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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一 O 五年股東常會會議議程
時

間：中華民國一 O 五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整

地

點：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一段 189 巷 16 號 B1

一、宣布開會(報告出席股數)
二、主席致詞
三、討論事項(一)
修訂「公司章程」案。
四、報告事項
1.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
2.104 年度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3.104 年度員工及董監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4.本公司國內第三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執行情形報告。
五、承認事項
1.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2.104 年度盈餘分派案。
六、選舉事項
全面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
七、討論事項(二)
1.104 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2.擬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案。
八、臨時動議
九、散會

-1-

討論事項(一)
案

由：修訂「公司章程」案。(董事會提)

說

明：1.因應公司未來營運需求，擬提高本公司額定資本額至新台幣參拾陸億元。
2.配合公司法修訂第 235 條及增訂第 235 條之 1，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有關
員工及董監酬勞分配之辦理依據。
3.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名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第二條

修

訂

後

條

文

修

訂

前

條

文

修訂原因

營業項目文字
本公司經營事業範圍如下：
本公司經營事業範圍如下：
一、C805030 塑膠日用品製造業。 一、各種塑膠製品、不織布製品、 敘 述 轉 換 為 代
二、C303010 不織布業。
針紡織成衣、運動器材及健身器 碼
三、C306010 成衣業。
材、醫療用品及器材等之生產及銷
四、CH01010 體育用品製造業。 售。
五、C601050 家庭及衛生用紙製造 二、尿布、紙尿褲、衛生棉及各種
業。
紙器、紙類之生產及銷售。
六、C601030 紙容器製造業。
七、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 三、各種電腦及其週邊設備產品之
造業。
生產及銷售。
八、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
備批發業。
九、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四、印刷電路積層板、玻璃紗、玻
十、C901020 玻璃及玻璃製品製造 璃布、玻璃纖維蓆、玻璃纖維布、
業。
玻璃纖維產品(切股氈、紗束、編紗
束、切股玻璃紗)銅箔基板之生產、
銷售、買賣及進出口業務。
十一、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五、前項產品之原材料、零配組件
之製成品之生產、銷售、買賣及進
出口業務。
十二、F108040 化粧品批發業。
六、洗髮精、髮膠、髮膏、化妝品、
漱口水之生產及銷售。
十三、C801060 合成橡膠製造業。 七、合成及橡膠手套、保險套之買
賣外銷及加工製造。
十四、CD01030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 八、各類避震器之買賣及加工製
業。
造。
十五、F102030 菸酒批發業。
九、香菸、雪茄、米酒、高梁酒、
啤酒、葡萄酒買賣。
十六、C104010 糖果製造業。
十、糖果、餅乾、果汁、汽水飲料
十七、C110010 飲料製造業。
買賣及加工、製造。
十八、F102170 食品什貨批發業。
十九、IG02010 研究發展服務業。 十一、電子產品之研究發展及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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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

訂

後

條

文

修

訂

前

條

文

二十、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
製造業。
二十一、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
材製造業。

及其週邊設備、數據通訊設備、有
線電視機器設備、電腦設備、無線
電通信器材 (無線電行動電話機及
低功率無線電話機)之加工、製造、
買賣及進出口業務。
二十二、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十二、各項電腦軟體及網路系統之
二十三、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研究開發、販賣、顧問業務。

十三、委託營造廠商興建國民住宅
及商業大樓出租、出售。
十四、室內裝潢之設計及施工業務
(建築師業務除外)(營造業除外)。
二十四、F113010 機械批發業。
十五、建材及建設機械之買賣及進
口業務。
二十五、CC01020 電線及電纜製造 十六、各種電線、電纜及配件製造
業。
加工、批發、零售。
二十六、E701010 電信工程業。 十七、光纖系統工程之規劃、加
工、維護及技術服務。
十八、各種絕緣材料之製造、加
工、批發、零售。
二十七、F401010 國際貿易業。
十九、各種工業原料之進出口貿
易。
二十八、J801030 競技及休閒運動 二十、各項育樂休閒運動設施經營
場館業。
(露營地、游泳池、釣魚池、網場、
高爾夫球練習(四個洞以下)、騎馬
場、保齡球館、電動遊樂場)。(遊
藝場業務除外)。
二十九、EZ14010 運動場地用設備 二十一、前各項設備設計之製造維
工程業。
護及買賣業務(營造業除外)。
三十、JE01010 租賃業。
二十二、前各項設備出租業務。
三十一、F501060 餐館業。
二十三、餐廳業、旅館業、百貨公
三十二、J901020 一般旅館業。
司之經營。
三十三、F301010 百貨公司業。
三十四、IZ06010 理貨包裝業。
二十四、各項商品之處理、包裝、
三十五、G801010 倉儲業。
倉儲、分類業務。
二十五、前各項產品之進出口貿易
及代理業務。
三十六、H701010 住宅及大樓開發 二十六、H701010 住宅及大樓開發
租售業。
租售業。
三十七、H701020 工業廠房開發租 二十七、H701020 工業廠房開發租
售業。
售業。
三十八、F113030 精密儀器批發業。 二十八、F113030 精密儀器批發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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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原因

條次

修

訂

後

條

文

修

訂

前

條

文

修訂原因

三十九、F117010 消防安全設備批 二十九、F117010 消防安全設備批
發業。
發業。
四十、H703090 不動產買賣業。 三十、H703090 不動產買賣業。
四十一、HZ02010 金融機構金錢債 三十一、HZ02010 金融機構金錢債
權收買業務。
權收買業務。
四十二、HZ02020 辦理金融機構金 三十二、HZ02020 辦理金融機構金
錢債權之評價或拍賣業務。
錢債權之評價或拍賣業務。
四十三、E801010 室內裝潢業。 三十三、E801010 室內裝潢業。
四十四、F111090 建材批發業。
三十四、F111090 建材批發業。
四十五、G202010 停車場經營業。 三十五、G202010 停車場經營業。
四十六、H701040 特定專業區開發 三十六、H701040 特定專業區開發
業。
業。
四十七、H701050 投資興建公共建 三十七、H701050 投資興建公共建
設業。
設業。
四十八、H701060 新市鎮、新社區 三十八、H701060 新市鎮、新社區
開發業。
開發業。
四十九、H701070 區段徵收及市地 三十九、H701070 區段徵收及市地
重劃代辦業。
重劃代辦業。
五十、H701080 都市更新重建業。 四十、H701080 都市更新重建業。
五十一、H703100 不動產租賃業。 四十一、H703100 不動產租賃業。
五十二、I401010 一般廣告服務業。 四十二、I401010 一般廣告服務業。
五十三、I503010 景觀、室內設計 四十三、I503010 景觀、室內設計
業。
業。
五十四、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 四十四、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
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參拾陸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參拾億 因 應 公 司 未 來
億元，分為參億陸仟萬股，每股金 元，分為參億股，每股金額為新台 營運需求，增加
額定資本額
額為新台幣壹拾元，授權董事會決 幣壹拾元，授權董事會決議分次發
議分次發行。
行。
公司發行新股時，得免印製股票， 公司發行新股時，得免印製股票，
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 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
錄。
錄。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所謂獲利係 本公司為考量未來企業發展之資金 依公司法第 235
指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 需求及長期財務規劃，現階段之股 及 235-1 條修
監酬勞前之利益)，應提撥不低於 利政策採行剩餘股利政策，其盈餘 訂
1%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 2%為董監 分派之程序，為就當年度可分配盈
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 餘依法繳納所得稅並彌補以往年度
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虧損外，應先提存百分之十法定盈
前項員工酬勞發放得以股票或現金 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
方式為之，其發給對象得包括符合 總額時，不在此限。其餘額加計累
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前項董 積未分配盈餘後為可供分配盈餘。
監酬勞發放僅得以現金方式為之。 前述可供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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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

訂

後

條

文

修

訂

前

條

文

修訂原因

前二項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並報 公司財務狀況依照下列比例擬具分
告股東會。
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一、員工紅利百分之一。
二、董事、監察人酬勞百分之一。
三、股東紅利百分之九十八，其中
現金股利應不低於股東紅利總額百
分之十。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為考量未來企業發展之資金 (新增)
之一
需求及長期財務規劃，現階段之股
利政策採行剩餘股利政策。本公司
年度總決算如有本期稅後淨利，應
先彌補累積虧損，依法提撥 10%為
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
達本公司實收資本總額時，不在此
限。次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撥
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
額，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由董事
會斟酌公司財務狀況擬具盈餘分配
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股東紅利發
放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為之，其中
現金股利應不低於股東紅利總額百
分之十。

依公司法第 235
及 235-1 條增
訂

第二十九 本章程訂於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六 本章程訂於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六 增 列 修 訂 日 期
月一日。
月一日。
條
及次數
(節略)
(節略)
第三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０四年六 第三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０四年
月十八日。
六月十八日。
第三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五年六
月十五日。
4.敬請 討論。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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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壹、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
104 年度公司在各位股東支持及全體同仁努力下，業績持續成長，今年會有台中振興段
35 地號及 A7 合宜住宅案等建案完工；台中振興段 19 地號建案及新莊副都心案已於去年動
工，今年持續興建；羅東公正段及桃園會稽段等建案於今年動工，全體同仁仍將努力提升公
司經營實績，以增進股東權益。

一、104 年度營業結果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 104 年度營收淨額為新台幣 2,099,588 仟元，較 103 年度 1,450,451，增加
649,137 仟元。
本公司 104 度稅前淨利為新台幣 619,279 仟元，較 103 年度 483,991 仟元，增加
135,288 仟元。
主要係因礁溪案、新莊合鳳案、桃園河底 D 案及八德福興案完工銷售，致營業淨利
增加。
(二)預算執行情形
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規範，本公司 104 年度毋需編製財務
預測。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4 年度
103 年度
營業收入淨額
2,099,588
1,450,451
財務
營業毛利
826,658
624,288
收支
稅後淨利
562,658
415,104
資產報酬率(%)
4.04
3.37
股東權益報酬率(%)
12.27
9.50
25.28
21.51
獲利 占實收資本 營業利益
能力 比率(%)
稅前純益
25.38
22.61
純益率(%)
26.80
28.62
每股盈餘(元)
2.44
1.96
(四)研究發展狀況
1.在建築規劃設計方面：針對產品之地點、周圍環境之特色、客戶之需求及相關建築
法令之適用，規劃具藝術環境的高品味精品平價住宅，滿足不同年齡層對於家的共
同想望。
2.在營建工程及管理方面：針對不同型態之工地由專業團隊研擬最適宜的工法技術及
工程管理，嚴格控制施工品質、成本及進度，並確保工地之安全。
3.市場研究發展方面：確實掌握房地產市場資訊，收集各項資料加以研究分析，以為
產品定位及行銷策略之依據，達成百分之百銷售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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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5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
本公司一向秉持「誠信的態度、穩健的經營、精良的品質、熱忱的服務」四大經營
理念，規劃高品質、安全之建築產品，除了要負起美化都市的使命外，追求客戶的
滿意度、提昇企業品牌與企業永續經營為企業目標。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預計 105 年度銷售之建案有 A7 合宜住宅案 16 戶、文山案 16 戶、合鳳案 72 戶、礁
溪案 92 戶、八德案 91 戶、桃園河底段 D 案 43 戶、台中振興段 35 地號 89 戶及 19
地號 109 戶，共計 528 戶。
(三)重要之產銷政策
1.生產策略：
(1)興建透天別墅、集合住宅大樓為主力產品。
(2)區隔市場的產品設計針對未來主流產品。
(3)增加具休閒性、多功能、安全性之高級住宅。
(4)景觀、交通便利將是未來居住空間品質與生活機能的主要訴求。
2.銷售策略：
(1)全新成屋銷售或邊建邊售。
(2)委託代銷公司包銷或純企劃模式。
(3)餘屋自行銷(委)售。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公司未來以台中以北地區為發展重心，持續嚴格控管成本及費用，並致力於產品附加價
值的提昇，推動居家休閒理念，另外更著重於社區整體的營造，以提升公司競爭力。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一)展望2016年，預期國際景氣將回升，全球經濟成長率可望逐季增加，且半導體庫存
逐漸恢復正常水位，有助於出口恢復正成長，再加上公建投資帶動民間消費，景氣
春燕可望順利到來。
(二)央行再度降息加上目前採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以及鬆綁信用管制等，顯然希望活
絡房地產交易來帶動市場經濟，房市有機會谷底盤升。低利政策對於目前的買方市
場而言是一大福音，自住以及商用廠辦自用剛性需求將增溫不少，對於具相對抗跌
性的不動產，有重大公共建設題材的區域，公共建設所在之處，短期內都能為周邊
注入房市動能。
(三)房地合一稅制底定，房市已呈現明朗化，主要是過去觀望想要進場的剛性需求，願
意在這段期間進場，加上節稅規劃引動的檯面下交易，多少會反映在交易量上，造
成量的提升。
全體員工將依公司所訂定的年度目標及計劃推動實施。期盼各位股東能繼續給予公司之
經營團隊支持與鼓勵。敬祝大家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事長：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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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會計：

貳、104 年度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名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104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惠眾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項文婷、林欣如會計師查核竣事，連同營業報告書，復經本監察人等查核完竣，認
為符合公司法等相關法令，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報請 鑒察。
此

上

本公司 105 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永裕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蔡 信 勵

彭 淑 美

中

華

民

國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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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

3

月

2

3

日

名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104 年度盈餘分配表，復經本監察人等查核完竣，認為符合公
司法等相關法令，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報請

此

鑒察。

上

本公司 105 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永裕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蔡 信 勵

彭 淑 美

中

華

民

105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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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

4

日

参、104 年度員工及董監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一、依據本次股東常會修正後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條規定辦理發放。
二、本公司 104 年度獲利新台幣 631,917,220 元(即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及董監事酬
勞前之利益)，提撥 1%計新台幣 6,319,172 元以現金方式分派員工酬勞，及提撥 1%
計新台幣 6,319,172 元分派董監事酬勞。
三、本次分派之員工及董監事酬勞金額與年度財務報表估列數間並無差異情形產生。
肆、本公司國內第三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執行情形報告
一、本公司 104 年國內第三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係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 年 11 月
17 日核准申報生效，於 104 年 11 月 30 日完成募集，並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核准於 104 年 12 月 1 日起開始在證券商營業處所掛牌上櫃買賣。
二、本次公司債募集資金原因為償還銀行借款及支付營建工程款。
三、截至 105 年 4 月 17 日止，本次公司債尚無轉換債券之情事，流通在外債券餘額計
8,000 張，面額共 800,000,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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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說 明：1.本公司董事會編造之 104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惠眾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項文婷、林欣如會計師查核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經監察人等查核竣事，
並出具書面查核報告在案。
2.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6 頁至
第 7 頁、第 13 頁至第 26 頁。
3.敬請 承認。
決 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04 年度盈餘分派案。
說

明：1.本公司 104 年度稅後純益為新台幣(以下同)562,657,702 元，提撥 10%法定盈餘公
積 56,265,770 元，加計以前年度未分配盈餘 652,937,861 元，期末可供分配盈餘
為 1,159,329,793 元，擬分配股東現金股利 243,983,878 元(每股 1 元)及股票股
利 243,983,870 元(每股約 1 元)。其中現金股利發放至元為止，元以下無條件捨
去，發放後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由個別股東股息金額之小數點數字由大至
小及股東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額為止。本次盈餘分配
原則係以 104 年度盈餘為優先。
2.現金股利分派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配息基準日辦理發放。
3.嗣後如因本公司股份變動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而須修
正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4.104 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12 頁。
5.敬請 承認。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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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 104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652,937,861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562,657,702

減：法定盈餘公積

(56,265,770)

可供分配盈餘

1,159,329,793

減：
分配項目
股東現金股利（每股 1 元）

243,983,878

股東股票股利（每股 1 元）

243,983,870

期末未分配盈餘

671,362,045

董事長：

經理人：

註：本次盈餘分派數額以 104 年度盈餘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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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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Ѡчѱϣ෫ഗεၰΒࢤ 612 ဦ 5 ኴ!
UFM;)13*9862:7:9!!!GBY;)13*98626769!

ीৣਡൔ!
Ӝଈ໒วިҽԖज़Ϧљ!!Ϧ᠙!
Ӝ ଈ ໒ ว ި ҽ Ԗ ज़ Ϧ љ Ϸ  ځη Ϧ љ ҇ ୯ 215 ԃ Ϸ 214 ԃ 23 Д 42 В ϐ
ӝ  ٳၗ ౢ ॄ  ߄ Ǵ ҇ ୯ 215 ԃ Ϸ 214 ԃ 2 Д 2 В Կ 23 Д 42 В ϐ ӝ  ٳᆕ ӝ
ཞ߄ǵӝٳᡂ߄Ϸӝٳߎࢬໆ߄Ǵҁीৣਡฺ٣Ƕ
໒ӝٳ୍ൔ߄ϐጓᇙ߯ᆅ໘ቫϐೢҺǴҁीৣϐೢҺ߾ࣁਥᏵਡ
่ ݀ ჹ  ໒ ӝ  ٳ ୍ ൔ ߄ ߄ Ң ཀ  ـǶ ӈΕ໒ӝٳ୍ൔ߄ϐηϦљɡᑫറࡌ
ިҽԖज़Ϧљϐ୍ൔ߄߯җځдीৣਡǴӢԜǴҁीৣჹ໒ӝٳ୍
ൔ߄߄܌ҢϐཀـύǴԖᜢᑫറࡌިҽԖज़Ϧљ܌ӈϐߎᚐǴ߯٩Ᏽځдीৣ
ϐਡൔǴ҇୯ 215 ԃϷ 214 ԃ 23 Д 42 ВᑫറࡌިҽԖज़Ϧљၗౢᕴᚐ)ς
ᎍ ନ ᖄ ឦ Ϧ љ ໔ ϣ  Ҭ ܰ *ϩձࣁ 462-626 щϡϷ 461-379 щϡǴϩձ՞ӝٳၗ
ౢᕴᚐϐ 3/53&Ϸ 3/71&Ƕ҇୯ 215 ԃϷ 214 ԃ 2 Д 2 ВԿ 23 Д 42 ВϐᔼԏΕ
ృᚐ)ς ᎍ ନ ᖄ ឦ Ϧ љ ໔ ϣ  Ҭ ܰ *ϩձࣁ 6-751 щϡϷ 6-641 щϡǴϩձ՞ӝٳ
ᔼԏΕృᚐϐ 1/38&Ϸ 1/49&ǶΞ୍ൔ߄ߕຏΜΟϐᙯၗ٣࣬ᜢၗૻҭ߯
٩ᏵځдीৣϐਡൔǶ!
ҁीৣ߯٩ྣीৣਡᛝ୍ൔ߄ೕ߾ϷϦᇡቩीྗ߾ೕჄ٠
ՉਡπբǴаӝዴߞӝٳ୍ൔ߄Ԗคख़εόჴ߄ၲǶԜਡπբхࡴаܜ
БԄᕇڗӝٳ୍ൔ߄܌ӈߎᚐϷ܌ඟ៛٣ϐਡᏵǵຑᆅ໘ቫጓᇙӝ
ٳ୍ൔ߄܌௦Ҕϐीচ߾Ϸ܌բϐख़εीीǴᄤຑӝٳ୍ൔ߄ᡏϐ
߄ၲǶҁीৣ࣬ߞԜਡπբϷځдीৣϐਡൔёჹ߄܌Ңϐཀـගٮ
ӝϐ٩ᏵǶ!
!!!٩ҁीৣϐཀـǴ୷ܭҁीৣϐਡ่݀Ϸځдीৣϐਡൔ
Ǵಃࢤ܌ॊϐӝٳ୍ൔ߄ӧ܌Ԗख़εБय़߯٩ྣچวՉΓ୍ൔ
ጓᇙྗ߾ǵߎᑼᅱ࿎ᆅہᇡёϐ୯ሞ୍ൔᏤྗ߾ǵ୯ሞी
ྗ߾ǵှញϷှញϦጓᇙǴىаϢ߄ၲӜଈ໒วިҽԖज़ϦљϷځη
Ϧ љ ҇ ୯ 215 ԃ Ϸ 214 ԃ 23 Д 42 В ϐ ӝ  ٳ ୍ ݩ ރǴᄤ ҇ ୯ 215 ԃ Ϸ 214
ԃ 2 Д 2 В Կ 23 Д 42 В ϐ ӝ  ٳ ୍ ᕮ ਏ Ϸ ӝ  ٳ ߎ ࢬ ໆ Ƕ !
! ! ! Ӝ ଈ ໒ ว ި ҽ Ԗ ज़ Ϧ љ  ς ጓ ᇙ ҇ ୯ 215 ԃ Ϸ 214 ԃ ࡋ ϐ ঁ ᡏ  ୍ ൔ
Ǵ٠ҁीৣрڀঅ҅Ԅคߥ੮ཀـϐਡൔӧਢǴഢୖٮԵǶ!
ඁᖄӝीৣ٣୍!܌
ीৣ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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چЬᆅᐒᜢਡЎဦǺߎᆅϤӷಃ 1:61217613 ဦ!
ߎᆅቩӷಃ 2111112633 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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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事項
案
說

由：全面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董事會提)
明：1.本屆董事、監察人任期將於 105 年 6 月 24 日屆滿，依法於本次股東常會辦理改選
事宜。
2.依公司章程第 17 條規定，本次應選董事七席(含獨立董事二席)、監察人二席，任
期三年，自 105 年 6 月 15 日起至 108 年 6 月 14 日止，原任董事、監察人任期至
本次股東常會完成時止。
3.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請參閱本手冊第 38 頁。
4.本次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董事與監察人候選
人名單業經本公司 105 年 5 月 4 日董事會審查通過，相關資料載明如下：

董事候選人
姓名

吳泓瑩

學歷

經歷

日本新潟產業大學環日本海文
美國加州現代美語經理
化學科畢業

中福營造有限公司負責人
英和投資(股)公司
國立台北商專會計統計科畢業 麗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代表人:李木鐸
土地銀行行員

英和投資(股)公司
文化大學法律系畢業
代表人:吳繁治

6,041,069

2,931,148

土地銀行董事長
台灣銀行副總、總稽核
合作金庫銀行總經理

2,931,148

淡江大學副教授
立法委員

3,826,146

劉炳華

美國國際大學教育博士
台大法律系畢業

吳霖懿

交通部觀光局-2014 年觀光產業
Tiffin University 企業管理 優良從業人員
碩士
福容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業務經理
建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協理

27

持有股份

2,259,820

獨立董事候選人
姓名

學歷

經歷

持有股份

陳文宗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局長
財政部台北國稅局副局長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副局長
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碩士
董事長
美國瑞德(Reqis)大學企業管 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理碩士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監察人
長榮大學講師
中華民國仲裁人協會仲裁人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顧問

0

李正庸

中國文化大學實業計畫研究所 李正庸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工學博士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中原理工學院建築工程學系工 台北縣政府工務局技正、課長、局
學士
長

0

監察人侯選人
姓名

學歷

經歷

永裕泰工程(股)公
東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副總
美國加州諾斯洛普大學管理科
司
達永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學研究所畢業
代表人:蔡信勵
福益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副總

彭淑美

5.敬請
選舉結果：

麗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主辦會計
麗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財務部襄
理

東吳大學會計系畢業

選舉。

28

持有股份

262,134

1,489,200

討論事項(二)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04 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說 明：1.本公司考量未來業務發展需要，自民國 104 年度可供分配盈餘中提撥股東股票股
利新臺幣 243,983,870 元，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轉增資發行新股 24,398,387
股。
2.本次增資按增資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之股東及其持股比例計算，每仟股無償
配發 100 股，配發不足壹股之畸零股，股東亦可自行在增資配股基準日五日內向
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拼湊成整股，拼湊後仍不足一股之畸零股，擬授權董事
長洽特定人按面額承購之。
3.本次增資發行之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已發行普通股相同，並採無實體發行。
4.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並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另訂增資
配股基準日，及調整其他如經主管機關修正或因事實需要須予變更之相關事宜。
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股東配股率因此發生變動而須修
正時，亦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5.敬請 討論。
決 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案。
說 明：1.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
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為借助本公司董事之專才與相關經驗，擬提請股東常會同意解除本次新選任之董
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之限制如下：
職稱

姓名

兼任其他公司名稱及職務
春之彩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
東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勝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定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麗寶百貨廣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麗寶生醫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董事

吳泓瑩

董事

英和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李木鐸

興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

英和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吳繁治

富旺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代表人
山林水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劉炳華

宜昌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漢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永泰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海山大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董事

29

職稱

兼任其他公司名稱及職務
福容貝悅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麗寶百貨廣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寶陽開發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豐圓欣業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名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鵬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
麗鑫綜合百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月眉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董事

吳霖懿

獨立董事

陳文宗

國喬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特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獨立董事

李正庸

財團法人國土計畫與不動產資訊中心資深
研究員

3.敬請
決

姓名

討論。

議：

臨時動議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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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名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95.06.09 修訂
一、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辦理。
二、股東會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簽到，或由
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
之。
三、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四、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
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五、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
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
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
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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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公司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得列席股東會。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戴識別證或臂章。
七、股東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
八、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
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
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八之一、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
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
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
散會。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但主席違反議事規
則，宣布散會者，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十、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
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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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
者主席應予制止。
十一、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
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十二、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十三、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十四、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認
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十五、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表決之
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錄。
十六、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
十七、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
過之。
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十八、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
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十九、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
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指揮
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二十、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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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名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名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條：本公司經營事業範圍如下：
一、各種塑膠製品、不織布製品、針紡織成衣、運動器材及健身器材、醫療用品及
器材等之生產及銷售。
二、尿布、紙尿褲、衛生棉及各種紙器、紙類之生產及銷售。
三、各種電腦及其週邊設備產品之生產及銷售。
四、印刷電路積層板、玻璃紗、玻璃布、玻璃纖維蓆、玻璃纖維布、玻璃纖維產品(切
股氈、紗束、編紗束、切股玻璃紗)銅箔基板之生產、銷售、買賣及進出口業務。
五、前項產品之原材料、零配組件之製成品之生產、銷售、買賣及進出口業務。
六、洗髮精、髮膠、髮膏、化妝品、漱口水之生產及銷售。
七、合成及橡膠手套、保險套之買賣外銷及加工製造。
八、各類避震器之買賣及加工製造。
九、香菸、雪茄、米酒、高梁酒、啤酒、葡萄酒買賣。
十、糖果、餅乾、果汁、汽水飲料買賣及加工、製造。
十一、電子產品之研究發展及電腦及其週邊設備、數據通訊設備、有線電視機器設
備、電腦設備、無線電通信器材 (無線電行動電話機及低功率無線電話機)之
加工、製造、買賣及進出口業務。
十二、各項電腦軟體及網路系統之研究開發、販賣、顧問業務。
十三、委託營造廠商興建國民住宅及商業大樓出租、出售。
十四、室內裝潢之設計及施工業務(建築師業務除外)(營造業除外)。
十五、建材及建設機械之買賣及進口業務。
十六、各種電線、電纜及配件製造加工、批發、零售。
十七、光纖系統工程之規劃、加工、維護及技術服務。
十八、各種絕緣材料之製造、加工、批發、零售。
十九、各種工業原料之進出口貿易。
二十、各項育樂休閒運動設施經營(露營地、游泳池、釣魚池、網場、高爾夫球練習
(四個洞以下)、騎馬場、保齡球館、電動遊樂場)。(遊藝場業務除外)。
二十一、前各項設備設計之製造維護及買賣業務(營造業除外)。
二十二、前各項設備出租業務。
二十三、餐廳業、旅館業、百貨公司之經營。
二十四、各項商品之處理、包裝、倉儲、分類業務。
二十五、前各項產品之進出口貿易及代理業務。
二十六、H701010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二十七、H701020 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二十八、F113030 精密儀器批發業。
二十九、F117010 消防安全設備批發業。
三十、H703090 不動產買賣業。
三十一、HZ02010 金融機構金錢債權收買業務。
三十二、HZ02020 辦理金融機構金錢債權之評價或拍賣業務。
三十三、E801010 室內裝潢業。
三十四、F111090 建材批發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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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G202010 停車場經營業。
三十六、H701040 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三十七、H701050 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業。
三十八、H701060 新市鎮、新社區開發業。
三十九、H701070 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代辦業。
四十、H701080 都市更新重建業。
四十一、H703100 不動產租賃業。
四十二、I401010 一般廣告服務業。
四十三、I503010 景觀、室內設計業。
四十四、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三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北市，必要時得於國內外適當地點設立分公司。
第四條：（刪除）。
第五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參拾億元，分為參億股，每股金額為新台幣壹拾元，授
權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
公司發行新股時，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六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後發行之。
第七條：股份轉讓或設定質權時，應由轉讓人與受讓人或出質人與質權人共同出具申請書，
署名蓋章，送請本公司或本公司指定之股務代理機構登記過戶，在未經登記過戶時，
該股份之權利，本公司視為仍屬於原股東。
第八條：股票遺失被盜，須以書面通知本公司掛失，並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之規定辦理始得申請補發，補發時應酌收工本費。
第九條：股東應將其印鑑式樣送交本公司備查，以後股東向本公司領取股息或以書面行使其
股權時概以本公司所存之印鑑為憑。
第十條：股東留存之印鑑如有遺失或損滅時，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之規
定辦理，更換新印鑑。
第十一條：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本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
紅利或其他利益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票轉讓過戶登記。
第十二條：本公司股東會分下列兩種：
一、股東常會：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六個月內由董事會召開之。
二、股東臨時會：遇必要時依公司法之規定召集之。
第十三條：股東會之召集，股東常會應於開會三十日前，股東臨時會應於開會十五日前將開
會之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並公告之。股東會之召集通知經相對人同
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之股東，前項召集通知，得
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十四條：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依公司法第一七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
不在此限。股東因故不能親自出席股東會時，應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加蓋
留存本公司印鑑，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一人代表出席股東會。股東委託出席
之辦法，除依公司法第一七七條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
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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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
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
修正，視為棄權。
第十五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
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六條：股東會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
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十七條：本公司設董事七人組織董事會，監察人二人，均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
之。
前項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事，其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
之一。
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董事與監察人之選
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候選人提名之受理方式及公告等相關事宜，悉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等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董事及監察人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全體董事、監察人所持有記名股票之股份
總額不得少於「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所規定之
最低成數。
第十八條：董事組織董事會，由董事互選一人為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董事會每季召開一次，召集時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有緊
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董事會召集通知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E-mail)
等方式。
第十九條：董事會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
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派代理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若董事因故無法出
席，得依公司法第 205 條規定出具委託書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但每一董事以
受一人之委託為限。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以全體董事過半數之出
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條：本公司經營方針及其他重要事項由董事會決定之。
前項所稱其他重要事項包括公司重要財產及不動產之購置與處分。
第二十條之一：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
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同業通常之水準議定之。
第二十一條：一、本公司得為對外保證，但該項保證須專案提請董事會決議通過為之。
二、本公司投資總額得超過實收資本百分之四十。
第二十二條：監察人之職權如下：
一、公司財務狀況之調查。
二、公司簿冊文件之審核。
三、公司業務情形之審核。
四、其他依公司法所賦予之職權，並得列席董事會陳述意見，但無表決權。
第二十三條：本公司設置總經理一人，秉承董事會決議綜理公司事務，並設置經理若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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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總經理處理事務，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 29 條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總經理承董事長及董事會決議處理本公司一切業務。
第二十五條：本公司每年定自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為一會計年度，年終總決算一次，
每屆決算後董事會應造具下列各項表冊於股東常會三十日前，送監察人查核，
出具查核報告書後提交股東會請求承認並依法呈報主管機關核備。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配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二十六條：本公司為考量未來企業發展之資金需求及長期財務規劃，現階段之股利政策採
行剩餘股利政策，其盈餘分派之程序，為就當年度可分配盈餘依法繳納所得稅
並彌補以往年度虧損外，應先提存百分之十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
達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其餘額加計累積未分配盈餘後為可供分配盈餘。前
述可供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斟酌公司財務狀況依照下列比例擬具分派議案，提
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一、員工紅利百分之一。
二、董事、監察人酬勞百分之一。
三、股東紅利百分之九十八，其中現金股利應不低於股東紅利總額百分之十。
第二十七條：本公司各種章程及辦事細則由董事會另訂之。
第二十八條：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悉遵照公司法之規定及有關法令辦理之。
第二十九條：本章程訂於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六月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三年六月三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四年九月三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八年一月十六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九年四月十八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年三月十四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一年四月十五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十一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一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二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一月二十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五月十九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六月二十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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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二月十七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五月十九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六月六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十四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五月二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七日。
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三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四月十五日。
第三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九日。
第三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日。
第三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三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０四年六月十八日。

名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37

吳

泓

瑩

附錄 3
名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95.06.09 修訂

第一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辦法辦理。
第二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於股東會行之。
第三條：( 刪除) 。
第四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用單記名累積選舉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或
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第五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
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依次當選，如有二人或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
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第五條之一：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監察人間或監察人與董事間，應至少一席以上，不得
具有下列關係之一：
1.配偶。
2.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董事、監察人當選人不符前項之規定時，應依下列規定決定當選之董事或監察人：
1.董事間不符規定者，不符規定之董事中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低者，其當選失其
效力。
2.監察人間不符規定者，準用前款規定。
3.監察人與董事間不符規定者，不符規定之監察人中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低者，
其當選失其效力。。
第五條之二：被選舉人同時當選為董事及監察人時，應自行決定充任董事或監察人。
第六條：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及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
發出席股東會之股東，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
之。
第七條：選舉開始時，由主席指定具有股東身分之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
項有關職務。
第八條：投票箱由董事會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九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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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為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編
號，然後投入 票箱內 。惟政府或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票之被選舉人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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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代表人姓
名；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第十條：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不用本辦法所規定之選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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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空白之選票投入票箱者。
3、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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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核對不符者。
5、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股東戶號（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及分配選舉權數
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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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分別設置票箱，經分別投票後，由監票員拆啟票箱。投票完
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布董事及監察人當選名單。
第十二條：(刪除) 。
第十三條：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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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名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持股情形
一、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 2,439,838,780 元，已發行股數為 243,983,878 股。
二、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之規定，
本公司全體董事法定最低應持有股數為 15,000,000 股，全體監察人法定最低應持有股數
為 1,500,000 股。
三、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105 年 4 月 17 日)股東名簿記載之個別及全體董事及監察
人持股情形如下：
停止過戶日持有股數
職稱
姓名
選任日期 任期
股
數
比率%
董事長

吳泓瑩

102.06.25

3年

董

事

英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木鐸

102.06.25

3年

董

事

英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繁治

102.06.25

3年

董

事

劉炳華

102.06.25

董

事

吳霖懿

102.06.25

合

6,041,069

2.48%

2,931,148

1.20%

3年

3,826,146

1.57%

3年

2,259,820

0.93 %

15,058,183

6.18%

計

監察人

永裕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蔡信勵

102.06.25

3年

262,134

0.11%

監察人

彭淑美

102.06.25

3年

1,489,200

0.61%

1,751,334

0.72%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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