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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項營業報告書請參閱議事手冊第 4 至 18 頁，財務   

報表請參閱議事手冊第 27 至 38 頁，敬請  承認。 

（主席裁示承認及討論事項共 4 案，經依序討論後即一併進行   

投票表決，並指定股東吳明漢、賴銘祥為監票員，楊麗卿、陳林棋

為計票員。）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數 4,943,078,492 權，經    

票決結果：承認 4,574,902,376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

表決權數 3,816,299,806 權），占表決權總數 92.6％；反對

107,78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107,783 權）；   

無效 0 權；棄權及未投票 368,068,333 權（其中以電子    

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367,200,852 權）。本案承認權數超過   

規定數額，照案承認。 

 

第二案 

案由：為依法提出本公司 108 年度盈餘分派之議案，請  承認案。 

董事會提 

說明：本公司 108 年度盈餘分配表（請參閱議事手冊第 39 頁）經

109 年 3 月 17 日審計委員會查核及董事會決議通過，敬請  

承認。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數 4,943,078,492 權，經    

票決結果：承認 4,581,461,05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

表決權數 3,822,858,487 權），占表決權總數 92.7％；反對

167,09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167,098 權）；   

無效 0 權；棄權及未投票 361,450,337 權（其中以電子    

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360,582,856 權）。本案承認權數超過   

規定數額，照案承認。 

四、討論事項 

第一案 

案由：為擬修正本公司章程，如附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      

公決案。                                  董事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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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理由 

第二十條 本公司設董事十一至十

五人，董事之選舉採候

選人提名制度，由股東

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

任之。全體董事所持有

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不

得少於公司股份總額一

定之成數，其成數計算

遵照證券主管機關之規

定辦理。 

前項董事名額含獨立董

事三人，獨立董事之提

名及選任方式等相關事

宜，依公司法及證券主

管機關之規定辦理。 

(以下略) 

本公司設董事十一至十

五人，董事之選舉採候

選人提名制度，由股東

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

任之。全體董事所持有

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不

得少於公司股份總額一

定之成數，其成數計算

遵照證券主管機關之規

定辦理。 

前項董事名額含獨立董

事至少三人，獨立董事

之提名及選任方式等相

關事宜，依公司法及證

券主管機關之規定辦理

。 

(以下略) 

配合公司營運 

管理需要，彈性

調整獨立董事

席次。 

第四二條 (略) 依原條文增列「第六十

三次修正於一○九年六

月十日」。 

配合條文修正

，增列修正日期

。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數 4,943,078,492 權，經    

票決結果：贊成 4,514,236,60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

表決權數 3,755,634,031 權），占表決權總數 91.3％；反對

120,88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120,885 權）；

無效 0 權；棄權及未投票 428,721,006 權（其中以電子    

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427,853,525 權）。本案贊成權數超過  

規定數額，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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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案由：為擬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請  公決案。 

董事會提 

說明：為參照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 109 年 1 月 2 日      

臺證治理字第 1080024221 號函公告參考範例，擬配合修正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相關條文，如附修正前後條文

對照表，是否可行？敬請  公決。 

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理由 

第三條 (前四項略)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更

章程、公司解散、合併

、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

證券交易法第二十六條

之一、第四十三條之六

、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

價證券處理準則第五十

六條之一及第六十條之

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

中列舉，不得以臨時動

議提出。 

 

 

 

 

 

 

 

 

 

持有已發行股份總數百

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

，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

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

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

(前四項略)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更

章程、減資、申請停止

公開發行、董事競業許

可、盈餘轉增資、公積

轉增資、公司解散、合

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

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

中列舉並說明其主要內

容，不得以臨時動議提

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

證券主管機關或本公司

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

網址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

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

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

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

不得再以臨時動議或其

他方式變更其就任日期

。 
持有已發行股份總數百

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

，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

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

，提案超過一項者，均

參照臺灣證券

交易所股份有

限公司 109年 1

月 2 日臺證治

理 字 第

1080024221 號

函公告參考範

例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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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理由 

者，均不列入議案。另

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第

四項各款情形之一，董

事會得不列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

開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

公告受理股東之提案、

受理處所及受理期間；

其受理期間不得少於十

日。 

(以下略) 

不列入議案。但股東提

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

共利益或善盡社會責任

之建議，董事會仍得列

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

案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

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

形之一，董事會得不列

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

開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

，公告受理股東之提案

、書面或電子受理方式

、受理處所及受理期間

；其受理期間不得少於

十日。 

(以下略)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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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至三項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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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

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

定之，相關議案(包括臨

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正)

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

應依排定之議程進行，

非經股東會決議不得變

更之。 

（第二至三項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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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

間。 

 

參照臺灣證券

交易所股份有

限公司 109年 1

月 2 日臺證治

理 字 第

1080024221 號

函公告參考範

例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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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理由 

第十三條 (第一項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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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略) 

(第一項略)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

應採行以電子方式並得

採行以書面方式行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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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至六項略） 

除議程所列議案外，股

東欲提出臨時動議者，

其所代表之表決權數，

應達本公司已發行股份

總數百分之一。 

(以下略) 

參照臺灣證券

交易所股份有

限公司 109年 1

月 2 日臺證治

理 字 第

1080024221 號

函公告參考範

例，及配合實務

作業需要明訂

臨時動議提案

權之資格要件

修正。 

第十五條 (前二項略) 

議事錄應確實依會議之

年、月、日、場所、主

席姓名、決議方法、議

事經過之要領及其結果

記載之，本公司存續期

間，應永久保存。 

(前二項略) 

議事錄應確實依會議之

年、月、日、場所、主

席姓名、決議方法、議

事經過之要領及表決結

果（包含統計之權數）

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

，應揭露每位候選人之

得票權數。本公司存續

期間，應永久保存。 

參照臺灣證券

交易所股份有

限公司 109年 1

月 2 日臺證治

理 字 第

1080024221 號

函公告參考範

例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