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公司債種類、面額及發行價格：有擔保國內轉換公司債。每張債券面額為 

新台幣 100 仟元，並按 100%面額發行。 

(3)發行日期：2017 年 09 月 30 日。 

(4)發行期間：三年，到期日為 2020 年 09 月 30 日。 

(5)到期之償還：除依轉換辦法轉換或贖回外，到期時以現金一次償還。 

(6)票面利率：年利率 0%。 

(7)轉換溢價率：106.07%。 

(8)轉換價格:新台幣 29.80 元(依據轉換辦法規定，本公司辦理現金增資，轉換價格 

應予以調整，故自 2017 年 11 月 03 日起，轉換價格由 30.00 元調整為 29.80 元)。 

(9)截至 2018 年 03 月 30 日止，發行之轉換公司債尚未償還金額為新台幣 400,000 仟元，

若全部按現行轉換價格轉換為普通股，則對原股東股權之可能最大稀釋效果約為

2.13%。 

(10)自發行日起於櫃檯買賣中心上櫃買賣。 

    (11)上述募集之資金預計於2018年第一季支用完畢。 

 

第六案                                                      董事會 提 

案由：中華民國境內第三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報告，敬請 鑒察。 

說明：  

1. 本案業經2017年07月28日董事會決議通過發行中華民國境內第三次無擔保 

轉換公司債新台幣800,000仟元，並於2017年08月17日取得中央銀行核准、 

於2017年09月08日取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 

2. 本公司已於2017年09月25日完成訂價，發行條件如下： 

(1)發行總額：新台幣 800,000 仟元。 

(2)公司債種類、面額及發行價格：無擔保國內轉換公司債。每張債券面額為 

新台幣 100 仟元，並按 100%面額發行。 

(3)發行日期：2017 年 10 月 02 日。 

(4)發行期間：三年，到期日為 2020 年 10 月 02 日。 

(5)到期之償還：除依轉換辦法轉換或贖回外，到期時以現金一次償還。 

(6)票面利率：年利率 0%。 

(7)轉換溢價率：103.98%。 

(8)轉換價格:新台幣 29.30 元(依據轉換辦法規定，本公司辦理現金增資，轉換價格 

應予以調整，故自 2017 年 11 月 03 日起，轉換價格由 29.50 元調整為 29.30 元)。 

(9)截至 2018 年 03 月 30 日止，發行之轉換公司債尚未償還金額為新台幣 800,000 仟元，

若全部按現行轉換價格轉換為普通股，則對原股東股權之可能最大稀釋效果約為

4.24%。 

(10)自發行日起於櫃檯買賣中心上櫃買賣。 

(11)上述募集之資金預計於2018年第一季支用完畢。 

 

第七案                                                      董事會 提 

案由：修訂董事會議事規範案，敬請 鑒察。 

說明： 

1. 爰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106年7月28日金管證發字第1060027112號令修正 

「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七條條文，配合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 

部分條文。 

2. 「董事會議事規範」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四。 

 



 

 

肆、 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由：提請承認2017年度決算表冊案，提請  承認。 

說明： 

1. 本公司2017年度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麗凰與傅文芳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各項財務

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已送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 

2. 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錄二。 

3. 提請  承認。 

決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344,256,242權： 

表決結果 表決權數(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表決權數 

佔總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35,715,379權 (含電子投票53,845,696權) 97.51% 

反對權數 279,637權 (含電子投票  279,637權) 0.08% 

無效權數           0權  (含電子投票      0權) 0% 

棄權/未投票權數    8,261,226權  (含電子投票7,712,953權) 2.39%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由：提請承認2017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說明： 

1. 本公司2017年度盈餘分配，業經2018年3月30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在案，並依本公司章程

規定編制盈餘分派如下表： 

慧洋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摘要 未分配盈餘 

以前年度可分配保留盈餘 11,625,110,472 

  減：2017年度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 

加：2017年度合併淨利(註1) 

加：2017年度合併其他綜合損益 

417,891,250 

84,280 

截至2017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12,043,086,002 

期末未分配餘額 12,043,086,002 

註1：合併淨利換算為美金13,731,968元  

 

2. 本公司2017年稅後可供分配盈餘總計為新台幣12,043,086,002元，期末未分配盈餘為新

台幣12,043,086,002元。 

 

3. 提請  承認。 

 

 

 

 



 

決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344,256,242權 

表決結果 表決權數(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表決權數 

佔總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35,723,434權 (含電子投票53,853,751權) 97.52% 

反對權數      279,682權   (含電子投票279,682權) 0.08% 

無效權數           0權    (含電子投票     0權) 0% 

棄權/未投票權數    8,253,126權  (含電子投票7,704,853權) 2.39%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伍、 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由：資本公積發放現金股利案，提請 討論。 

說明： 

1. 本公司2017年度財務報告之資本公積中屬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之溢額項下總計

為新台幣1,612,164,067元，擬自資本公積發行股票溢額項下配發普通股現金股利新台幣

616,707,566元，每股約配發1元，期末資本公積為新台幣995,456,501元。 

2. 上述現金股利計算至新台幣元為止，配發不足一元之差額，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分派之。 

3. 本公司如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將股份註銷、因員工行使員工認股憑證、增資發行新股、

可轉換公司債轉執行權利、發行海外存託憑證及其他等因素，影響本公司配息基準日之

流通在外股數，致使股東配息比率發生變動而須修正時，擬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4. 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除息基準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5. 提請  討論。 

決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344,256,242權 

表決結果 表決權數(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表決權數 

佔總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35,614,289權 (含電子投票53,744,606權) 97.48% 

反對權數      386,633權   (含電子投票386,633權) 0.11% 

無效權數          0權    (含電子投票     0權) 0% 

棄權/未投票權數    8,255,320權  (含電子投票7,707,047權) 2.39%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陸、 選舉事項 

第一案 

案由：第五屆董事及獨立董事改選案，提請 討論。 

說明： 

1. 本公司第四屆董事任期將於2018年5月29日屆滿，依法辦理改選。 

2. 基於公司營運需求及健全公司治理，公司本屆選舉董事席次由本屆8人增加至9人（其中

5人為獨立董事），符合本公司章程第72條規定設置董事5～10人。 

3. 本屆董事任期未屆滿前改選，經股東會決議改選後視為提前解任。故本次改選之第五屆

董事，任期三年，並於本次股東常會會議結束後立即生效就任，任期自2018年5月25日

起至2021年5月24日止。 

4.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度，其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 

     2018年3月30日提名委員會及董事會審核通過，茲將相關資料載明如下： 

 



 

董事候選人： 

姓名 學歷 經歷 目前任職 持有股份 

藍俊昇  淡江大學企

管系 

 四維航運總經理 

 益航公司總經理 

 慧洋海運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長 

197,793,456 

趙子隆  美國馬里蘭

大學生物系

及經濟系 

 William&Associates, 

CPA 
 慧洋海運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業務部副總經

理 

 

603,710 

福井正幸 

(Fukui 

Masayuki) 

 美國

Chapman 

College企管

系 

 Tokyo Freighting, Ltd 

船舶經紀人 

 Yoko Senpaku Co.合夥

人 

 

 

 

 慧洋海運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Yoko Co., Ltd.

創辦人兼董事

長 

1,470,819 

陳明上 

(代表法

人：金洲投

資有限公

司) 

 

 文化大學東

方語文學系 

 英商怡和有限公司-業

務經理 

 健航船務代理

董事長 

1,472,721 

 

獨立董事候選人： 

姓名 學歷 經歷 目前任職 持有股份 

塗能謀  • 加州大學柏克

萊分校法學院碩

士、博士 

• 台灣大學法律

系學士 

• 圓方法律事務所創辦人暨

合夥律師 

• 台北市政府國際事務委員

會顧問 

•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

律顧問 

•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亞太區法務 

• 理律法律事務所公司投資

部律師 

 • 金杜律師事務所

國際合夥人 

 • 敦泰科技(股)公

司獨董 

• 旅和旅行社(股)

公司董事 

0 

陳博志 • 台灣大學經濟

學博士 

 

• 總統府國策顧問 

• 總統府經濟顧問 

• 行政院經建會主任委員 

• 中央銀行理事 

• 台灣大學經濟系主任及經

濟研究院所長 

• 台灣智庫榮譽董

事長 

0 

林則君  • 阿姆斯特丹大

學財務金融博士 

• 香港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金

融學副教授 

• 香港大學工商管

理學院金融學教

0 



 

獨立董事候選人： 

姓名 學歷 經歷 目前任職 持有股份 

 • 廷貝亨研究所

經濟碩士 

 • 政治大學國際

經營與貿易學系

碩士 

• 台灣大學經濟

學學士 

• 香港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金

融學助理教授 

授 

邱永和  • 美國密西西比

大學經濟博士 

 • 東吳大學經濟

碩士 

• 逢甲大學經濟

學士 

• 公平交易委員會副主委暨

發言人 

• 東吳大學教務長 

• 第一商業銀行董事 

•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薪

酬報酬委員會委員 

• 千附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獨

立董事 

 

• 東吳大學經濟系

教授 

 

0 

劉彩卿 •美國北卡羅來納

大學經濟學博士 

•中興法商經濟學

系學士 

•臺灣證券交易所董事 

•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董

事 

•國際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台北大學財政系系主任及

所長 

•台北大學財政暨金融研究

中心主任 

•考試院考選部特考召集

人、典試委員 

•中興大學財政學系副教授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台北大學特聘 

 教授 

•臺灣證券交易所

董事 

•財團法人保險 

 安定基金董事 

•全國工業總會賦

稅與金融政策委

員會副召集人 

0 

 

5. 提請 討論。 

選舉結果： 

第五屆董事及獨立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職稱 戶號或身分證字號 姓名 當選權數 

董事 1 藍俊昇 377,644,245 

董事 110 趙子隆 341,547,410 

董事 TR40XXXX1 
福井正幸 

(Fukui Masayuki) 
326,385,046 

董事 15 
陳明上(代表法人： 

金洲投資有限公司) 
324,401,894 



 

職稱 戶號或身分證字號 姓名 當選權數 

獨立董事 F123XXXXX5 塗能謀 298,011,948 

獨立董事 P100XXXXX6 陳博志 298,101,449 

獨立董事 P122XXXXX7 林則君 297,971,000 

獨立董事 E101XXXXX3 邱永和 297,968,429 

獨立董事 A223XXXXX7 劉彩卿 298,054,147 

 

柒、 其他事項 

第一案（特別決議）                                         董事會 提 

案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說明： 

1. 依公司法第209條第1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

東會說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 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之行為，爰依法提請股東

會通過，就本公司新任之董事有上述情事時，同意解除該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名單如

下表： 

擬解除競業禁止之項目 

候選人身分 姓名 兼任公司名稱及職務 

董事 藍俊昇 慧洋船務代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百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顧問 

董事 趙子隆 東連船務代理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董事 福井正幸 

(Fukui Masayuki) 

Tokyo Freighting, Ltd 船舶經紀人 

Yoko Senpaku Co.合夥人 

董事 陳明上 

(代表法人：金洲投
資有限公司) 

健航船務代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3. 提請  討論。 

決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344,256,242權 

表決結果 表決權數(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表決權數 

佔總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33,458,005權 (含電子投票52,445,309權) 96.86% 

反對權數      661,143權  (含電子投票 661,143權) 0.19% 

無效權數           0權    (含電子投票     0權)  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0,137,094權  (含電子投票8,731,834權) 2.94%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修正案通過。 



 

 

 

股東發言摘要：股東戶號21201、38532、38149、18937、28211、22541、16416發表意見。 

答覆：由主席及其指定人員詳加回答。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同日上午 1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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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2017年度營業報告書 

慧洋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一、外部經營環境 

 

自 2016上半年散裝航運低點以來，從下半年起市場景氣即逐步復甦，步調雖緩而不失穩定。此

復甦主要因素應為散裝市場持續的不景氣，造成船舶供給下降，而使市場供需逐漸趨於平衡。

尤其壓艙水管理、氮氧化物排放、硫化物排放等相關新環保規定，亦使新造船成本提高，從而

進一步降低船舶供給。 

 

由於散裝市場不景氣，船東訂造新船的能力及意願皆偏低，新造船訂單量較兩年前明顯降低。

目前景氣雖有回溫，然資產價值仍不足以因應適用新環保規定後之船舶造價。因此目前新造船

市場仍僅為緩步回溫，未有投資熱潮出現，應有助於未來兩年景氣之穩定。 

 

年中聯合國海事組織雖因設備尚未普及而延緩壓艙水處理公約之實施，然因美國仍維持實施期

程，以致於老舊船舶仍面對相當之汰換壓力。但因前兩年市場低迷，許多老舊船舶已於蕭條時

淘汰，2017年拆船量反不如 2016。但目前船齡 15年以上舊船仍佔約 14%，預期未來兩年仍將

面對較大拆解壓力。 

 

 

 

 

二、2017年營業結果 

 

本公司於 2017年共有 11艘新造船、光船租入 1艘現成船、新增管理 1艘船，並處分 3艘自有

船，全年本公司營運船隊淨增加船數共 10艘，由年初之 114艘增加至 124艘。因市場環境不

佳，較缺少適當賣船機會，故汰舊腳步較預期為慢。 

 

2017年度航運市場對景氣預期明顯好轉。本公司今年新船租約平均達到三成以上毛利率，且從

年初起市況逐漸好轉，換約方面也普遍較原租約有更佳條件。因此本公司自結單月營業利益率

自四月約 10.7%至十二月約 23.9%，有相當明顯的改善。因此全年營業利益率雖尚未回到 2015

年水準，已較 2016年為佳。 

 

然而在業外損益方面，2017年度較無往年賣船收益或解約賠償金，反而因投資辦公大樓以及海

外可轉換公司債執行賣回權而認列虧損。全年業外淨損失接近 5百萬美元。受此影響，本公司

2017全年淨利僅約 13.7百萬美元。然本公司於營收及營業利益皆仍有成長趨勢，於 2018年可

望進一步回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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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8年營業計畫 

 

本公司於 2018年預計尚有 7~9艘新船交船，其中包括 2艘巴拿馬極限型、3艘超級極限型、3

艘輕便型及 1艘液化石油氣船。由於今年景氣前景可望緩步回升，故本公司計畫於陸續於年內

鎖定獲利良好之長期契約。 

 

今年本公司新造船皆為日本一流船廠如今治、名村、常石、日本海洋聯合、村上秀等所打造之

新型節能船，並符合最新環保法規要求。隨資產價值緩步上升，造船廠開始逐漸接單生產，本

公司亦計劃逐步布局符合第三期氮氧化物排放標準之環保船舶。因第三期排放標準是未來造船

標準，預期本公司於市場回溫時及早布局，將有機會搶佔先機，並於船價仍低時入市，取得成

本優勢。 

 

本公司因 2017年市況不佳，於處分船舶方面較無進展。今年除在業務上及新船投資上積極布局

外，也將持續於市場尋求船舶出售機會。一方面促進船隊之汰舊換新，二方面已亦希望透過資

產處分改善財務結構，降低對利率波動之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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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2017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會計師查核報告 

 

慧洋海運(開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慧洋海運(開曼)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西元二○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西

元二○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西元二○一七年一月一日至十

二月三十一日及西元二○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合

併權益變動表、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

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上開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

面係依照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

以允當表達慧洋海運(開曼)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西元二○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及西元二○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西元二○一七年一月一日

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西元二○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及

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

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

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慧洋海

運(開曼)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

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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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慧洋海運(開曼)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西元二○一七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

合併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

獨表示意見。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減損 

 

管理階層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評估是否有任何跡象顯示資產可能已減損。若有

任一減損跡象存在，則需估計該資產所屬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因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主要係船舶等相關設備，慧洋海運(開曼)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採一船一

公司方式進行船舶管理，而子公司主要現金產生單位為該公司船舶。本會計師認為不

動產、廠房及設備之金額重大且對可回收金額之計算涉及諸多假設及估計，因此決定

為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之查核程序包括(但不限於)，評估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減

損之會計政策的適當性；取得公司自行評估之各現金產生單位之資產減損評估表，評

估管理階層辨識減損跡象之合理性及其所使用之假設，包括現金產生單位之區分、現

金流量預測及折現率等是否適當。本會計師亦考量合併財務報表附註五及附註六中

有關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揭露的適當性。 

 

嵌入式衍生工具評價 

 

因公司債所含嵌入式衍生工具之公允價值層級歸類於第三等級，其評價係使用

不可觀察輸入值，管理階層採用外部評價公司來源資料進行評價，因對公允價值之估

計有顯著影響，本會計師因此決定為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之查核程序包括(但不

限於)，運用內部評價專家檢視管理階層提供之評價報告及相關文件、分析評價公司

的評價方法以及關鍵評價參數並評估有無不合理之處、進行獨立計算並與管理階層

所採用之評價結果進行比較。本會計師亦考量合併財務報表附註五、附註六及附註十

二中有關公司債賣回權負債之金融工具評價的適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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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及

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

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慧洋海運(開曼)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

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慧洋海運(開曼)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

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慧洋海運(開曼)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負

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

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

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

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

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

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

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

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

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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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

惟其目的非對慧洋海運(開曼)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

性。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慧

洋海運(開曼)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

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

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

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

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慧洋海運(開曼)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表

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

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團查核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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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

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

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

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慧洋海運(開曼)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西元二○一七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

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

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

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文號︰ 金管證六字第0950104133號 

(90)台財證(六)第100690號 

 

 

 

 

會計師： 

 

 

 

 

西元二○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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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審計委員會審查 2017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書 

 

 

慧洋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西元二○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之議案，其中財務報

表業經委託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麗凰、傅文芳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之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中

華民國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中華民國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 敬請 

鑒察。 

 

此 致 

本公司二○一八年股東常會 

 

 

 

慧洋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黃仁宗 

 

 

 

 

 

西 元 二 ○ 一 八 年 三 月 三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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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董事會議事規範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 正 後 條 文 修 正 前 條 文 修正理由 

12、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

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

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

或修訂內部控制制度，及內

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

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

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

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

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

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

之任免。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

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

然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益

性質捐贈，得提下次董事會

追認。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

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

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之事

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

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

之關係人；所稱對非關係人之重

大捐贈，指每筆捐贈金額或一年

內累積對同一對象捐贈金額達新

臺幣一億元以上，或達最近年度

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

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

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

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

或修訂內部控制制度。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

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

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

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

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

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

之任免。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

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

然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益

性質捐贈，得提下次董事會

追認。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

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

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之事

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

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

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

關係人；所稱對非關係人之重大

捐贈，指每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

累積對同一對象捐贈金額達新臺

幣一億元以上，或達最近年度經

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入

淨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五以上者。外國公司股票無面

配合「公開

發行公司董

事會議事辦

法」第七條

條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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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 正 後 條 文 修 正 前 條 文 修正理由 

分之五以上者。外國公司股票無

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

者，本項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五之金額，以股東權益百分之二

點五計算之。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事

會召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

算一年，已提董事會決議通過部

分免再計入。 

獨立董事應有至少一席獨立董事

親自出度董事會；對於第一項應

提董事會決議事項，應有全體獨

立董事出席董事會，獨立董事如

無法親自出席，應委由其他獨立

董事代理出席。獨立董事如有反

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

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

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

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

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

事錄。 

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

者，本項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五之金額，以股東權益百分之二

點五計算之。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事會

召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年，已提董事會決議通過部分

免再計入。 

獨立董事對於證交法第十四條之

三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獨立董

事應親自出席或委由其他獨立董

事代理出席。獨立董事如有反對

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

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者，

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

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

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