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orts Gear Co., Ltd.(Cayman) 

志強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範 修正條文對照表(僅節錄修正部份文字) 

頁碼 修訂後 修訂前 備註 

P.3 7.1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長

召集者，由董事長擔任主

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

會，由股東會所得選票代

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

者，會議主席由該召集權

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

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

任之。 

7.1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長

召集者，由董事長擔任主

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

會，由股東會所得選票代

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

集，會議主席由該召集權

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

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

任之。 

依實際情況

修訂 

P.4 11.3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

若在席董事未達出席董事

過半數者，經在席董事提

議，主席應宣布暫停開

會，並準用第 8.5 條規

定。 

11.3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

若在席董事未達出席董事

過半數者，經在席董事提

議，主席應宣布暫停開

會，並準用第 8.2 條規

定。 

依實際情況

修訂 

P.4 13.1.2 年度財務報告及須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第二

季財務報告。 

13.1.2 年度財務報告及半

年度財務報告。但半年度

財務報告依法令規定無須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

在此限 

因應法令修

訂 

P.5 13.2 第 13.1.7 條所稱關係

人指證券發行人財報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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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第 13.1.7 條所稱關係

人指證券發行人財報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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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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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實際情況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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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碼 修訂後 修訂前 備註 

P.5 13.5 應有至少一席獨立董

事親自出席董事會;對於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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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本公司設有獨立董事

時，對經董事會決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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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法令修

訂 

P.5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

依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

董事，依公司法第二百零

六條第四項準用第一百八

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16.3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

議，對依 16.1 及 16.2 規定

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

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六條第

四項準用第一百八十條第

二項規定辦理。 

依實際情況

修訂 

 

 

 

 

 

 

 

 

 

 

 

 

 

 



Sports Gear Co., Ltd.(Cayman) 

志強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道德行為準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僅節錄修正部份文字) 

修正

頁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P.3 2.1.2 應避免基於其在公司

擔任之職位而使得其自身、

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獲致不當利益。 

2.1.2 應避免基於其在公司

擔任之職位而使得其自身、

配偶、父母、子女或二親等

以內之親屬獲致不當利益。 

法令修訂 

P.3 2.10 為了鼓勵員工呈報違

法情事，公司應訂定具體檢

舉制度，允許匿名檢舉，並

讓員工知悉公司將盡全力

保護呈報者檢舉人的安全，

使其免於遭受報復。 

2.10 為了鼓勵員工呈報違

法情事，公司應訂定具體檢

舉制度，並讓員工知悉公司

將盡全力保護呈報者的安

全，使其免於遭受報復。 

法令修訂 

P.3 

 

2.11 本公司董事或經理人

有違反道德行為準則之情

形時，公司應依據其於道德

行為準則訂定之懲戒措施

訴追處理，且即時於公開資

訊觀測站揭露違反道德行

為準則人員之違反日期、違

反事由、違反準則及處理情

形等資訊。公司並應制定相

關申訴制度，提供違反道德

行為準則者救濟之途徑。 

2.11 本公司董事或經理人

有違反道德行為準則之情

形時，公司應依據相關法令

及員工規則訂定之懲戒措

施訴追處理，且即時於公開

資訊觀測站揭露違反道德

行為準則人員之違反日期、

違反事由、違反準則及處理

情形等資訊。公司並應制定

相關申訴制度，提供違反道

德行為準則者救濟之途徑。 

法令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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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號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94 For so long as the Shares 

are traded on the 

Designated Stock Market, 

the Board shal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establish 

a Remuneration 

Committee comprised of 

at least three (3) members, 

one of whom shall be an 

Independent Director.  

The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of the 

members of the 

Remuneration Committee, 

the responsibilities, 

powers and other related 

matters of the 

Remuneration Committee 

shall comply with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Up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muneration Committee, 

the Board shall, by a 

resolution, adopt a charter 

for the Remuneration 

Committee the provisions 

of which shall be 

consistent with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Before 

For so long as the Shares 

are traded on the 

Designated Stock Market, 

the Board shal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establish 

a Remuneration 

Committee comprised of 

at least three (3) members, 

more than half of whom 

shall be an Independent 

Director.  The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of the members of the 

Remuneration Committee, 

the responsibilities, 

powers and other related 

matters of the 

Remuneration Committee 

shall comply with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Up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muneration Committee, 

the Board shall, by a 

resolution, adopt a charter 

for the Remuneration 

Committee the provisions 

of which shall be 

consistent with the 

Applicable Public 

Company Rules.  Before 

因應法令修

正，薪酬委員

會成員過半數

需為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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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the Shares are traded on 

the Designated Stock 

Market, the Board may 

resolve to establish a 

Remuneration Committee. 

the Shares are traded on 

the Designated Stock 

Market, the Board may 

resolve to establish a 

Remuneration Committee. 

 

 

 

 

 

 

 

 

 

 

 

 

 

 

 

 

 

 

 

 

 

 

 

 

 

 

 

 



Sports Gear Co., Ltd.(Cayman) 

志強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僅節錄修正部份文字) 

頁

碼 
修訂後 修訂前 備註 

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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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

事項、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

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

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

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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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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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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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 

法令修正 

3 

3.6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

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

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

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

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

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

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

案。股東得提出為敦促公司

增進公共利益或善盡社會責

任之建議性提案，程序上應

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

一之相關規定以一項為限，

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

議案。 

3.6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

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

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

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

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

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

利益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

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

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一百七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

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

為議案。 

因應 

法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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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碼 
修訂後 修訂前 備註 

P.6 12.3 本公司如已設置獨立董

事時，依第 12.1 條規定將本

作業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

之意見，……..。 

12.3 本公司如已設置獨立董

事時，依第 12.1 條規定將本

作業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

之意見，……..。 

依實際情

況修正文

字 

 

 

 

 

 

 

 

 

 

 

 

 

 

 

 

 

 

 

 

 

 

 

 

 

 

 

 

 

 



Sports Gear Co., Ltd.(Cayman) 

志強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僅節錄修正部份文字) 

頁

碼 
修訂後 修訂前 備註 

3 

3.4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依

照公司章程所規定之候選人

提名制度程序為之。 

3.4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均應

依照公司章程所規定之候選

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為審

查董事候選人之資格條件、

學經歷背景及有無公司法第

三十條所列各款情事等事

項，不得任意增列其他資格

條件之證明文件，並應將審

查結果提供股東參考，俾選

出適任之董事。 

因應 

法令修正 

3-

4 

3.6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

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

但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

補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

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

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

選之。 

 

3.6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

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

但書、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

審查準則相關規定或中華民

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

查準則第十條第一項各款不

宜上櫃規定之具體認定標

準」第八款規定者，應於最

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

董事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

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

東臨時會補選之。 

因應 

法令修正 

4 3.11 刪除 

3.11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

者，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

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

名及股東戶號；如非股東身

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

及身分證統一編號。惟政府

或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

選舉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

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亦

得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及

因應 

法令修正 

Wilda.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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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碼 
修訂後 修訂前 備註 

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

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

名。 

4 
4.1 不用有召集權人製備之選

票者。 

4.1 不用董事會製備之選票。 因應 

法令修正 

4 
4.4 所填被選舉人與董事候選

人名單經核對不符者。 

4.4 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

分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

股東名簿不符者；所填被選

舉人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

名、身分證統一編號經核對

不符者。 

因應 

法令修正 

4 
4.5 除填分配選舉權數外，夾

寫其他文字者。 

4.5 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

名）或股東戶號（身分證統

一編號）及分配選舉權數

外，夾寫其它文字者。 

因應 

法令修正 

4 4.6 刪除 

4.6 未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

名）或股東戶號（身分證統

一編號）者。 

因應 

法令修正 

4 4.7 刪除 
4.7 同一選舉票填列被選舉人

二人或二人以上者。 

因應 

法令修正 

4 4.8 刪除 

4.8 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

他股東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

或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可資識

別者。 

因應 

法令修正 

 

 

 

 

 

 



 

 

 

 

 

 

 

 

 

 

 

 

 

獨立董事 

候選人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數 

陳宗鎮 台灣大學 

法律系 

司法院廳長、 

地方法院院長、 

高等法院院長、 

最高法院廳長 

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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