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年 6月 15日 

發文字號：台期管字第 1100900736號 

 

主旨：本公司 110年股東常會延期召開。 

依據：依公司法規定及本公司 110年 6月 15日第 8屆第 37次董事會決議辦理。 

公告事項： 

一、開會時間：110年 7月 20日(星期二)下午 2時正。 

二、開會地點：本公司 6樓大會堂（地址：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 2段 102號 6樓）。 

三、會議召集事由： 

(一)報告事項 

1.本公司 109年度營業及財務報告。 

2.本公司監察人查核報告。 

3.本公司 109年度員工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二)承認事項 

1.本公司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2.本公司 109年度盈餘分派案。 

(三)討論事項 

1.辦理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2.配合期貨交易所管理規則、期貨結算機構管理規則相關規定、本公司部分盈餘轉增

資發行新股及強化本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等由，修正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四)選舉事項： 

第 9屆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案(任期為 110年 7月 23日至 113年 7月 22日)。 

(五)臨時動議。 

四、本公司 109年度盈餘分派業經董事會決議，擬自可分配盈餘中提撥股東現金股利新臺

幣 1,196,982,648元，每股分派現金股利新臺幣 3.25元；股票股利新臺幣 515,623,300

元，轉增資發行新股，每股配發股票股利新臺幣 1.4 元，俟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後，授

權董事會另訂分派股利基準日及發行新股基準日。 

五、受理股東提案期間：本公司訂於 110 年 6 月 16 日起至 110 年 6 月 26 日止受理股東

提案，凡有意提案之股東，請依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規定，於 110 年 6 月 26 日下午

5時前送達(郵寄者請於信封封面上加註「股東常會提案函件」字樣，以掛號函件寄達)。 

六、受理股東提案處所：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部(地址：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

路 2段 100號 13樓，電話：02-23695678)。 

七、依公司法第 165 條規定，本公司自 110 年 6 月 21 日起至 110 年 7 月 20 日止，停止

股票過戶登記，凡持有本公司股票尚未辦理過戶者，因最後過戶日 110 年 6 月 20 日

適逢例假日，請提前於 110 年 6 月 18 日下午 5 時前駕臨本公司股務代理人－中國信

託商業銀行代理部(台北市重慶南路 1 段 83 號 5 樓)，辦理過戶手續，掛號郵寄者以

110年 6月 20日(最後過戶日)郵戳日期為憑。 

八、開會通知書及委託書，將於開會 20日前寄發各股東，屆時如未收到，請逕洽本公司股

務代理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代理部（電話：02-66365566）查詢。 

九、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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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110年 6月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本公司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應先報經主

管機關核准： 

一、變更機構名稱。 

二、變更資本額或指撥

之專用營運資金。 

三、變更機構營業處所。 

四、經營其他業務或投

資其他事業。 

五、受讓其他交易所或

結算機構之全部或

主要部分營業或財

產；或讓與全部或

主要部分之營業或

財產。 

六、合併或解散。 

 

 

 

七、其他依期貨交易法

或經主管機關規定

應先報經核准之事

項。 

第七條 本公司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應先報經主

管機關核准： 

一、變更機構名稱。 

二、變更資本額。 

 

三、變更機構營業處所。 

四、經營其他業務或投

資其他事業。 

五、受讓其他交易所之

全部或主要部分營

業或財產；或讓與

全部或主要部分之

營業或財產。 

六、合併或解散。 

七、與外國交易所、自律

組織或其他機構簽

訂合作協議或備忘

錄。 

八、其他依期貨交易法

或經主管機關規定

應先報經核准之事

項。 

一、按本公司兼營期貨結

算機構，爰配合期貨

結算機構管理規則第

七條第二款及第五款

規定，修正本條第二

款及第五款。 

二、配合期貨交易所管理

規則第七條第四款、

期貨結算機構管理規

則第八條第四款規

定，將現行條文第七

款情事移列至第八條

第四款，並調整後續

款次。 

第八條 本公司有下列情

事之一時，應即申報主

管機關核備： 

一、停業、復業或歇業。 

 

 

 

 

二、期貨商或結算會員

第八條 本公司有下列情

事之一時，應即申報主

管機關核備： 

一、集中交易市場停止

超過一個營業日之

集會或回復集會。 

二、所營事業因歇業而

終止。 

三、期貨商或結算會員

一、配合期貨交易所管理

規則第七條第一款，

及期貨結算機構管理

規則第八條第一款及

第二款規定，將原第

一款與第二款合併修

正為第一款，原第三

款酌作文字修正；餘

款次依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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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與本公司間，關於

期貨集中交易市場

使用契約或結算交

割契約之訂立、變

更或終止。 

三、依期貨交易法第三

十九條應行申報事

項。 

四、與外國交易所、結算

機構、自律組織或

其他機構簽訂合作

協議或備忘錄。 

五、其他依期貨交易法

或經主管機關規定

應行申報核備之事

項。 

與本公司間，關於

期貨集中交易市場

使用契約或期貨結

算交割契約之訂

立、變更或終止。 

四、依期貨交易法第三

十九條應行申報事

項。 

 

 

 

 

五、其他依期貨交易法

或經主管機關規定

應行申報核備之事

項。 

二、現行條文第七條第七

款情事移列本條第四

款。 

第 九 條 本公司資本總

額定為新臺幣肆拾壹億

玖仟捌佰陸拾肆萬陸仟

捌佰叁拾元，分為肆億

壹仟玖佰捌拾陸萬肆仟

陸佰捌拾叁股，每股面

額新臺幣壹拾元，全額

發行。 

第 九 條 本公司資本總

額定為新臺幣參拾陸億

捌仟參佰零貳萬參仟伍

佰參拾元，分為參億陸

仟捌佰參拾萬貳仟參佰

伍拾參股，每股面額新

臺幣壹拾元，全額發行。 

配合盈餘轉增資，變更資

本總額及總股數，爰予修

正。 

第四十四條 本公司於每

會計年度編列次一年度

預算時，應就前一年度

稅後盈餘，提撥百分之

三至百分之五作為社會

公益之用，實際提撥比

率由董事會決議之。但

因救助不可抗力之災害

或配合主管機關推動公

益專案之捐贈經費得另

第四十四條 本公司於每

會計年度編列次一年度

預算時，應就前一年度

稅後盈餘，提撥百分之

三至百分之五作為社會

公益之用，實際提撥比

率由董事會決議之。 

考量對於突發不可抗力災

害之救助或配合主管機關

公益專案之捐贈，其金額

重大、具急迫性，致逾越預

算上限或影響原定捐贈計

畫時，得予因應，爰增訂遇

該等情事得另編列相關預

算支應，並提經董事會討

論或追認通過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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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予編列相關預算支應，

並提經董事會討論或追

認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