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12日上午 9時正 

地點：臺北市敬業四路 168號維多麗亞酒店 1樓大宴會廳 

主席：董事長  張家祝 

列席：郭董事瑜玲、余董事珊蓉、王董事貞海、Lionel de Saint-Exupéry董事、林獨立董事修

葳、杜獨立董事紫軍、戴獨立董事興鉦 

紀錄：劉怡秀       、孫琪       、段陶喻 

出席：出席股東連同委託代表股份及股東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合計：12,281,615,764

股，出席比率為 82.99%（公司發行股份總數為 14,971,097,599 股，扣除不算入已發

行股份總數之股份後為 14,797,626,803 股，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為 14,792,626,803 股，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股份總數為 5,426,996,697股）。 

壹、主席宣布開會：主席報告出席股東（包括親自出席、委託代表出席及以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股份總數達公司法規定，宣布開會。 

貳、開會如儀。 

參、主席致詞：（略） 

肆、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 108年度營業狀況。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本公司 108年度決算報告。 

        (一)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林獨立董事修葳宣讀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二)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林獨立董事修葳報告審計委員會成員與內部稽核主管之溝通

情形： 

    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三條之規範，上市上櫃公司宜建立審

計委員會與內部稽核主管間之溝通管道與機制，並由審計委員會召集人至股東

會報告審計委員會成員與內部稽核主管之溝通情形。本公司 108 年度辦理情形

如下： 

1.內部稽核主管就年度稽核計畫、稽核業務綜合報告、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金融檢查意見及座談會議紀錄等事項提報審計委員會計 9 次與董事會計 12

次。 

2.每年定期邀請獨立董事舉辦內部控制制度缺失檢討座談會計 1 次，並將座談

會紀錄提報審計委員會與董事會。 

    上述資訊請詳參本公司年報及官網有關「公司治理」之辦理情形。 

    三、本公司募集發行 108年度第 1次無擔保普通公司債之辦理情形。 

    四、本公司買回普通股之董事會決議及執行情形。 

為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本公司 109年 3月 18日第 7屆第 13次董事會通過執

行買回本公司普通股案。原預定於 109年 3月 19日至 109年 5月 18日間，執行買

回本公司普通股，然於執行買回期間內，臺股加權指數已自 109 年 3 月 19 日低點

8,681 點，持續彈升至 109 年 5 月 18 日收盤 10,741 點，漲幅達 24%，本公司股價

也自每股 6.9 元，回升到 8.95 元，漲幅達 30%。考量執行期間股價逐漸回穩，基

於維護股東權益以及資金運用效益，故本次買回庫藏股未予執行，謹報請公鑒。 

    五、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修正報告。 

    六、本公司 108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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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發言：股東戶號 1514563 發言就本公司關係企業獎勵員工振興方案表示意見，經主

席偕同經理部門回覆說明。 

              股東戶號 1481001 發言就本公司關係企業獎勵員工振興方案表示意見，經主

席偕同經理部門回覆說明。 

              股東戶號 1205410 發言就本公司關係企業獎勵員工振興方案表示意見，經主

席偕同經理部門回覆說明。 

              股東戶號 1552612 發言就本公司關係企業薪酬制度表示意見，經主席偕同經

理部門回覆說明。 

              股東戶號 1546670 發言就本公司關係企業獎勵員工振興方案表示意見，經主

席偕同經理部門回覆說明。 

              股東戶號 1540274 發言就本公司關係企業獎勵員工振興方案表示意見，經主

席回覆說明。 

伍、承認事項： 

一、案由：本公司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合併財務報表等表冊，謹提請承 

          認。 

說明：本公司 108 年度各項決算表冊：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合併財務報表等表冊

(請參閱報告事項(一))。 

決議：本承認案照案通過。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數 12,286,337,053 股，出席比率為

83.02%，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5,426,996,697 權。本案表決結果，

贊成之表決權數 11,038,134,350 權，贊成比例為 89.87％（其中電子投票贊

成權數 4,188,111,351 權），反對之表決權數 1,841,654 權（其中電子投票反

對權數 1,796,239 權），無效票之表決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之表決權數

1,241,361,049權（其中電子投票棄權數 1,237,089,107權）。 

二、案由：本公司 108年度盈餘分派案，謹提請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 108 年度稅後淨利為新臺幣(以下同) 12,795,689,786 元，加計 108

年度期初未分派盈餘 69,737,162 元，並扣除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121,894,433 元、股份基礎給付調整數 9,670,814 元、處分透過其他綜合

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 112,202,785元、處分分紅保單透過

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轉列特別準備 3,288,227元

及因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調整保留盈餘 995,884 元，另依法提列 10%法定

盈餘公積 1,254,763,764元後計 11,362,611,041元。依證券交易法第 41條

及本公司章程第 33 條之 1 規定，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10,232,858,563 元

後，可分派盈餘為 21,595,469,604 元，擬發放普通股現金股利

8,982,658,559 元(每股分派現金股利 0.6 元)。股東現金股利不足一元之畸

零款部分，由本公司轉列其他收入。 

   (二)本現金股利除息基準日，擬於股東會決議通過本盈餘分派案後，授權董

事長決定。嗣後如因庫藏股交易、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員工認股權

行使等因素，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將依股東會決議擬分配現金股利總

額，按配息基準日本公司實際流通在外股數，授權董事長調整每股配息

率。 

   (三)本公司 108年度盈餘分派表如後附。 

決議：本承認案照案通過。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數 12,286,337,053 股，出席比率為

83.02%，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5,426,996,697 權。本案表決結果，

贊成之表決權數 11,069,808,241 權，贊成比例為 90.13％（其中電子投票贊



 

成權數 4,219,783,242 權），反對之表決權數 1,732,682 權（其中電子投票反

對權數 1,687,267 權），無效票之表決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之表決權數

1,209,796,130權（其中電子投票棄權數 1,205,526,188權）。  

陸、討論事項： 

一、案由：擬修正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謹提請公決。 

    說明：(一)本次修正之主要緣由： 

          參酌 109 年 1 月 9 日經濟部經商字第 10802432410 號函及公司實務運

作，爰擬修正本章程相關條文。 

      (二)本次擬修正之條次及條文內容摘述如次： 

1、配合公司實務運作，酌修部分文字。(修正條文第十三條、第十四條

之一及第二十一條) 

2、參酌金控同業之董事設置情形與配合公司營運需要，擬縮減董事席次

為7人至11人。(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3、參酌109年1月9日經濟部經商字第10802432410號函，酌修法定盈餘公

積提列之相關文字，以臻明確。(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之一) 

4、增列本次修正日期、次數及本章程之實施日期。(修正條文第三十五

條) 

      (三)本案業經本公司 109年 4月 27日第 7屆第 16次董事會決議通過在案。 

      (四)擬修正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暨修正條文說明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如後附。 

股東發言：股東戶號1047939發言就本次股東會舉行地點與股利配發表示意見，

經主席回覆說明。 

決議：本討論案照案通過。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數12,286,337,053股，出席比率為

83.02%，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426,996,697權。本案表決結果，贊

成之表決權數11,064,081,819權，贊成比例為90.08％（其中電子投票贊成權

數4,217,114,313權），反對之表決權數1,916,853權（其中電子投票反對權數

1,914,853權），無效票之表決權數 0權，棄權／未投票之表決權數

1,215,338,381權（其中電子投票棄權數1,207,967,531權）。 

二、案由：擬請同意解除本公司董事（包括法人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謹提請

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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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公司營業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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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按經濟部 101 年 10 月 11 日經商字第 10102435880 號函與 102年 1 月

7 日經商字第 10102446320 號函之釋示，董事兼任經營同類業務之他公

司董事或經理人，而該二公司為百分之百母子關係時，或同一法人百分

之百持有之帄行子公司間或各子公司與孫公司間有董事或經理人兼任

時，在法律上各公司雖為獨立法人格公司，但在經濟意義上則為一體，

彼此之間並無利益衝突可言，於此情形下之董事兼充行為並不構成公司

法第 209條競業行為。故本公司董事如兼任本公司 100%持股子、孫公司

之董事或經理人，並不構成競業行為，無須提出解除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本公司第七屆董事（包括法人及其代表人），或有因兼任其他公司職務

而從事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行為者，業經本公司 108 年股東

常會通過解除其競業禁止限制在案，詳如附件所示。 

(四)因 108 年股東常會後迄今迭有董事代表人改派之情形，本次就新任董事

與部分董事新增提報範圍予以彙整，詳如附件；擬於不違反公司利益之



 

範圍內，提請股東會同意就附件所示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五)本案業經提報本公司 109 年 4 月 27 日第七屆第 16 次董事會決議通過並

提請股東常會討論。 

決議：本討論案照案通過。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數12,286,337,053股，出席比率為

83.02%，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426,996,697權。本案表決結果，贊

成之表決權數10,655,492,529權，贊成比例為86.76％（其中電子投票贊成權

數3,809,012,279權），反對之表決權數3,545,727權（其中電子投票反對權數

3,056,471權），無效票之表決權數 0權，棄權／未投票之表決權數

1,622,298,797權（其中電子投票棄權數1,614,927,947權）。 

柒、臨時動議：無。 

    股東發言：股東戶號1540274發言就本公司誠信經營與內部溝通管道表示意見，經主席

回覆說明。 

              股東戶號1047939發言就公司應與股東交流表示意見，經主席回覆說明。 

捌、散會。 

（本次股東常會紀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旨，會議進行內容及程序以會議影音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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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暨修正條文說明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

或章程另有規定外，以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

席，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

同意為決議。股東每股有一表

決權。 

第十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律

另有規定外，以代表已發行股

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

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為

決議。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

酌修文字。 

第十四條之一  股東會除公司法

另有規定外，以董事長出任主

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

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

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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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

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

互推一人代理之，股東會之會

議依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辦

理。 

第十四條之一  股東會除公司法

另有規定外以董事長出任主

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

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

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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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

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

互推一人代理之，股東會之會

議依本公司議事規則辦理。

酌修文字。 

第十六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人至

十一人組織董事會，由股東會

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依法選任

之。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候選

人提名制度，股東應就董事候

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本公司得於董事任期內，

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

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第十六條  本公司設董事九人至

十五人組織董事會，由股東會

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依法選任

之。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候選

人提名制度，股東應就董事候

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本公司得於董事任期內，

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

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參酌金控同業之董

事設置情形與配合

公司營運需要，擬

縮減董事席次為 7

人至 11 人。 

第二十一條  董事會會議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由董事長召集

之；如有緊急情事，得由董事

長隨時通知召集之。董事會召

集通知，得以書面、傳真或電

子方式為之。 

    董事會決議除法令另有規

定外，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

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為之。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

席，如因故不能出席時，得出

第二十一條  董事會會議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由董事長召集

之；如有緊急情事，得由董事

長隨時通知召集之。董事會召

集通知，得以書面、傳真或電

子方式為之。 

    董事會決議除法律另有規

定外，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

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為之。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

席，如因故不能出席時，得出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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