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民國108年度盈餘分派案。 

說明：1.本公司民國108年度盈餘經董事會決議每股配發現金股利 2.6 元。 

2.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錄(三)。 

3.現金股利之分配俟本次股東常會決議後，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分配之。 

4.謹提請  承認。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33,690,295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31,595,263 權 

(含電子投票25,657,226 權) 

98.43% 

反對權數45,695 權 

(含電子投票45,695 權) 

0.03% 

無效權數0 權 

(含電子投票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2,049,337 權 

(含電子投票2,049,337 權) 

1.53% 

 

   

三、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條文案。 

說明：1.配合本公司規劃設置審計委員會及內部管理需求，擬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2.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四)。 

3.謹提請  公決。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33,690,295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31,583,043 權 

(含電子投票25,645,006 權) 

98.42% 

反對權數49,916 權 

(含電子投票49,916 權) 

0.03% 

無效權數0 權 

(含電子投票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2,057,336 權 

(含電子投票2,057,336權) 

1.53%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條文案。 

說明：1.配合本公司規劃設置審計委員會及內部管理需求，擬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

文。 

2.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五)。 

3.謹提請  公決。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33,690,295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31,581,042 權 

(含電子投票25,643,005 權) 

98.42% 

反對權數51,916 權 

(含電子投票51,916 權) 

0.03% 

無效權數0 權 

(含電子投票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2,057,337 權 

(含電子投票2,057,337權) 

1.53%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擬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條文案。 

說明：1.配合本公司規劃設置審計委員會及內部管理需求，擬修訂「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部分條文，並修正其標題修正為「董事選舉辦法」。 

2.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六)。 

3.謹提請  公決。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33,690,295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31,581,042 權 

(含電子投票25,643,005 權) 

98.42% 

反對權數49,916 權 

(含電子投票49,916 權) 

0.03% 

無效權數0 權 

(含電子投票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2,059,337 權 

(含電子投票2,059,337 權) 

1.54% 

 

 

 

 

 

 

 

 

 

 

 

 

 

 

 

 

 

 



 

四、選舉事項 

(董事會提) 

案由：董事全面改選案。 

說明：1.本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於109年6月18日任期屆滿，擬配合本次股東常會辦理全面改

選，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於109年5月28日股東會選出新任董事後提前解任。 

2.依本公司「公司章程」規定，本次股東常會擬選任董事 10 席(含獨立董事 3 席，非獨

立董事 7 席)，任期三年，自民國 109 年 5 月 28 日起至 112 年 5 月 27 日止。 

改選結果： 

董事當選名單： 

戶號或身份證明文件編號 戶名 當選權數 

1 林瑞章 125,125,530 權 

60 陳建昆 120,467,623 權 

27731 弘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17,912,243 權 

6182 
福致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朱榮和 
114,511,919 權 

6182 
福致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Michael A. Hoer 
114,505,252 權 

6184 
福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文星 
110,075,236 權 

6184 
福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劉如山 
107,773,548 權 

 

獨立董事當選名單： 

戶號或身份證明文件編號 戶名 當選權數 

E201914*** 張玲玲 101,610,826 權 

T102348*** 陳永春 101,019,321 權 

H120748*** 卓永富 100,495,372 權 

 

 

 

 

 

 

 

 

 

 

 

 

 

 



 

五、其他議案 

(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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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借助本公司董事及其代表人之專才與相關經驗，擬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解除本公司董

事競業禁止及其代表行使董事職權之自然人，擔任其他事業有關本公司「公司章程」營業項目

所列相關業務競業禁止之限制。 

3.在不影響本公司正常業務無損及本公司之利益下，擬依法提請股東常會討論解除本次所選出

之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詳細內容如下： 

職稱 姓名 擔任其他公司名稱 職務 

董事 林瑞章 

FU HSING AMERICAS,INC. 董事 (台灣福興代表) 

ALLEGION FU HSING LIMITED 董事(台灣福興代表) 

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台灣福興代表) 

Allegion Fu Hsing Holdings., LTD. 董事(台灣福興代表) 

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艾德克安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資勇五金(太倉)代表)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台灣福興代表) 

同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台灣福興代表) 

興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台灣福興代表) 

董事 陳建昆 

馬斯特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MASTER UNITED INVESTMENT GROUP 

LTD. 

董事長(台灣福興代表) 

福弘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FORMFLEX ENTERPRISE CO.,LTD. 
董事長(台灣福興代表)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FORMFLEX METAL INDUSTRIAL 

(CHANGSHU) CO.,LTD. 

董事長(FORMFLEX代表)  

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公司 董事長(MASTER 代表) 

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銳昇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ALLEGION FU HSING HOLDINGS., LTD. 董事(台灣福興代表) 

艾德克安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資勇五金(太倉)代表)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台灣福興代表) 

合興門控制品(常熟)有限公司 董事長(合興代表) 

同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台灣福興代表) 

興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台灣福興代表) 

董事 朱榮和 

FU HSING AMERICAS,INC. 董事長(台灣福興代表) 

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銳昇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ALLEGION FU HSING LIMITED 董事(台灣福興代表) 



 

  

ALLEGION FU HSING HOLDINGS., LTD. 董事(台灣福興代表)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FORMFLEX METAL INDUSTRIAL 

(CHANGSHU) CO.,LTD. 

董事(FORMFLEX代表)  

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公司 董事(MASTER 代表)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台灣福興代表) 

合興門控制品(常熟)有限公司 董事(合興代表) 

漢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興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台灣福興代表) 

董事 
Michael 

A.Hoer 
ALLEGION FU HSING LIMITED 董事(台灣福興代表) 

董事 林文星 

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公司 董事(MASTER 代表)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FORMFLEX METAL INDUSTRIAL 

(CHANGSHU) CO.,LTD. 

董事(FORMFLEX代表)  

合興門控制品(常熟)有限公司 董事(合興代表) 

董事 劉如山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台灣福興代表)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33,690,295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31,283,692 權 

(含電子投票25,345,655 權) 

98.19% 

反對權數121,047 權 

(含電子投票121,047 權) 

0.09% 

無效權數0 權 

(含電子投票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2,285,556 權 

(含電子投票2,285,556權) 

1.70% 

 

 

六、臨時動議：無。 

 

七、宣佈散會： (時間：上午 9 時 47 分)本次股東會議事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旨及議案決議，會議進

行內容、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為準。 

 

 

 

 

 

 

 

 



 

附錄(一) 

民國 108 年度營業報告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們大家好： 
 

民國 108 年是台灣福興營運再創佳績的一年。儘管國際間貿易緊張局勢引發業務上的逆風，我們的營

收及營業利益表現仍寫下新猷。這難得的成就，一方面歸功於海內外全體員工能夠迅速應變國際貿易

戰的局勢變化，全面調整產品生產基地，協助客戶將不利之貿易衝擊降至最低，獲得客戶高度的肯定

與支持。另一方面，新產品的開發及各項製程、效率、減廢的改善工作持續進行，亦獲得相當不錯的

成果，從而擴大我們產品及技術的差異化，更強化整體競爭力。 

 

此刻，國際間貿易緊張局勢造成總體經濟的不確定性尚未消除，而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又

無預警地自年初開始蔓延全球，迄今絲毫未見緩和，並已對全球金融及消費市場造成前所未有的衝

擊。台灣福興面對此嚴峻局面，絲毫不敢鬆懈，針對各種可能情形，超前擬定實施持續營運計畫，

妥善規劃人員動線及應變備援方案，我們有能力也有信心安然度過此次危機。 

 

本公司民國108年度營業結果報告如下: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8 年金額 107 年金額 增(減)金額 增(減)% 

營業收入淨額 $8,681,906 $8,303,458 $378,448 5% 

營業利益 1,139,882 826,209 313,673 38% 

稅前淨利 1,154,223 975,276 178,947 18% 

稅後淨利 825,693 693,117 132,576 19% 

 

（二）預算執行情形 

民國108年度未公開財務預測，故無預算達成情形之適用。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          目 108 年度 107 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32.96  32.45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比率(%) 
231.73 223.64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266.16 243.60  

速動比率(%) 212.36 188.31  

利息保障倍數 148.73 385.72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10.24 9.05   

權益報酬率(%) 15.11 13.23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61.25  51.75  

純益率(%) 9.51 8.35  

每股盈餘(新台幣元) 4.38  3.68  

 

 

 

 



 
（四） 研究發展狀況 

新產品及新技術之研發，是我們一貫的重要方向。在 108 年度，我們擴展智能居家市場之物聯網門鎖

的目標不變，整合電腦軟體、手機應用程式，透過最新的通訊技術，與市面上既有智能居家平台結合。

外觀上則因應現代風的市場喜好，持續提出更輕薄、更俐落的設計。 

機械鎖方面，我們提供了更多樣化的外型搭配及色系選擇，我們期望讓不同裝潢風格的消費者，從大

門到臥室到浴室，都能找到他們喜歡的樣式顏色，打造滿意的生活空間。 

商用鎖方面，針對集合式住宅持續開發新功能及新機構，多樣化的選擇使我們成為客戶取得標案的強

力後盾。 

與此同時，我們正致力於發展抗菌技術，新型冠狀病毒開啟了這一步，我們相信即使疫情過去，被

喚醒的公共衛生意識仍然會持續下去，在促進消費者健康安全這件事上，福興不會缺席。 

展望未來一年，我們的主要營運方向將聚焦於： 

1. 動態調整「持續營運計畫」，妥善因應新冠肺炎疫情  

對於新冠肺炎疫情，公司採取嚴正立場，除設置紅外線熱顯像儀監測進廠人員體溫外，並於廠區廣泛

設置洗手乳、酒精消毒液，落實防疫步驟，以維護同仁健康。此外，公司已擬定並實施持續營運計畫，

依計畫內容妥善規劃人員作業動線分流、分批用餐、異地上班等措施，並擬定備援方案，以確保任何

時候公司均能持續營運。未來亦將依據疫情發展，動態調整持續營運計畫。 

2. 強化電子鎖及通訊領域專利佈局 

科技日新月異，於門控領域亦不例外。電子鎖的發展與普及，不可避免地將是未來的主流趨勢；有鑑

於此，強化電子鎖及通訊領域之專利佈局，以取得市場領導地位自是刻不容緩。因此我們著重傾聽客

戶的需求、比對主要競爭廠商的專利佈局，以及配合公司產品發展藍圖，找出符合商品化及市場接受

度高的技術發展方向，由研發中心、智權法務、業務及企劃單位偕同合作，加強電子鎖及通訊領域專

利申請與佈局。 

3. 持續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台灣福興致力於健全的公司治理，追求獲利成長，同時也重視環境、社會、以及所有利害關係人的利

益平衡。我們的企業社會責任政策目標為「治理透明、共生共贏、永續經營」，透過「SER（Social &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社會與環境責任）推行委員會」，推動綠色製造、打造包容職場、培育

人才、建立責任供應鏈，以及關懷弱勢等事項。台灣福興將持續致力實踐企業公民角色，追求永續未

來。 

 

新冠肺炎疫情嚴重衝擊全球經濟市場，國際貨幣基金(IMF)因此下修今年全球經濟成長率至-3%；行政

院主計處則預估台灣今年全年經濟成長率為 2.37%，並不排除因疫情影響，再下調 0.35~0.5 個百分點，

足見我們目前所處環境並不容樂觀。我們自當以此惕勵，時刻檢視集團營運狀況，動態整合調整各廠

區產能，以穩健務實的態度續向前行。 

                                                            董 事 長：林 瑞 章 

 

                                                            總 經 理：陳 建 昆  

 

                                                            會計主管：李 國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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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108年度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王國華會計師及廖阿甚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

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連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派議案等表冊業經本監察人查核完竣，尚無不合。

爰依照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  鑒察為荷。 

 

此致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黃福地(福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林文星(福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劉如山(福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0 3 月 0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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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第四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四章  董事監察人 

第十八條  

本公司設董事 7 至 10 人，任期 3 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

力之人選任之，其選舉依公司法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條及第

一百九十二條之一之規定選任之，連選得連任。董事名額

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

之一。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獨立

性之認定，提名方式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

券主管機關之法令規定辦理。 

全體董事所持有本公司記名股票之股份總數悉依證券管理

機關規定辦理。 

董事選舉時，應依公司法第一九八條規定辦理，獨立董事

與非獨立董事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由所得

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獨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 

第十八條  

本公司設董事 7 至 10 人，監察人 2 至 3 人，任期 3 年，由股

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其選舉依公司法規定採候選人

提名制度，股東應就董監事候選人名單中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

八條及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之規定選任之，連選得連任。董事

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

之一。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獨立性之

認定，提名方式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

關之法令規定辦理。 

全體董事、監察人所持有本公司記名股票之股份總數悉依證券

管理機關規定辦理。 

董事選舉時，應依公司法第一九八條規定辦理，獨立董事與非

獨立董事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由所得選票代表

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獨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 

第十八條之一 

(刪除) 

第十八條之一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設置，自現任董事、監察人任期民國 106 年

屆滿，改選當年始適用之。 

第十八條之二 

本公司依法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

委員會之職權行使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主管機關之規定

辦理。 

(本條新增 )  

第十九條 

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或獨立董事全體解任時，董事會應於

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之期

限為限。 

第十九條 

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監察人時，董事會應於六十日內召開股東

臨時會補選之，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之期限為限。 

第二十條之一 

董事會之召集通知，應以書面郵寄、電子郵件（E-mail）

或傳真，於七日前通知董事。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

集之。 

第二十條之一 

董事會之召集通知，應以書面郵寄、電子郵件（E-mail）或傳

真，於七日前通知董事及監察人。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

集之。 

 

第廿三條 

(刪除) 

第廿三條 

監察人除依法執行職務外得列席董事會議但無表決權。 

第廿三條之一 

本公司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董事對本公司營運參與

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照同業通常水準議定支給之。 

第廿三條之一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董事及監察人對本

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照同業通常水準議定

支給之。 

第廿五條 

本公司會計年度依曆年制，每達年終為決算期，並於每會

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依法編造下列決算表冊，送請股東

會承認。 

一、 營業報告書。 

二、 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配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第廿五條 

本公司會計年度依曆年制，每達年終為決算期，並於每會計年

度終了，由董事會依法編造左列決算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

十日前送交監察人查核後，送請股東會承認。 

一、 營業報告書。 

二、 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配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修正後  修正前  

第廿六條之一 

公司應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不低於百分之五分派員工酬勞及

應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之不高於百分之五分派董事酬勞。但

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先予彌補。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

現金為之，且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

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其條件由董事長決定之。 

第一項所稱之當年度獲利狀況係指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

派員工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 

員工及董事酬勞之分派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

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廿六條之一 

公司應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不低於百分之五分派員工酬勞及應

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之不高於百分之五分派董監事酬勞。但公司

尚有累積虧損時，應先予彌補。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

之，且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

司員工，其條件由董事長決定之。 

第一項所稱之當年度獲利狀況係指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

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前之利益。 

員工及董監事酬勞之分派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

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卅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 46 年 10 月 20 日， 

(略) 

第卅四次修正於民國 101 年 6 月 15 日， 

第卅五次修正於民國 104 年 6 月 17 日， 

第卅六次修正於民國 105 年 6 月 24 日， 

第卅七次修正於民國 108 年 6 月 21 日， 

第卅八次修正於民國 109 年 5 月 28 日。 

第卅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 46 年 10 月 20 日， 

(略) 

第卅四次修正於民國 101 年 6 月 15 日， 

第卅五次修正於民國 104 年 6 月 17 日， 

第卅六次修正於民國 105 年 6 月 24 日， 

第卅七次修正於民國 108 年 6 月 21 日。 

 

 

 

 

 

 

 

 

 

 

 

 

 

 

 

 

 

 

 

 

 

 

 

 

 

 

 

 

 



 

附錄(五)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第 二 條（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

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

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

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

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

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

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

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

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

電子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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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

者，均不列入議案。  

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

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後略) 

第 二 條（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

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

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

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

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

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

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

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

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

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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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

者，均不列入議案。  

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

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後略) 

第 五 條（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前略)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

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

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

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

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 五 條（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前略)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

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

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監察

人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

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 六 條（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前略)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

過半數之董事親自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

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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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六 條（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前略)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

過半數之董事、至少一席監察人親自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

載於股東會議事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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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議案表決、監票及計票方式）股東每股有一表決

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

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採行以書面方式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

決權。其行使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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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議案表決、監票及計票方式）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

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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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應採行電子投

票之公司）：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



 

修正後  修正前  

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

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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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公司宜避

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後略) 

第十三條（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

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

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

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

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三條（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

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監察人之

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

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

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附錄(六)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第一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依本辦法辦理之。 

第一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依本辦法辦理之。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累積投票制」，選任董事時每一股份

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

選舉數人。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票上所印之股東戶號代

之。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依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規定採候選人

提名制度，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累積投票制」，選任董事時每一

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

選舉數人，選任監察人時亦同。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票上所

印之股東戶號代之。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依本公司章程所規定之名額，以得選

票權數較多者當選。如有二人或二人以上得票權數相同而超

過規定名額時，以抽籤決定之，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理抽籤。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依本公司章程所規定之名額，以得選票權

數較多者當選。如有二人或二人以上得票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

額時，以抽籤決定之，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理抽籤。 

第八條 

(刪除) 

第八條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票，各設投票櫃一個，分別進行投票。 

第十二條 

本辦法訂定於中華民國 90 年 5 月 22 日，第二次修訂於中華

民國 109 年 5 月 28 日。 

第十二條 

本辦法訂定於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