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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nglish version is a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original Chinese Version.  
Where any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two versions, the Chinese version shall prevail.  



I. Meeting Procedure   

i. Call in Meeting to Order  

ii. Chairman’s Address  

iii. Matters to Report  

iv. Adoption Matters  

v. Discussion Matters  

vi. Election Matters 

vii. Other Matters 

viii. Extraordinary Motions  

ix. Adjou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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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Meeting Agenda 
 Time: Wednesday, June 20, 2018 9:00 a.m. 

Location: TKK Training Meeting Room (5F-1, No. 66, Nankan Road, Luzhu District, 
Taoyuan City 338, Taiwan(R.O.C.)) 

 Attendees: All shareholders or their proxy holders 

 Chairman: Mr. Byron Ho,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1. Matters to Report:  

 2017 Business Operations  

Explanation: Please refer to the 2017 Annual Business Report 

 (Attachment 1) 

 Supervisor’s Review Report on the 2017 Financial Statements  

 Explanation: Please refer to the supervisor’s review report 

 (Attachment 2). 

 2017 Distribution of remuneration to employees and directors 

 Explanation:  

1 ) The remuneration to employees and directors was determined on March 23, 2018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 total remuneration of NT $298,888 shall be distributed 
to employees and a total remuneration of NT $298,888 shall be distributed to 
directors. All remunerations shall be distributed in cash. 

2 ) The remunerations amount has no difference from the recognized expenses for 
2017.  

 

2. Adoption Matters 

 2017 Annual Business Report and Financial Statements  

1 ) The Company’s 2017 Annual Business Report and financial statements have 
been approved by the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reviewed by the 
supervisors.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have been audited and certified by 
Daniel Hsu, CPA, and Rita Lin, CPA, of Ernst & Young. 

2 ) Please refer to the 2017 Annual Business Report (Attachment 1),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Attachment 3), and Separate Financial 
Statements (Attachme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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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It is proposed to approve the 2017 Annual Business Report and financial 
statements. 

4 ) Adoption required 

Resolution: 

 2017 Surplus Earnings Distribution Chart  

1 ) Proposed by the Board 

a. The company’s 2017 net profit after tax is NT$24,495,795. Decreasing it 
to the decreases of 10% legal reserve of NT$2,449,580 and NT$2,519,316 
due to adjustment of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The 2017 
unappropriated retained earnings are NT$19,526,899. And an addition of 
the beginning retained earnings of NT$ 130,888,227, the earnings 
available for distribution is NT$110,929,335 which is proposed to be 
distributed as per the chart: 

Surplus Earnings Distribution Chart 
               Year 2017 （Unit: NTD） 

Items Total 

2017 Net Profit  
2017 Net profit after tax 24,495,795 
Less: 10% legal reserve (2,449,580) 
Less: Adjustment of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2,519,316) 

2017 Unappropriated Retained Earnings 19,526,899 
Add: Beginning retained earnings 111,361,328 

Earnings Available For Distribution 130,888,227 
Less: Dividend to shareholders-cash(0.55/per share) (19,958,892) 

End of Term Unappropriated Earnings 111,361,328 

b. Upon the approval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Shareholder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Board of Directors be authorized to resolve the ex-dividend date 
and other relevant issues. 

c. It is proposed to approve the 2017 Surplus Earnings Distribution Chart. 

d. Adoption required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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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iscussion Matters  

 Amendments to part of “Article of Incorporation” 

1 ) The comparison table for the amended and original provisions for “The 
Article of Incorporation” is attached hereto as Attachment 5.  

 Resolution: 

 

4. Election Matters  

 Election of the Directors (including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of 
the Company 

1 )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 shall elect 10 directors (Including 3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3 supervisors. Their three-year term will start from 06/20/2018 
and conclude on 06/16/2021. 

2 ) According to Article of Incorporation, all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shall be 
elected from the nomination list prepared by the company. The qualification 
of the all nominees has been reviewed by the Board meeting on 03/23/2018.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all nominees is attached hereto as Attachment 6. 

 Voting Results: 

 

5. Other Matters  
 

 Release of the Company's Directors from Restrictions on Non-Competition 
Clause is hereby submitted for discussion 

1 )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209 of the Company Act, “A director who does 
anything for himself or on behalf of another person that i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company's business, shall explain to the meeting of shareholders the 
essential contents of such an act and secure its approval.” 

2 ) For the reason of meeting current status, approval of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 is sought for release of the Company’s newly elected Directors from 
restrictions on non-competition clause and of corporate directors when they 
replace their representatives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Company’s interests. 

3 ) Related information of all nominated directors is attached hereto as 
Attachment 7.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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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港 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事長  何樹燦 

總經理  廖豐瑩 

會計主管 周翠霞 
  

《附件一》 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感謝各位股東長期以來對港建的督促與支持，在此謹代表港建公司向各位股東

致上衷心的敬意及感激。 

台灣電子業預期 2017 年之景氣整體而言持平，雖有回溫但發展仍舊逐漸趨緩。

港建身為電子產業的專業代理商，為了成為客戶最堅實的後盾並與其共同成長，

除了維持既有之設備代理外，亦不斷調整本公司所代理之產品並積極跨入新製

程領域之電子產業中，冀求在快速轉變的電子業中佔有一席之地。 

港建一直秉持著穩健經營原則，在控制營運成本及提高營業績效下，2017 年

仍保持一貫獲利狀況。現將營業結果報告如下：本公司及子公司截至民國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合併營業收入為 789,602(仟元，以下同)，較 2016 年的

908,474 減少 13.08%；合併稅前淨利為 32,134，較 2016 年的 102,584 減少

68.68%；基本每股盈餘為 0.68 元較 2016 年的 2.03 元減少 66.50%。 

台灣電子業興盛，港建從電子產業及新製程更替中看到的是各種切入新市場之

成長契機，這些都不斷的激勵、督促港建繼續尋求更好的產品及透過產品提供

更好的服務，以期建立供應商、客戶及港建三贏的最佳模式。 

此外，在全球高度關注企業社會責任及環境保護議題下，港建本著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之使命感，將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另為了替維護地球盡份心力，將

持續加強綠能設備的開發及引進，以提供低耗能、高產值的產品為己任。 

最後再次感謝台灣港建所有股東，在各位股東長期的支持及公司員工的努力下，

相信港建可以持續在穩定中求成長。在此，謹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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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台灣港建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六年度合併及個體之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

權益變動表、現金流量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徐榮煌、林麗凰會計

師查核竣事，併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案，經本監察人審查尚無不合，爰

依照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報請鑑核。 

 

此致 

 

一○七年股東常會 

 

 

 

台灣港建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吳國顯 

 

監察人：蔡志瑋 

 

監察人：周進德 

 

 
 
 
 
中  華  民  國    一  ○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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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合併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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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個體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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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公司章程修正對照表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號 現行條文 修改後條文 變更事由 

第3條 

第三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灣省桃園市，

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

設立分公司。 

第三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灣省桃園市，

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

設立分公司。 

配合桃園升級

為直轄市修改

章程 

第11條 

第十一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

應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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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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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錯字 

第22條  
第三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七年六月二

十日。 

新 增 修 訂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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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董事(含獨立董事)及監察人候選人名單 

項

目 
候選名單 持有股數 學歷 主要經歷 

董事 

王氏港建國際（集

團）有限公司代表

人：何樹燦 

24,473,836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士 CFO (Wong’s Kong King Holdings Ltd.) 

董事 

王氏港建國際（集

團）有限公司代表

人：王忠桐 

24,473,836 香港珠海大專 Chairman (Wong’s Kong King Holdings Ltd.) 

董事 

王氏港建國際（集

團）有限公司代表

人：徐應春 

24,473,836 香港大學文學士 CEO (Wong’s Kong King Holdings Ltd.) 

董事 

王氏港建國際（集

團）有限公司代表

人：許宏傑 

24,473,836 大同工學院電機系 董事長(台灣港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王氏港建國際（集

團）有限公司代表

人：張瑞噪 

24,473,836 香港城市大學 MBA President (WKK Distribution Ltd.) 

董事 廖豐瑩 188,798 政大企家班 總經理(台灣港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陳梅芬 287,035 中原大學企管系 管理處資深副總(台灣港建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

董事 
陸焯堅 0 香港德仁中學 董事(APEX INSURANCE LTD) 

獨立

董事 
詹俊彥 0 大同工學院電機系 總經理(耕地有限公司) 

獨立

董事 
黃文遠 1,050 

交通大學電研所、

EMBA 
廠(處)長(台灣積體電話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

人 

頂瑞機械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周進德 
378,484 正義工商機械科 董事長(頂瑞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

人 
吳國顯 0 大同工學院電機系 董事長(統鉞企業有限公司) 

監察

人 
蔡志瑋 0 

政治大學會計學研究

所 
合夥會計師(誠一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提名已連續擔任 3屆獨立董事之說明： 

本公司參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訂有完備之董事選舉制度，董事會成員組成考量多元化且均須

具備產業、財務等專業技能與經歷方可勝任。 

獨立董事陸焯堅，其具財務專業及公司治理經驗；獨立董事詹俊彥，亦具有公司經營管理專

業及熟稔相關產業；獨立董事黃文遠，則具有深入產業之經驗及人脈；三位董事其經驗與監

督對公司有明顯助益，故再次提名３人為本公司之獨立董事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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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 
項目 

候選名單 擔任他公司職稱 

董事 何樹燦 王氏港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財務長 

董事 王忠桐 王氏港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董事 徐應春 王氏港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董事 許宏傑 - 

董事 張瑞燊 王氏港建經銷有限公司 總經理 

董事 廖豐瑩 

港建日置(股)公司 董事長 
建大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港建科技(蘇州)有限公司 董事長 
建置科技(蘇州)有限公司 董事長 

董事 陳梅芬 

頂瑞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港建日置(股)公司 監察人 
建大科技(股)公司 監察人 
港建科技(蘇州)有限公司 監察人 
理德國際(股)有限公司 董事 

獨立董事 陸焯堅 - 

獨立董事 詹俊彥 - 

獨立董事 黃文遠 - 

《附件七》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案之董事競業兼任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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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台灣港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辦理。 

第二條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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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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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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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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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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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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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散會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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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出席證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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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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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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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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錄。 

第十六條  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 

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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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表決時，應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後，由股東進行投票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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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 

第二十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之，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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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台灣港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台灣港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一） C802120  工業助劑製造業 
（二） C802200  塗料、油漆、染料及顏料製造業 
（三）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 
（四） CB01020  事務機器製造業 
（五） 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六） 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七） 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八）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九） 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十） CC01990 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業 
（十一） CD01050 自行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十二） CE01010 一般儀器製造業 
（十三） CF01011 醫療器材製造業 
（十四） EZ05010 儀器、儀表安裝工程業 
（十五） EZ13010 核子工程業 
（十六） F107200 化學原料批發業 
（十七） F107990 其他化學製品批發業 
（十八） 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十九） F113010 機械批發業 
（二十） F113030 精密儀器批發業 
（二十一） 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二十二） F113990 其他機械器具批發業 
（二十三） 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二十四） F207200 化學原料零售業 
（二十五） F207990 其他化學製品零售業 
（二十六） 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二十七） F21303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 
（二十八） F213040 精密儀器零售業 
（二十九） F213080 機械器具零售業 
（三十） F213990 其他機械器具零售業 
（三十一） F219010 電子材料零售業 
（三十二） H703110 老人住宅業 
（三十三）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三十四）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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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灣省桃園縣，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

公司。 

第四條   

（一） 本公司為它公司有限責任股東時，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不得超過本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二） 本公司得就業務之需要對外保證。 

（三） 本公司董事會可依主管機關所定之比例上限，進行對大陸投資。 

第二章 股份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肆億伍仟萬元正，分為肆仟伍佰萬股，每股金額

為新台幣壹拾元正，授權董事會採分次發行。 

第六條  本公司股票得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公司印章及編號，且

經簽証後發行之，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製股票，並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機構登錄。 

第七條  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於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

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它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不得為之。 

第七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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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須

依相關法令及股東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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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 

第三章 股東會 

第八條  股東會分常會和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乙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

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股東會除公司法另有

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第九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

蓋章委託代理人出席。 

第十條  本公司各股東，除有公司法一七九條及一九七條之一規定之股份無表決權之

情形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十一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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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董事及監察人 

第十二條  本公司設董事九至十一人，監察人三至四人，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全體

-31-



 

董事及監察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總數，各不得少於主管機關依法規定之成數。

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規定，前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名額三人，全

體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前項候選人提名之受理方式及公告等相關事宜，悉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泪

關法令規定辦理。選任後得經董事會決議通過，為本公司董監事就其執行業

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投保董、監事責任險。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之報

酬，授權董事會參酌同業通常水準支給議定。 

第十三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之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互

推董事長一人，並視業務需要可推選副董事長乙名。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對內為董事會及股東會主席。若因董事長請假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則由

副董事長代行職權。若副董事長請假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

董事一人代理或由董事互選之推派乙員代執行職權。董事會如以視訊會議舉

行時，其董事以視訊參加者，視為親自出席。 

第十三條之一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通知各董事及監

察人。本公司如遇緊急情形得隨時召集董事會，並亦得以書面、電子郵件

或傳真方式為之。 

第十四條  董事得以書面載明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為出席董事會，並得對提出會議

之所有事項代為行使表決權，惟任何董事不得為一個以上之董事之代理人。 

第十五條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監察人除依法執行其職務外，得列席董事會陳述意見，但無表決權。 

第五章 經理人 

第十七條  本公司得設經理若干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

理。 

第六章 會計 

第十八條  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決算後由董事會造具(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表(三)

盈餘分派或虧損表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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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條   

（一）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按稅前利益扣除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前之餘額

提撥員工酬勞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八及董監事酬勞百分之一以下。但公司尚

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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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公司年度總決算於完納稅捐，彌補已往虧損後，分派盈餘時，應先提百

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其餘額再加計累積未分配盈餘，依法提列或迴轉

特別盈餘公積後，為累積可分配盈餘；前述累積可分配盈餘，以衡量盈餘

支應資金需求之必要性，依本公司之股利政策基本原則決定盈餘保留或分

配之數額及分派方式，據以擬具盈餘分派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三）本公司股利政策，係考量滿足最佳資本預算及每股盈餘稀釋程度之前提下，

股東紅利提撥數額應高於當年度可分配盈餘之 50%，且就當年度所配之股

利中，以不低於 30%之比例發放現金股利。此項現金股利發放比率得視當

年度獲利及資金狀況，由董事會擬具分配方案後，經股東會決議後調整之。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條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執行業務之股東，依照同業水準發給薪資或車馬費並不

論盈虧均支付之。 

第二十一條   

（一） 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二） 本公司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另訂之。 

第二十二條  本章程訂於民國六十六年五月二十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一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年八月十五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十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七月二十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三月二十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七月一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九月一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十月一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七月五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五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二月五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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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三十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五月十六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五月十六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六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八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十一日。 
第三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第三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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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台灣港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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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於股東會行之。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應採用累積選舉制，並均依候選人提名制度程序

為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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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時選任董事及監察人時，

得採同時分別選舉方式為之。選舉人之記名得以選票上所列印出席號碼代之。

本公司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依本辦法相關規定一併進行選舉，並按獨立

董事及非獨立董事分別計票分別當選。   

第四條  選舉開始時應由主席指定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有關任務。 

第五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選任之，並依本公司章程所訂

之名額，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依次分別當選為獨立董事、非獨立

董事或監察人。分別當選本公司董事或監察人。同時當選董事或監察人者，

應自行決定擔任董事或監察人，或當選之董事、監察人經查核確認其個人資

料不符或依相關規定不適任者，其缺額由原選次多之被選人遞充。如有二人

以上所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之名額時，由所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如未

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第六條  5-1 政府或法人為公司股東時，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不得由其代表人同

時當選或擔任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 

第七條  選票由董事會製發，按股東戶號編號並加填其選舉權數。 

第八條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姓

名及戶號；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惟法

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票之「被選舉人」欄應填列該法人名稱及代表人姓

名。 

第九條  選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第十條  不用本辦法規定之選票者。 

第十一條  以空白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第十二條  字跡模糊無法辨認者。 

第十三條  所填被選人數超過規定應選出名額者。 

第十四條  除填被選舉人之姓名外夾寫其他圖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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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佈。 

第十六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依公司法、本公司章程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之，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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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本次股東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 
單位：除每股現金股利及每股盈餘為新台幣元外，餘為千元 

項目/年度 107 年度 
期初實收資本額 362,888.94 

本年度配股配息

情形 

每股現金股利 0.55(註 1) 
盈餘轉增資每股配股數(股) 0 
資本公積轉增資每股配股數(股) 0 

營業績效變化情

形 

營業利益 

(註 2) 

營業利益較去年同期增加比率(%) 
稅後純益 
稅後純益較去年同期增加比率(%) 
每股盈餘 
每股盈餘較去年同期增加比率(%) 
年平均投資報酬率(年平均本益比倒數)(%) 

擬制性每股盈餘

及本益比 

若盈餘轉增資全數改

配現金股利 
擬制每股盈餘 
擬制年平均投資報酬率 

若未辦理資本公積轉

增資 
擬制每股盈餘 
擬制年平均投資報酬率 

若未辦理資本公積轉

增資且盈餘轉增資改

以現金股利發放 

擬制每股盈餘 

擬制年平均投資報酬率 

註 1：待民國 107 年股東常會決議。 
註 2：本公司民國 107 年未編製財務預測。 

此次股東常會，股東提案處理說明： 

依公司法 172 條之 1 及第 192 條之 1 規定，本公司受理股東書面提案之期間為 107 年

4 月 13 日起至 106 年 4 月 23 下午 5 時止，受理處所為台灣港建股份有限公司管理

部(桃園縣蘆竹鄉南崁路二段 66 號 5 樓之 1)，並已依法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附錄五》 董監事持有股數及最低應持有股數 

一、 已發行股票種類及總股數：普通股 36,288,894 股 

全體董事法定最低應持有股數：3,600,000 股 

全體監察人法定最低應持有股數：360,000 股 

二、 因本公司設有三席獨立董事，依法令規定，董監事最低應持股成數

降為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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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持股名冊： 

日期：107 年 4 月 21 日 

職稱 姓名 
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之持有股份 

持有股數 持有成數﹪ 

董事長(註一) 何樹燦 24,473,836 67.44 

董事  (註一) 王忠桐 24,473,836 67.44 

董事  (註一) 徐應春 24,473,836 67.44 

董事  (註一) 許宏傑 24,473,836 67.44 

董事  (註一) 張瑞燊 24,473,836 67.44 

董事 廖豐瑩 188,798 0.52 

董事 陳梅芬 287,035 0.79 

獨立董事 陸焯堅 0 0 

獨立董事 詹俊彥 0  0 

獨立董事 黃文遠 1,050 0 

監察人(註二) 周進德    378,484 1.04 

監察人 吳國顯 0 0 

監察人 蔡志瑋 0 0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為 24,950,719  68.75 

全體監察人持有股數為 378,484 1.04 

(註一)為〝百慕達商王氏港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註二)為〝頂瑞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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