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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和興端子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０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民國一一０年七月十五日(星期四) 上午九時 

地    點：本公司研發大樓會議室(彰化縣線西鄉彰濱東三路 13 號) 

出    席：親自出席及代理出席股東合計數為 91,392,663 股（其中以電子

方式行使表決權股數 8,960,261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

155,654,890 股之 58.71%，已達法定開會股數。 

列席人員：董事：鄭克彬、鄭有良、鄭義典、廖本林 

獨立董事：賴瑞華、陳亮光、李義隆 

律師：陳健 

會計師：黃宇廷，共 9 人。 

主    席：鄭克彬                     記 錄：曾玉卿 

開會程序： 

壹、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一、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洽悉。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 109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洽悉。 

三、109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洽悉。 

四、109 年度盈餘分配現金股利情形報告：洽悉。 

五、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情形報告：洽悉。 

六、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案：洽悉。 

肆、承認事項 

一、109 年度決算表冊承認案（董事會提） 

說明：（一）本公司109年度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永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凃清淵及黃宇廷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

核報告，連同營業報告書經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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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9年度營業報告書，詳附件一(本手冊第7-9頁)。 

（三）109 年度各項財務報表，詳附件四(本手冊第 12-29 頁)。 

（四）敬請  承認。 

決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

權數之 98.75%，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 

表決權 

贊成 

（電子投票） 

反對 

（電子投票） 
無效 

棄權/未投票 

（電子投票） 

權數 91,392,663 
90,251,969 

（7,824,576） 

59,383 

（59,383） 
0 

1,081,311 

（1,076,302） 

比例 100.00% 98.75% 0.07% 0.00% 1.18% 

二、109 年度盈餘分配案（董事會提） 

說明：（一）本公司109年度稅後純益新台幣 361,027,033元，依本

公司章程規定，擬具盈餘分配表，詳附件五(本手冊第

30頁)。 

（二）本次盈餘分配，以109年度盈餘先行分配。 

（三）敬請  承認。 

決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

權數之 98.82%，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 

表決權 

贊成 

（電子投票） 

反對 

（電子投票） 
無效 

棄權/未投票 

（電子投票） 

權數 91,392,663 
90,315,889 

（7,888,496） 

63,463 

（63,463） 
0 

1,013,311 

（1,008,302） 

比例 100.00% 98.82% 0.07% 0.00% 1.11% 

伍、討論事項 

一、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董事會提） 

說明：（一）按 107 年 08 月 01 日總統華總一經字第 10700083291

號令修正發布，同年 10 月 26 日行政院院臺經字第

1070037184號令發布定自107年 11月 01日施行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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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 162 條規定，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第 8 條」

部分內容，詳如附件六(本手冊第 31 頁)。 

（二）敬請  公決。 

補充說明：因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0 年 5 月 20 日公告之「因

應疫情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延期召開相關措施」，本公司110

年股東常會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延至 110 年 7 月 15 日召開，

故本案『公司章程』生效日為 110 年 7 月 15 日。 

決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

權數之 98.82%，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 

表決權 

贊成 

（電子投票） 

反對 

（電子投票） 
無效 

棄權/未投票 

（電子投票） 

權數 91,392,663 
90,314,889 

（7,887,496） 

60,463 

（60,463） 
0 

1,017,311 

（1,012,302） 

比例 100.00% 98.82% 0.07% 0.00% 1.11% 

二、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董事會提） 

說明：（一）依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3 日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臺證治理字第 1090009468號及中華民國110年 1

月 28 日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證治理字第

1100001446 號，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

分內容，詳如附件七(本手冊第 32-33 頁)。 

（二）敬請  公決。 

補充說明：因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0 年 5 月 20 日公告之「因

應疫情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延期召開相關措施」，本公司110

年股東常會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延至 110 年 7 月 15 日召開，

故本案『股東會議事規則』生效日為 110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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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

權數之 98.82%，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 

表決權 

贊成 

（電子投票） 

反對 

（電子投票） 
無效 

棄權/未投票 

（電子投票） 

權數 91,392,663 
90,314,889 

（7,887,496） 

60,463 

（60,463） 
0 

1,017,311 

（1,012,302） 

比例 100.00% 98.82% 0.07% 0.00% 1.11% 

陸、選舉事項 

一、選舉本公司第八屆董事案（董事會提） 

說明：（一）本公司董事任期將於 110 年 6 月 11 日屆滿，擬於 110

年股東常會辦理改選。 

（二）依公司章程規定，本次擬選舉董事七人（含獨立董事

三人），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就董

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新任董事自股東常會後即就

任，任期三年，自110年06月10日起至113年06月09日

止，原任董事任期至新任董事就任時止。 

（三）第八屆董事候選人名單，詳如附件八(本手冊第34-35

頁)。 

（四）敬請  選舉。 

補充說明：因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0 年 5 月 20 日公告之「因

應疫情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延期召開相關措施」，董事全面

改選新任董事之任期應以實際改選日起算，故本次全面改選

新任董事任期自民國110年7月15日至113年7月14日止，

任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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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結果： 

第八屆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戶號或身份證號 戶名 得票權數 備註 

2 鄭克彬 98,015,301 董事 

3 鄭有良 94,525,073 董事 

B101****** 廖本林 93,432,326 董事 

N123****** 鄭信彥 88,678,013 董事 

R100****** 賴瑞華 84,023,762 獨立董事 

D100****** 陳亮光 82,913,660 獨立董事 

L120****** 李義隆 81,852,214 獨立董事 

柒、其他議案 

一、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董事會提） 

說明：(一) 依公司法第 209 條第一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

屬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

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 提請股東常會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有關公司法第209

條競業禁止之限制，詳如附件九(本手冊第36頁)。 

(三)敬請  公決。 

決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

權數之 98.66%，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 

表決權 

贊成 

（電子投票） 

反對 

（電子投票） 
無效 

棄權/未投票 

（電子投票） 

權數 91,392,663 
90,172,400 

（7,745,007） 

173,827 

（173,827） 
0 

1,046,436 

（1,041,427） 

比例 100.00% 98.66% 0.19% 0.00% 1.15%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    會：中華民國一一０年七月十五日上午九點三十七分整，主席宣

佈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