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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開會程序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百零五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討論事項 
四、報告事項 
五、承認事項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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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開會議程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一百零五年股東常會議程 

 

時間：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整 

地點：台北市南港區成功路一段 76 號 B1(會議室) 

主席：黃偉祥 董事長 
 

一、出席股數報告並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討論事項 

1、擬修訂公司章程案。 

四、報告事項 

1、民國 104 年度營業報告。 

2、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3、民國 104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4、發行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執行情形報告。 

五、承認事項 

1、民國 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承認案。 

2、民國 104 年度盈餘分配承認案。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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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擬修訂「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論。          董事會 提 

說  明： 

1、為配合法令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修正內容詳如修正條文對照表所載，請參閱

本手冊第 6 頁附件一。 
2、謹提請 股東會討論。 

決  議： 

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民國 104 年度營業報告。 

說  明：民國 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8~10 頁附件二） 

 

第二案 

案  由：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說  明：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11 頁附件三) 

 
第三案 

案  由：民國 104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說  明： 

1、依公司法第 235 條之 1 與經濟部 104 年 6 月 11 日經商字第 10402413890 號函之規

定，以及本公司修訂後公司章程第卅一條規定辦理。 
2、本公司民國 104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業經民國 105 年 4 月 26 日董事會決議

通過。 
3、上述酬勞，其中員工酬勞新台幣 12,237,525 元，董事酬勞新台幣 30,000,000 元，合

計酬勞總金額為新台幣 42,237,525 元，全數以現金發放。 
 

第四案 

案  由：發行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執行情形報告。 

說  明：發行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執行情形報告。(請參閱本手冊第 12 頁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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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民國 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含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案，提請 

        承認。     董事會 提 

說  明： 

1、本公司民國 104 年度財務報告(含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曾惠瑾會計師及周建宏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出具查核報告書。 
2、本公司民國 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本手冊

第 8~10 頁附件二及第 13~26 頁附件五~六。 
3、謹提請 股東會承認。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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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案  由：本公司民國 104 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董事會 提 
說  明： 

1、茲依據本公司章程第 31 條規定，擬將本公司 104 年度盈餘分配表列如下：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04 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4,721,451,554 
減：採用 2013 年版 IFRS 調整     (2,388,449) 

調整後期初未分配盈餘  4,719,063,105 
加：104 年度之稅後淨利  5,420,468,751 
減：民國 104 年度保留盈餘調整(註一)  (136,654,683) 
減：法定盈餘公積(註二)  (542,046,875) 

累積可分配盈餘  9,460,830,298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 每股 2.4 元 3,973,702,109 

期末未分配盈餘(註三)  5,487,128,189 
註一：民國 104 年度確定福利計劃再衡量數減少保留盈餘 136,654,683 元。 

註二：5,420,468,751 * 10% = 542,046,875 元。  

註三：本年度分派盈餘順序，於計算所得稅法第 66-9 條規定，係優先分派民國 104 年度盈餘， 

      計算所得稅法第 66-6 條時則優先分派民國 87 年度以後之盈餘。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2、擬自民國 104 年度之累積可分配盈餘中，提撥股東紅利計新台幣 3,973,702,109 元，

每股配發 2.4 元（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

收入)提請股東會決議以現金方式發放，並授權董事會另訂配息基準日及其他相關

事宜。 
3、有關股東紅利之配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於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授權董

事長另定之。(經濟部 100 年 4 月 7 日經商字第 10002407180 號函參照) 
4、股利分派如嗣後因本公司股本發生變動，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致配息率因此發

生變動者，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長依公司法或其相關法令規定全權處理之。 

5、謹提請 股東會承認。 
 

決 議： 

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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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附件 
＜附件一＞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條文 理由 

第七章  會計 
第三十一條 
本公司無盈餘時，不得分派股息及紅

利。本公司年終結算如有盈餘，於完

納稅捐並彌補歷年虧損後，應先提百

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並依法令規

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其累

積可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分配方案

經股東會決議後依下列比率分派之： 
百分之三以下為董監事酬勞。 
百分之零點零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

為員工紅利。 
其餘為股東紅利，按股份總額比例分

派之。本公司現金股利發放總額應不

低於擬發放當年度股東紅利總額之百

分之二十。 
符合一定條件之子公司員工，得受上

述員工股票紅利之分配，其條件及方

式由董事會訂定。 

第七章  會計 
第三十一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經董事會決

議提撥百分之零點零一以上，百分之

五以下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三

為董監事酬勞，並報告股東會。但公

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

數額。 
員工酬勞之發放得以股票或現金為

之，且發放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

之從屬公司員工。 
第一項所稱年度如有獲利，係指當年

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監

事酬勞前之利益。 
本公司無盈餘時，不得分派股息及紅

利。本公司年終結算如有盈餘，於完

納稅捐並彌補歷年虧損後，應先提百

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並依法令規

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其累

積可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分配方案

經股東會決議後分派股東股息及紅

利。 
本公司現金股利發放總額應不低於當

年度擬發放股東股息及紅利總額之百

分之二十。 

配合法令修訂  
 

第卅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

四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

四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

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

十五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

六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 

第卅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四

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

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三

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

五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六

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

增列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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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

二十二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

十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

十八日。 

一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二

十二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十

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十

八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二

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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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營業報告書 

本公司在產品佈局正確、員工生產力提高，營運規模持續擴大下，2015 年半導體電子通路

營收持續蟬聯全球第一。集團代理半導體品牌逾250家，涵括半導體大廠 INTEL、NXP、MICRON、

TI、TOSHIBA、SAMSUNG 等知名品牌，目前行銷據點以台灣、大陸、香港及南亞為主，並逐

步擴展行銷據點至東北亞、東協、印度及北美等 120 餘處。展望 2016 年全球半導體營收成長率，

包括穿戴式裝置、節能產品、汽車電子及物聯網(IOT)等諸多產品，在市場應用環境逐步成熟下，

持續提供加值型供應鏈管理服務、具競爭力之零件及整機解決方案，協助客戶開發及投資未來市

場，與供應商、客戶共創三贏的局面。  

一、一百零四年度回顧  

本公司 104 年度合併營收、營業淨利創下大聯大控股成立以來新高；營收突破 5,000 億達

NT5,155.36 億元(美金 162 億元)，年成長 13.94%，營業淨利成長 6.70%至 NT84.74 億元。稅後淨

利達歷年次高達 NT54.20 億元；基本每股盈餘為新台幣 3.27 元；關鍵績效指標合併營運資產報

酬率(ROWC)為 8.71%，母公司股東權益報酬率(ROE)為 11.60%。  

綜觀去年，4G、3G 等中高階至平價智慧型手機、無線寬頻及雲端伺服器等 3C 產品成為出

貨主力產品，非 3C 領域如汽車電子、工業用電子及電源節能表現穩健帶動銷售持續成長；員工

人數超過 5,500 人，其中技術支援工程師(FAE)團隊人員佔 16%，提供「方案在線」高達 244 項；

產品行銷、業務及供應鏈跨區支援，其中亞太支援約 700 個 VMI 後勤專案，具體實現一站式服

務，提供客戶更高附加價值服務。  

本集團 2015 年 4 月獲頒第十二屆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 A++級最高殊榮，連續兩年度獲

得評鑑最高殊榮(A++等級約佔全體上市櫃公司 5%)，公司治理評鑑名列全體上市櫃公司前 20%，

並入選「臺灣公司治理 100 指數」成分股。2015 年【富比士雜誌】全球 2000 大企業排名上升 51
名至第 1814 名，2015 年【天下雜誌】「2000 大調查-650 大服務業」排名上升至第 3 名，2015
年度獲選中國電子元器件分銷商卓越表現獎-十大海外分銷商。由此可知，本集團在半導體供應

鏈中所提供之附加價值服務，已深受客戶及供應商的肯定。  

二、一百零五年度展望  

2016 年面對外部總體經濟環境波動及中國市場處於結構調整期，加上半導體產業持續成長

及上游原廠整合。展望 2016 年，本集團將以提高人均產值、控管營運資產及提升稅後獲利為重

點目標，持續調整組織、產線組合與管理制度，期落實各營運單位之最大產值與效能。今年各項

策略重點如下：  

 財務指標：致力於稅後獲利及員工生產力的提升；以營運資產報酬率(ROWC)作為集團

重點財務指標，加強營運資金管理以降低營運風險、確保資產品質及流動性，強固資產

結構及獲利能力以提升股東權益報酬率及股利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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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大市場影響力：針對目標市場，加強資訊收集、分析與協調，整合各集團之優勢，發

展各式資源共用或業務合作方案，提升客戶服務品質，擴大影響力。針對各自產品線特

性，加強對中國特定內需應用市場之滲透率；針對目標客群，優化管理能力，不斷追求

產值；嚴格管控海外事業群業務發展之策略進程及資源配置，以服務全球客戶為重點方

向。 

 增強組合管理：2015 年，大聯大物聯網網站（iot.wpgo2o.com）正式上線。展望 2016
年，大聯大物聯網網站與電商平台銜接後，期同時在質與量上，滿足顧客線上購買需求。

此外，與生態系統中重要雲端平台夥伴接軌，亦為 2016 年之重點工作。持續優化大聯

大方案在線內容行銷，及全覆蓋式社群互動機制，並以服務供應商及前端需求為導向，

結合辦理線上及線下活動，增進供應商社交網絡連結性，拓展品牌集客力，提升客戶品

牌黏著度。  

 營運風險管理：2015 年委託外部顧問公司，針對大聯大風險管理制度、組織架構與運作

機制提出整體建議，於審計委員會與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以控股功能單位為主範圍，

完成風險辨識與分析，針對其中高頻率損失，造成公司瞬間營運中斷之重大風險，提出

相應風險回應策略暨行動方案，且立即啟動執行。展望 2016 年，預計將風險辨識範圍

擴大至前端集團，透過風險辨識、評估與回應流程，逐步建立前端風險管理制度。另一

工作重點為導入控股危機管理制度，針對危機管理組織、事件分級與通報流程等，建立

相應規範與作業流程。  

 人才培育與員工關係：培育訓練高階人才，針對未來趨勢產業，如機器人產業、電動車

產業等進行專題研究，並聘請專家學者協助進行戰略性研討，以期建立未來中長期策略

發展目標與短期具體行動方針。中堅人才則進行培育訓練，對以上人員規劃相關銜接課

程，以減少雙方在知能上的落差，更有計劃性與整體性的提升經營團隊的知識與能力。

除協助各單位同仁達成績效目標及提升產值外，並透過軟性機制的建立與推動，讓同仁

及團隊之工作氛圍朝向高熱忱、高士氣的正向發展。  

 整合流程與資訊平台：資訊服務處因應 202020 之公司營運目標，提出 mis2.0 (Mobility、
Intelligence、Simplicity)的三年計劃。以顧客導向出發，為各角色使用者進行量身服務。

針對跨區運籌物流管理，將延續 2015 年提出的三年工作計劃，以提昇服務品質與降低

營運成本，目標在現有人力下，優化運籌服務效能 (bandwidth) ，滿足整體公司營運之

需求。  

 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致力提升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活動，成立企業社會責任

工作小組共同研擬與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方針與活動，實踐企業永續發展的承諾並編製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推動「供應鏈管理」教育，成立財團法人大聯大教育基金會，推廣

產學合作及支持社會企業，並戮力社會參與及環境保護。參加金管會委由證交所舉辦之

公司治理評鑑，2015 年本公司排名在上市公司前 20%之列，2016 年以維持評鑑得分排

名在上市公司之前 20%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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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面對外部總體經濟環境波動、僅管市場的不確定因素仍多，大聯大控股經過多

年積極佈局與耕耘，已充分掌握了市場成長契機。展望未來，本公司將持續維持全球的領導地位、

取得更多新產品線代理並提供客戶更高附加價值服務、開拓新的銷售領域、尋求具附加價值的併

購標的。大聯大以「產業首選．通路標竿」為願景，全面推行「團隊、誠信、專業、效能」之核

心價值觀，以專業服務，創造供應商、客戶與股東共榮共贏。  

本公司經營團隊暨全體同仁特別感謝各位股東女士先生的支持與鼓勵，也期望新的一年

裡，能繼續給予指導與建議，本公司將秉持一貫的經營理念及服務，呈現豐盛的經營成果與大家

分享。 

在此，誠摯歡迎各位先進與股東女士先生們不吝愛護與指教。 

董事長         黃偉祥 

經理人         葉福海 

會計主管       袁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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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百零四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告及盈餘分派表，經

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 14-4、14-5 及公司法第 219

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審計委員會 

獨立董事 杜榮瑞  

獨立董事 黃日燦  

獨立董事 于泳泓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4 月 2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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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發行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執行情形報告  

一.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經103年5月13日董事會決議通過發行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

司債，業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3年7月9日金管證發字第1030025140號函及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03年7月22日證櫃債字第1030400476號函核准在案。  

二.本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業已於民國103年7月25日募集完成並發行，發行總額為新台幣陸

拾億元整，每張面額新台幣壹拾萬元整，票面利率0%，發行期間三年。 

三. 截至105年3月29日止，該公司債餘新台幣6,000,000仟元尚未轉換為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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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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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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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附錄一＞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  一  條、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行之。 

第  二  條、 出席股東（或代理人）應繳交簽到卡以代替簽到。出席股數依繳交之簽到卡

及電子投票紀錄計算之。 

第  三  條、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第  四  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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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五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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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代理依公司法之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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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六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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証或臂章。 

第  七  條、 股東會之開會過程應予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 

第  八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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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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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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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散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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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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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  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証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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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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一 條、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二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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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二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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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三 條、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 十四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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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五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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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紀錄。 

第 十六 條、 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若有不可抗拒之情事發生時，主席

得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或經股東會決議在五

日內免為通知及公告續行開會。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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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七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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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時，除有股東以電子投票表示異議者外，如經主席徵詢現

場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第 十八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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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九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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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配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股東違反議事

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指揮糾察員

（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 二十 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部份，依有關法令規定及本公司章程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刪除） 

第二十二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二十三條、 本規則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四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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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照企業併購法、公司法及相關法令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大聯大投資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第 二 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臺北市。視業務需要，得經董事會決議於國內外適當地點設立

分公司或辦事處。 

第二章   股        份 

第 三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貳佰億元，分為貳拾億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

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其中伍仟萬股保留供發行認股權憑證、附認股權特別股或

附認股權公司債行使認股權使用。 
本公司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得以低於市價之認股價格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惟

應有代表已發行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始得發

行，並得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次申報辦理。 
本公司買回庫藏股，得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時，應於轉讓

前，提經最近一次股東會以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

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為之。 
第 四 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本公司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並編號，並依證券管

理機關之規定辦理。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或就每次發行股份總數合

併印製，但應於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或保管。 
第 五 條  本公司股務處理依證券主管機關所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處理準則」及其他

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章   所  營  事  業  

第 六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項目：H201010 一般投資業。 
第 七 條  本公司以投資為專業，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第一項本公司實收股本百分

之四十之限制。 
第 八 條  本公司因業務或被投資事業之需要，得對外保證，其辦法授權董事會另定之。 

第四章   股   東   會 

第 九 條  本公司股東會分為股東常會及股東臨時會兩種。股東常會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

六個月內召開；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依公司法有關規定召集之。 
股東會之召集，除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依法召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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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將開會日

期、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並公告之。股東會之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

電子方式為之。 
第十一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

席股東會。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

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

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

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委託者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

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非使用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而為委託代理出席股東會者，其委託無效。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股東除親自出席外，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

權，其行使方法依股東會召集通知所載。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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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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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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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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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託代理人出席行使表決權為準。 
第十二條  本公司各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179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

者，不在此限。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其表決權之行使以其所持有之股份綜合計算，其代表人有

二人以上時，其代表人行使表決權應共同為之。 
本公司股東係為他人持有股份時，股東得主張分別行使表決權，其分別行使表決

權之資格條件、行使方式等，悉依主管機關規定。 
第十三條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下列事項應由股東會議決： 

一、釐訂及變更本公司章程。 
二、選舉董事。 
三、查核並承認董事會造具之表冊及審計委員會之報告。 
四、資本增減之決議。 
五、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 
六、公司之解散、合併或分割。 
七、其他依法令應經股東會議決之事項。 

第十四條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以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

權時，如設有副董事長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如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

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

一人代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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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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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十五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六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

議事錄分發各股東。 
前項議事錄之製作，得以電子方式為之。第一項議事錄之分發，得以電子或公告

方式為之。 

第五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十七條 本公司設董事九至十九人，董事人數由董事會議定之，並由股東會依公司法及有

關法令之規定，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中選任之。本公司董事自第四屆起，其選舉依

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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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全體董事合計之持股比例，應符合證券管理機關之規定。 
第一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名額至少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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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條 董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董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為止。但主管機關

得依職權限期令本公司改選；屆期仍不改選者，自限期屆滿時，當然解任。 
於董事任期內，本公司得經董事會決議為董事購買責任保險。 

第十九條  本公司設董事長一人，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之董事會，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

同意互選之，必要時得互選一人為副董事長。 
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董事會主席，對外代表本公司。 

第 廿 條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並得以傳真或電子郵

件等方式為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企業併購法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以董事過半數之

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廿一條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如設有副董事長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如

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

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廿二條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董事會時，應於每次出具委

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理之。前項代理人，以受一

人之委託為限。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第廿三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業務方針之決定。 
二、預算之審定及決算之審議。 
三、重要規章之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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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本增減議案之擬定。 
五、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議案之擬定。 
六、發行公司債之決議。 
七、收買本公司股份之決議。 
八、經理人之委任、解任及報酬之核定。 
九、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指派。 
十、其他依法令規定董事會得行使之職權及股東會授權之事項。 
十一、本公司董事會得設置各項功能性專門委員會，各委員會應對董事會負責，

並將所提議案交由董事會決議。各委員會應訂定行使職權規章，並經由董

事會通過。 
十二、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並由審計委員

會或審計委員會之成員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規定監察

人之職權。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相關組織規程由董事會決議

訂定。 
第廿四條  （刪除） 
第廿五條  （刪除） 
第廿六條  本公司董事執行本公司職務時，不論公司營業盈虧，公司得支給報酬，依其對本

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國內外業界水準，授權由董事會議定

之。對於獨立董事報酬得酌訂高於非獨立董事不同之合理報酬。如公司有盈餘時，

另依第卅一條之規定分配酬勞。 
第廿七條  本公司董事得兼任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 

第六章   經   理   人 

第廿八條  本公司得依董事會決議設總經理或執行長一人，其他經理人若干人，其委任、解

任及報酬， 均應提請董事會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

行之。總經理或執行長對董事會負責，並應執行董事長或董事會所指定之職務。 
前項總經理或執行長之委任及解任，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依前項規定辦理。 
其他經理人之委任及解任，由總經理或執行長提請董事會依本條第一項規定辦

理。 
第廿九條  除法令及本公司章程賦予股東會及董事會之職權外，董事會、總經理或執行長及

各部門之權責劃分，其辦法授權由董事會訂定執行之。 

第七章   會        計 

第 卅 條  本公司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一會計年度。每屆會計年度終了，

董事會應編造下列本公司及併同全部子公司之合併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

前交審計委員會各委員查核後，提出於股東會請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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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前項表冊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事項之編製、查核、申報與備查，應依公司法、

證券交易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之。 
第一項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決議，經股東常會承認後，應分發各股東，

其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卅一條  本公司無盈餘時，不得分派股息及紅利。本公司年終結算如有盈餘，於完納稅捐

並彌補歷年虧損後，應先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並依法令規定提撥或迴轉

特別盈餘公積後，其累積可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分配方案經股東會決議後依下

列比率分派之： 
百分之三以下為董監事酬勞。 
百分之零點零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為員工紅利。 
其餘為股東紅利，按股份總額比例分派之。本公司現金股利發放總額應不低於

擬發放當年度股東紅利總額之百分之二十。 
符合一定條件之子公司員工，得受上述員工股票紅利之分配，其條件及方式由

董事會訂定。 

第八章   附        則 

第卅二條  本公司組織規程、辦事細則、及管理規章，授權董事會另定之。 
第卅三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企業併購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

理。 
第卅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四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六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十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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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本次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每股盈餘及股東投資報酬率之影響：

本公司本年度並無配發無償配股，故不適用。 



 

~- 35 -~ 

＜附錄四＞ 

 
大聯大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基準日：105 年 4 月 24 日 

職  稱 姓  名 選任日期 任期

選任時持有股份 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

載之持有股數 

股數 
佔當時發行

總股份% 
(註 1) 

股數 
佔當時發行

總股份% 
(註 2) 

董事長 黃偉祥 103/6/18 三年 41,512,508 2.51 46,512,508 2.81

副董事長 曾國棟 103/6/18 三年 10,992,000 0.66 10,642,000 0.64

董事 張蓉崗 103/6/18 三年 27,358,674 1.65 27,358,674 1.65

董事 林再林 103/6/18 三年 27,981,707 1.69 26,371,707 1.59

董事 陳國源 103/6/18 三年 8,715,933 0.53 8,715,933 0.53

董事 富爾特科技(股)公司  
代表人：賴如鎧 103/6/18 三年 58,135,951 3.51 50,635,951 3.06

董事 葉福海 103/6/18 三年 1,300,584 0.08 1,300,584 0.08

董事 蕭崇河 103/6/18 三年 223,618 0.01 406,618 0.02

獨立董事 杜榮瑞 103/6/18 三年 － － － －

獨立董事 黃日燦 103/6/18 三年 － － － －

獨立董事 于泳泓 103/6/18 三年 － － － －

董事合計  176,220,975 10.64 171,943,975 10.38

註 1：民國 103 年 6 月 18 日發行總股份為：1,655,709,212 股。 
註 2：停止過戶日民國 105 年 4 月 24 日發行總股份為：1,655,709,212 股。 
備註：一、本公司全體董事應持有法定成數為：3%。 

二、本公司全體董事應持有法定股數為：49,671,277股；截至民國105年4月24日止全體董事持

有股數為171,943,975股(獨立董事不計入全體董事持有股數)。 
三、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故無監察人法定應持有股數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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