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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主要股東名單

主要股東名稱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花旗託管台積電存託憑證專戶 5,341,120,243 20.60%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 1,653,709,980 6.38%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受託保管新加坡政府投資專戶 654,494,172 2.52%

美商摩根大通銀行台北分行受託保管歐洲太平洋成長基金－受託人大衛費雪等十四人
投資專戶

430,430,649 1.66%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受託保管挪威中央銀行投資專戶 317,463,515 1.22%

大通託管歐本漢瑪開發中市場基金投資專戶 287,172,429 1.11%

大通託管先進星光先進總合國際股票指數 285,329,063 1.10%

美商摩根大通銀行台北分行受託保管沙烏地阿拉伯中央銀行投資專戶 252,148,426 0.97%

英商渣打銀行受託保管梵加德集團公司經理之梵加德新興市場股票指數基金投資專戶 237,443,845 0.92%

摩根大通銀行託管新遠景基金公司投資專戶 221,552,994 0.85%

普通股 持股基準日：民國一百零六年七月二日（配息基準日）

持股分級 股東人數 持有股數 持有比例（%）

1-999 146,197 32,498,982 0.13%

1,000-5,000 123,140 255,563,253 0.99%

5,001-10,000 22,569 161,289,971 0.62%

10,001-15,000 8,690 105,600,468 0.41%

15,001-20,000 4,023 70,667,777 0.27%

20,001-30,000 4,533 110,598,899 0.43%

30,001-40,000 2,133 73,710,156 0.28%

40,001-50,000 1,377 61,895,110 0.24%

50,001-100,000 2,757 192,609,685 0.74%

100,001-200,000 1,559 218,927,430 0.84%

200,001-400,000 1,037 292,221,179 1.13%

400,001-600,000 486 236,470,478 0.91%

600,001-800,000 280 193,341,382 0.75%

800,001-1,000,000 189 170,302,518 0.66%

1,000,001股以上 1,457 23,754,683,170 91.60%

合計 320,427 25,930,380,458 100.00%

特別股：無。

股權分散情形

普通股 持股基準日：民國一百零六年七月二日（配息基準日）

4.1.3 股東結構
普通股 持股基準日：民國一百零六年七月二日（配息基準日）

股東種類 政府機構 金融機構 其他法人
外國機構及

外國人
個人 合計

人數 7 151 1,149 4,231 314,889 320,427 

持有股數 1,653,710,189 599,818,046 1,058,236,528 20,658,779,209 1,959,836,486 25,930,380,458 

持有比率% 6.38% 2.31% 4.08% 79.67% 7.56% 100.00%

4.1 資本及股份

4.1.1 股本來源

民國
年／月

發行價格
（每股面額）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備註

股數 金額  股數 金額   股本來源 以現金以外之
財產抵充股款者

核准日期與文號（註）

104/07 10 28,050,000,000 280,500,000,000 25,930,380,458 259,303,804,580 員工認股權行使：
7,180,220元

無 104/07/13 竹商字
第1040020526號

註：民國年／月／日。

單位：股／新台幣元 截至民國一百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

4.1.2 資本及股份
單位：股 截至民國一百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

股份種類

核定股本

合計已發行股份
未發行股份

已上市 未上市 合計

記名式普通股 25,930,380,458 - 25,930,380,458 2,119,619,542 28,050,000,000

總括申報制度相關資訊：無。

資本及股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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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董事、經理人及持股10%以上大股東股權變動情形

職稱
姓名

民國106年度 民國107年1月1日至民國107年2月28日

持有股數增(減)數 質押股數增(減)數 持有股數增(減)數 質押股數增(減)數

董事長
張忠謀

- - - -

副董事長
曾繁城

- - - -

董事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 
代表人：陳美伶

- - - -

- - - -

獨立董事
彼得‧邦菲爵士

- - - -

獨立董事
施振榮

- - - -

獨立董事
湯馬斯‧延吉布斯 

- - - -

獨立董事
陳國慈  

- - - -

獨立董事
麥克‧史賓林特

- - - -

董事
總經理暨共同執行長劉德音 

(64,000) - - -

董事
總經理暨共同執行長魏哲家 

- - - -

資深副總經理暨資訊長
左大川  

(645,000) - (30,000) -

資深副總經理暨財務長兼發言人
何麗梅

- - - -

資深副總經理
羅唯仁

(24,000) - - -

資深副總經理暨北美子公司執行長
瑞克‧凱希迪

- - - -

資深副總經理
秦永沛

(69,000) - (1,000) -

資深副總經理 
米玉傑  

- - - -

副總經理
曾孟超

(269,000) - - -

副總經理暨技術長
孫元成

(90,000) - (3,000) -

副總經理
蔡能賢

- - (27,000) -

副總經理
林錦坤

20,000 - - -

副總經理
王建光

- - - -

單位：股

（接次頁）

職稱
姓名

民國106年度 民國107年1月1日至民國107年2月28日

持有股數增(減)數 質押股數增(減)數 持有股數增(減)數 質押股數增(減)數

副總經理
孫中平

- - - -

副總經理
侯永清  

- - - -

副總經理
金平中

- - - -

副總經理暨法務長
方淑華

- - - -

副總經理
馬慧凡

- - - -

副總經理
王英郎

- - - -

副總經理
余振華

- - - -

副總經理、台積科技院士
亞歷山大‧卡利尼斯基

- - - -

副總經理
張曉強

- - - -

副總經理、台積科技院士
張宗生（註）

- - - -

副總經理
吳顯揚（註）

- - - -

副總經理
曹敏（註）

- - - -

註：張宗生博士、吳顯揚博士與曹敏博士於民國一百零七年二月十三日獲擢升為副總經理，其持有股份自當日起開始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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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長期投資綜合持股比例

長期投資
本公司投資（1） 董事、經理人及

直接或間接控制事業之投資（2） 綜合投資（1）+（2）

股數 持股比例 股數 持股比例 股數 持股比例 

按權益法計價

TSMC Partners, Ltd. 988,268,244 100% - - 988,268,244 100%

TSMC Global Ltd. 9,284 100% - - 9,284 100%

TSMC North America 11,000,000 100% - - 11,000,000 100%

TSMC Europe B.V. 200 100% - - 200 100%

TSMC Japan Limited 6,000 100% - - 6,000 100%

TSMC Korea Limited 80,000 100% - - 80,000 100%

台積電（中國）有限公司 不適用（註一） 100% 不適用（註一） - 不適用（註一） 100%

台積電（南京）有限公司 不適用（註一） 100% 不適用（註一） - 不適用（註一） 100%

TSMC Solar Europe GmbH（註二） 800 100% - - 800 100%

采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3,120,000 86.94% - - 253,120,000 86.94%

Systems on Silicon Manufacturing Co. Pte. Ltd. 313,603 38.79% - - 313,603 38.79%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 464,223,493 28.32% 275,877,722 16.83%（註三） 740,101,215 45.16%

精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281,925 40.92% - - 111,281,925 40.92%

創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46,687,859 34.84% 17,000 0.01% 46,704,859 34.85%

VentureTech Alliance Fund II, L.P. 不適用（註一） 98.00% 不適用（註一） - 不適用（註一） 98.00%

VentureTech Alliance Fund III, L.P. 不適用（註一） 98.00% 不適用（註一） - 不適用（註一） 98.00%

註一：不適用，非股份有限公司未發行股票。台積公司之投資係以股權比例表示。
註二：TSMC Solar Europe GmbH預計於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底前完成解散程序。
註三：本公司董事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所持有之股權為16.72%。其他董事及經理人則持有0.11%。

截至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姓名 
本人持有股數

配偶、未成年子女
持有股份

利用他人名義合計
持有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互間具有關
係人或為配偶、二親等以
內之親屬關係者，其名稱
或姓名及關係 

 股數 持股比率  股數 持股比率  股數 持股比率  名稱 關係

花旗託管台積電存託憑證專戶 5,341,120,243 20.60%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無 無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
代表人：陳美伶

1,653,709,980 6.38%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無 無

- - - - - - 無 無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受託保管新加坡政府投資專
戶

 654,494,172 2.52%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無 無

美商摩根大通銀行台北分行受託保管歐洲太平洋
成長基金－受託人大衛費雪等十四人投資專戶

 430,430,649 1.66%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無 無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受託保管挪威中央銀行投資
專戶

  317,463,515 1.22%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無 無

大通託管歐本漢瑪開發中市場基金投資專戶  287,172,429 1.11%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無 無

大通託管先進星光先進總合國際股票指數  285,329,063 1.10%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無 無

美商摩根大通銀行台北分行受託保管沙烏地阿拉
伯中央銀行投資專戶

 252,148,426 0.97%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無 無

英商渣打銀行受託保管梵加德集團公司經理之梵
加德新興市場股票指數基金投資專戶

 237,443,845 0.92%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無 無

摩根大通銀行託管新遠景基金公司投資專戶  221,552,994 0.85%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無 無

持股基準日：民國一百零六年七月二日（配息基準日）普通股

4.1.6 股權移轉之相對人為關係人者：無。

4.1.7 股權質押之相對人為關係人者：無。

4.1.8 持股比例佔前十名之股東，其相互間為關係人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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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 董事及員工酬勞

依本公司之章程規定，公司分派盈餘前，應提撥年度獲利不高於0.3%作為董事酬勞，及不低於1%作為員工酬勞。台積公

司於民國一百零七年二月十三日董事會通過配發之本公司一百零六年度應付員工現金酬勞係依當年度獲利狀況按一定

比率估列，董事酬勞則係依預期發放金額估計入帳。若上述估列金額與實際發放金額有差異時，則依會計估計變動處

理，並於發放年度調整入帳。

民國一百零六年度董事及員工酬勞

董事會決議（民國107年2月13日）

金額（新台幣元）

董事酬勞（現金） 368,919,380 

員工酬勞（現金） 23,019,082,263

合計 23,388,001,643

註：本公司已於民國一百零六年每季季後發放員工現金獎金新台幣23,019,082,263元。上述員工酬勞將於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發放。

民國一百零五年度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

董事會決議（民國106年2月14日） 實際發放數（註）

金額（新台幣元） 金額（新台幣元）

董事酬勞（現金）  376,432,200 376,432,200 

員工酬勞（現金） 22,418,339,262 22,418,339,262 

合計 22,794,771,462 22,794,771,462 

註：上述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已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度費用化，其帳列金額與民國一百零六年二月十四日董事會決議擬議配發金額並無差異。

4.1.13 本次無償配股對公司民國一百零七年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不適用。

4.1.14 買回本公司股份情形：無。

4.1.10 股票資訊

台積公司民國一百零六年每股盈餘為新台幣13.23元，較民國一百零五年增加了2.7%。下表詳列了台積公司普通股每股

的市價、淨值、盈餘及股利，以及其他有關投資報酬分析之資料。

普通股每股市價、淨值、盈餘及股利

項目 民國105年 民國106年 民國107年1月1日至107年2月28日

每股市價（註一）

最高 193.00 244.00 266.00

最低 131.50 179.50 232.50

平均 166.36 210.09 246.03

每股淨值

分配前 53.58 58.70 -

分配後 46.58 50.70（註五） -

每股盈餘

加權平均股數（仟股） 25,930,380 25,930,380 -

稀釋每股盈餘 12.89 13.23 -

每股股利

現金股利 7.00 8.00（註五） -

累積未付股利 - - -

投資報酬分析

本益比（註二） 12.91 15.88 -

本利比（註三） 23.77 26.26（註五） -

現金股利殖利率（註四） 4.2% 3.8%（註五） -

註一：資料來源為台灣證交所網站。
註二：本益比=當年度每股平均收盤價 / 每股盈餘。
註三：本利比=當年度每股平均收盤價 / 每股現金股利。
註四：現金股利殖利率=每股現金股利 / 當年度每股平均收盤價。
註五：俟股東會決議後定案。

4.1.11 股利政策與盈餘分派情形

台積公司於當年度無盈餘或無保留盈餘時，不得分派股息及紅利。台積公司自民國九十三年起，每一年度皆分派現金股

利予股東。台積公司將維持穩定且可持續的股利政策，並於自由現金流量足以支應先前股利發放水準及借款到期還本

的資金需求時，考慮增加每股現金股利之發放。台積公司業於民國一百零七年二月十三日董事會中擬定民國一百零六年

度盈餘分派案如下表所示，每股配發現金股利新台幣8元。本案將俟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五日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後，依

相關規定辦理。

民國一百零六年度盈餘分派案

單位：除加權平均股數及投資報酬分析外，均為新台幣元

單位：新台幣元

普通股現金股利（每股新台幣8元） 207,443,043,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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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司債辦理情形

4.2.1 公司債

新台幣公司債

法律顧問 Jones Day
Maples and Calder

簽證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償還方法 到期一次還本

未償還金額 美金1,150,000,000元

贖回或提前清償之條款 發行人之權利

限制條款 （1）資產設質與（2）售後租回交易受有限制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評等日期（註二）、公司
債評等結果

Aa3（穆迪，107/03/12）
A+（標準普爾，102/03/15）

附其他權利

發行及轉換辦法 無

已轉換普通股、海外存託憑
證或其他有價證券之金額

不適用

發行及轉換、交換或認股辦法、發行條件對
股權可能稀釋情形及對現有股東權益影響

無

交換標的委託保管機構名稱 無

註一：由台積公司百分之百持股子公司TSMC Global Ltd.發行，並由台積公司無條件且不可撤回地提供保證。
註二：民國年／月／日。

美金公司債

單位：美金元 截至民國一百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

公司債種類 無擔保主順位公司債（註一）

發行日期（註二） 102/04/03

面額 美金200,000 元，超過部分以美金1,000元為單位增加

掛牌地點 新加坡交易所

發行價格 民國105年到期之公司債：以面額99.988%發行
民國107年到期之公司債：以面額99.933%發行

總額 美金1,500,000,000元 

票面利率（年息） 民國105年到期之公司債：0.950%
民國107年到期之公司債：1.625%

期限與到期日（註二） 民國105年到期之公司債：3年期
到期日：105/04/03
民國107年到期之公司債：5年期
到期日：107/04/03

保證人 台積公司

受託人 Citicorp International Limited

承銷機構 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al

（接次頁）

公司債種類 國內100年度第1期無擔保
普通公司債

國內100年度第2期無擔保
普通公司債

國內101年度第1期無擔保
普通公司債

國內101年度第2期無擔保
普通公司債

國內101年度第3期無擔保
普通公司債

國內101年度第4期無擔保
普通公司債

國內102年度第1期無擔保
普通公司債

國內102年度第2期無擔保
普通公司債

國內102年度第3期無擔保
普通公司債

國內102年度第4期無擔保
普通公司債

發行日期（註） 100/09/28 101/01/11 101/08/02 101/09/26 101/10/09 102/01/04 102/02/06 102/07/16 102/08/09 102/09/25

面額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發行價格 依面額發行 依面額發行 依面額發行 依面額發行 依面額發行 依面額發行 依面額發行 依面額發行 依面額發行 依面額發行

總額 18,000,000,000 17,000,000,000 18,900,000,000 21,700,000,000 4,400,000,000 23,600,000,000 21,400,000,000 13,700,000,000 12,500,000,000 15,000,000,000 

利率（年息） 甲券：1.40%
乙券：1.63%

甲券：1.29%
乙券：1.46%

甲券：1.28%
乙券：1.40%

甲券：1.28%
乙券：1.39%

1.53% 甲券：1.23%
乙券：1.35%
丙券：1.49%

甲券：1.23%
乙券：1.38%
丙券：1.50%

甲券：1.50%
乙券：1.70%

甲券：1.34%
乙券：1.52%

甲券：1.35%
乙券：1.45%
丙券：1.60% 
丁券：1.85%
戊券：2.05%
己券：2.10%

期限與到期日（註） 甲券：5年期
到期日：105/09/28
乙券：7年期
到期日：107/09/28

甲券：5年期
到期日：106/01/11
乙券：7年期
到期日：108/01/11

甲券：5年期
到期日：106/08/02
乙券：7年期
到期日：108/08/02

甲券：5年期
到期日：106/09/26
乙券：7年期
到期日：108/09/26

10年期
到期日：111/10/09

甲券：5年期
到期日：107/01/04
乙券：7年期
到期日：109/01/04
丙券：10年期
到期日：112/01/04

甲券：5年期
到期日：107/02/06
乙券：7年期
到期日：109/02/06
丙券：10年期
到期日：112/02/06

甲券：7年期
到期日：109/07/16
乙券：10年期
到期日：112/07/16

甲券：4年期
到期日：106/08/09
乙券：6年期
到期日：108/08/09

甲券：3年期
到期日：105/09/25
乙券：4年期
到期日：106/09/25
丙券：5.5年
到期日：108/03/25
丁券：7.5年
到期日：110/03/25
戊券：9.5年
到期日：112/03/25
己券：10年
到期日：112/09/25

未償還金額 7,500,000,000 7,000,000,000 9,000,000,000 9,000,000,000 4,400,000,000 13,000,000,000 15,200,000,000 13,700,000,000 8,500,000,000 12,000,000,000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評等日期（註）、公司
債評等結果

twAAA（中華信用評等（股）
公司，100/08/24）

twAAA（中華信用評等（股）
公司，100/12/06）

twAAA（中華信用評等（股）
公司，101/07/02）

twAAA（中華信用評等（股）
公司，101/08/23）

twAAA（中華信用評等（股）
公司，101/09/04）

twAAA（中華信用評等（股）
公司，101/11/29）

twAAA（中華信用評等（股）
公司，101/12/18）

twAAA（中華信用評等（股）
公司，102/05/16）

twAAA（中華信用評等（股）
公司，102/07/15）

twAAA（中華信用評等（股）
公司，102/08/06）

受託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保證機構 無

承銷機構 不適用

簽證律師 現代法律事務所

簽證會計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償還方法 到期一次還本

贖回或提前清償之條款 無

限制條款 無

附其他權利

發行及轉換辦法 無

已轉換普通股、海外存託憑
證或其他有價證券之金額

不適用

發行及轉換、交換或認股辦法、發行條件對
股權可能稀釋情形及對現有股東權益影響

無

交換標的委託保管機構名稱 無

註：民國年／月／日。

截至民國一百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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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轉換公司債資料：無。

4.2.3 交換公司債資料：無。

4.2.4 總括申報發行公司債情形：無。

4.2.5 附認股權公司債資料：無。

4.3 特別股辦理情形

4.3.1 特別股：無。

4.3.2 附認股權特別股資料：無。

4.4 海外存託憑證辦理情形
發行日期 民國86年10月8日 民國 8 7年 1 1月

20日
民國88年1月12日
至民國 8 8年1月
14日

民國88年7月15日 民國88年8月23
日至民國88年9
月9日

民國89年2月22
日至民國89年3
月8日

民國89年4月17日 民國 8 9年 6月7
日至民國89年6
月15日

民國9 0年5月14
日至民國9 0年6
月11日

民國90年6月12日 民國90年11月27日 民國91年2月7日
至民國91年2月
8日

民國91年11月21
日至民國91年12
月19日

民國92年7月14日
至民國9 2年7月
21日 

民國92年11月14日 民國9 4年8月10
日至民國9 4年9
月8日

民國96年5月23日

發行總金額（US$） 594,720,000 184,554,440 35,500,000 296,499,641 158,897,089 379,134,599 224,640,000 1,167,873,850 240,999,660 297,649,640 320,600,000 1,001,650,000 160,097,914 908,514,880 1,077,000,000 1,402,036,500 2,563,200,000 

單位發行價格（US$） 24.78 15.26 17.75 24.516 28.964 57.79 56.16 35.75 20.63 20.63 16.03 16.75 8.73 10.40 10.77 8.6 10.68

發行單位總數（單位） 24,000,000 12,094,000 2,000,000 12,094,000 5,486,000 6,560,000 4,000,000 32,667,800 11,682,000 14,428,000 20,000,000 59,800,000 18,348,000 87,357,200 100,000,000 163,027,500 240,000,000 

表彰有價證券之數額
（股）

120,000,000 60,470,000 10,000,000 60,470,000 27,430,000 32,800,000 20,000,000 163,339,000 58,410,000 72,140,000 100,000,000 299,000,000 91,740,000 436,786,000 500,000,000 815,137,500 1,200,000,000 

表彰有價證券之來源 本公司股東所
持有之台積電
普通股 

本公司股東所
持有之台積電
普通股

本公司股東所
持有之台積電
普通股

本公司股東所
持有之台積電
普通股

本公司股東所持
有之台積電普通
股（依據本公司
存託憑證轉換銷
售辦法辦理）

本公司股東所持
有之台積電普通
股（依據本公司
存託憑證轉換銷
售辦法辦理）

本公司股東所
持有之台積電
普通股

現金增資及本公
司股東所持有之
台積電普通股

本公司股東所持
有之台積電普通
股（依據本公司
存託憑證轉換銷
售辦法辦理）

本公司股東所
持有之台積電
普通股

本公司股東所
持有之台積電
普通股

本公司股東所
持有之台積電
普通股

本公司股東所持
有之台積電普通
股（依據本公司
存託憑證轉換銷
售辦法辦理）

本公司股東所
持有之台積電
普通股

本公司股東所
持有之台積電
普通股

本公司股東所
持有之台積電
普通股

本公司股東所
持有之台積電
普通股

發行及存續期間相關
費用之分擔方式

（註三） （註四） （註三）

發行及交易地點 紐約證券交易所

存託憑證持有人之權
利與義務

權利義務與普通股相同

受託人 不適用

存託機構 Citibank, N.A.－New York

保管機構（註一） 花旗銀行台北分行

未兌回餘額（單位）
（註二）

至107/02/28止，餘額總數為1,068,164,518單位。

存託契約及保管契約
之重要約定事項

詳如存託契約及保管契約 

每單位市價（US$；來
源：Bloomberg）

民國106年 最高 42.99

最低 29.29

平均 35.73

民國107年1月1日
至民國107年2月
28日

最高 46.38

最低 40.36

平均 43.33

註一： 自民國九十八年起，花旗銀行台北分行之銀行名稱變更為花旗（台灣）銀行。
註二： 本公司美國存託憑證自民國八十六年於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以來，總計發行813,544,500單位。若將歷年所發放之股票股利計入，發行總數則為1,147,835,205單位（本公司民國八十七年、八十八年、

八十九年、九十年、九十一年、九十二年、九十三年、九十四年、九十五年、九十六年、九十七年及九十八年股票股利之發放，其配股率分別為45%、23%、28%、40%、10%、8%、14.08668%、4.99971%、
2.99903%、0.49991%、0.50417%及0.49998%）。截至民國一百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投資人總計兌回79,670,687單位，故本公司美國存託憑證流通餘額總數為1,068,164,518單位。

註三：發行費用由釋股股東負擔，存續期間相關費用由發行公司負擔。
註四：發行費用由發行公司及釋股股東按比例負擔，存續期間相關費用由發行公司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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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員工認股權憑證辦理情形

4.5.1 員工認股權憑證辦理情形：無。

4.5.2  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之經理人及取得認股權憑證可認股數前十大員工之姓名、取得及認購情形：無。

4.6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辦理情形

4.6.1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辦理情形：無。

4.6.2 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經理人及取得前十大之員工姓名、取得情形：無。

4.7 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辦理情形：無。

4.8 資金運用計劃執行情形：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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