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已依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證券交易法第 14 條之 5 及公
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第 6 條規定，審議本合併案。由安誠會計師
事務所陳靖玲會計師為獨立專家，協助就本公司普通股之公平價值及合併對價之
合理性提供意見（請參閱本手冊附件二）。依獨立專家之意見，本合併案之合併
對價訂為本公司普通股每股新台幣 280 元，介於獨立專家以 2021 年 11 月 9 日為
評估基準日，所出具之合理性意見評估之本公司普通股每股價值新台幣 265.8 元
到 283.9 元之間，故本合併案之合併對價應屬合理。
3. 除前述獨立專家出具的合理性意見外，本公司委員會並參酌本公司經營狀況、未
來發展因素，且考量本合併案之合併契約係依據台灣及開曼法律規範訂定，合併
對價及相關合併條件應屬公平、合理。
4.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全體出席委員無異議同意通過本合併案，並將審議結果提報於
本公司董事會及股東會。本審計委員會審議結果已於 2021 年 11 月 26 日向董事
會報告，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本合併案。
四、討論事項
第 一 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與 Glamor Vision Ltd.之子公司 Glamor International Ltd.進行合併案
（下稱「本合併案」）。本合併案經本公司股東臨時會決議通過並取得相關
主管機關之核准後，本公司股份將於合併基準日終止櫃檯買賣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1. 考量整合整體資源、擴大經營規模，以提升經營績效與競爭力，本公司董事會已
於 2021 年 11 月 26 日決議與 Glamor Vision Ltd.（下稱「控股公司」）之子公司
Glamor International Ltd.（下稱「合併子公司」）進行合併並簽署「合併契約」
（包括其所附之合併計畫（Plan of Merger））（請參閱本議事手冊附件一），由控
股公司以每股普通股現金新台幣 280 元之收購價格，透過合併之方式收購本公司
全部已發行及流通股份。於合併基準日，本公司將與合併子公司合併，以本公司
為存續公司，以合併子公司為消滅公司，本公司於合併基準日將成為控股公司百
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
2. 依本公司審計委員會之審議結果報告（詳參閱報告事項第一案之說明）及依獨立
專家安誠會計師事務所陳靖玲會計師之意見（請參閱本議事手冊附件二），本合
併案之合併對價訂為本公司普通股每股新台幣 280 元以及本合併案之相關條件，
應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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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合併案經本公司股東會決議通過並取得相關主管機關之核准後，本公司擬申請
終止本公司股份於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買賣，並擬向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申請停止公開發行。
4. 謹擬 請股 東會 同意 本 合 併 案及 合併 契約 （ 包括 其所 附之 合併 計 畫（Plan of
Merger）
）
，並授權董事長及/或其指定之人，代表本公司全權處理與本合併案相關
之一切事項，包括但不限於準備、協商或增修本合併案及合併契約（包括其所附
之合併計畫（Plan of Merger））以及申請終止櫃檯買賣相關之其他文件、依法向
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或申報、處理本合併案未盡事宜、及執行或調整本合併案之後
續事項及交割相關事宜。
5. 本合併案如因法令規定、主管機關函釋或依實際情況，而有需要調整本合併案或
合併契約之相關內容，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依合併契約及相關法令規定全權
處理之。
6. 本議案應經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之股東同意通過。
決

議：經表決結果，本案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投票時出席總表決權數扣除異議股東無表決權之權數後為：88,463,445 權，
贊成權數 85,327,335 權，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87.90％。
票

決

結

果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份表決權數%

85,327,335

贊成權數

（含電子投票權數：15,443,136）

87.90%

反對權數

10,372（含電子投票權數：10,372）

0.01%

無效權數

0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3,125,738（含電子投票權數：
3,125,738）

3.22%

第 二 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於股東臨時會決議通過本合併案後，擬申請停止公開發行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1. 本公司擬於討論事項第一案決議之本合併案經本公司股東會決議通過後之適當時
機，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請停止公開發行。
2. 為依法申請停止公開發行，及辦理停止公開發行之一切必要申請及相關事宜，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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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股東會授權本公司董事長及/或其指定之人依法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或申報
決

及全權處理申請停止公開發行之相關事宜。
議：經表決結果，本案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票

決

結

果

佔本公司出席股
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85,327,113
（含電子投票權數：15,442,914）

96.38%

反對權數

10,901（含電子投票權數：10,901）

0.01%

無效權數

0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3,189,722（含電子投票權數：
3,131,431）

3.60%

五、臨時動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其他臨時動議事項，主席宣佈議畢散會。
六、散會 (同日上午 9 時 2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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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合併契約（包括其所附之合併計畫（Plan of Merg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inko International Co., Ltd (金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及
Glamor Vision Ltd.
及
Glamor International Ltd.

2021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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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ger Agreement
本合併契約（以下稱「

」）係於西元（下同）2021 年 11 月 26 日（以下稱「

」
）由以下當事人簽署：
(1) Glamor Vision Ltd.，係一依據開曼群島（以下稱「開曼」
）法律設立之公司，登記地
址為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以下稱「

」）；

(2) Glamor International Ltd.，係由控股公司依據開曼法律設立之全資子公司，登記地
址為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以下稱「

」）
；及

(3) Ginko International Co., Ltd.（金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係一依據開曼法律設立之公
司，登記地址為 P.O. Box 31119 Grand Pavilion, Hibiscus Way, 802 West Bay Road,
Grand Cayman, KY1-1205 Cayman Islands（以下稱「
控股公司、合併子公司及金可，以下合稱「

」）。

」或「

」，單獨稱「

」
。

當事人有意簽署本契約，由控股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之合併子公司與金可依本契約進

1.

行合併，金可將作為合併後之存續公司（定義如後）並於合併基準日（定義如後）
成為控股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下稱「

」）。

金可併購特別/審計委員會已就本合併案之公平性及合理性完成審議並通過本合併

2.

案。
金可董事會業已：(i)決議通過由金可簽署、交付並履行本契約（含所附合併計畫）

3.

以及完成本合併案，以及(ii)決議通過向金可股東會建議授權並通過本契約（含所附
合併計畫）以及完成本合併案。
控股公司以及合併子公司之董事會均已決議通過本契約（含所附合併計畫）以及完

4.

成本合併案。

為此，各方當事人同意訂定本契約條款如下：
1
1.1

定義：本契約未加以定義之特定用詞，其定義應依據本契約附件一所示。

1.2

其他定義：其他定義得見於本契約之內容，且除另有說明者外，其意義應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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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契約規定之定義。
1.3

標題與副標題：本契約條款項目所使用之標題與副標題僅為方便參考之目的，
不得用以解釋本契約之款項。

2
2.1

控股公司擬促使合併子公司與金可依據本契約及開曼公司法（Cayman Islands
Companies Act (as amended)）進行本合併案，金可為合併後依開曼法律之存續
公司（以下稱「

」），合併子公司為合併後之消滅公司（以下稱「

」）。消滅公司將於本合併案生效日（以下稱「

」）解散消

滅，其所有權利、財產，包括貸款、證券和其他投資，以及消滅公司的業務、
承諾、商譽、利益、豁免和特權和義務自合併基準日起，由存續公司依開曼之
公司法規定予以承受，存續公司並將自合併基準日起成為控股公司之全資子
公司。
2.2

除控股公司及金可另以書面約定外，本合併案的交割應於本契約第 13.2 條、
第 13.3 條及第 13.4 條所規定之先決條件均已成就或被豁免（如可被豁免時）
日之次一營業日（以下稱「

」）上午 10 時（台灣時間）在國際通商法

律事務所台北辦公室進行。
2.3

在遵守本契約條款之前提下，於交割日，金可及合併子公司應簽訂合併計畫（
Plan of Merger，主要格式如附錄一），且金可及合併子公司應依據開曼法律規
定向開曼公司註冊處登記合併計畫及其他所需求之文件。依本契約第 6.3 條，
本合併案應依據開曼公司法於合併計畫中所載明的合併基準日生效，合併基
準日應不晚於向開曼公司註冊處登記合併計畫及其他所需求之文件之日後的
90 日；此外，除依櫃買中心規章或中華民國（台灣）法令另有要求，合併基準
日應發生於金可於櫃買中心終止櫃檯買賣之日。

2.4

合併後存續公司之名稱為 Ginko International Co., Ltd.，合併後存續公司之登記
地址為合併子公司於交割日之登記地址。

3
3.1

金可合併前資本額、發行股份數及種類
截 至 簽 約 日 止 ， 金 可 之 授 權 資 本 額 為 新 台 幣 1,200,000,000 元 整 ， 分 為
120,000,000股，每股面額新台幣10元。截至簽約日止，金可之實收資本額為新
台幣970,729,960元整，分為普通股97,072,996股。除上述股份外，金可於簽約
日時並未有其他流通在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包括但不限於員工認股
權憑證、可轉換公司債及限制權利股份），亦無任何庫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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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合併子公司合併前資本額、發行股份數及種類
3.2.1 截至簽約日止，合併子公司之授權資本額為新台幣1,000,000元整，分為
100,000股，每股面額新台幣10元。
3.2.2 合併子公司於簽約日時並未發行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包括但
不限於員工認股權憑證、可轉換公司債及限制權利股份），亦無任何庫
藏股。

4
4.1

本契約各方當事人同意，以本契約第 13.2 條、第 13.3 條及第 13.4 條所規定之
先決條件均已成就為前提，於合併基準日：
4.1.1 金可於合併基準日前已發行之每一金可普通股（不含除外股份及異議股
份）將予以註銷，以交換取得每股新台幣280元之對價（以下稱「
」）之權利。控股公司應將合併對價於合併基準日或其後依本契約
相關規定儘速給付予金可之股東（不含除外股份及異議股份）。惟實際
支付之合併對價將依據本契約第5條調整之。
4.1.2 金可於合併基準日前已發行之每一除外股份將予以註銷，且無須給付任
何對價或為任何分配予除外股份之持有人。
4.1.3 每一異議股份將予以註銷，以交換依開曼公司法第238條規定之公平價
格之權利。
4.1.4 金可於合併基準日前已發行之每一員工認股權憑證
（如有）
將予以註銷，
且無須給付任何對價或為任何分配予持有人。
4.1.5 合併子公司於合併基準日前已發行之每一合併子公司普通股（面額為新
台幣10元）將轉換成存續公司有效發行且股款已全部繳納之普通股（面
額為新台幣10元）共計一股，該等普通股應構成存續公司所有且唯一之
已發行之股份，並應登載於存續公司之股東名冊。

4.2

控股公司、金可及依本契約第 9.13 條委任之付款代理人，均有權依本契約約
定從應支付之合併對價中扣除或保留依相關法令規定或依本契約約定所應扣
除或保留之任何金額，且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自應支付之合併對價中扣繳相關
應扣繳之稅費（如有適用）。付款代理人應依持有金可股份有權請求給付合併
對價之股東之要求，提供已扣繳金額之支付收據，扣繳之金額視為已支付。

4.3

支付合併對價及依據第 10.1 或 10.2 條支付給異議股東之價金所生之相關費用
，除另有規定應由金可或金可股東負擔者外，應由控股公司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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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在法律所允許之最大限度內，控股公司、金可及付款代理人，除依本契約規定
支付合併對價及依據第 10.1 或 10.2 條支付給異議股東之價金外，均不向金可
股東就其持有之金可股份或其相關股利負擔任何責任，亦不就任何拋棄財產、
無人繼承財產或類似情形負擔任何責任。

5
5.1 本契約各方當事人同意，若下列情形發生時，於合併基準日前，將協商調整合
併對價，惟調整後之合併對價金額需經雙方當事人同意：
5.1.1 金可辦理盈餘轉增資、資本公積轉增資、現金增資、減資、無償配股或
員工紅利轉增資，發放現金股利、股票股利、發行可轉換公司債、附認
股權公司債、附認股權特別股、員工執行認股權憑證或其他具有股權性
質之有價證券。如導致已發行之股份總數變動時，應依附件二所列方式
調整合併對價。
5.1.2 金可買回其公司股份時（依據第10.1或10.2條支付給異議股東之價金除
外）。
5.1.3 因法令之強制或禁止規定，而由相關有權政府機關對金可集團所為命令
或行政處分，以致有調整合併對價之必要時。
5.1.4 金可集團進行處分公司重大資產等影響公司財務業務之行為。
5.1.5 金可集團發生重大災害、技術重大變革等影響公司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
情事。
5.2

不影響各方當事人於本契約下之權益之前提下，合併對價之調整如在百分之
十之範圍內，經各方當事人之董事會決議通過或授權其任一董事決定為之，無
須經當事人之股東會決議。

6
6.1

於合併基準日，合併子公司於合併基準日前最近有效的組織大綱及公司章程
將被採納成為存續公司之組織大綱及公司章程；惟於合併基準日：(a)存續公司
之組織大綱第 1 條之內容應修改為：「The name of the Company is Ginko
International Co., Ltd.」，且存續公司之公司章程應將存續公司之公司名稱修改
為「Ginko International Co., Ltd.」；及(b)存續公司之組織大綱及公司章程中關
於存續公司授權資本額之敘述應修改為合併計畫所載之存續公司之授權資本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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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自合併基準日起：(a)合併子公司於合併基準日前一日在任之董事將為存續公
司之初任董事（以下稱「

」）；及(b)金可於合併基準日前一日在任之

經理人將為存續公司之初任經理人。在各種情況下，除非控股公司在合併基準
日前另有決定，初任董事應如合併計畫所載繼續任職至各初任董事之繼任人
依據存續公司組織大綱及公司章程正式選出、獲委任及取得資格或各初任董
事早逝、辭任或解任為止。
6.3

本合併案於合併計畫及其他所需文件於開曼公司註冊處登記時依合併計畫中
所指定的生效日（即上述合併基準日）生效。除各方當事人同意外，合併基準
日與第 2.2 條所定之交割日應間隔至少二十二個營業日，目前暫定為 2022 年
5 月 26 日（以下稱「

」）。如未能於暫定合併基準日前取得

所有依據相關法令應於本合併案完成前取得之相關政府機關之許可或核准（
以下稱「

」），或任一方因其他情形認為有變更合併基準日

之必要時，由各方當事人董事會或其授權之人本於誠信共同協商予以變更之；
但合併基準日應不晚於向開曼公司註冊處登記合併計畫及其他所需求之文件
之日後的 90 日。
7
金可茲此向控股公司及合併子公司聲明與保證，除另於附件三揭露事項表（以下稱
「

」）內揭露者以外，以下事項於簽約日及截至交割日為止皆為真實且

正確：
7.1 公司之合法設立與存續：金可係一依據開曼法律設立登記且現在依然合法存
續之公司，並已取得必要之執照、核准、許可及其他證照以從事其營業，並完
成一切應完成之登記。金可未經有效解散、清算、自行提出或遭第三人提出破
產、和解或重整之聲請、經法院裁定、命令或依相關法律准予解散、清算、和
解、重整或宣告破產或受政府機關依法為停止業務、解散公司、廢止設立許可
或撤銷營業執照之處分。
7.2

子公司、轉投資公司及分公司：揭露事項表第 7.2 項為金可集團真實且完整之
清單。金可集團各成員（除金可外）係一依據其設立地法律設立登記且現在依
然合法存續之公司，並已取得必要之執照、核准、許可及其他證照以從事其營
業，並完成一切應完成之登記。金可集團各成員（除金可外）未經有效解散、
清算、自行提出或遭第三人提出破產、和解或重整之聲請、經法院裁定、命令
或依相關法律准予解散、清算、和解、重整或宣告破產或受政府機關依法為停
止業務、解散公司、廢止設立許可或撤銷營業執照之處分。金可集團各成員（除
金可外）之授權資本額、實收資本額及已發行股份總數如揭露事項表第 7.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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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於簽約日，金可集團各成員（除金可外）之所有已發行股份均經合法授
權及發行，股款業已收足。
7.3

公司之授權及實收資本額：金可之授權資本額、實收資本額及已發行股份總數
如本契約第 3.1 條所載。於簽約日，金可之所有已發行股份均經合法授權及發
行，股款業已收足。

7.4

董事會之決議及授權：於簽約日當日或之前，金可董事會依法有效決議通過本
契約（含所附合併計畫）並授權董事長或其他董事會所授權之人得代表公司簽
訂本契約及合併計畫。

7.5

本契約之合法性：本契約之簽訂及履行，將不會導致任一金可集團成員違反：
7.5.1 任何現行法令之規定；
7.5.2 法院或相關政府機關之裁判、命令或處分；
7.5.3 其所適用之組織大綱或公司章程；或
7.5.4 其依法應受拘束之重大契約。

7.6

財務報告及財務資料：金可集團之財務報告符合其所應適用之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及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足以允當表達基礎財務報告所包括期
間之財務及營運情形，且無任何虛偽、隱匿或誤導之情事。

7.7

訴訟及非訟事件：截至簽約日止，並無任何尚在進行中而對金可集團任一成員
或其業務、財務、財產、營運或股東權益有重大不利影響之訴訟、仲裁、非訟
或行政爭訟事件、刑事訴訟調查。此外，簽約日前五年內，針對金可集團之業
務或（盡金可集團實際所知）金可集團成員、其董事、員工及代理人並未發生
以下情形：(i)進行或展開關於可能違反反腐敗法律、反洗錢法律、出口管制法
律或制裁規定之內部調查；或(ii)向政府機關揭露關於可能違反反腐敗法律、
反洗錢法律、出口管制法律或制裁規定之情形。

7.8

資產與負債：所有金可集團成員之資產及負債皆已明列於基礎財務報告中，且
據金可實際所知，各該金可集團成員就其中所列其所有之資產未喪失合法的
所有權、使用權或其他合法權益，其使用、收益及處分，除基礎財務報告或其
附註已揭露者外，不受任何其他拘束或限制。金可集團各成員有權佔有及使用
其目前所在之辦公室、工廠、倉庫、宿舍及其他不動產，且該等不動產之存在
已於相關政府主管機關完成適當登記。

7.9

或有負債：除基礎財務報告或其附註已揭露者，任一金可集團成員皆無任何可
能對其業務或財務產生任何超過新台幣一億元（或等值外幣）之或有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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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重大契約：除載於揭露事項表第 7.10 項者以外，金可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契約
依其條款可由簽訂契約之他方因本合併案主張契約失效、終止、解除或違約。
金可並無重大違反重大契約之情事，且就金可實際所知，重大契約另一方亦未
有違約之情事。
7.11 勞資關係：截至簽約日止，金可集團各成員關於員工雇用或退休之薪資、保險
與福利之政策、計畫、方案或協議在任何重大方面均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7.12 環保事件：金可集團各成員所營之事業，如依相關環保法令應進行環境影響評
估、申領污染設施設置許可證、污染排放許可證、應繳納污染防治費用、或設
立環保專責單位人員者，皆已依相關法令辦理；並無任何重大環境污染糾紛事
件或有重大污染環境受環保單位處分之情事，會對金可集團任一成員產生任
何重大不利影響。
7.13 員工認股計畫：金可集團各成員於簽約日及截至交割日並無已發行且尚未行
使或轉換之員工認股權憑證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7.14 重大不利影響：自 2021 年 9 月 30 日起，並未發生任何足以重大不利影響金
可集團各成員財務狀況及業務之事件。
7.15其他事項：據金可實際所知，金可集團各成員至今尚無任何其他重大違反法令，
足以影響其繼續營運或產生重大不利影響之情事。
7.16 金可所提供予控股公司之文件，包括但不限於本契約、本契約附件、揭露事項
表、相關交易文件財務報告或任何由金可集團成員所出具之文件中所包含之
資訊，在各重大方面均為真實正確，而無重大不實或隱匿重大事項之情事。
7.17 金可集團成員為其所擁有或登記智慧財產權之合法所有權人，該等智慧財產
權上並無設定任何負擔。
7.18 據金可實際所知，目前並未有第三人於政府機關及/或法院向任何金可集團成
員主張、質疑或異議任何智慧財產權之有效性及/或可實施性，其將對金可集
團成員產生重大不利影響，亦未有第三人就向任何金可集團成員主張任何金
可集團成員侵害其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營業秘密或其他智慧財產權，其
將對金可集團成員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7.19 稅捐：
7.19.1 金可集團各成員均已申報所有應納之稅捐，且該等申報依據相關法令
於重要方面係屬完整且正確，並已完全繳納所有到期應繳納之稅捐，
並均已遵照所有稅捐法令進行必要之扣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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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2 金可集團各成員與政府機關間並無任何現行未決之稅捐爭議；政府機
關對於金可集團各成員所進行之調查或審查，並未通知金可集團成員
有繳納稅捐不足之情事；政府機關並未主張金可集團任一成員有未申
報稅捐或逃漏稅之情事。
7.19.3 金可集團各成員均未受限於其與政府機關所締結與稅捐有關之任何契
約或安排，對於金可集團各成員未繳納稅捐之主張（如有）均經和解
或已被解決。
7.19.4 除非因法律要求，金可集團各成員均未變更其會計或稅務準則，或同
意任何稅捐爭議之和解而對於該金可集團成員產生重大不利之影響。
7.20 法令遵循：(i)金可集團各成員並無面臨任何停止、撤銷或終止營業上所必要之
執照、核准、許可或其他資質文件之風險，(ii)截至簽約日止，除於基礎財務報
告或其附註已揭露之事項者外，金可集團各成員之業務與營運於重要方面均
遵守其所適用之相關法律以及政府機關所頒布之規定與函令且無重大違反該
集團成員所適用之貿易制裁、反洗錢、反貪腐相關法令之情形。
7.21 反賄賂：金可集團任一成員與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在受任於金可集團期間
均無以下情形：
7.21.1 違反任何反腐敗法律；
7.21.2 建立或維持任何未記錄之資金或資產，或就任何目的在任何賬冊或記
錄中登載不實內容。
7.22 制裁規定：金可集團各成員在各方面均符合（並在簽約日前五年內任何時候符
合）所有關於制裁規定之法律、法規、行政規則、法規命令。金可集團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主要股東、員工或其他關係人在其受任於金可集團成員之過
程中或金可集團成員之任何代理人均非受制裁人士，或（盡金可集團所知）不
曾從事與任何受制裁人士進行或為其利益進行之任何買賣或交易，且並未違
反任何制裁規定。
7.23 反洗錢：金可集團各成員之營運自其各該設立登記日起始終以符合適用之反
洗錢法律之方式進行。
7.24 出口管制：金可集團各成員之營運自其各該設立登記日起始終以符合出口管
制法律之方式進行。
7.25 關係人交易：金可集團任一成員與其關係企業、董事、監察人、經理人、主要
股東或其他關係人，或對關係人持有所有權或財務利益之法律主體，簽署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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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進行任何安排或交易（包括但不限於購買、銷售、租賃、投資、服務或
經營等其他交易），均係遵守相關法令與會計準則之規定，且無任何非常規交
易之情事。
8
控股公司及合併子公司茲此向金可聲明與保證，以下事項截至簽約日以及交割日為
止皆為真實且正確：
8.1 公司之合法設立與存續：控股公司及合併子公司均係依據開曼法律設立登記
且現在依然合法存續之公司，並已取得所有必要之執照、核准、許可及其他證
照以從事其營業。控股公司未經有效決議解散、清算、自行提出或遭第三人提
出破產、和解或重整之聲請、經法院裁定、命令或依相關法律准予解散、清算、
和解、重整或宣告破產或受政府機關依法為停止業務、解散公司、廢止設立許
可或撤銷營業執照之處分。
8.2

授權：控股公司及合併子公司擁有完全之權力及權限得簽署本契約並履行其
基於本契約所負之相關義務。於簽約日當日或之前，控股公司及合併子公司各
自之董事會依法有效決議通過本契約並授權各自之董事長或其指定之人得代
表公司簽訂本契約。如依相關法令要求需取得股東之授權，控股公司及合併子
公司各自之股東將依法於合併基準日前採取所有必要之行動給予授權。本契
約構成對控股公司及合併子公司之合法、有效且具拘束力之義務。

8.3

本契約之合法性：控股公司及合併子公司就本契約之簽訂及履行並未違反：
8.3.1 任何現行法令之規定；
8.3.2 法院或相關政府機關之裁判、命令或處分；
8.3.3 其所適用之組織大綱或公司章程；或
8.3.4 其依法應受拘束之任何契約、協議、聲明、承諾，保證、擔保、約定或
其他義務。

8.4

合併子公司：合併子公司僅係為進行本合併案相關交易所設立，其並未從事任
何營運及業務活動或進行本合併案相關交易以外之活動。控股公司為合併子
公司之唯一股東，持有合併子公司全部之已發行之股份。

8.5

訴訟及非訟事件：控股公司及合併子公司並無涉及任何訴訟、仲裁、非訟或行
政爭訟事件、刑事訴訟調查，或遭受任何處分、裁定、判決或命令，可能影響
其履行本契約相關義務或本合併案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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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自簽約日起至合併基準日止，金可就下列事項應由其履行之部
分向控股公司為承諾，且控股公司就下列事項應由其應履行之部分向金可為承諾：
9.1

本契約任一方發布任何與本契約或本合併案相關之資訊應經他方事前書面同
意；惟如相關之資訊發布係依法令之要求（包括但不限於櫃買中心相關規定）
所必須者，則無需經他方之書面同意，但擬揭露資訊之一方應盡其最大努力於
相關資訊揭露前先與他方確認相關資訊之內容。

9.2

金可應在法令許可之情形下儘速辦理本合併案之各項法定程序，包括但不限
於：
9.2.1

依法及金可章程召開股東會就本合併案暨本契約及所有相關文件通
過決議並授權本合併案、本契約及合併計畫；及

9.2.2

就本合併案所必須完成之政府機關核准、申報或其他類似程序，包括
但不限於櫃買中心的相關許可，提出相關申請或申報。

9.3

本契約任一方應即依據相關法令，本於誠信儘速採取適當且合宜之一切必要
行為完成適用於該方之本契約第 13.2 條、第 13.3 條及第 13.4 條所定之先決條
件，以依據本契約完成本合併案。除本契約規定或經他方以書面同意者外，本
契約任一方不得為任何行為或不行為，其結果將導致或可合理預期將導致以
下情形：(1)截至合併基準日止，本契約第 7 條或第 8 條之聲明與保證將成為
不實之聲明與保證，或違反本契約所載之承諾或義務，或(2)無法符合或達成
本契約第 13.2 條、第 13.3 條及第 13.4 條所載之先決條件。於合併基準日前，
如有任何事實、變更、狀況、情形或任何事件致本契約任一方無法符合或達成
其依據本契約應遵守之先決條件時，該方應立即以書面通知他方，惟該等通知
將不會影響他方依本契約規定之權利及義務。

9.4

本契約任一方如依據其與第三人之約定，就本合併案應通知第三人或取得第
三人之同意者，該方應就各該約定之規定通知第三人本合併案並取得第三人
對本合併案之同意。

9.5

本契約任一方發生本契約規定之合併對價調整事由時，應即時通知他方，並提
供必要之資料。

9.6

金可就金可集團所擁有或使用之財產（包括任何有形與無形資產），均應採取
商業上之合理努力以適當方法為一切必要之維護、管理、改良及維持其原有價
值與功用。

9.7

金可應依法並本於誠信原則，彙整與保持金可集團會計、財務、交易、訴訟及
其他與金可集團資產、營運有關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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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金可應依照相關法令、組織大綱、公司章程及業務規章，以合乎業務常規、過
去慣行之通常合理之營運方式，依誠信原則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繼續經
營並管理金可集團業務。金可集團應遵守所適用之法令及政府機關之規定，並
盡其合理之商業努力，維持其與客戶及員工之關係。如金可集團任一成員發生
重大不利變更或有任何違反本項之行為，或金可實際知悉有任何已發生以金
可集團任一成員或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或員工為對象因執行職務致產
生重大不利影響之民刑事訴訟、仲裁、行政救濟、書面請求或調查，金可應即
時以書面通知控股公司，並與控股公司協商及討論解決或補正方案並執行之。

9.9

金可集團就於本契約簽訂前已取得之執照、核准、許可等，除將因法令變更或
正常合理營運目的而註銷、無效或不適用外，應繼續維護管理，使其適於合併
基準日後繼續使用。於重大方面遵守金可及金可集團所應適用之法令，包括但
不限於貿易制裁、反貪腐及反洗錢等法令。

9.10

自簽約日至合併基準日，非於事前取得控股公司書面同意，金可不得為並應促
使其他金可集團成員不為任何下列行為：
9.10.1

除為履行本契約者外，非依循過去經營慣例而與任何第三人洽談、協
商、簽訂或承諾以下契約：
(1) 策略聯盟、委託經營、合資經營或進行投資等，其金額超過新台
幣五億元者；
(2) 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委託他人經營或與他人經
常性共同經營之契約；
(3) 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予他人，或日常經營所需之目
的以外，讓與總金額超過新台幣五億元之營業或財產予他人；或
(4) 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或於日常經營所需之目的以外，受讓
他人總金額超過新台幣五億元之營業或財產。

9.10.2 訂定、重大修改或終止員工認股權憑證辦法或其他員工股權激勵計畫。
9.10.3

修改組織大綱或公司章程；但因進行本合併案必要範圍內、或為配合
櫃買中心要求、或因遵循法令要求者，則不在此限。

9.10.4

進行解散或清算。

9.10.5

放棄、拋棄或捨棄任何現仍有效存續之金額超過新台幣五億元（或等
值外幣）之重大權利或利益，或就任何金額超過新台幣五億元（或等
值外幣）之爭議、糾紛或訴訟與任何第三人進行和解或為其他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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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任何金可集團成員涉及金額超過新台幣五億元（或等值外幣）之
類似行為。
9.10.6

非依循過去經營慣例而對任何重大無形資產進行授權、轉讓、設定任
何擔保、兜售、處分、變賣或類似行為。

9.10.7

重新劃分股份、整合股份、將股份重新分類、贖回、買回或以其他方
式購買金可股份。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或發放或分派任何形式之
股息紅利（不論係現金股利、股票股利、員工紅利及以紅利發放的董
監酬勞）、發行公司債、無償配股、發行可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
司債、附認股權特別股、存託憑證、認股權憑證、認購（售）權證及
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或權利之情形。

9.10.8

從事或執行任何下列事項：
(1) 將資金貸予任何股東或將金額超過新台幣五億元（或等值外幣）
之資金貸予第三人（不包含為日常營運所需而貸予直接或間接持
有之子公司）；
(2) 變更公司所從事主要營業之範圍或性質；
(3) 除本契約所規定者外，與關係人簽署單一契約金額或一系列相關
交易契約金額超過新台幣五億元（或等值外幣）之契約，但此限
制不適用於金可集團成員間之交易或依照既有協議應支付或依
照本契約得支付董事或員工之薪資或報酬，或既有交易之延長或
延續而其主要條款相同或近似者；
(4) 其他有關合資或長期股權投資，單一交易金額或一系列相關交易
金額超過新台幣五億元（或等值外幣）者；
(5) 除為本合併案之目的外，進行金額超過新台幣五億元（或等值外
幣）之任何新貸或增貸；惟既有授信額度內之動用或期間之延長
均不在此限；
(6) 除為本合併案或日常經營所需之目的外，提供金額超過新台幣五
億元之有形或無形資產設定擔保物權或其他負擔予除金可集團
以外之任何第三人；
(7) 除為本合併案或日常營運所需之目的外，對金可集團以外之第三
人為提供金額超過新台幣五億元之保證、背書；
(8) 拋棄任何重大契約之權利或修改重大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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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9

與金可集團成員之經理人就其薪資或報酬簽訂協議或修改相關協議，
其金額達美金 800,000 元者。

9.10.10 更換金可之簽證會計師為非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會計師，或除依法令
之要求外，變更會計政策或原則。
9.10.11 就金可或金可之資產、債務或財產申請破產或相類似之程序，或將公
司之資產全部移轉予債權人，或承認公司無能力清償已到期之負債。
9.10.12 除依本合併案買回異議股東之股份外，自行或透過任何其他第三人直
接或間接購買其已發行之股份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辦理減資、
或決議解散、清算、聲請重整、和解或破產或為其他對其現金流量、
股東權益、財務結構足以造成重大不利影響之行為。
9.10.13 直接或間接經由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員工、顧問或任何第三人
從事接洽、商議、討論、兜售或接受任何其他人有關涉及金可集團任
一成員之股權或經營權，或與金可集團任一成員合併，或任何與金可
集團重要業務或資產有關之出售或合資事業或合夥事業之提議。
9.10.14 除因履行本契約之必要而透露予其董事、顧問（包括但不限於會計、
財務或法律顧問）、主要股東及員工、金融機構外，直接或間接將因
本合併案知悉之未公開資訊洩露予第三人。
9.11

金可應促使其員工於合併基準日前行使已發行流通在外且尚未行使之員工認
股權（如有）。在不違反開曼及台灣法律之前提下，金可應於合併基準日註銷
其全部已發行流通在外且尚未行使之員工認股權（如有），並終止所有員工認
股權計劃及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及認股辦法（如有）。

9.12

金可應於簽約日後盡商業上之合理努力儘速取得相關主管機關之核准。

9.13

控股公司、合併子公司與金可應共同委任一合格之金融機構（以下稱「
」）辦理合併對價的支付，並與付款代理人就相關事宜簽訂契約（以下稱
「

9.14

」）。

如相關主管機關有要求，各當事人同意盡其商業上合理之努力協助提供所要
求之資料與文件。

9.15

金可集團及其成員不應直接或間接使用本合併案之收益，或借出、投入或另外
提供該收益予任何子公司、合資方或其他人士，以使任何人士進行違反制裁規
定的活動。金可集團不應以本合併案之任何收益用作採取違反適用法律之任何
行動，包括但不限於反腐敗法律、反洗錢法律及出口管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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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

金可集團任一成員與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均不會：
9.16.1 直接或明知而間接要約、承諾、提供或授權提供任何金錢、財產、捐
獻、禮物、娛樂或其他有價物予任何政府官員（包括政府或政府擁有
或政府控制之實體或國際公共組織之任何官員或僱員、或任何政黨或
黨之官員或公職候選人）
、或以政府身份行事之任何其他人以影響政
府行動或確保獲得不當利益，或鼓勵接受者違反善意或忠誠義務或其
僱主之政策或違反任何反腐敗法律；
9.16.2 成為受制裁人士、與受制裁人士進行或為其利益進行買賣或交易﹑或
違反任何制裁規定；
9.16.3 直接或明知而間接違反任何反洗錢法律；
9.16.4 直接或明知而間接違反任何出口管制法律；或
9.16.5 直接或明知而間接以從刑事犯罪活動獲得之收益投資金可集團。

9.17

金可應於交割日後盡快編製及/或修訂內部政策和程序以防止及檢測違反適用
於金可集團成員之反腐敗法律、制裁規定、反洗錢法律及出口管制，以確保此
類情形不會發生。

10
10.1

倘若金可股東就本合併案已有效的提出異議通知，而有效的依開曼公司法第
238 條表示異議者，金可僅應依開曼公司法第 238 條之規定向異議股東支付異
議股份之公平價格。該異議股東持有之股份應於合併基準日時註銷，且該等股
份之註銷不應影響其已依開曼公司法請求審核該等股份公平價格程序之進行
（以下稱「公平價格程序」
）
。除依開曼大法院之裁決外，該異議股東無權就其
擁有的金可股份收取合併對價。每個異議股東僅有權取得依據開曼公司法第
238 條程序所定之公平價格。

10.2

倘若金可股東已依據金可公司章程第 47 條及 48(a)條之規定行使股份收買請
求權，但就買回股份（以下稱「章程第 47 條股份」
）之價格未與金可達成協議，
金可應於交割日前依金可公司章程第 48(b)條之規定，以其認為之公平價格支
付買回股份之價款予該異議股東，並依金可公司章程第 48(c)條之規定於交割
日前註銷該異議股東持有之股份，但不影響依據金可公司章程第 48(b)條之規
定，於金可及異議股東在股東會決議日起 60 日內對於買回股份價格未達成協
議時，金可應於上述 60 日之期間經過後 30 日內，以全體未達成協議之異議
股東為相對人，由金可聲請法院為價格裁定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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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金可應於收到或收受後一個營業日內，向控股公司提供：(i)金可或股東依據開
曼公司法第238條及/或金可公司章程第47條及48條所遞送之通知、所有寄出或
收到之公平價格要約、所有寄出或收到之有關協議的往來紀錄、任何作為公平
價格程序所召開的管理階層會議紀錄及/或依據金可公司章程第48(b)條之程序
（以下稱「章程程序」）紀錄、所有公平價格程序中由金可、異議股東及/或依
據金可公司章程第48(b)條之反對股東遞交（以下稱「章程之異議股東」）之法
院文件及/或章程程序（包含相關證據及附件及提交之文件）、公平價格程序
中及/或章程程序中作成之命令或裁判、公平價格程序中及/或章程程序中的專
家報告，或金可在異議股東或章程之異議股東在公平價格程序中及/或章程程
序中取得之文件（就後者而言，金可應確保其依照文件有權提供該等文件給控
股公司，且控股公司在此同意保密）；及(ii)在公平價格程序中與異議股東依法
談判以及章程程序中與章程之異議股東談判之機會，包含有關公平價格程序
與章程程序之策略、相關程序及協議之討論，且金可應定期向控股公司報告更
新。

11
除法令另有強制或禁止之規定或本契約另有約定外，於合併基準日，消滅公司（即
合併子公司）所有之資產包括貸款、證券和其他投資，以及消滅公司的業務、承諾、
商譽、利益、豁免、特權、負債、未分配盈餘及截至合併基準日仍為有效之一切權
利義務，均由存續公司（即金可）概括承受。
12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者外，因本契約之簽訂或履行所生之一切稅捐或費用（含律師、
會計師及外部顧問等相關費用），除合於免稅或免徵規定者外，均由當事人依法令
各自承擔。
13
13.1

本契約經所有當事人簽署時生效。

13.2

雙方所負使本合併案完成之義務，係以交割日前下列事項業經完成、文件業經
交付或其他足資證明前開事實之文件業經交付為先決條件：
13.2.1

金可之股東會已依法決議通過本合併案及本契約（包含附件之合併計
畫），並且金可董事會已授權其董事長或其指定之人全權處理本合併
案之相關事項（包括但不限於相關文件之簽署）；

13.2.2

控股公司之股東會及合併子公司之股東會均已決議通過（無論係書面
決議或是股東會）及授權本合併案及本契約（包含附件之合併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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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控股公司及合併子公司之董事會已授權任一董事全權處理本合
併案之相關事項（包括但不限於相關文件之簽署）；
13.2.3

金可、控股公司及相關股東就本合併案已取得各自所需取得之相關政
府機關核准或許可，包括(i) 金可應取得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之終止
櫃檯買賣許可；(ii) 金可應取得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撤銷公開
發行；(iii)反壟斷及/或其他相關主管機關（如需取得時）之核准、許
可或確認；及(vi)控股公司及/或付款代理人就匯入資金轉換為新台幣
以支付合併對價事宜，已取得中央銀行及相關主管機關與機構之核准
或確認（如需取得時）；

13.2.4

無任何有管轄權法院為假處分或其他裁判、命令或政府機關制訂、頒
布之法律規定或命令，限制、阻礙、禁止、或其他重大限制本合併案
之完成；

13.2.5

如依本契約規定應進行合併對價之調整，已依本契約規定完成合併對
價之調整；及

13.2.6

控股公司、合併子公司與金可已依據第 9.13 條委任付款代理人並簽
署付款代理人契約。

13.3

控股公司及合併子公司所負使本合併案完成之義務，係以交割日前下列事項
業經完成、文件業經交付或其他足資證明前開事實之文件業經交付為先決：
13.3.1

截至交割日為止，金可已確實遵守履行本契約之承諾、義務、約定，
且金可於本契約所為之聲明、保證與承諾截至交割日為止於重大方面
仍為真實有效，一如該等聲明、保證與承諾係於交割日做成（為確定
本先決條件是否業經完成之目的，金可於本契約所為之聲明、保證與
承諾凡已為「重大方面」
、
「重要方面」或「重大」所限制者（包括任
何與之類似的衡量重大性的限定性詞彙，無論如何措辭）
，該等限定
性詞彙均不予納入考慮）；

13.3.2

截至交割日為止，並未發生任何對金可集團各成員有重大不利影響之
事件；

13.3.3

金可出具書面聲明，證明截至交割日止，就本條規定所載可適用於金
可之先決條件皆已獲得滿足之書面聲明；及

13.3.4

針對(i)依據開曼公司法第 238 條提出異議通知之金可股東；以及(ii)依
據金可公司章程第 47 條之規定提出異議通知（無論為書面或口頭經
紀錄者）之股東，合計不超過金可於屆時已發行股份總數的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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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金可所負使本合併案完成之義務，係以交割日前下列事項業經完成、文件業經
交付或其他足資證明前開事實之文件業經交付為先決：
13.4.1 截至交割日為止，控股公司及合併子公司已確實遵守履行本契約之承
諾、義務、約定，且控股公司及合併子公司於本契約所為之聲明、保
證與承諾截至交割日為止仍為真實有效，一如該等聲明、保證與承諾
係於交割日做成；及
13.4.2 控股公司及合併子公司出具書面聲明，證明截至交割日止，就本條規
定所載可適用於控股公司及合併子公司之先決條件皆已獲得滿足之
書面聲明，且該書面聲明之形式及內容均為他方所接受。

14
14.1 除各方當事人另有協議或法令另有強制或禁止規定外，本契約（包含附件之
合併計畫）於合併基準日前，得因下列事由而終止：
14.1.1 各方當事人以書面合意終止本契約。
14.1.2 金可為決議本合併案所召開之股東會未能依法決議通過本合併案時，
任一方當事人得以書面通知其他方終止本契約。
14.1.3 如本合併案應經任何政府機關核准，遭該等有權機關否決而無法補正
時，任一方當事人得以書面通知他方當事人終止本契約。
14.1.4 本契約第13.2條所規定之任一先決條件未能於2022年8月26日或經各
方當事人另以書面合意延後之日期（以下稱「

」）前成就

且該未成就之先決條件未被豁免者（如可被豁免時），未違反本契約
約定之一方當事人得以書面通知他方當事人終止本契約。
14.1.5 金可重大違反本契約第7條之聲明與保證及第9條之承諾事項且未能
於收到控股公司之書面通知後30個營業日內改正時，控股公司得以書
面通知金可終止本契約。
14.2 本契約因上開第14.1條事由而終止後，各方當事人應即採取必要之作為停止本
合併案，且任何一方得要求他方於終止後15日內歸還他方依本契約之規定所
取得之文件、資料、檔案、物件、計畫、營業秘密及其他資訊，除法令或內部
規章所要求或無法刪除者外，不得複製或留存。
14.3 任一方當事人於本契約終止前所產生之違約及賠償責任，不因本契約之終止
而解除。
14.4 本契約終止後，本契約第12、14、15、16條仍繼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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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5.1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者外，任一方違反或未履行其於本契約下之任何義務、承
諾或聲明與保證，如依其性質得予改正時，經未違约之一方以書面要求在合
理期限內改正，而未於收到通知後於所定期限內完成改正者，構成本契約之
違約情事（以下稱「

」）。發生違約情事，除本契約另有約定者外，

未違約之一方除得行使法律上所得行使之權利、救濟、請求損害賠償及終止
或解除本契約外，並得對違約之一方請求因準備本契約及本件合併之履行所
發生之必要費用。
16
16.1 本契約之解釋、履行及執行悉依台灣法律。儘管有前述規定，本契約所生或
與之相關的下列事宜依據開曼法律解釋、履行及執行，就此，本契約各方茲
不可撤銷地接受開曼法院之非排他性管轄：本合併案、賦予權利、財産、法
據動産、業務、企業、商譽、利益、豁免權及特權、合同、義務、索償、合併
子公司於存續公司中之債務及負債、註銷股份、開曼公司法第 238 條規定之
權利、金可董事會和合併子公司之董事會的信託或其他義務，以及金可、存
續公司及合併子公司之內部公司事務。如金可及控股公司就本契約之解釋或
履行有爭議時，應先行協調解決，無法協調解決而涉有訴訟時，如果本契約
各方因本契約的簽訂或執行發生爭議，應通過友好協商解決，協商不成者，
應提交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依其
當時有效的仲裁規則進行仲裁。仲裁裁決是終局的且對各方當事人均有約束
力，且任一方當事人得向管轄法院提出申請執行仲裁判斷。仲裁語言為中文，
仲裁地點為新加坡。
16.2 本契約之任何條款如與相關法令有所牴觸而歸於無效者，僅該牴觸部分無效，
本契約之其他條款仍然有效。因牴觸相關法令而歸於無效之部分條款，由各
方當事人董事會共同另行於合法範圍內修訂之，如無法達成協議時，逕依相
關法令之規定處理。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或其任何條款依相關政府機關之核
示或因應主客觀環境而有變更之必要者，應由各方當事人共同洽商依相關政
府機關核示之內容處理。
16.3 本契約之修改，除經各方當事人以書面同意外，不得為之。
16.4 任何本契約之通知，應以掛號信函或專人遞送之方式送達至本契約所載之地
址，始生通知之效力。地址如有變更，變更之一方應即以書面通知他方，否
則不得以其變更對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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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可：
地址：台中市大雅區科雅二路 8 號

控股公司：
地址：台北市敦化北路 168 號 15 樓

合併子公司：
地址：台北市敦化北路 168 號 15 樓
16.5 未經他方事前以書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將本契約約定之權利讓與任何第三
人或由任何第三人承擔本契約約定之義務。
16.6

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或本契約另有約定外，各方當事人同意對任何在合併基
準日前，基於本合併案之目的，由他方向其傳達或自他方所取得之文件、資
料、檔案、物件、計劃、營業秘密及其他有形及無形之資訊，皆應嚴守秘密。
如本契約之約定嗣後有解除、撤銷或因任何原因而不存在時，前述保密義務
仍應繼續存在，不受該解除、撤銷等情事之影響。

16.7 如有其他未盡事宜，得由各方當事人以不違背本契約之原則，另訂書面協議。
16.8 本契約作成正本壹式叁份，副本若干份，由當事人各執正本壹份存查。
【以下為簽名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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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of Merger
PLAN OF MERGER
THIS PLAN OF MERGER is made on [·]
BETWEEN
(1)

Glamor International Ltd., an exempted company incorporat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Cayman
Islands, with its registered office at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Mergersub”); and

(2)

Ginko International Co., Ltd., an exempted company incorporat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Cayman Islands, with its registered office at the offices of Vistra (Cayman) Limited, P.O. Box
31119 Grand Pavilion, Hibiscus Way, 802 West Bay Road, Grand Cayman, KY1-1205,
Cayman Islands (“Company” or “Surviving Company” and together with Mergersub, the
“Constituent Companies”).

WHEREAS
(a)

Mergersub and the Company have agreed to merge (the “Merger”) on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contained or referred to in a Merger Agreement dated 26 November 2021 (the “Agreement”)
made among Glamor Vision Ltd., Mergersub and the Company, a copy of which is attached as
Annex A to this Plan of Merger and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Part XVI of the Companies Act
(2021 Revision) of the Cayman Islands (the “Companies Act”). Capitalized terms used but
not defined herein shall have the meanings set forth in the Agreement annexed at Annex A
hereto.

(b)

This Plan of Merger is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233 of the Companies Act.

W I T N E S E T H:
CONSTITUENT COMPANIES
1.

The constituent companies (as defined in the Companies Act) to the Merger are the Company
and Mergersub.

NAME OF THE SURVIVING COMPANY
2.

The surviving company (as defined in the Companies Act) is the Surviving Company, which
shall continue to be named Ginko International Co., Ltd.

REGISTERED OFFICE
3.

The registered office of Merger Sub is at the offices of Conyers Trust (Cayman) Company
Limite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4.

The registered office of the Company is at the offices of Vistra (Cayman) Limited,, P.O. Box
31119 Grand Pavilion, Hibiscus Way, 802 West Bay Road, Grand Cayman, KY1-1205,
Cayman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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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Surviving Company shall have its registered office at Conyers Trust (Cayman) Company
Limite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

AUTHORISED AND ISSUED SHARE CAPITAL
6.

Immediately prior to the Effective Date (as defined below), the authorized share capital of
Mergersub was NT$ [1,000,000] divided into [100,000] ordinary shares of a par value of
NT$10 each of which [1] ordinary share had been issued and fully paid.

7.

Immediately prior to the Effective Date (as defined below), the authorized share capital of the
Company was NT$ [1,200,000,000] divided into [120,000,000] shares of a par value of NT$10
each of which [97,072,996] shares had been issued and fully paid.

8.

On the Effective Date, the authorized share capital of the Surviving Company shall be
NT$[1,000,000] divided into [100,000] ordinary shares of a par value of NT$10 each.

EFFECTIVE DATE
9.

The Merger shall take effect on [●] (the “Effective Date”).

TERMS AND CONDITIONS; SHARE RIGHTS
10.

On the Effective Date,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Agreement:
(a)

each share in the share capital of Mergersub that is issued and outstanding immediately
prior to the Effective Date shall be converted into and become one validly issued, fully
paid and non-assessable ordinary share of a par value of NT$10 each in the share capital
of the Surviving Company;

(b)

each share of the Company (other than the Excluded Share and the Dissenting Shares
(as defined below)) that is issued and outstanding immediately prior to the Effective
Date shall be cancelled in exchange for the right to receive NT$[280] in cash per share
(“Per Share Merger Consideration”);

(c)

each share of the Company (other than the Dissenting Shares) that is issued and
outstanding immediately prior to the Effective Date and that is held by HoldCo.,
Mergersub, the Company, or their respective subsidiaries (“Excluded Share”) shall be
cancelled without any conversion thereof or consideration paid or delivered therefor;
and

(d)

each share of the Company that is issued and outstanding immediately prior to the
Effective Date and that is held by a shareholder who has validly exercised its right to
dissent from the Merger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238 of the Companies Act
(“Dissenting Share”) shall be cancelled and cease to exist in exchange for the right to
receive the fair value of such Dissenting Share as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238 of the Companies Act.

Notwithstanding the foregoing, the Per Share Merger Consideration shall be subject to
adjust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Agreement.
11.

On the Effective Date, the rights and restrictions attaching to the shares of the Surviving
Company shall be as set out in the M&A (as defined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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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
12.

On the Effective Date the rights, property of every description including choses in action, and
the business, undertaking, goodwill, benefits, immunities and privileges of each of the
Constituent Companies shall immediately vest in the Surviving Company which shall be liable
for and subject,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Constituent Companies, to all mortgages, charges or
security interests and all contracts, obligations, claims, debts and liabilities of each of the
Constituent Companies,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236 of the Companies Act.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13.

The 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Surviving Company shall
be amended and restated in the form annexed at Annex B hereto (the “M&A”).

DIRECTORS BENEFITS
14.

There are no amounts or benefits paid or payable to any director of the Constituent Companies
or the Surviving Company consequent upon the Merger becoming effective.

DIRECTORS OF THE SURVIVING COMPANY
15.

The names and addresses of the directors of the Surviving Company are as follows:
Name

Address

SECURED CREDITORS
16.

(a)
[The Company has no secured creditors and has granted no fixed or floating security
interests that are outstanding as at the date of this Plan of Merger.]

17.

(b)
[Mergersub has no secured creditors and has granted no fixed or floating security
interests that are outstanding as at the date of this Plan of Merger.]

CONSTITUENT COMPANY APPROVALS
18.

This Plan of Merger has been approv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each Constituent Company
pursuant to section 233(3) of the Companies Act.

19.

This Plan of Merger has been authorised by the shareholders of each Constituent Company
pursuant to section 233(6) of the Companies Act.

TERMINATION AND AMENDMENT
20.

This Plan of Merger may be terminated or amend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Agreement at any time prior to the Effectiv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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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ING LAW
21.

This Plan of Merger shall be governed by and constru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the
Cayman Islands. The Constituent Companies hereby agree to submit any dispute arising from
this Plan of Merger to th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s of the Cayman Islands.

COUNTERPARTS
22.

This Plan of Merger may be executed by facsimile and in one or more counterparts, each of
which shall be deemed an original and all of which together shall constitute one and the same
instr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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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of the undersigned, being a Director of each of the Constituent Companies, has executed this
Plan of Merger, which may be executed by facsimile and in one or more counterparts, each of which shall be
deemed an original and all of which together shall constitute one and the same instrument, on the date indicated
alongside the name below.

For and on behalf of
Glamor International Ltd.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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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of the undersigned, being a Director of each of the Constituent Companies, has executed this
Plan of Merger, which may be executed by facsimile and in one or more counterparts, each of which shall be
deemed an original and all of which together shall constitute one and the same instrument, on the date
indicated alongside the name below.

For and on behalf of
Ginko International Co., Ltd.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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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A
Merger Agreement dated 26 November 2021 executed between Ginko International Co., Ltd, Glamor Vision
Ltd. And Glamor International Ltd. (being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formal Merger Agreement in
Chinese)

34

Annex B
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Surviving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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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某人導致「重大不利影響」係指將重大不利影響該人之業務、營運、管理之狀況（財務或
其他狀況）或前景。對於金可或金可集團而言，「重大不利影響」係指滿足下述全部條件的
任何不利影響：(a)某一事件（包括聲明、保證、承諾等）對金可或金可集團（視情況而定）
在資產、負債、營業、財務狀況或營運方面造成或合理預期將造成損害、損失和/或責任
（以下合稱「不利影響」），且(b)該不利影響的金額超過新台幣五億元。
「基礎財務報告」係指金可集團依法已申報或已提供予控股公司或其股東之財務報告。
「契約」係指任何契約、合意、安排、義務、承諾、切結、租賃、契據或票據，不論是口頭或
書面，包含其所有之增補及修訂。
「重大契約」係指將對於任何金可集團成員之業務、營運、管理之狀況產生重大影響之契約，
包括(a)與前五大供應商、客戶之契約（不含訂單）與(b)融資合約。
「法令」係指法律、行政命令、行政規則及行政處分。
「營業日」係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香港、新加坡及開曼均未要求或授權銀行不為營業
的任何期日。
「除外股份」係指：控股公司、合併子公司、金可及各自子公司所持有之金可股份。
「異議股份」係指：於合併基準日前已發行，且其持有人已經依據本契約第 10.1 條有效行使
且並未有效撤回或喪失其對本合併案之異議權的金可股份。
「政府機關」係指對任一當事人、標的公司或其子公司具有拘束力及管轄權之國內外中央或
地方政府、及政府、管理或行政機關、局處或委員會、或任何法院、法庭或司法機關、半政
府機構或自治組織。
「負擔」係指具有構成擔保或其他利益之效果之任何抵押、留置、質權、信託擔保、優先償
還安排、擔保利益、其他類似之擔保或優先契約，包括但不限於依據該人資產所在地法令規
定所設定或因之而生之任何類似利益或權利。
「智慧財產權」係指：(a)名稱或標章，包括品牌及標語、註冊或未註冊商標、商號、服務標
章及其申請；(b)專利、專利申請；(c)著作權登記、文件、設計、技術及功能規格；(d)自有開
發或經授權使用之軟體；以及(e)營業、技術及專業知識資訊，以及其他營業秘密。
「金可集團」係指金可與其子公司、轉投資公司或分公司（係指依相關會計準則於基礎財務
報告揭露之子公司、轉投資公司及分公司）。
「子公司」係指被其他公司、企業或法律實體透過持有過半數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或協議控
制之公司、企業或法律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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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投資公司」係指被其他公司、企業或法律實體持有股份或出資額但未符合上述「子公
司」標準之公司、企業或法律實體。
「反腐敗法律」係指不時適用於金可集團之反賄賂及反腐敗法律，以及類似之法律或規則，
包括但不限於 (i)美國 1977 年《反海外腐敗法》（經修訂），(ii) 英國《反賄賂法》，(iii)
歐盟頒布及其成員國實施之反賄賂法律，(iv) 台灣之《貪污治罪條例》及《中華民國刑
法》，以及 (v) 為促進經合組織《禁止在國際商業交易中賄賂外國公職人員公約》之法
例。
「反洗錢法律」係指所有法域內所有適用之反洗錢法律、法規、指導規則，包括（但不限
於）美國 2001 年《通過提供攔截和阻止恐怖主義所需的適當工具來團結和加强美國之法
案》（《公法》107-56）﹑美國 1970 年《貨幣和對外交易報告法》（經修訂）、美國 1986
年《洗錢控制法》（經修訂）、英國 2002 年《犯罪收益法》、英國 2000 年《恐怖主義法》
（經修訂）、台灣之《洗錢防制法》、金可集團營運所在之其他法域關於洗錢之法律及其下
之法規，以及任何政府機關發布、管理或執行之任何相關或類似之規則、法規或指引。
「出口管制法律」係指(a)《理事會條例（歐洲共同體）》第 428/2009 條（經修訂）， (b)
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頒佈和管理之《出口管制條例》、《國際武器貿易條例》及
法規和命令，以及其各自之實施細則及指引，(c)英國 2002 年《出口管制法》（經英國 2008
年《出口管制命令》修訂和擴展）及 (d) 不時適用於任何金可集團成員之任何其他類似之
出口管制法律或限制。
「制裁規定」係指以下各方不時管理、頒佈或執行之該等貿易、經濟和金融制裁法律、法
規、禁運、受限方名單及其他限制措施（在每一情況下均具有法律效力）：(i) 美國（包括
但不限於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國務院，以及商務部），(ii) 歐盟並由其成員國執
行（包括根據《理事會條例（歐洲共同體）》第 194/2008 條），(iii) 聯合國，(iv) 英國財
政部，或 (v) 不時對公司具監管權之其他類似政府機構。
「受制裁人士」係指：(a) 屬於制裁規定之標的之人士或實體，(b) 通常居住、身處於全國
或全地域制裁規定之標的國家或地域（包括但不限於古巴、伊朗、北韓、敍利亞、或烏克蘭
克里米亞地區）或根據當地法律組建之人士或實體，或 (c) 上述任何一項多數擁有或控制或
代表上述任何一項之人士或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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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可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970,729,960 元整，分為 97,072,996 股。
2. 金可每股合併對價為新台幣 280 元。
3. 合併對價總額為(已發行股份總數-除外股份)*每股合併對價。

由簽約日起，金可之實收資本額如有第5.1.1條所約定之任何變動(增加或減少)，雙方同意依據
下列方式調整合併對價：
股本減少時：
調整後每股合併對價＝調整前每股合併對價×(股本減少前已發行普通股股數／股本減少後已
發行普通股股數)。

股本增加時：
調整後每股合併對價＝調整前每股合併對價×〔已發行股數＋（每股繳款額×新股發行股數）
／調整前每股合併對價〕/（已發行股數＋新股發行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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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1. 子公司
項
公司名稱
次
Prosper Link
1. International
Ltd.
2.

註 冊 註冊號/
地
統一編號
英 屬
維 京 1429682
群島
永勝光學股份 台灣
有限公司
89616090

3.

Haichang
International
Ltd.

4.

Gain
Bless
Management
Ltd.

5.

Horien Optic
(Malaysia)
Sdn. Bhd.

6.

Master Harvest
Global Ltd.

7.

亞洲安視達股
份有限公司

8.

9.

10.

エイショウ光
学株式会社
(日本永勝)
ユニビューテ
ィ株式会社
(Uni-Beauty
Co.,Ltd.)
海昌隱形眼鏡
有限公司

持有股數(千股)/
實收資本額(千元)
從事控股及轉投 5,560/USD2,760
資事務
營業範圍

隱形眼鏡、護理 160,000/NTD1,600,000
液及潤眼液之研
發、製造及銷售
香港
從事控股、轉投 2100/HKD21,000
38547153- 資 事 務 及 形 眼
000-10鏡、護理液及潤
17-6
眼液之銷售
英 屬
從事控股及轉投 1,150/USD1,150
維 京 1884447
資事務
群島
馬 來 20140101 隱形眼鏡、護理 1,750/USD971
6941
西亞
液及潤眼液之銷
（ 109302 售
7-A）
英 屬
從事控股及轉投 10,000/USD10,000
安 圭 2393845
資事務
拉
台灣
隱形眼鏡、護理 100/ NTD32,000
52332304 液及潤眼液之銷
售
日本
隱形眼鏡、護理 20,300/JPY140,700
2100-01液及潤眼液之銷
015538
售
日本
隱形眼鏡、護理 29,000/JPY290,000
液及潤眼液之銷 「 目 前正 在規 劃 增資 及
0110-01減 資 後實 收資 本 額變 為
120294
售
日幣 5,000 萬元」
中國
隱形眼鏡、護理 -/USD66,319
91321181
液及潤眼液之研 「 目 前正 在辦 理 盈餘 轉
60887484
發、製造及銷售 增資美金 500 萬元」
9N

江蘇海倫隱形 中國
11. 眼鏡有限公司

91321181
77322624
7H

隱形眼鏡、護理 -/CNY15,000
液及潤眼液之研
發及製造

39

持股比
例
100%

100%

100%

100%

70%

100%

100%

88.26%

100%

100%

100%

上海海儷恩隱 中國
12. 形眼鏡光學有
限公司
上海富視遠隱 中國
形眼鏡有限公
13.
司

91310117
55429631
7F
91310117
MA1J1M
U107

隱形眼鏡、護理 -/CNY75,000
液及潤眼液之銷
售
隱形眼鏡、護理 -/CNY25,000
液及潤眼液之銷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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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0%

7.5.4

7.10

重大契約（簽訂契約之他方可因本合併案主張契約失效、終止、解除或違約）
項
次

契約名稱

1.

聯合授信合約

2.

授信約定書

5.

銀行往來總約定
書
銀行往來總約定
書
授信總約定書

6.

授信總約定書

3.
4.

當事人

簽訂契約之他方可因本合
併案主張契約失效、終
止、解除或違約
契約相對人可因本合併案
主張永勝光學違約

永勝光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
「永勝光學」
）與彰化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等十二家金融機構
永勝光學與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契約相對人可因本合併案
公司
主張永勝光學違約
金可與法國巴黎銀行台北分行
契約相對人可因本合併案
主張金可違約
金可與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 契約相對人可因本合併案
有限公司
主張金可違約
金可與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契約相對人可因本合併案
公司
主張金可違約
金可與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契約相對人可因本合併案
主張金可違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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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專家合理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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