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東會採行電子投票情形： 

   本公司 105 年股東常會各項議案已採行電子投票方式，本公司已發行股份總

數為 240,302,577 股，親自出席及代理出席股東所代表之股數計 184,100,075

股(其中電子投票股數為 64,979,353 股)，佔已發行股份總數之 76.61%。 

105 年股東會議事錄如下: 

台灣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105 年股東常會議事錄 

 

時    間︰中華民國 105 年 6 月 13 日(星期一)上午 9時整。 

 

地    點︰宜蘭縣宜蘭市梅洲二路 96 號(台灣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宜蘭廠) 
    

出    席：本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為 240,302,577 股，親自出席及代理出席股東

所代表之股數計 184,100,075 股(其中電子投票股數為 64,979,353

股)，佔已發行股份總數之 76.61%。出席股數已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規定之出席股數。 

 

列    席：王秀亭董事長、王秀鳳董事、鼎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王興

磊董事、趙鳳玉董事、林柏生獨立董事、詹乾隆獨立董事、范宏書獨

立董事等共計 7人親自出席，0人缺席。 

協合國際法律事務所：謝文欽律師。 

          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梅元貞會計師。 

 

主   席：王董事長秀亭                       記    錄：駱月桂 

 

一、宣佈開會：出席股數已達公司法之規定，依法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略)。 

 

三、討論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論。 

說  明︰依據經濟部 104 年 6 月 11 日經商字第 10402413890 號函釋，為配合公

司法修正需求，擬修訂本公司章程，其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並提請

105 年股東常會同意。 

  台灣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 

條款 修訂前新章程條文 修訂後新章程條文 修正理由 
第十四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人至七人，任

期三年，由股東會就有行為能
力之人選任之，連選得連任。 

本公司設董事五人至七人，任
期三年，由股東會就有行為能
力之人選任之，連選得連任。 

配合將實施
電子方式列
為表決權行



條款 修訂前新章程條文 修訂後新章程條文 修正理由 
本公司上述董事名額中，獨立
董事名額二人至三人，其選舉
方式採候選人提名制度。有關
獨立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
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
其他應遵行事項，依證券主管
機關之相關規定辦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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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全體董事所持有記名
股票之最低股份總數，應遵照
有關法令規定辦理。 

本公司上述董事名額中，獨立
董事名額二人至三人，本公司
非獨立董事及獨立董事，其選
舉方式採候選人提名制度。有
關獨立董事之專業資格、持
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
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依證券
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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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全體董事所持有記名股
票之最低股份總數，應遵照有
關法令規定辦理。 

使管道之一 
，董事選舉
將全面採候
選人提名制
度修正。 
 

第十五～一條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於開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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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召集通知應載明事由以
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
傳真方式為之。董事如以視訊
畫面參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
席。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於開
會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
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前項召集通知應載明事由以書
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
真方式為之。董事如以視訊畫
面參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因本公司已
設置審計委
會取代監察
人之職務故
修正之。 

第二十條 本公司每年決算如有盈餘，於
依法提繳所得稅款後，應先彌
補以往年度虧損，就其餘額提
列法定盈餘公積百分之十
後，並依法令規定提列特別盈
餘公積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後，提撥董事酬勞金百分之
一，員工紅利至少提撥百分之
四，但以不超過百分之十為上
限；再將其餘額連同上年度累
積未分配盈餘，作為可供分配
之盈餘，惟得視業務狀況酌予
保留部分後發放股東股利。 
本公司處於企業成長階段，為
考量公司未來資金之需求及
營運發展，股東股利之發放由
董事會擬妥盈餘分配案，經股
東會決議後辦理，其中現金股
利不得低於股票股利總額之
10%，但現金股利每股若低於
$0.2 元則不予以發放改以股
票股利發放。 

本公司年度如有獲利，應先提
撥至少百分之四，但以不超過
百分之十為員工酬勞，並提撥
不超過百分之一為董事酬勞金 
。 
本公司如有以前年度累積虧
損，於當年度有獲利須提撥員
工酬勞及董事酬勞金之前，應
先彌補虧損，其餘額再依前項
比例提撥；又員工酬勞以股票
或現金發放時，發放對象包含
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 
前項董事酬勞金僅得以現金為
之。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金分
派案，應由董事會決議，並報
告股東會。 

配合公司法
修正。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年度總決算如有盈餘， 
依法繳納稅捐，再提 10%為法定
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
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得不

配合公司法
修正。 



條款 修訂前新章程條文 修訂後新章程條文 修正理由 
再提列；其餘額再依法令規定
提列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
併同累計未分配盈餘，由董事
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
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息紅利。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股利政策，係配合目前
及未來之發展計畫、考量投資
環境、資金需求及國內外競爭
狀況，並兼顧股東利益等因
素，股東股利之發放由董事會
擬妥盈餘分配案， 
經股東會決議後辦理，其中現
金股利不得低於股票股利總額
之 10%，但現金股利每股若低於
$0.2 元則不予以發放改以股票
股利發放。 

配合公司法
修正。 

第二十二條 ‧‧‧‧‧‧‧‧‧‧‧‧ 
‧‧‧‧‧‧‧‧‧‧‧‧‧‧ 

‧‧‧‧‧‧‧‧‧‧‧‧‧‧ 
第四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五
年六月十三日。 

配合本次章
程修訂。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184,100,075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贊成權數：    168,383,926   權 
(含電子投票    49,263,204 權) 

91.46% 

反對權數：            201   權 
(含電子投票           201 權) 

0.00% 

無效票權數：            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數： 15,715,948   權 
(含電子投票       15,715,948 權) 

8.54% 

本案經投票表決，照案通過。】 
 

四、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 104 年度營業報告及 105 年度營業計劃報告，報請  公鑑。附營 

業報告書(附件一)。 

    (二)審計委員會查核 104 年度決算表冊報告，報請  公鑑。 

    附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附件二)。 

(三)報告本公司及子公司 104 年度背書保證、資金貸與他人、取得或處分資 

產辦理情形、從事衍生性金融商品交易情形，報請  公鑑。 

(四)104 年度董事酬勞金及員工酬勞分派情形報告。 

 

五、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 104 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說  明︰ 

(一)本公司 104 年度之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業經董

事會決議通過，並經審計委員會查核竣事。。 

(二)本案各項書表請參閱附件一及附件三。提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184,100,075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贊成權數：     167,157,521   權 
(含電子投票     48,036,799 權) 

90.80% 

反對權數：            142   權 
(含電子投票           142 權) 

0.00% 

無效票權數：            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數： 16,942,412   權 
(含電子投票        16,942,412 權) 

9.20% 

本案經投票表決，照案承認。】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 104 年度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說  明︰ 

(一)為健全資本結構，避免盈餘稀釋，擬全數配發現金股利。 

(二)本公司 104 年度稅後純益為 NT$ 766,004,973 元，提列法定盈餘公積

NT$76,600,497 元，加計期初未分配盈餘 NT$ 758,819,437 元，減 IFRS

版本升級影響數 NT$ 3,221,153 元、註銷庫藏股 NT$ 12,421,835 元及減

確定福利計劃之再衡量數 3,634,096 元，期末未分配盈餘為

NT$1,428,946,829 元。 

擬分派股東紅利 NT$ 600,756,443 元，全部以現金發放，俟股東常會通

過後，另訂分配現金股利基準日及發放日；並依分配現金股利基準日

股東名簿所載持股，每股配發 NT$2.50 元，現金股利發放至元為止，

未滿一元者不計，其畸零款合計數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嗣後如因本公司員工執行員工認股權憑證認股權利，致影響本公司分

配現金股利基準日之流通在外股份數量，股東現金股利分配比率因此

發生變動者，授權董事會按分配現金股利基準日實際流通在外股數調

整之。 

   (三)盈餘分配表請參閱附件四。敬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184,100,075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贊成權數：     168,383,641   權 
(含電子投票     49,262,919 權) 

91.46% 

反對權數：            146   權 
(含電子投票           146 權) 

0.00% 

無效票權數：            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數： 15,716,288   權 
(含電子投票        15,716,288 權) 

8.54% 

本案經投票表決，照案承認。】 

 

六、討論事項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提請  討論。 

說  明︰因應本公司自 105 年度起實施電子式投票及配合「股東會議事規則範

例」 

之修訂，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對照表及其內

容如下，並提請股東會同意。 

                            台灣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修訂內容前後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內容 修訂後內容 修訂原因 

 訂  定  日  期：85 年 6 月 22 日 
第一次修訂日期及股東常會通過
施行：87 年 6 月 19 日 
第二次修訂日期及股東常會通過
施行：91 年 6 月 24 日 
第三次修訂日期及股東常會通過
施行：93 年 6 月 15 日 
第四次修訂日期及股東常會通過
施行：97 年 6 月 13 日 
 

訂  定  日  期：85 年 6 月 22 日 
第一次修訂日期及股東常會通過施行：87
年 6 月 19 日 
第二次修訂日期及股東常會通過施行：91
年 6 月 24 日 
第三次修訂日期及股東常會通過施行：93
年 6 月 15 日 
第四次修訂日期及股東常會通過施行：97
年 6 月 13 日 
第五次修訂日期及股東常會通過施行：
105 年  月   日 

增列本次修
訂日期 

一、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令另有規定者
外，應依本規則辦理。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令或章程
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辦理。 

修訂: 
參考「股東
會議事規則
參考範例」
第 2條 

二、 股東會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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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計算之。 

股東會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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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 
參考範例第
9條 

三、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
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
準。 

不變 

四、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
或工廠所在地或便利股東出席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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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或工廠所
在地或便利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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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之地點及時

修訂: 
參考範例第
5條 



條次 修訂前內容 修訂後內容 修訂原因 

晚於下午三時。 間，應充分考量獨立董事之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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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
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
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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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召集權
人召集者，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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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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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律師、會計師或相

關人員列席股東會。 
辦理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戴識別證或
臂章。 

修訂: 
參考範例第
7條 

七、 股東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錄音或
錄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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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錄音及錄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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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 
參考範例第
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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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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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表決。 

不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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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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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變 



條次 修訂前內容 修訂後內容 修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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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違反
議事規則，宣佈散會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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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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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佈散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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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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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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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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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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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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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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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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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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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變 

十三、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
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
人員答覆。 

不變 

十四、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論，認為已達
可付表決之程度時，得宣布停止
討論，提付表決。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論，認為已達可付表決
之程度時，得宣布停止討論，提付表決。 

不變 

十五、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
主席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
東身分。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
成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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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作成紀錄。 

文字修飾 

十六、 會議進行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
布休息。 

會議進行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
發生不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時
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行開會之時
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臨時動議）

修訂: 
參考範例第
18 條 



條次 修訂前內容 修訂後內容 修訂原因 

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
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
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行集會。 

十七、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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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
股東無異議者視為通過，其效力
與投票表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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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採行以電子方式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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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者，其

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

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

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不在此

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後，如

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

日前以與行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

項行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之表決權為準。如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並以委託

書委託代理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理

人出席行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
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
通過之。 
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

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數後，由股東逐案進
行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
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
訊觀測站。 

修訂: 
參考範例第
13 條 
 
配合 105 年
電子式投票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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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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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變 



條次 修訂前內容 修訂後內容 修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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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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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變 

二十、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行，修
訂時亦同。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行，修訂時亦
同。 

不變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184,100,075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贊成權數：     168,383,918   權 
(含電子投票     49,263,196 權) 

91.46% 

反對權數：            206   權 
(含電子投票           206 權) 

0.00% 

無效票權數：            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數： 15,715,951   權 
(含電子投票        15,715,951 權) 

8.54% 

本案經投票表決，照案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提請  討論。 

 

說  明︰配合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度，擬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

法」，修訂前後對照表及其內容如下，並提請股東會同意。 

                             台灣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  修訂內容前後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內容 修訂後內容 修訂原因 

 中華民國 101年06月27日訂定 中華民國 101 年 06 月 27 日訂定 
第一次修訂日期:中華民國 105 年月日 

增訂本次
修訂通過
日期 

第一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除法令或章
程另有規定者外，依本辦法之規
定辦理。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除法令或章程另有規
定者外，依本辦法之規定辦理。 

 



條次  修訂前內容 修訂後內容 修訂原因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記名累積

投票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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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所得
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依次分
別當選為董事。 
 
 
 
 
 
 
 
本公司依章程設獨立董事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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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立董事之選任，均依「公開發行
公司獨立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
項辦法」及相關法令之規定辦
理。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依公司法及本公司
章程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度，股東應就董
事候選名單中選任之。 
股東會選任董事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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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
較多者，依次分別當選為董事。 
董事之選舉，採用記名投票。選舉人之記
名以在選票上所印股東戶號或出席證號碼
代之。選票由董事會製發，其格式內容及
得填載事項悉以選票印者為準，選舉人不
得擅自增刪塗改。董事選票應投入主席所
指定的票匭。 
除前二項規定外，股東得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行使選舉權；其行使方法載明於股東會
召集通知。 
本公司依章程設獨立董事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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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董事之選任，均依「公開發
行公司獨立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及相關法令之規定辦理。 

配合本公
司董事之
選舉採候
選人提名
制度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如有二人以
上得權相同而超過應選名額
時，由得權相同者自行協調當選
人，若無法協調則該董事名額從
缺。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如有二人以上得權相
同而超過應選名額時，由得權相同者自行
協調當選人，若無法協調則該董事名額從
缺。 

不變 

第四條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監票
員及記票員若干人，執行各有關

任務。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監票員及記票員
若干人，執行各有關任務。 

不變 

第五條 選舉票由董事會製備與應選出
董事人數相同之選舉票，按出席
編號製發並加填其權數。 

選舉票由董事會製備與應選出董事人數相
同之選舉票，按出席編號製發並加填其權
數。 

不變 

第六條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
人在選舉票「被選舉人」欄須填
明被選舉人戶名及被選舉人股
東戶號；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
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明文
件編號。 
前項被選舉人如為法人股東
時，應書明法人名稱，其為法人
之代表人時，應同時書明法人之
名稱及代表人之姓名，代表人有
數人時，應分別填列該法人名稱
及代表人姓名。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在選舉
票「被選舉人」欄須填明被選舉人戶名及
被選舉人股東戶號；如非股東身分者，應
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前項被選舉人如為法人股東時，應書明法
人名稱，其為法人之代表人時，應同時書
明法人之名稱及代表人之姓名，代表人有
數人時，應分別填列該法人名稱及代表人
姓名。 

不變 



條次  修訂前內容 修訂後內容 修訂原因 
第七條 選舉票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不用本辦法規定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

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

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份

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
東名簿不符者；所填被選舉
人如非股東身份者，其姓
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核
對不符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
或股東戶號(身分證明文件
編號)及分配選舉權數外，
夾寫其他文字者。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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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票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不用本辦法規定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份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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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者，其姓
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核對不符
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股東戶
號(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及分配選舉
權數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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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變 

第八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
由主席當場宣佈。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
場宣佈。 

不變 

第九條 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分
別發給當選通知書。 

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分別發給當選
通知書。 

不變 

第十條 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行，修
改時亦同。 

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行，修改時亦同。 不變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184,100,075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贊成權數：     168,383,914   權 
(含電子投票     49,263,192 權) 

91.46% 

反對權數：            210   權 
(含電子投票           210 權) 

0.00% 

無效票權數：            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數： 15,715,951   權 
(含電子投票        15,715,951 權) 

8.54% 

本案經投票表決，照案通過。】 

 

六、臨時動議：無。 

七、散    會：上午 9時 2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