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間地點。 

二、主席之姓名。 

三、董事出席狀況，包括出席、

請假及缺席者之姓名與人

數。 

四、列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五、記錄之姓名。 

六、報告事項。 

七、討論事項：各議案之決議

方法與結果、董事、監察

人、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

摘要、依前條第一項規定

涉及利害關係之董事姓

名、利害關係重要內容之

說明、其應迴避或不迴避

理由、迴避情形、反對或

保留意見且有紀錄或書面

聲明及獨立董事依第十二

條第四項規定出具之書面

意見。 

八、臨時動議：提案人姓名、

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

董事、監察人、專家及其

他人員發言摘要、依前條

第一項規定涉及利害關係

之董事姓名、利害關係重

要內容之說明、其應迴避

或不迴避理由、迴避情形

及反對或保留意見且有紀

錄或書面聲明。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議決事項，如有下列

情事之一者，除應於議事錄載

明外，並應於董事會之日起二

日內於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

報網站辦理公告申報： 

(一)獨立董事有反對或保留意

見且有紀錄或書面聲明。 

(二)本公司如已設置審計委員

會，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之事

項，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 

(以下略) 

間地點。 

二、主席之姓名。 

三、董事出席狀況，包括出席、

請假及缺席者之姓名與人

數。 

四、列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五、記錄之姓名。 

六、報告事項。 

七、討論事項：各議案之決議

方法與結果、董事、監察

人、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

摘要、依前條第一項規定

涉及利害關係之董事姓

名、利害關係重要內容之

說明、其應迴避或不迴避

理由、迴避情形、反對或

保留意見且有紀錄或書面

聲明。 

 

 

八、臨時動議：提案人姓名、

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

董事、監察人、專家及其

他人員發言摘要、依前條

第一項規定涉及利害關係

之董事姓名、利害關係重

要內容之說明、其應迴避

或不迴避理由、迴避情形

及反對或保留意見且有紀

錄或書面聲明。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議決事項，應於議事錄

載明。 

 

 

 

 

 

 

 

 

 

(以下略) 

104 年應

選任獨立

董事，爰修

訂第一項

第七款暨

第二項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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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謹造具本公司一○三年度營業報告書、資產負債表、綜合損益表、權益變動表、現金流量

表，提請 承認。 

說明：本公司一○三年度營業報告書及經建昇財稅聯合會計師事務所林昇平、陳秀莉會計師查核

竣事之資產負債表、綜合損益表、權益變動表、現金流量表（請參閱附件），敬請 審議。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謹擬具本公司一○三年度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說明：盈餘分配表請參閱下表： 

一○三年度  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本期可分配數︰ 

前期累積未分配盈餘                                    1,777,207,209 

加︰本年度稅後淨利                                2,021,698,248 

減︰採用權益法認列之關聯企業變動數                      (210,069) 

減：精算損益調整保留盈餘                              (45,583,130) 

本期可分配數合計︰                                    3,753,112,258 

 

分配項目︰ 

提撥法定公積                                       202,169,825 

撥付股東股息（以現金撥付每股 1.5 元）               616,230,000 

撥付股東紅利（以現金撥付每股 1.5 元）               616,230,000 

保留未分配盈餘                                        2,318,482,433 

 

註︰ 

1. 配發董監事酬勞計  5,787,525 元以現金發放。 

2. 配發員工紅利計   52,087,735 元以現金發放。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五、 討論及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提請  討論。 

說明︰依據金管會 103 年 11 月 12 日金管證交字第 1030044333 號令規定，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

事規則，請參閱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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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大機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二條 

(第一至四項略)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簽

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股份為計

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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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 

(第一至四項略)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簽

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股份為計算

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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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金管證

交字第

1030044333

號令，105 年

起本公司應

採行電子投

票，爰修正現

行條文。 

第六條 

(刪除) 

第六條 

除議程所列議案外，股東對原

議案之修正案、替代案或以臨時動

議提出之其他議案，應有其他股東

附議，議程之變更、散會之動議亦

同。提案人連同附議人所代表之股

權，應達已發行股份總數千分之二

或壹拾萬股。 

依經濟部經

商字第

09502402970

號函釋，股東

提原議案之

替代、修正案

時，毋庸具備

一定股份之

要件，爰刪除

本條文。 

第十六條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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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經主席徵詢無異議

者視為通過，其效力與投票表決

同。有異議時，則該案應付票決。 

 

第十六條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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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經主席徵詢無異議

者視為通過，其效力與投票表決

同。 

依經濟部經

商字第

09402136260

號函及金管

證交字第

1020038442

號函示，配合

修正現行條

文。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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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訂案，提請  討論。 

說明︰依據金管會 103 年 11 月 12 日金管證交字第 1030044333 號令及金管證發字第 1020053112

號令規定，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請參閱對照表。 

「永大機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

舉，除公司章程或法令另有規定者

外，悉依本辦法行之。 

第一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

悉依本辦法行之。 

依據金管證

交字第

1030044333

號令，105

年起本公司

應採行電子

投票，爰修

正現行條

文。 

第六條之一 

本公司獨立董事之選任與資

格，應依章程、公開發行公司獨立

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及其

他相關法令之規定。 

獨立董事因故解任致人數不

足證券交易法規定時，應於最近一

次股東會補選之。 

(本條新增) 配合金管證

發 字 第

1020053112

號令，本公司

於 104 年股

東會應選任

獨立董事，爰

增訂條文。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董事及監察人改選案，提請 選任。 

說明：1、依本公司章程規定，設董事七至十一人(含獨立董事名額二至三人)、監察人二至三人，

任期三年。本屆(第十六屆)董事、監察人任期自民國一一年六月十五日至一四年六

月十四日止任期屆滿，本次股東常會應全面改選。 

2、茲依法選舉第十七屆董事九人(含獨立董事二人)、監察人三人，任期自一四年六月十

六日至一七年六月十五日止。 

3、依本公司章程規定，獨立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度，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本公司

一四年五月七日董事會審查通過，茲將相關資料載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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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戶號 姓名 持有股數 主要學(經)歷 

1 55 許獻政 10,569 股
淡江大學外文系 

永大機電薪酬委員會委員 

2 117 張功効 542 股
中興大學法律系 

永大機電薪酬委員會委員 

4、請進行選舉。 

 

選舉結果： 

一、董事當選名單 

序號 戶  號 戶     名 當選權數 備註 

1 52 許  作  立 496,923,048 連任 

2 2 株式會社日立製作所

代表人：三村正幸 

429,531,651 連任 

3 14116 許  作  名  95,551,092 連任 

4 AC02800887 許  瑞  鈞 104,155,200 連任 

5 18538 吳  逢  明  94,812,723 連任 

6 80569 徐  毓  新  95,116,275 連任 

7 135 曹    田    波  94,199,742 新任 

二、獨立董事當選名單 

序號 戶  號 戶     名 當選權數 備註 

1 55 許    獻    政  91,569,121 新任 

2 117 張    功    効  91,526,065 新任 

三、監察人當選名單： 

序號 戶號 戶名 當選權數 備註 

1 79 鄭    萬    來 156,270,954 新任 

2 16277 張  光  明 156,681,069 連任 

3 69394 啟伸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梁育銘 

157,158,906 新任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論。 

說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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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取得股東會

之許可。提請解除新任董事(含獨立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兼任情形 
職稱 姓名 

公司 職務 

永大電梯設備(中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上海吉億電機有限公司 董事 董事 許作立 

巨佑自動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董事 三村正幸 日立製作所都市開發系統公司 経営企画本部 本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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