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慶豐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7 年股東常會議事錄 

一、時間：民國 107 年 5 月 24 日（星期四）上午九時 

二、地點：彰化縣福興鄉沿海路四段 373 號 

三、出席股東代表已發行股數：本公司發行股份總數 153,623,342 股，出席股

數 113,560,261 股，佔已發行股份總數 73.92％ 

四、出席董事：許閔琁、許竣然、大慶投資（股）公司代表人：賴瑞華、立邦

興投資（股）公司代表人：陳俊仲、賴俊佑 

五、出席監察人：無 

六、列  席：會計師  呂觀文 

七、主席：許閔琁                              紀錄：葉雅雯 

八、宣布開會：已達法令規定二分之一以上股份出席，主席依法宣布開會 

九、主席致詞：(略) 

十、報告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106 年度營業報告，敬請  公鑒。 

說明：106 年度營業報告，請參閱附件一。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監察人審查 106 年度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公鑒。 

說明：106 年度決算表冊報告，業於 107 年 3 月 28 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並送請監察人查核完竣，請參閱附件二。 

十一、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106 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說明：一、本公司 106 年度營業報告書，業於 107 年 3 月 28 日經董事會決 

議通過，並送請監察人查核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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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公司 106 年度財務報表，業於 107 年 3 月 28 日經董事會決議

通過，經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呂觀文會計師及寇惠植會

計師查核竣事，並送請監察人查核完竣，請參閱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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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40%，本案照案通過。 

項目 贊成/電子投票 反對/電子投票 無效 棄權/未投票

權數 110,234,257/2,744,454 1,664/1,664 0 1,789,916 

比例 98.40 0.00 0 1.59 

註：上述權數含電子投票行使表決權數。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106 年度盈虧撥補案，敬請  承認。 

說明：一、本公司 106 年度財務報表經會計師查核完竣，淨利為新台幣

194,150,343 元。 

 二、本次盈虧撥補案，業經 107 年 3 月 28 日董事會決議，為彌補以

前年度虧損，擬不分配股利。 

慶豐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盈虧撥補表 

 民國一○六年度 
 單位：元

項                     目 金        額 

期初待彌補虧損 (665,884,983) 

加：確定福利計畫再衡量數認列至保留盈餘  (1,695,397) 

調整後待彌補虧損 (667,580,380) 

加：本年度稅後淨利 194,150,343 

    本年度資本公積彌補虧損 272,086,086 

期末待彌補虧損數 (201,343,951) 

   

 董事長：許閔琁        經理人：許竣然        會計主管：楊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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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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40%，本案照案通過。 

項目 贊成/電子投票 反對/電子投票 無效 棄權/未投票

權數 110,234,146/2,744,343 1,774/1,774 0 1,789,917 

比例 98.40 0.00 0 1.59 

註：上述權數含電子投票行使表決權數。 

十二、討論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定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說明：一、本公司為配合法令修正暨實際需要，擬修訂『公司章程』部份

條文。 

二、『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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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40%，本案照案通過。 

項目 贊成/電子投票 反對/電子投票 無效 棄權/未投票

權數 110,234,448/2,744,645 1,473/1,473 0 1,789,916 

比例 98.40 0.00 0 1.59 

註：上述權數含電子投票行使表決權數。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定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案。 

說明 ：一、依據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31 日金管證發

字第 10200531121 號函令，本公司董事會擬自本屆設置「審計

委員會」，故擬將『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中，有關監察人

之規定予以刪除，並更名為『董事選舉辦法』。          

 二、『董事選舉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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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40%，本案照案通過。 

項目 贊成/電子投票 反對/電子投票 無效 棄權/未投票

權數 110,234,163/2,744,360 1,755/1,755 0 1,789,919 

比例 98.40 0.00 0 1.59 

註：上述權數含電子投票行使表決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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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定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說明：一、本公司董事會擬自本屆起設置「審計委員會」，故擬將『股東會

議事規則』中，有關監察人之規定予以刪除；另參照臺灣證券

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 104 年 1 月 28 日臺證治理字第

1040001716 號公告「○○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參考

範例，修訂部分條文。 

二、『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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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40%，本案照案通過。 

項目 贊成/電子投票 反對/電子投票 無效 棄權/未投票

權數 110,234,448/2,744,645 1,472/1,472 0 1,789,917 

比例 98.40 0.00 0 1.59 

註：上述權數含電子投票行使表決權數。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定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案。 

說明：一、因公司擬設置審計委員會以替代監察人，故配合修正「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中部份有關監察人權責之相關條文。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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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40%，本案照案通過。 

項目 贊成/電子投票 反對/電子投票 無效 棄權/未投票

權數 110,234,155/2,744,352 1,765/1,765 0 1,789,917 

比例 98.40 0.00 0 1.59 

註：上述權數含電子投票行使表決權數。 

    第五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定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說明：一、因公司擬設置審計委員會以替代監察人，故配合修正「背書保

證作業程序」中部份有關監察人權責之相關條文。 

二、『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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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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40%，本案照案通過。 

項目 贊成/電子投票 反對/電子投票 無效 棄權/未投票

權數 110,234,180/2,744,377 1,736/1,736 0 1,789,921 

比例 98.40 0.00 0 1.59 

註：上述權數含電子投票行使表決權數。 

    第六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定本公司「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說明：一、因公司擬設置審計委員會以替代監察人，故配合修正「資金貸

與他人作業程序」中部份有關監察人權責之相關條文。 

二、『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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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40%，本案照案通過。 

項目 贊成/電子投票 反對/電子投票 無效 棄權/未投票

權數 110,234,156/2,744,353 1,761/1,761 0 1,789,920 

比例 98.40 0.00 0 1.59 

註：上述權數含電子投票行使表決權數。 

    第七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定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案。 

說明：一、因公司擬設置審計委員會以替代監察人，故配合修正「董事會

議事規則」中部份有關監察人權責之相關條文。 

二、『董事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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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40%，本案照案通過。 

項目 贊成/電子投票 反對/電子投票 無效 棄權/未投票

權數 110,234,194/2,744,391 1,731/1,731 0 1,789,912 

比例 98.40 0.00 0 1.59 

註：上述權數含電子投票行使表決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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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第八屆董事全面改選案 

 說明：一、本公司第七屆董事及監察人之任期原於 107 年 6 月 16 日屆滿，

為配合股東常會召開日期，擬提前改選，新任董事並於當選後

立即就任。 

         二、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本屆董事會設董事 7人(含獨立董事 3人)，

其任期自民國 107 年 5 月 24 日起至 110 年 5 月 23 日止，任期

三年。 

         三、依『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獨立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

度，提名候選人名單，並由全體獨立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並

爰依證券交易法第 14 條之 4規定，將不選任監察人。 

        四、本公司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如下： 

姓名 學歷 主要經歷 
持有
股數

莊曜愷 國立中山大學企業管理所博士 現任：崑山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助理教授 

大仁科技大學醫務管理學系 

專任助理教授、專任講師 

大仁科技大學附設進修院校、進修專校教務組組長

大仁科技大學附設進修院校、進修專校教務組長 

屏東科技大學兼任助理教授 

0 

賴俊佑 國立中正大學法律系學士 

國立成功大學法律研究所刑事

法組碩士 

現任：建華法律事務所律師 

建華法律事務所律師 

國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法務部門律師 

財團法人法律扶助基金會扶助律師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扶助律師 

0 

李俊德 國立政治大學企業管理碩士 行政院開發基金管理委員會 研究員 

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 管理師、科長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 科長、專門委員    

行政院第四組參議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財務融通組組長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綜合規劃處處長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參事 

財團法人汽車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金  副總經理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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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結果： 

     經出席股東投票選舉後，選舉結果由主席當場宣佈，當選董事名單如下： 

被選舉人戶名 戶號 當選權數 

董事 

許閔琁 2160 169,464,601 

許竣然 2159 132,569,663 

新鴻基投資(股)公司-代表人：吳建東 30102 130,829,538 

豪堂投資(股)公司-代表人：賴瑞華 940 119,176,048 

獨立 

董事 

李俊德 - 71,454,863 

莊曜愷 - 70,591,302 

賴俊佑 - 70,586,157 

十四、其他議案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案。 

說明：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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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股東會說明其行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

可。 

  二、擬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新選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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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57%，本案照案通過。 

項目 贊成/電子投票 反對/電子投票 無效 棄權/未投票 

權數 109,306,590/1,816,787 868,787/868,787 0 1,850,460 

比例 97.57 0.77 0 1.65 

註：上述權數含電子投票行使表決權數。 

十五、臨時動議：無。 

十六、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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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慶豐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條文修正對照表 
現行條文 修正條文 說明 

第四條   

本公司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前，應由財務部審

慎評估是否符合公開發行公司資金貸與及背書

保證處理準則(以下簡稱處理準則)及本程序之

規定暨下列各款所列事項，將其評估結果提報董

事會決議後辦理，但為配合時效需要，由董事會

授權董事長在前條限額內先行決行，事後再報經

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一、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合理性。 

二、背書保證對象之徵信及風險評估。 

三、對公司營運風險、財務狀況及股東權益之影響。

四、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評估價值。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

十以上之子公司，依第二條第二項規定為背書

保證前，並應提報本公司董事會決議後始得辦

理。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

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不在此限。 

本公司因業務往來關係從事背書保證，另應評

估背書保證金額與業務往來金額是否相當。所

稱業務往來金額，係指為背書保證時本公司與

該背書保證對象間上年度實際進、銷貨金額或

交易金額。 

本公司辦理背書保證，因業務需要，而有超過

本程序前條所訂額度之必要且符合本程序所訂

條件者，應經董事會同意，並由半數以上之董

事對本公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聯保，並

修訂本程序，報經股東會追認之；如股東會不

同意時，應訂定計劃於一定期限內消除超限部

份。  

第四條   

本公司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前，應由財務部審

慎評估是否符合公開發行公司資金貸與及背書

保證處理準則(以下簡稱處理準則)及本程序之

規定暨下列各款所列事項，將其評估結果提報董

事會決議後辦理，但為配合時效需要，由董事會

授權董事長在前條限額內先行決行，事後再報經

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一、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合理性。 

二、背書保證對象之徵信及風險評估。 

三、對公司營運風險、財務狀況及股東權益之影響。

四、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評估價值。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

十以上之子公司，依第二條第二項規定為背書

保證前，並應提報本公司董事會決議後始得辦

理。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

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不在此限。 

本公司因業務往來關係從事背書保證，另應評

估背書保證金額與業務往來金額是否相當。所

稱業務往來金額，係指為背書保證時本公司與

該背書保證對象間上年度實際進、銷貨金額或

交易金額。 

本公司辦理背書保證，因業務需要，而有超過

本程序前條所訂額度之必要且符合本程序所訂

條件者，應經董事會同意，並由半數以上之董

事對本公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聯保，並

修訂本程序，報經股東會追認之；如股東會不

同意時，應訂定計劃於一定期限內消除超限部

份。  

配合設

置審計

委員會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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