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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Ｏ九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民國一Ｏ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整 

地點：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 489 號 9 樓 

出席：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 181,699,567 股，親自出席及委任代理出席股數總計 112,734,726

股(其中含電子投票出席 75,626,409 股)，出席率 62.04%。 

出席董事：郭智輝董事、潘重良董事、曾海華董事、李正榮董事、嘉品投資開發有限公司代

表人：賴杉桂董事、陳林森獨立董事、孫碧娟獨立董事 

出席監察人：王富雄監察人、賴光哲監察人、張佩芬監察人 

列席：莊正法律事務所 莊正律師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區耀軍會計師 

主席：賴董事長杉桂                               記錄：吳健稚    

 

壹、 宣布開會 

大會報告出席股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宣布開會。行禮如儀。 

 

貳、 主席致詞﹝略﹞ 

 

參、 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本公司民國 108 年度營業報告，謹提請  公鑒。 

說明：1.本公司民國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2.謹提請  公鑒。 

 

 

第二案： 

案由：本公司民國 108 年度監察人審核報告，謹提請  公鑒。 

說明：1.本公司民國 108 年度決算表冊，業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及監察人審查竣事，分別提出

查核報告及審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與附件三。 

2.敦請監察人宣讀審核報告書。 

3.謹提請  公鑒。 

 

 

第三案： 

案由：本公司民國 108 年度員工及董監酬勞分派情形報告，謹提請  公鑒。 

說明：1.依本公司章程第 20 條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先提撥不低於百分之四為員工

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三為董監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2.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提撥員工酬勞 4.3%計新台幣 93,268,000 元、董監酬勞 1.1%計新

台幣 23,859,000 元，均以現金方式發放。 

3.謹提請  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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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案由：本公司民國 108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謹提請  公鑒。 

說明：1.依本公司章程第 20 條規定，授權董事會決議以現金之方式，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

或一部，並報告股東會。 

2.本公司提撥股東紅利新台幣 1,181,047,186 元配發現金（每股配發現金股利新台幣

6.5 元）。 

3.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

由小數點數字由大至小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額。 

4.於配息基準日前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致影響發行在外流通股份數量，致股東配息比

率發生變動而須調整時，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5.本次現金股利分派案，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6.謹提請  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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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民國 108 年度決算表冊，謹提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民國 108 年度財務報表：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

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區耀軍及簡思娟會計師審查竣事，送請全體監

察人審查完畢，出具書面審核報告書在案，請參閱附件三。 

2.本公司民國 108 年度財務決算表冊，請參照附件四。 

3.謹提請 承認。 

決議：經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12,734,726 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 103,510,814 權； 佔出席 91.81% 

反對 43,537 權； 佔出席 0.03% 

棄權 9,180,375 權； 佔出席 8.14% 

贙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議案照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民國 108 年度盈餘分配案，謹提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民國 108 年度盈餘分配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2.民國 108 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五。 

3.謹提請 承認。 

決議：經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12,734,726 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 103,724,805 權； 佔出席 92.00% 

反對 43,543 權； 佔出席 0.03% 

棄權 8,966,378 權； 佔出席 7.95% 

贙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議案照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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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討論暨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敬請 公決。 

說明：1.配合本公司營運需求及設置審計委員會以替代監察人職權，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

文。 

2.檢附本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3.敬請 公決。 

決議：經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12,734,726 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 103,083,803 權； 佔出席 91.43% 

反對 663,545 權； 佔出席 0.58% 

棄權 8,987,378 權； 佔出席 7.97% 

贙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議案照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分條文，敬請 公決。 

說明：1.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以替代監察人職權，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

法」，並更名為「董事選舉辦法」。 

2.檢附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 

3.敬請 公決。 

決議：經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12,734,726 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 103,702,614 權； 佔出席 91.98% 

反對 44,734 權； 佔出席 0.03% 

棄權 8,987,378 權； 佔出席 7.97% 

贙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議案照案表決通過。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敬請 公決。 

說明：1.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以替代監察人職權，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

程序」。 

2.檢附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八。 

3.敬請 公決。 

決議：經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12,734,726 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 103,701,607 權； 佔出席 91.98% 

反對 45,735 權； 佔出席 0.04% 

棄權 8,987,384 權； 佔出席 7.97% 

贙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議案照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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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衍生性商品交易說明」部分條文，敬請 公決。 

說明：1.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以替代監察人職權，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衍

生性商品交易說明」。 

2.檢附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衍生性商品交易說明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九。 

3.敬請 公決。 

決議：經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12,734,726 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 103,700,400 權； 佔出席 91.98% 

反對 45,741 權； 佔出席 0.04% 

棄權 8,988,585 權； 佔出席 7.97% 

贙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議案照案表決通過。 

 

 

第五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敬請 公決。 

說明：1.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以替代監察人職權，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

作業程序」。 

2.檢附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十。 

3.敬請 公決。 

決議：經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12,734,726 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 103,701,607 權； 佔出席 91.98% 

反對 44,741 權； 佔出席 0.03% 

棄權 8,988,378 權； 佔出席 7.97% 

贙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議案照案表決通過。 

 

 

第六案（董事會提） 

案由：選舉本公司第十一屆董事。 

說明：1.本公司現任董事、監察人之任期至民國 109 年 6 月 13 日屆滿，擬於今年股東常會全

面改選，並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 

2.擬依公司章程第 13 條規定，應選董事九名(含獨立董事三席)，任期三年，自民國

109 年 6 月 22 日起至 112 年 6 月 21 日止。 

3.董事候選人名單如下： 

類別 姓名 學歷 經歷 持有股數 

董事 

郭智輝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研

究所博士 

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集團董事長 

8,133,759 

潘重良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碩

士 

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集團副董事長 

1,500,817 

曾海華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研

究所碩士 

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運長、執行長 

1,029,950 

李正榮 中歐工商管理學院企業管

理碩士 

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運長、執行長 

1,129,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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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品投資開發 

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賴杉桂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研

究所博士、美國賓州印地

安那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士 

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處長 

經濟部商業司副司長 

6,179,382 

張佩芬 崇右企專會統科 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

人 

台証證券(股)公司營業員 

1,198,963 

獨立

董事 

陳林森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研

究所碩士 

林森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總經理、財政部主任秘書 

0 

孫碧娟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研

究所博士 

大同大學經營學院院長、 

大同大學事業經營系教授、主

任、大同工學院會計主任 

0 

鄭仁偉 國立臺灣大學商學博士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教授、 

台灣電子商務學會秘書長、台

灣菸酒公司執行副總經理、銘

傳大學企管系講師/副教授兼

系主任 

0 

以上候選人之資格條件，業經本公司 109 年 4 月 24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4.敬請  改選。 

選舉結果： 

職稱 姓名 當選權數 備註 

董事 郭智輝 120,110,675 當選 

董事 潘重良 99,798,978 當選 

董事 曾海華 98,794,942 當選 

董事 李正榮 92,880,600 當選 

董事 張佩芬 91,344,346 當選 

董事 嘉品投資開發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賴杉桂 

89,315,731 當選 

獨立董事 陳林森 84,095,573 當選 

獨立董事 孫碧娟 82,274,558 當選 

獨立董事 鄭仁偉 81,921,037 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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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敬請 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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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民國 109 年股東常會改選之董事當選人及法人董事代表人，或有投資或有經

營其他與本公司經營事業項目相同者，為配合實務需要，在無損及公司利益下，爰

依法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競業禁止

說明請參閱附件十一。 

3.敬請 公決。 

決議：經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12,734,726 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 96,697,111 權； 佔出席 85.77% 

反對 183,462 權； 佔出席 0.16% 

棄權 15,854,153 權； 佔出席 14.06% 

贙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議案照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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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臨時動議：無 

 

柒、 散會：上午 9:28。 

 

＜本議事錄，僅就議事經過要領記載，會議進行內容仍以會議現場影音紀錄為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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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 

附件二：會計師查核報告 

附件三：監察人審核報告書 

附件四：108 年度財務報表 

附件五：108 年度盈餘分配表 

附件六：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七、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八、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九、取得或處分資產之衍生性商品交易說明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十、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十一、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競業禁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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