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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四年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報告案，敬請  公鑒。 

說  明：1.本公司一〇四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派案，依本公司修訂後

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條規定配發員工酬勞新台幣11,000,000元及董

監事酬勞新台幣2,500,000元，均以現金發放。 

2.上述酬勞已於一○四年度費用化，其費用帳列金額與董事會擬議

配發金額並無差異，並經一○五年三月十七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五、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本公司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決算表冊案，敬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一○四年度財務報表：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

動表、現金流量表(包含個體及合併)，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黃裕峰、高逸欣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書，併同

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在案，送請監察人審

查完竣。 

2.上述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請參閱附件二及附件四。 

決  議：經主席徴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本公司一○四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一○四年度盈餘分配案，業經本公司一○五年三月十七日

董事會決議通過。 

2.本公司一○四年度稅後淨利為新台幣(以下同)137,950,478 元，提

撥法定盈餘公積 13,795,048 元，加計以前年度未分配盈餘及保留

盈餘調整數後可分配盈餘為 209,556,082 元。擬分配股東現金股

利 115,116,336 元，每股配發 4.0 元。 

3.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除息基準日及其他相關

事宜。 

4.本次盈餘分派於配息基準日前，如因本公司買回公司股份或將庫

藏股轉讓員工、員工執行員工認股權等因素，影響流通在外股份

數量，致使股東配息比率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授權董事會全權

處理。 

5.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五。 

決  議：經主席徴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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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討論及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案，提請 討論。 

說  明：配合一○四年十月十六日證櫃審字第10400293141 號公告條文之修

正，擬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之部分條文，其修正

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決  議：經主席徴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辦理本公司股票申請上櫃案及初次上櫃前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提撥公

開承銷暨原股東放棄優先認股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為公司長遠發展擬於適當時機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申請股票上櫃交易，送件時間及相關事宜擬授權董事長

依相關法令規定全權處理之。另為配合初次上櫃前辦理股票公開

承銷之需要，擬於適當時機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現金增資股

數依送件當時資本額與法令規定辦理。 

2.本次現金增資擬依公司法第 267 條規定，保留 10～15%由本公司

員工認購，員工放棄認購之部份，擬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購，

其餘現金增資發行股份，擬依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1 及相關申請

股票上櫃之法令規定，提請股東會同意，由原有股東放棄認購以

供全數提撥辦理公開承銷，不受公司法第 267 條關於原股東儘先

分認規定之限制。  

3.本次增資發行新股所訂發行股數、發行條件、計畫項目及其他有

關事項，如因法令規定或主管機關核定及基於營運評估或因客觀

環境須予以修正變更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4.本次增資發行之新股，其權利義務與原有股份相同。 

5.本次增資發行新股案提請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擬授權董事會全權

處理本次增資相關事宜。 

決  議：經主席徴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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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選舉第五屆董事及監察人案，提請 選舉。 

說  明：1.本公司第四屆董事及監察人之任期於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屆滿，

擬於本年度股東常會全面改選，原本公司第四屆董事及監察人於新

任董事及監察人選任日解任。 

2.本次選舉依本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規定辦理，並依公

司章程規定選舉董事七席(含獨立董事三席)及監察人三席，新任董

事及監察人均自選任日起接任，任期三年，自民國一○五年六月二

十三日起至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止。 

3.依相關法令及本公司章程規定，獨立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本公司已於民國一○五年五月十三日召開董事會，對獨立董事候選

人資格予以審查，茲將相關資料載明如下：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 

股數 

吳宗豐 交通大學管

理所碩士 

 

洲磊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理 

翔名科技 (股 )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理 

寶虹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0 

許千樹 美國凱斯西儲

大學高分子化

學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副校長 國立交通大學終身

講座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應化

所教授 

0 

鍾惠民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U.S.A. 

經濟學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財務金

融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國立台灣大學財務金
融系兼任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財務

金融研究所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

EMBA 學程主任兼

執行長 

台灣證券交易所  

公司治理委員會委

員 

華南永昌證券公司 

獨立董事 

0 

4.提請 選舉。 

選舉結果： 

職稱 股東戶號/身份證字號 股東戶名或姓名 當選權數 

董事 2 呂椬境 23,905,383 

董事 6 
岩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裕升 
21,725,544 

董事 76 洪志峰 20,712,446 

董事 11 捷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8,918,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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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 R1217XXXXX 吳宗豐 17,123,732 

獨立董事 P1019XXXXX 許千樹 16,032,296 

獨立董事 A1220XXXXX 鍾惠民 14,009,133 

監察人 136 莊志宏 
20,712,446 

監察人 L2209XXXXX 類惠貞 
18,918,089 

監察人 242 陳建廷 
17,123,732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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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行為時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擬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同意解除競業禁止限制之

名單如下： 
職稱 姓名 兼任公司及職務 

董事 洪志峰 

海立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光麗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生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雙子星雲端運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源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巨生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台康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Anchor Semiconductor, Inc.  董事 

Groudhog Technologies, Inc.  董事 

獨立董事 吳宗豐 

翔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理 

寶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久元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薪資報酬委員 

獨立董事 許千樹 

中國化學會 理事 

國立交通大學應化所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 終身講座教授 

獨立董事 鍾惠民 

華南永昌證券公司  獨立董事 

台灣財務金融學會  理事 

台灣證券交易所 公司治理委員會委員 

 
七、其他議案暨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時間：上午 10 時 2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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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泓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 次  原 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四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 ~ 七

人，監察人二~三人，任

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

行為能力之人選任，連

選得連任。本公司公開

發行後，有關全體董監

事合計持股比例，依證

劵主管機關之規定。 

配合證券交易法第十四

條之二規定，若本公司

應設置獨立董事時，或

本公司自願設置獨立董

事時，其獨立董事人數

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

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

一，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由股東會就獨立董

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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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設董事五~七人，監

察人二~三人，任期三年，

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

人選任，連選得連任。本

公司公開發行後，有關全

體董監事合計持股比例，

依證劵主管機關之規定。 

配合證券交易法第十四

條之二規定，若本公司應

設置獨立董事時，或本公

司自願設置獨立董事

時，其獨立董事人數不得

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

事席次五分之一。本公司

董事、獨立董事及監察人

選舉採公司法第一百九

十二條之一之候選人提

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立

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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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104.10.16 櫃買中心證劵商

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劵審查

準則第 3 條第一項增訂第 12

款，規範申請股票上櫃公司之

董事、監察人選舉應採候選人

提名制度，並於章程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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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一條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

盈餘，應先提繳稅款，

彌補已往虧損後，提百

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

積，但法定公積已達實

收資本時，得免繼續提

撥，並依法提列或迴轉

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

盈餘，除提撥董監事酬

勞不高於百分之三，員

工紅利不低於百分之五

外，其餘額連同上年度

累積未分配盈餘作為可

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

具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

會決議分派之。 

前述員工分配股票紅利

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

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 

本公司當年度扣除員工

酬勞及董監酬勞前之本

期稅前淨利如有獲利，應

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五為

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

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

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

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利

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

不高於百分之三為董監

酬勞。員工酬勞及董監酬

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

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

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

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

及董監酬勞。 

1.依 

(1)104年 5月 20日總統華總

一義字第 10400058161 號

令， 

(2)經濟部 104 年 6 月 11 日

經商字第 10402413890 號

函，以及 

(3)104 年 10 月 15 日經商字

第 10402427800 號函修訂。 

2.條文中用詞及順序依公司

法 235 條之 1 作修正。 

3.依經濟部 104.6.11 函令，明

訂提撥數係以稅前利益扣

除累虧後及分配金額前之

餘額計算之。 

4.員工酬勞之決議機關為董

事會，提股東會報告。 

5.依經濟部 104.10.15 函令，

明訂董監事酬勞發放比率

(以上限為之)，由董事會決

議，提股東會報告。 

廿一條之

ㄧ 

 

 

 

 

 

 

 

 

 

 

 

 

本公司正處營業成長

期，為因應整體產業環

境、業務規模拓展之需

求，未來股利發放係考

量公司中長期財務資本

預算規劃，以平衡股利

政策、追求穩健、永續

經營的發展為目標。分

配股東股利時，現金股

利以不低於當年度擬分

配股東紅利總額之 10％

為原則，惟實際分派比

率及種類，得由董事會

視當年度營運狀況及資

金需求規劃，擬具分派

案，提報股東會。 

本公司當年度決算如有

盈餘，依法繳納稅捐，彌

補累積虧損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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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再提

列，其餘再依法令規定提

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

積；如尚有餘額，併同累

積未分配盈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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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 

 

 1.將原第廿一條第一項之「繳 

 納稅款、彌補虧損」移至第

廿一條之ㄧ，增列為第一

項。現行條文第一項則移列

至第二項。 

 2.依 104 年 5 月 20 總統華總 

 一義字第 10400058161 號

令，及經濟部 104 年 6 月

11 日經商字第 0402413890

號函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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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

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三年三月十六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四年五月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五年六月二十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六年八月十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七年六月三十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

○○年六月十七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

○○年十二月二十二

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

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一○

三年六月二十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

○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二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

年三月十六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

年五月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

年六月二十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

年八月十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

年六月三十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

年六月十七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二

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三

年六月二十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

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

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增訂本次修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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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附件【附件二】 

泓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四年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大家好: 

一○四年度泓瀚營業收入達 769,661 仟元，營業淨利 151,332 仟元，稅後淨利

137,950 仟元。在全球整體環境經濟不景氣及激烈變動的一年中，業績與獲利小幅

衰退。但每股盈餘仍維持 4.79 元。 

 單位：仟元，% 

                年度 

項目 
104 年度 % 103 年度 % 

營業收入淨額 769,661 100 779,316 100 

營業毛利   274,571  36   287,164  37 

營業淨利   151,332  20   173,508  22 

稅前淨利   156,094  20   172,320  22 

稅後淨利   137,950  18   146,113  19 

基本每股稅後盈餘(元)      4.79        5.10   

在財務收支及獲利能力分析方面： 

項目 104 年度 103 年度 

財務

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率(%) 39.02 34.10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率(%)   152.81   185.86 

償債

比率 

流動比率(%)   193.09   250.08 

速動比率(%)   160.50   212.63 

 

獲利

能力 

資產報酬率(%)     12.39    15.64 

權益報酬率(%)    19.15    24.24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報酬率(%)    54.23    65.86 

純益率(%)    17.92    18.74 

研究發展與未來展望： 

未來公司將持續紮根噴墨墨水產業，除了既有的環保墨水外，我們新開發的

光固化墨水及水性紡織奈米顏料墨水，目前都持續測試中。另外，我們亦透過強

化供應鏈之模式，降低生產成本，持續擴大競爭力。並積極開發日本原廠代工合

作，提高產品利潤，擴大產品銷售區域深度，泓瀚將持續以技術領先同業，確保

公司長期穩定發展，以擴大市場占有率。 

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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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全球環保意識提升，國際相關環保法規及各國日漸嚴格的化學品管制

法規，環保限制與資訊揭露要求愈來愈嚴格。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大陸

及台灣都先後開始關注；如歐盟的化學物質註冊、評估、授權和管制(REACH)、

電子電機設備中危害物質禁用指令(RoHS)等，均以環境保護為重要訴求，強調綠

色環保的產品設計並規範化學品註冊。本公司一直致力於環保墨水之開發，以符

合全球市場之趨勢。面對國際市場的競爭，我們將持續強化產品競爭力，並開發

出更具新穎性、未來性的環保墨水，以符合歐、美、日大廠的需求，持續維持全

球環保墨水的領先地位。 

未來公司經營及發展策略： 

民國一○五年是泓瀚科技關鍵的一年，新建廠房即將落成並開始營運，新基地

將作為公司永續發展的根據地。我們除了既有產品外，將持續開發新產品，爭取

與國際大廠的合作機會，擴充產能並擴大營運規模，替股東爭取最大的效益。管

理團隊仍將持續努力，保持優異之經營成績，達成更高的獲利來兌現對股東的承

諾。  

最後，要誠摯地感謝努力不懈的員工，我們的客戶，以及各位股東們，對您

們長久以來的不斷支持，謹致上最深的謝忱！  

 

最後敬祝 各位股東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董事長：呂椬境    經理人：呂椬境  會計主管：陳昭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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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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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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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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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六六六六】】】】 

泓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 

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 次  原 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

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

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達章

程所定席次三分之一者，公

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

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

選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

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一

項但書或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

第 10 條第 1 項各款不宜

上櫃規定之具體認定標準」

第 8 款規定者，應於最近一

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

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

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

時會補選之。 

監察人因故解任，致人數不

足公司章程規定者，宜於最

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監

察人全體均解任時，應自事

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

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之選

舉，均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

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

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為

審查董事、監察人候選人之

資格條件、學經歷背景及有

無公司法第三十條所列各

款情事等事項，不得任意增

列其他資格條件之證明文

件，並應將審查結果提供股

東參考，俾選出適任之董

事、監察人。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

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

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達章

程所定席次三分之一者，公

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

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

選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

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一

項但書或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

第 10 條第 1 項各款不宜

上櫃規定之具體認定標準」

第 8 款規定者，應於最近一

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

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

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

時會補選之。 

監察人因故解任，致人數不

足公司章程規定者，宜於最

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監

察人全體均解任時，應自事

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

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配合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證櫃審字第 10400293141 

號公告條文之修正以及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第二十二、四十二

條，強調有關採候選人提

名制選舉董事及監察人之

規定，爰增訂本條第一項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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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

條 

本程序經股東會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本程序訂於民國九十七年

六月三十日。 

第一次修定於民國一○一

年六月二十日。 

第二次修定於民國一○二

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三次修定於民國一○四

年六月二十三日。 

 

本程序經股東會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本程序訂於民國九十七年

六月三十日。 

第一次修定於民國一○一

年六月二十日。 

第二次修定於民國一○二

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三次修定於民國一○四

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四次修定於民國一○四

年十月六日股東臨時會。 

第五次修定於民國一○五

年六月二十三日。 

 

 

增訂本次修正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