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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屆第第七屆第第七屆第第七屆第十十十十二二二二次董事會記錄次董事會記錄次董事會記錄次董事會記錄 

 

壹、時間：民國98年03月26日上午10：00 

貳、地點：台北總公司5樓大會議室 

參、出席：達法定出席人數(詳如出席簽到簿) 

肆、主席：鄧阿華先生                          記錄：陳乃真 

伍、列席：監察人、財務部暨風控室安副總經理芝立、稽核室陳總稽

核凱經、總經理室法令遵循處洪資深經理英哲 

陸、主席報告：略 

柒、報告事項： 

一、報告本公司上次董事會決議事項執行情況暨確認會議記錄 

二、報告公司損益及成本節流計劃 (報告人：林總經理寬成) 

三、買回本公司庫藏股情形報告(報告人：安副總經理芝立) 

四、可轉債執行效益與再買回規劃報告 (報告人：安副總經理芝

立) 

五、風險管理報告 (報告人：安副總經理芝立) 

六、衍生性商品績效評估報告 (報告人：安副總經理芝立) 

七、法令遵循處工作報告(報告人：洪資深經理英哲) 

八、內部稽核執行報告 (報告人：陳總稽核凱經) 

捌、討論事項 

一、提報 97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依據「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

理準則」第23條規定，應每年自行檢查內部控制制度設

計及執行之有效性，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格式作成內部控

制制度聲明書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四個月內申報主管機

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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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查核結果顯示本公司整體控制作業皆依規定有效執行，

並無重大缺失，謹擬具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敬請董事

會通過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二、修訂內部控制制度案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依據期交所、證交所及券商公會修正之相關法令規章，配

合修訂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內部稽核實施細則及查核明

細表。 

(二) 修訂內容包括：期貨IB、期貨自營結算交割作業、受託買

賣外國有價證券作業、T+2日DVP交割制度作業、財富管

理帳戶之短線交易規範與處理程序，以及依據金管證二字

第0960013084號令，配合增訂受期貨信託事業或兼營期貨

信託事業委任銷售、買回期貨基金業務之內部控制相關規

定。實施日期已依主管機關函令規定執行。 

(三) 敬請董事會追認。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三、承認 97 年度決算表冊暨合併財務報表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本公司97年度決算表冊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誠會計

師事務所查核簽證峻事，並完成營業報告書之編制。 

(二) 敬請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查核，並提請股東會承認。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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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認 97 年度虧損彌補案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本公司97年度稅後淨損529,617,021元，加計期初未分配

盈餘24,201,150元，合計97年度待彌補虧損為505,415,871

元。 

(二) 爰依公司法第232、239條及公司章程規定，待彌補虧損

505,415,871元，以法定盈餘公積505,415,871元彌補之。 

(三) 敬請董事會通過，並提請股東會承認。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五、98 年度預算暨營運計劃案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依公司章程第17條及董事會議事規範第12條之規定訂定

本公司98年度預算暨營運計劃。 

(二)  敬請董事會通過。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六、召開 98 年度股東常會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依公司法第170條規定辦理，並訂定股東常會會議議程。 

(二) 股東常會召開時間：98年6月19日上午9:00。 

(三) 股東常會召開地點：台北市松山區東興路8號地下一樓。 

(四) 敬請董事會通過。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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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辦理 98 年度股東提案及獨立董事提名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依公司法第172-1條、第192-1條及本公司章程第13條之規

定辦理，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

公告受理持股1%以上股份股東提出股東會議案及獨立董

事候選人名單之受理期間及受理處所。 

(二) 受理期間：98年4月10日至98年4月20日 

(三) 受理處所：台北市松山區東興路8號地下一樓股務代理部。 

(四) 敬請董事會通過。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八、董事會提名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依公司法第192-1條規定，獨立董事應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另依據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

法第5條規定，本公司得由董事會推薦獨立董事候選人名

單，並應依規定檢附被提名人之相關必要文件。 

(二) 董事會推薦之第八屆董事會獨立董事名單： 

吳再益博士、李光舟先生及傅開運先生。 

(三) 三位被提名人均已提供當選後願任董事之承諾書及獨立

董事被提名人聲明書，經董事會審查3名被提名人之資格

條件後，均符合法令相關規定，決議送請股東會選任之。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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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選舉第八屆董事及監察人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本公司第七屆董事、監察人任期於 98 年 6 月 8 日屆滿，

擬訂於本年度股東常會全面改選。 

(二) 依公司章程第 13 條規定，本公司設置董事 12 名、獨立

董事 3 名及監察人 3 名，任期三年（自民國 98 年 6 月 19

日股東常會會議結束後就任至民國 101 年 6 月 18 日止），

連選得連任。 

(三) 相關選舉事宜依照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辦理。 

(四) 敬請董事會通過並提請股東會選舉。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十、訂定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職責範疇規則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依據證券商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26條規定，證券商應

明定獨立董事之職責範疇。本公司第八屆董事會將設

置獨立董事席位，故擬訂定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職責範

疇規則，以強化公司治理制度。敬請董事會通過。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十一、申請期交所選擇權商品造市者資格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依據臺灣期貨交易所造市者作業辦法規定，期貨自營商得

申請成為期交所造市者。 

(二) 為能掌握選擇權造市業務之申請時效及享有手續費折減

獎勵，擬請董事會授權公司得申請所有臺灣期交所推出之

選擇權商品造市者資格，相關申請作業由總經理核准。敬

請董事會通過。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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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註銷第八次庫藏股買回股份案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擬訂民國98年4月13日為減資基準日，註銷買回庫藏股

三 仟 萬 股 ， 買 回 均 價 為 10.16 元 ， 註 銷 後 股 本 為

11,857,062仟元。敬請董事會通過。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十三、實施本公司第九次庫藏股買回案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買回理由：為維護股東權益、公司信譽 

(二) 買回目的：註銷股份 

(三) 買回股份之總金額上限：新台幣496,500仟元整 

(四) 預計買回數量及種類：3仟萬股普通股 

(五) 預定買回期間：98.3.27~98.5.26 

(六) 買回價格：每股新台幣8.58~16.55元。委請資信會計師  

        事務所出具買回股份價格合理性之評估意見書。 

(七) 買回方式：於證券集中市場買回。 

(八) 建請董事會通過董事會聲明書之內容 

(九) 敬請董事會通過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十四、修訂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本公司執行第七次買回庫藏股票時，經金管會建議修

訂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敬請董事會通過。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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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修訂風險管理政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依據證券商風險管理實務守則及風險管理評鑑制度辦

理。為強化風險管理制度及落實各部門風險管理機制，

擬修訂風險管理政策，以符合本公司之實務運作。 

(二) 敬請董事會通過。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十六、揭露風險管理品質化資訊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依據金管證二字第0950154082號函辦理，綜合證券商應

於每年營業年度終了後四個月內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

前一年度之風險管理品質化資訊。 

(二) 依規定揭露本公司97年度風險管理品質化資訊之內容。 

(三) 敬提請董事會通過。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十七、修訂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因應內部組織調整及現行之作業程序，修改本公司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二) 敬請董事會通過，提請股東會討論。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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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訂定結構型商品資金運用作業準則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依據「證券商營業處所經營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業務規

則」條文修正辦理。 

(二) 訂定本公司結構型商品資金運用作業準則及加強內部稽

核作業。 

(三) 敬請董事會通過。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十九、與金融機構簽訂短期週轉額度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為拓展融資業務及營運週轉之需要，擬與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等11家金融機構簽訂授信合約，維持短期週轉額度。 

(二) 敬請董事會通過。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二十、海外子公司向金融機構申請短期週轉額度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因海外子公司業務之需要，擬由PSBVI向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OBU等5家金融機構；PSHK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OBU等4家金融機構，申請授信額度，因應短期週轉之需。 

(二) 敬提請董事會通過。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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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與金融機構簽訂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信用風險額度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本次新申請風險額度之金融機構為華南永昌綜合證    

券新台幣1億元。 

(二) 本次共計申請5家金融機構變更風險額度，變更後公司之

整體風險額度為新台幣71.5億元。 

(三) 風險額度係依據交易對手之信評等級，並對照及參酌公

司內部設定之信用評等標準所給予之承作限額。 

(四) 為降低信用風險，在簽訂ISDA合約時，另與交易對手加

簽CSA。各種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之權限及限額，均須

經ALCO核准。 

(五) 敬請董事會通過。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二十二、會計師委任暨獨立性評估案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依據證券商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29條第2項規定，證券商

應定期評估聘任會計師之獨立性。本公司參照會計師法

第47條規範之獨立性及職業道德規範公報第十號「正

直、公正客觀及獨立性」之內容制定獨立性評估項目。 

(二) 本公司98年度擬委任資誠會計師事務所，由張明輝會計

師及葉翠苗會計師擔任財務查核簽證會計師，經評估兩

位會計師均符合獨立性評估標準，足堪擔任本公司簽證

會計師。會計師委任合約簽訂及酬金授權董事長核決。 

(三) 敬提請董事會通過。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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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分公司增加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業務之營業項目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總公司於95年經主管機關核准開辦受託買賣外國有  

價證券業務之營業項目在案。 

(二) 為拓展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業務，擬於35家分公司申請

新增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業務之營業項目，該業務之上

手及可交易市場範圍與總公司相同。 

(三) 為因應該業務之發展，擬於新增據點時，亦同意得申請增

加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業務之營業項目。 

(四) 敬請董事會通過。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二十四、經理人異動案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因業務需要，期貨自營部副總經理黃俊仁調任期貨自  

營部最高主管，負責該部門所有相關業務，原該部門專

業協理蒲建亨免任該部最高主管。 

(二) 原東興分公司張文隆協理，調任南京分公司經理人，負

責該分公司所有相關業務，免任東興分公司經理人；原

邱士庭協理免任南京分公司經理人。 

(三) 原天母分公司高榮經理，調任為東興分公司經理人並晉

升為分公司協理，負責該分公司所有相關業務，免任天

母分公司經理人。 

(四) 原南京分公司營業部經理黃修蔚，升任天母分公司經理

人，負責該分公司所有相關業務。 

(五) 經紀部張宏碩協理調任古亭分公司經理人，負責該分公

司所有相關業務，原古亭分公司胡子男分公司協理，免

任古亭分公司經理人，並調任經紀部專案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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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原高雄分公司胡文傑分公司協理，調任為桃園分公司經

理人，負責該分公司所有相關業務，免任高雄分公司經

理人；原桃園分公司經理人劉德光分公司協理申請退休。 

(七) 聘任劉俊巖先生為高雄分公司經理人，負責該分公司所

有相關業務。 

(八) 新台中分公司經理林正峰，升任新台中分公司經理人，

負責該分公司所有相關業務，原新台中分公司吳傳仁協

理免任新台中分公司經理人，調任為彰化分公司經理

人，負責該分公司所有相關業務。。 

(九) 原彰化分公司王武煌經理，調任為大里分公司經理人，

負責該分公司所有相關業務，免任彰化分公司經理人；

原大里分公司梁國強經理申請退休。 

(十) 屏東分公司經理王健民，升任屏東分公司經理人，負   

責該分公司所有相關業務，原屏東分公司莊啟鴻協理免

任屏東分公司經理人。 

(十一) 敬請董事會通過。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