個別背書保證
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業務往來

金額為限。所稱業務往來金額
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

高者。 
四、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
公司間背書保證，其金額不得

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百。 

一、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

額不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四
十，其中對單一企業之背書保

證限額以不超過當期淨值百分
之二十為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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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對
外背書保證總額不得超過本公

司淨值百分之四十，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限額不得超本公司

淨值之百分之二十。 
三、與本公司因業務往來關係

而從事背書保證者，除前二款
限額規定外，其個別背書保證

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業務往來
金額為限。所稱業務往來金額

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
高者。 

四、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

公司間背書保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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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應 公 司 實 際 需

要，將背書保證總

額提高，對直接間

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之背書保

證限額提高，對於

持有表決權股份達

百分之九十以上之

公司間背書保證限

額提高。 

【附件五】 



 

 

 

 

 

 

 

 

 

 

 

 

第五條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應
經董事會決議同意行之。本公

司董事長得在不超過本公司或
子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二十額度內先行核決辦理，

事後再報經最近期之董事會追
認，惟對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
不在此限，得在百分之百限額

內先核決辦理，事後再報經最
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應
經董事會決議同意行之。本公

司董事長得在不超過本公司或
子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二十額度內先行核決辦理，

事後再報經最近期之董事會追
認。 

授權對於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公

司背書保證得由董

事長先核決辦理,再

報經最近期之董事

會追認。 

第十三條 本辦法於中華民國 103 年 6月

20 日股東會通過。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4 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9 日。 

本辦法於中華民國 103 年 6月

20 日股東會通過。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4 日。 

增列本次修訂日。 



旭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第六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臺幣捌億

元，分為捌仟萬股。每股金額新

臺幣壹拾元，授權董事會得分次

發行普通股或特別股。 

本公司得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

在前項股份總額內保留貳佰壹拾

伍萬股為員工認股權憑證之股

份，並授權董事會決議得分次發

行。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臺幣伍

億元，分為伍仟萬股。每股金

額新臺幣壹拾元，得分次發

行。 

本公司得發行員工認股權憑

證，在前項股份總額內保留壹

佰參拾肆萬股為員工認股權憑

證之股份，並授權董事會決議

得分次發行。 

提高額定資本額，並

授權董事會得發行特

別股，同時等比例提

高保留員工認股權之

股份。 

第十三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七人，任期三

年，董事之選舉採侯選人提名制

度，由股東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

中選任，連選得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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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金額及投保事

宜授董事會議定之。 

本公司得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

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

並由審計委員會負責執行公司

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規有

關監察人之職權。審計委員會由

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

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

長，相關組織規章由董事會決議

訂定。 

非獨立董事與獨立董事應一併進

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本公司設董事五~七人，任期三

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

人選任，連選得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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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金額

及投保事宜授董事會議定之。 

本公司得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

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

會，並由審計委員會負責執行

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

令規有關監察人之職權。審計

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

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

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

備會計或財務專長，相關組織

規章由董事會決議訂定。 

非獨立董事與獨立董事應一併

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

額。 

配合法令修正董事採

候選人提名制。 

第十三條

之一 

本公司上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

人數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

董事席次五分之一，並採侯選人

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

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

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

制，獨立性之認定，提名方式與

本公司上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

事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

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並採

侯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

格、持股、兼職限制，獨立性

修訂獨立董事不得少

於三人，以符合第十

三條審計委員會之組

成要求。 

【附件六】 



條文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

證券主管機關之法令規定辦理。 

董事會得設置各類功能性委員

會。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應訂定行

使職權規章，經董事會通過後實

施。 

之認定，提名方式與選任方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

管機關之法令規定辦理。 

董事會得設置各類功能性委員

會。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應訂定

行使職權規章，經董事會通過

後實施。 

第廿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四年十月

二十一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

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第二次修

正於民國八十二年十月十五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八月

二日。第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

年八月廿一日。第五次修正於民

國八十六年八月五日。第六次修

正於民國八十八年三月十一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七月

十五日。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年八月十二日。第九次修正於民

國九十二年五月二十日。第十次

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十月二十

日。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

年十二月十二日。第十二次修正

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六

日。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

十九年十二月九日。第十四次修

正於中華民國一○三年六月二十

日。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十六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十二

月一日。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一○九年六月十九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四年十

月二十一日。第一次修正於民

國七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第

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十月

十五日。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八

十四年八月二日。第四次修正

於民國八十四年八月廿一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八

月五日。第六次修正於民國八

十八年三月十一日。第七次修

正於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十五

日。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

八月十二日。第九次修正於民

國九十二年五月二十日。第十

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十月二

十日。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第十二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

月十六日。第十三次修正於中

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九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三年六月二十日。第十五次修

正於中華民國一○三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第十六次修正於中

華民國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增列本次修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