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事相關公告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事相關公告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事相關公告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事相關公告-受理提名受理提名受理提名受理提名 

主旨 大聯大受理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提名公告 

依據 依公司法第 192條之 1及第 216條之 1規定暨本公司 103年 3月 25日董事會決議辦理。 

股東會開會日期 常會 民國 103年 06月 18日 

提名股東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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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應選名額 

本次股東常會擬選 11名董事(含獨立董事 3名)。 

本公司董事會得不列入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之情形： 

(1)提名股東於上述受理期間外提出。 

(2)提名股東於公司依公司法第 165條規定停止股票過戶時，持股未達百分之一者。 

(3)提名人數超過董事應選名額 11名(含獨立董事應選名額 3名)。 

(4)未檢附公司法第 192條之 1第 4項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提名受理期間 民國 103年 04月 11日 至 103年 04月 21日止 

提名受理處所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97號 10樓) 

應檢附資料 

提名人應檢附文件：被提名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學歷、經歷、當選後願任董事之承諾書、獨立董事聲明書、無公司法第 30條規定情

事之聲明書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獨立董事候選人之專業資格、持股及兼職限制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相關

規定。 

其他 

本公司將於民國 103年 4月 11日起至民國 103年 4月 21日止，每日上午 8時 30分至下午 5時 30分前，請有意提名股東於上述期間，按董

事應選名額 11名(含獨立董事應選名額 3名)，以書面提出並敘明聯絡人及方式，以備董事會備查及回覆審查結果（郵寄者以信件寄達為憑，

並請於信封加註「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提名函件」字樣）。 

 

  



 

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事相關公告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事相關公告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事相關公告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事相關公告-候選人名單候選人名單候選人名單候選人名單 

主旨 大聯大民國 103年股東常會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公告 

依據 

一、依公司法第 192條之 1及第 216條之 1規定辦理 

二、本屆 董事(含獨立董事)被提名人 ，業經本公司民國 103年 04月 29日董事會審查通過 ，並列入本公司民國 103年 06月 18日股東 常

會 選任 董事(含獨立董事)之候選人名單，茲將相關資料公告如下: 

候選人類別 候選人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份數額(單

位:股) 

所代表之政府

或法人名稱 

其他相關

資料 

董事 林再林 台北工專電機科(台北

科技大學電機系) 

世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世平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世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7,981,707 無 無 

董事 黃偉祥 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 

捷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 

捷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41,512,508 無 無 

董事 陳國源 交通大學電子物理系 品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北市電子零件商業同業公會

(TECSA)常務監事 

財團法人台北市視障音樂文教基

金會董事 

阿波羅電子有限公司董事 

佳揚生物科技董事 

台驊國際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品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北市電子零件商業同業公會

(TECSA)常務監事 

財團法人台北市視障音樂文教基

金會董事 

阿波羅電子有限公司董事 

佳揚生物科技董事 

台驊國際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8,715,933 無 無 



候選人類別 候選人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份數額(單

位:股) 

所代表之政府

或法人名稱 

其他相關

資料 

董事 張蓉崗 台北工專電機科 世平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捷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法人代

表) 

台北市電子零件商業同業公會

(TECSA)監事 

美商台灣晶技(C&T) 遠東區總經

理 

德州儀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業務

經理 

世平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捷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法人代

表) 

台北市電子零件商業同業公會

(TECSA)監事 

27,358,674 無 無 

董事 曾國棟 海洋學院電子系 友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

董事長 

友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

董事長 

10,992,000 無 無 

董事 葉福海 逢甲大學電子工程系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執

行長 

詮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明基材料獨立董事 

億科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美商艾睿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 

雙盟科技董事長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執

行長 

詮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明基材料獨立董事 

1,300,584 無 無 



候選人類別 候選人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份數額(單

位:股) 

所代表之政府

或法人名稱 

其他相關

資料 

宏碁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董事 富爾特科技

股份有限公

司 

法人代表：

賴如鎧 

台灣工業技術學院 富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Spire Technology Limited 法人

董事代表人 

富爾特數位影像(股)公司 法人董

事代表人 

利達數位影音科技(股)公司 法人

董事代表人 

優達數位(股)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

人 

臺科大創新(股)公司 董事 

喜德碼數位科技(股)公司 法人董

事代表人 

富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Spire Technology Limited 法人

董事代表人 

富爾特數位影像(股)公司 法人董

事代表人 

利達數位影音科技(股)公司 法人

董事代表人 

優達數位(股)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

人 

臺科大創新(股)公司 董事 

喜德碼數位科技(股)公司 法人董

事代表人 

58,135,951 富爾特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個人持有

股數：0 

董事 蕭崇河 政治大學企管研究所 永威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資深

合夥人 

良欣財務(股)公司董事長 

永威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資深

合夥人 

良欣財務(股)公司董事長 

223,618 無 無 

獨立董事 于泳泓 中國廣州中山大學博

士 

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

學企管碩士 

安元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董事總經

理 

深圳市愛德管理諮詢股份有限公

司總經理 

安元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董事總經

理 

深圳市愛德管理諮詢股份有限公

司總經理 

0 無 無 



候選人類別 候選人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份數額(單

位:股) 

所代表之政府

或法人名稱 

其他相關

資料 

安永企業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

公司執行董事 

致遠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

副總經理 

財團法人會計研究月刊顧問 

中國管理學家雜誌專欄主筆 

中華策略管理會計學會(IMA)理事 

財團法人會計研究月刊顧問 

獨立董事 杜榮瑞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會

計學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企管研

究所碩士 

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董

事長 

中華會計教育學會理事長 

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0 無 無 

獨立董事 黃日燦 美國哈佛大學法學博

士 

美國西北大學法學碩

士 

國立台灣大學法學學

士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

事 

大聯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

事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裕隆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法人

董事代表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

事 

大聯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

事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裕隆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法人

董事代表 

0 無 無 

 



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事相關公告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事相關公告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事相關公告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事相關公告-當選情形當選情形當選情形當選情形 

主旨 大聯大民國 103年股東常會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當選情形公告 

依據 
一、依證交所「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資訊申報作業辦法公告」第 2條規定辦理。 

二、本屆 董事(含獨立董事)被提名人 ，業經本公司民國 103年 06月 18日股東 常會 決議過，茲將相關資料公告如下： 

候選人類別 候選人姓名 是否當選 

董事 林再林 是 

董事 黃偉祥 是 

董事 陳國源 是 

董事 張蓉崗 是 

董事 曾國棟 是 

董事 葉福海 是 

董事 富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賴如鎧 是 

董事 蕭崇河 是 

獨立董事 于泳泓 是 

獨立董事 杜榮瑞 是 

獨立董事 黃日燦 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