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2 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
地點：福朋喜來登飯店 3 樓東南廳(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631 號 3 樓)
主席：盧董事長正昕
出席：親自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代表股數 1,446,049,459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
者 148,882,285 股)，佔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 1,525,597,614 股之 94.78%。
列席：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梅元貞會計師、惇安法律事務所羅祖芳律師
壹、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份總數）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 101 年度營業狀況，報請 公鑒。
說 明：本公司 101 年度營業狀況(營業報告書詳附件一) 。
(本案洽悉
本案洽悉)
本案洽悉
第二案
案 由：審計委員會審查 101 年度決算表冊，報請 公鑒
說 明：本公司 101 年度決算，業經依法完成並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查核竣事(詳附件二)。
(本案洽悉
本案洽悉)
本案洽悉
第三案
案 由：本公司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以下簡稱 IFRSs)對保留盈餘之影響及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數額，報請 公鑒。
說 明：
一、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2012.4.6 金管證發字第 1010012865 號令辦理。
二、本公司因首次採用 IFRSs 編製財務報告，致 2012 年 1 月 1 日(轉換日)保留盈餘淨
增加 156,420 仟元，累積至 2013 年 1 月 1 日則為淨增加 145,343 仟元。
三、本公司首次採用 IFRSs，無因選擇適用 IFRSs 1 豁免項目而須就權益項下之未實
現重估增值及累計換算調整利益轉入保留盈餘部分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四、本案業經 102 年 4 月 12 日第 7 屆第 37 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本案洽悉
本案洽悉)
本案洽悉
第四案
案 由：本公司修訂董事會議事規則，報請 公鑒。
說 明：
一、為配合「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修正部分條文，本次修訂重點如下：
(一) 第三條增列董事會召集通知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二) 為強化公司治理爰增修第六條規定。
(三) 第八條增列對關係人之捐贈或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應提報董事會。
(四) 第十二條增列董事對董事會議案有利害關係者，應於董事會說明有利害關係之
內容，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
(五) 第十五條增列董事會議事錄應記載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利害關係重要內
1

容等說明。
二、檢附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如下：
萬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修正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條次

內容

條次 內容

3

本公司董事會應於開會七日前以
函件、傳真或其他方法敘明開會
時間、地點、召開事由通知各董
事；但遇緊急事項，得召開臨時
會議。
前項召集之通知，經相對人同意
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董事會之召開，應於本公司所在
地及辦公時間內為之，但為業務
需要，得於其他便利董事出席且
適合董事會召開之地點及時間為
之。

3

本公司董事會應於開會七日前以
函件、傳真或其他方法敘明開會
時間、地點、召開事由通知各董
事；但遇緊急事項，得召開臨時
會議。
董事會之召開，應於本公司所在
地及辦公時間內為之，但為業務
需要，得於其他便利董事出席且
適合董事會召開之地點及時間為
之。

為因應電子科技
之進步，董事會
之召集通知，比
照股東會之召集
通知，經相對人
同意者，得以電
子方式為之。
爰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董事會議
事辦法」第三條
規定，新增第二
項規定。

6

董事會應指派主任秘書兼理議事
事務單位，負責董事會之各項事
務。
董事會時，應備妥相關資料供與
會董事隨時查考。
董事會進行中非擔任董事之相關
部門或子公司之人員應列席，報
告公司業務概況及答覆董事詢問
事項。另亦得邀請本行顧問及其
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及說明。但
討論及表決時應離席。

6

董事會應指派主任秘書兼理議事
事務單位，負責董事會之各項事
務。
董事會時，應備妥相關資料供與
會董事隨時查考。
董事會進行中非擔任董事之相關
部門經理人員應列席，報告公司
業務概況及答覆董事詢問事項。
另亦得邀請本行顧問及其他專業
人士列席，列席人員得陳述意見
但無表決權。

配合「公開發行
公司董事會議事
辦法」第十一條
規定，為強化公
司對子公司業務
之監理及公司治
理，爰將列席人
員由「經理人員」
擴大為「部門或
子公司之人員。」

8

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應提董事會討
論：
一、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
報告。
三、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一
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
度。
四、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
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

8

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應提董事會討
論：
一、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
報告。
三、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一
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
度。
四、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
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

配合「公開發行
公司董事會議事
辦法」第七條規
定增修之。

2

說明

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
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
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
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
之任免。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
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
然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益
性質捐贈，得提下次董事會
追認。
八、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
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
應由股東會決議或提董事會
之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
大事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
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
關係人；所稱對非關係人之重大
捐贈，指每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
累積對同一對象捐贈金額達新臺
幣一億元以上，或達最近年度經
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入
淨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五以上者。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事會
召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年，已提董事會決議通過部分
免再計入。
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
非屬新臺幣十元者，第二項有關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之金額，以
股東權益百分之二點五計算之。
公司設有獨立董事者，對於證券
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三應提董事會
之事項，獨立董事應親自出席，
不得委由非獨立董事代理。獨立
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
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

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
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
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
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
之任免。
七、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
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
應由股東會決議或提董事會
之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
大事項。
公司設有獨立董事者，對於證券
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三應提董事會
之事項，獨立董事應親自出席，
不得委由非獨立董事代理。獨立
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
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
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
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
董事會議事錄。

3

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
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
董事會議事錄。
12

董事應秉持高度自律，對董事會
所列之議案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
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
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
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
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
表決時應予迴避，亦不得代理其
他董事行使表決權；董事間亦應
自律，不得不當相互支援。

12

董事應秉持高度自律，對董事會
所列之議案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
法人有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
利益之虞者，不得加入表決，亦
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決權；
董事間亦應自律，不得不當相互
支援。

為健全公司治
理，促使董事會
了解對公司有利
害衝突事項，並
保障投資人權
益，爰配合「公
司法」第 206 條
增修之。

15

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
議事錄應詳實記載下列事項：
一、會議屆次（或年次）及時間
地點。
二、主席之姓名。
三、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席、
請假及缺席者之姓名與人
數。
四、列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五、紀錄之姓名。
六、報告事項。
七、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議方
法與結果、董事、專家及其
他人員發言摘要、依第十二
條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
姓名、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
說明、其應迴避或不迴避理
由、迴避情形、反對或保留
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及
獨立董事依第八條第五項規
定出具之書面意見。
八、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
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
事、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
要、依第十二條規定涉及利
害關係之董事姓名、利害關
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其應迴
避或不迴避理由、迴避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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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
議事錄應詳實記載下列事項：
一、會議屆次（或年次）及時間
地點。
二、主席之姓名。
三、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席、
請假及缺席者之姓名與人
數。
四、列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五、紀錄之姓名。
六、報告事項。
七、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議方
法與結果、董事、專家及其
他人員發言摘要、反對或保
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暨獨立董事依第八條第二項
規定出具之書面意見。

配合「公開發行
公司董事會議事
辦法」第十七條
增修第七項。

八、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
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
事、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
要、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
錄或書面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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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
或書面聲明。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之議決事項，如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除應於議事錄載明
外，並應於董事會之日起二日內
於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辦理公告申報：
一、獨立董事有反對或保留意見
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二、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司，未
經審計委員會通過之事項，
如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一部
分，應永久保存。
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員
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內分
送各董事，並應列入公司重要檔
案，於公司存續期間永久妥善保
存。
第一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
以電子方式為之。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之議決事項，如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除應於議事錄載明
外，並應於董事會之日起二日內
於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辦理公告申報：
一、獨立董事有反對或保留意見
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二、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司，未
經審計委員會通過之事項，
如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一部
分，應永久保存。
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員
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內分
送各董事，並應列入公司重要檔
案，於公司存續期間永久妥善保
存。
第一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
以電子方式為之。

三、本案業經 102 年 4 月 12 日第 7 屆第 37 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本案洽悉
本案洽悉)
本案洽悉
第五案
案 由：本公司修訂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報請 公鑒。
說 明：
一、依據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第九條第三項之意旨，並考量各契約類型及實務
運作，爰酌修文字。
二、檢附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如下：
萬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修正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條次

內容

條次

內容

20

(契約明訂誠信經營)
本公司與他人簽訂契約時，應
充分瞭解對方之誠信經營狀
況，並將遵守誠信經營納入契

20

(契約明訂誠信經營)
本公司與他人簽訂契約時，應充
分瞭解對方之誠信經營狀況，並
將遵守誠信經營納入契約條

說明

5

依上市上櫃公
司誠信經營守
則第九條第三
項之意旨，並考

約條款，宜於契約中至少明訂
下列事項：
一、任何一方知悉有人員違反
禁止佣金、回扣或其他利
益之契約條款時，應立即
據實將此等人員之身分、
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
之方式、金額或其他利益
告知他方，並提供相關證
據且配合他方調查。一方
如因此而受有損害時，得
向他方請求損害賠償或懲
罰性違約金，並得自應給
付之契約價款中如數扣
除。
二、任何一方於商業活動如涉
有不誠信行為之情事，他
方得隨時無條件終止或解
除契約。
三、訂定明確且合理之付款內
容，包括付款地點、方式、
需符合之相關稅務法規
等。

款，於契約中至少應明訂下列事 量各契約類型
項：
及實務運作，爰
一、任何一方知悉有人員違反禁 酌修文字。
止佣金、回扣或其他利益之
契約條款時，應立即據實將
此等人員之身分、提供、承
諾、要求或收受之方式、金
額或其他利益告知他方，並
提供相關證據且配合他方
調查。一方如因此而受有損
害時，得向他方請求損害賠
償或懲罰性違約金，並得自
應給付之契約價款中如數
扣除。
二、任何一方於商業活動如涉有
不誠信行為之情事，他方得
隨時無條件終止或解除契
約。
三、訂定明確且合理之付款內
容，包括付款地點、方式、
需符合之相關稅務法規等。

三、本案業經 102 年 4 月 12 日第 7 屆第 37 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本案洽悉)
(本案洽悉
本案洽悉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 由：本公司 101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敬請 承認。
說 明：本公司 101 年度上述表冊（財務報表詳附件三、虧損撥補表詳附件四），經提報
本公司 102 年 2 月 26 日第 7 屆第 36 次董事會及 102 年 4 月 12 日第 7 屆第 37 次
董事會議通過，並送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出具審查報告在案。
決 議：
本案經
，依據公司法第
本案經提付表決(扣除荷蘭商
提付表決 扣除荷蘭商 S.A.C. PEI Taiwan Holdings B.V.，
依據公司法第 197 條之 1
第二項規定
第二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
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數
股數)，
，
贊成
1,284,000,99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數
146,391,547 權)，
，反對 9,01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9,010 權)，
，贊成權數佔可表
決出席總權數 1,305,876,600 權之 98.32%，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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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 由：本公司 101 年度虧損撥補，敬請 承認。
說 明：
一、依據公司法第 228 條及本公司章程第 20 條、第 34 條規定辦理。並經 102 年 4 月
12 日第 2 屆第 38 次審計委員會及 102 年 4 月 12 日第 7 屆第 37 次董事會決議通
過。
二、本公司 2012 年度待彌補累積虧損如下：
期初待彌補累積虧損
16,933,532,897.65 元
減：減資彌補虧損
13,281,203,320.00 元
減：本年度稅後淨利彌補虧損
2,893,060,204.94 元
減：以股本溢價資本公積彌補虧損
618,219,881.71 元
期末待彌補累積虧損
141,049,491.00 元
決 議：
本案經
，依據公司法第 197 條之 1
本案經提付表決(扣除荷蘭商
提付表決 扣除荷蘭商 S.A.C. PEI Taiwan Holdings B.V.，
第二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數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第二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數)，
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數 ，贊成 1,284,000,91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46,391,468 權)，
，反對 9,089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9,089 權)，
，贊成權數佔可表
決出席總權數 1,305,876,600 權之 98.32%，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伍、討論及選舉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敬請
說 明：
ㄧ、本次修訂重點:

提案單位：董事會
核議。

(一)依據公司法第 228 條規定修正，爰修訂第 33 條。
(二)為考量本行長期財務規劃、提高自有資本適足率，及考量股東對現金流入之需
求，爰修訂第 35 條股利發放政策，以因應本行未來財務規劃。
二、檢附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如下。
萬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條次 內容

條次

33

本銀行會計及營業年度於每年一
33
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每年度分上、下兩期辦理結
算，以六月三十日為上期結算日，
以十二月三十一日為下期結算
日，年度終了時，並應辦理年度決
算。

內容

說明

本銀行會計及營業年度於每年一
依據公司法第
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28 條規定修
止。每年度分上、下兩期辦理結
訂。
算，以六月三十日為上期結算日，
以十二月三十一日為下期結算
日，年度終了時，並應辦理年度決
算。
7

35

本銀行為長期財務規劃、提高自有 35
資本適足率，及考量股東對現金流
入之需求，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於
依法完納一切稅捐營利事業所得
稅後，應先彌補以往年度虧損，如
尚有餘額應先依法提撥百分之三
十法定盈餘公積及就當年度發生
之其他股東權益減項淨金額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並於加計前一年度
累積未分配盈餘後，提撥百分之八
十分配股東股息，於下列百分比之
內分派之：其餘百分之二十按下列
百分比分派之：
一、股東股利百分之九十六至百分
之百。
二、員工紅利：Ο 至百分之三。
三、董事酬勞：Ο 至百分之一。
分配股東之股利中，現金股利不
得低於股利總數之百分之十，但
現金股利每股若低於 Ο．一元則不
予發放，改以股票股利發放。如
有前一年度累積或當年度發生但
當年度稅後盈餘不足提列之股東
權益減項，應自前一年度累積未
分配盈餘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
餘公積不得分派。
前項盈餘分配，股東會得視未來
業務需要及獲利情形，保留全部
或部份盈餘不予分配。
現金盈餘分配，最高不得超過本
銀行實收資本總額之百分之十
五。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
本總額時，不在此限。

38

本章程訂定於中華民國七十年九
38
月一日，第一次修正於七十九年九
月二十二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
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三次修正
於民國八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第
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五月二
十七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
年五月二十一日，第六次修正於民

本銀行為長期財務規劃、提高自有
資本適足率，及考量股東對現金流
入之需求，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於
依法完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後，應先
彌補以往年度虧損，如尚有餘額應
先提撥百分之三十法定盈餘公積
及就當年度發生之股東權益減項
金額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並於加計
前一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後，提撥
百分之八十分配股東股息，其餘百
分之二十按下列百分比分派之：
一、 股東紅利百分之八十。
二、 員工紅利百分之十五。
三、 董事酬勞百分之五。
分配股東之股利中，現金股利不得
低於股利總數之百分之十，但現金
股利每股若低於 Ο．一元則不予發
放，改以股票股利發放。如有前一
年度累積或當年度發生但當年度
稅後盈餘不足提列之股東權益減
項，應自前一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
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不
得分派。
前項盈餘分配，股東會得視未來業
務需要及獲利情形，保留全部或部
份盈餘不予分配。
現金盈餘分配，最高不得超過本銀
行實收資本總額之百分之十五。但
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總額
時，不在此限。

為考量本行長期
財務規劃、提高自
有資本適足率，及
考量股東對現金
流入之需求，爰修
訂股利發放政
策，以因應本行未
來財務規劃。

本章程訂定於中華民國七十年九
增列修訂日期。
月一日，第一次修正於七十九年九
月二十二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
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三次修正
於民國八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第
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五月二
十七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
年五月二十一日，第六次修正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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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八十六年四月三日，第七次修正
於民國八十七年三月二十日，第八
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二十
二日，第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
五月十八日，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年五月二十八日，第十一次修正
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九日，第十二
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六
日，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
六月十一日，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
九十四年六月十日，第十五次修正
於民國九十五年四月十九日，第十
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五月三
十日，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
年十月二十九日，第十八次修正於
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五日，第十九
次修正於九十七年三月四日，第二
十次修正於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三
日，第二十一次修正於九十八年六
月十九日，第二十二次修正於九十
九年六月十八日，第二十三次修正
於一百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二十四
次修正於一百零一年六月二十二
日，第二十五次修正於一百零二年
六月二十一日自呈奉主管機關核
准之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八十六年四月三日，第七次修正
於民國八十七年三月二十日，第八
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二十
二日，第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
五月十八日，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年五月二十八日，第十一次修正
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九日，第十二
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六
日，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
六月十一日，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
九十四年六月十日，第十五次修正
於民國九十五年四月十九日，第十
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五月三
十日，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
年十月二十九日，第十八次修正於
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五日，第十九
次修正於九十七年三月四日，第二
十次修正於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三
日，第二十一次修正於九十八年六
月十九日，第二十二次修正於九十
九年六月十八日，第二十三次修正
於一百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二十四
次修正於一百零一年六月二十二
日自呈奉主管機關核准之日施
行，修正時亦同。

三、 本案業經 102 年 4 月 12 日第 7 屆 37 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議事經過：
議事經過：
股東戶號 74315 就本案提出修正案:
就本案提出修正案
本股東建議
修正為 0.01%~3%。
。
本股東建議修正第 35 條員工紅利分派比例由
條員工紅利分派比例由原本 0%~3%修正為
現場股東
現場股東附議
股東附議。
附議。
主席:就討論及選舉事項第
主席 就討論及選舉事項第一
就討論及選舉事項第一案的修正案進行表決。
案的修正案進行表決。
修正案表決結果
修正案表決結果：
結果：
本案經
，依據公司法第 197 條之 1
本案經提付表決(扣除荷蘭商
提付表決 扣除荷蘭商 S.A.C. PEI Taiwan Holdings B.V.，
第二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數
註：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
第二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數)，
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數 ，贊成 1,070,803,083 權(註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
行使表決權者，
於修正案均
於修正案均視為棄權
視為棄權)，
棄權 ，反對 0 權，贊成權數佔可表決出席總權數 1,305,876,600 權之
82.00%，
，本案照修正
本案照修正案表決通過
修正案表決通過。
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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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敬請 核議。
說 明：
一、參考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之範例，
爰修訂本行股東會議事規則第五條。
二、檢附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如下:
萬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條次 內容
5

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
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
過程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
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
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

原條文
條次
內容
5

說明

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 參 考 證 交 所
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 「 ○○ 股 份
有限公司股
東會議事規
則」範例修
訂之。
.

三、本案業經 102 年 4 月 12 日第 7 屆 37 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決 議：
本案經
，依據公司法第 197 條之 1
本案經提付表決(扣除荷蘭商
提付表決 扣除荷蘭商 S.A.C. PEI Taiwan Holdings B.V.，
第二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數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第二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數)，
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數 ，贊成 1,284,306,20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46,391,502 權)，
，反對 9,05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9,055 權)，
，贊成權數佔可表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決出席總權數 1,305,876,600 權之 98.35%，

第三案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 由：選任本公司第八屆董事。
說 明：
一、擬依本行公司章程第十七條規定，以候選人提名制提名本行第八屆董事十三人(其
中獨立董事三人)，並自當選日起算任期三年。
二、依公司法第 192-1 條規定，本行業經 102 年 5 月 10 日第 7 屆第 38 次董事會審查
董事候選人資格(含獨立董事)，並於 102 年 5 月 10 日公告董事候選人(含獨立董
事)在案，董事與獨立董事一併選舉，分別計票，分別當選。
三、本次應選董事十席，獨立董事三席，共計十三席，依 99 年 10 月 19 日修正之「銀
行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兼職限制及應遵行事項準則」、100 年 1 月 20 日修正之
「信託業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暨經營與管理人員應具備信託專門學識或經驗準
則」及 100 年 8 月 4 日修正之「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規定辦理。
四、本次董事提名由本行提名委員會提名十二席(含獨立董事三席)，另由本行持股 1%
以上股東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提名一席，共計十三席（含獨立董事三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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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附被提名董事相關資料如下。
被提
名人
編號

1

2

3

4

被提
名職
稱

被提名人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本行
股數

荷蘭商
S.A.C.
PEI
Taiwan
董事
Holdings
II B.V.
代表人：
盧正昕
荷蘭商
S.A.C.
PEI
Taiwan
董事 Holdings
II B.V.
代表人：
Peter
Berger
荷蘭商
S.A.C.
PEI
Taiwan
Holdings
董事
II B.V.
代表人：
Jeffrey M.
Hendren

美國印第安那州立大 永豐金融控股公司總
學企管碩士、名譽博 經理兼執行長、
士
永豐銀行董事長

本行董事長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 美國紐約 RHJ 國際公
學院企管碩士
司董事會特別資深顧
問、美國紐約
Ripplewood 控股公司
董事會執行董事、SAC
私募資金集團公司執
行董事

Siris Capital 執行 1,000
董事及共同創辦
人、荷蘭商 S.A.C.
PEI Taiwan
Holdings B.V.董
事、本行董事

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 高盛銀行併購部門、美 Siris Capital 執行
企管
國紐約 RHJ 國際公司 董事及共同創辦
董事會執行董事、美國 人、
碩士
紐約 Ripplewood 控股 本行董事
公司董事會執行董事、
SAC 私募資金集團公
司執行董事兼合夥創
辦人

1,000

荷蘭商
S.A.C.
PEI
Taiwan
董事
Holdings
II B.V.
代表人：
吳素秋

美國雪城大學企管碩 萬泰銀行財務長兼金
Siris Capital 財務
士
融交易處資深副總經
專家、本行董事
理、國泰世華銀行副財
務長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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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5

6

7

8

9

荷蘭商
S.A.C.
PEI
Taiwan
董事
Holdings
II B.V.
代表人：
張立荃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美國芝加哥大學企管 永豐金融控股公司副
本行董事兼總經
碩士
總經理、發言人及公共 理
事務處處長

1,000

美國史丹佛大學商學
院碩士及食品研究院
碩士、美國哈佛大學
學士

0

澳洲墨爾本
National
David M.
Financial
Solutions Pty 董
Fite
事及董事長、
本行董事
Royden
美國喬治城大學企管 SAC 私募資金集團公 Siris Capital 特別
Kuikahi
碩士、
司特別顧問、Managing 顧問、本行董事
Nakamura 美國芝加哥大學學士 Member of Electronic
Trading Group
荷蘭商奇 Fontainebleau
GE Capital Asia
異資融亞 INSEAD M.B.A、鹿
Pacific 營運長、
洲投資控 特丹 Erasmus
本行董事
股公司
University
代表人：
Bernard
van
Bunnik
GE Capital Asia
荷蘭商奇 Delhi University 法
異資融亞 學士及商學士
Pacific 風控長、
洲投資控
本行董事
股公司
代表人：
Bhupesh
Gupta
Euclid Capital Partners
執行合夥人、
日本新生銀行資深執
行主管及財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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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589,959

343,589,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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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開發
工業銀行
董事 股份有限
公司
代表人：
王幼章

獨立
董事

王文宇

哈佛大學商學院
AMP(Advanced
Management
Program)、美國佛羅
里達大學和紐約大學
國際經濟學碩士

新聞集團媒體傳播及
百事集團消費產品市
場主管、花旗集團亞太
區董事總經理，商業銀
行負責人、上海浦東發
展銀行行長室特別顧
問及花旗銀行駐浦發
總代表

美國史丹佛大學法學
博士、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
學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
學士與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
院教授、夏威夷大學、
香港大學、新加坡大學
訪問教授、期交所監察
人、合庫董事、公平會
委員

國立台灣大學商學
系、
中華民國會計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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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
董事

獨立
董事

林賢郎

林修葳

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
所總裁、中華民國會計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
事長、台北市會計師公
會理事長、會計師懲戒
委員會委員、財團法人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常務董事
美國史丹佛大學商業 華僑銀行董事、國家安
博士、美國紐約大學 定基金委員會委員、退
企管碩士、國立台灣 輔基金委員會委員
大學商學系

中華開發工業銀
行企業金融事業
群執行長、中華
開發管理顧問公
司董事長、中華
開發中國租賃公
司董事長、大華
證券董事、中華
開發資本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董
事、中華開發資
本國際(香港)有
限公司董事
國立台灣大學法
律學院教授、創
意電子股份有限
公司獨立董事、
統一超商(股)公
司獨立董事、本
行獨立董事
新亞電器股份有
限公司重整監督
人、勝一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獨立
董事、奇美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獨立董事、本
行獨立董事
國立台灣大學國
際企業學系教
授、開曼晨星半
導體股份有限公
司獨立董事、本
行獨立董事

選舉結果：
職 稱
董 事
董 事

姓

名

荷蘭商 S.A.C. PEI Taiwan Holdings II B.V.
代表人：盧正昕
荷蘭商 S.A.C. PEI Taiwan Holdings II B.V.
代表人：Peter Be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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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權數
2,861,651,334 權
1,789,438,429 權

103,230,712

0

0

0

董 事
董 事
董 事
董 事
董 事

荷蘭商 S.A.C. PEI Taiwan Holdings II B.V.
代表人：Jeffrey Hendren
荷蘭商 S.A.C. PEI Taiwan Holdings II B.V.
代表人：張立荃
荷蘭商 S.A.C. PEI Taiwan Holdings II B.V.
代表人：吳素秋
荷蘭商奇異資融亞洲投資控股公司
代表人：Bernard van Bunnik
荷蘭商奇異資融亞洲投資控股公司
代表人：Bhupesh Gupta

1,376,908,609 權
1,058,687,313 權
1,058,670,166 權
1,200,079,377 權
1,058,382,410 權

董 事

David M. Fite

1,058,670,166 權

董 事

Royden Kuikahi Nakamura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幼章

1,058,670,439 權

董 事

1,352,226,596 權

獨 立 董 事

王文宇

782,246,324 權

獨 立 董 事

林賢郎

782,276,497 權

獨 立 董 事

林修葳

782,292,736 權

第四案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 由：解除本公司第八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敬請 核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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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公司經營策略及實際業務發展需要，爰依法擬提請股東會同意法人董事中
華開發工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王幼章可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
圍內之行為，不受公司法第 209 條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檢附解除董事競業禁止名單如下：
職 稱
法人董事
代表人

姓 名
王幼章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職務情形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資深副總經理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企業金融事業群執行長
中華開發管理顧問公司董事長
中華開發中國租賃公司董事長
中華開發金控集團 大華證券 董事
中華開發金控子公司 中華開發資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中華開發金控子公司 中華開發資本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

四、 本案業經 102 年 5 月 10 日第 7 屆 38 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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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經過：
議事經過：
股東戶號 74315 就本案提出修正案:
就本案提出修正案
本股東建議修正
本股東建議修正如下
議修正如下:
如下
(1)說明二
(1)說明二增加
說明二增加 2 字：為配合公司經營策略及實際業務發展需要，
為配合公司經營策略及實際業務發展需要，爰依法擬提請股東會同意
法人董事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及其』代表人王幼章可為
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不受公司法第 209 條競業
禁止之限制。
禁止之限制。
(2)說明
(2)說明三
說明三修正解除董事競業禁止名單如下
修正解除董事競業禁止名單如下：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名單如下：
職 稱
法人董事
代表人

姓 名
王幼章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職務情形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副總經理
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副總經理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企業金融事業群執行長兼任商人金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企業金融事業群執行長兼任商人金融部部門主管
兼任商人金融部部門主管
中華開發管理顧問股份有限
中華開發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華開發國際
中華開發國際租賃有限
租賃有限公司董事長
有限公司董事長
大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該公司與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該公司與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102
年 6 月 22 日合併後消滅)
日合併後消滅
CDIB Capital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董事
董事
CDIB Capital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Corporation Ltd.董事

法人董事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現場股東附議
現場股東附議。
股東附議。
主席:
主席 就討論及選舉事項第四案的修正案進行表決。
就討論及選舉事項第四案的修正案進行表決。
修正案表決結果
修正案表決結果：
結果：
本案經提付表決(扣除荷蘭商
，依據公司法第 197 條之 1
本案經提付表決 扣除荷蘭商 S.A.C. PEI Taiwan Holdings B.V.，
第二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數
註：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
第二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數)，
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數 ，贊成 1,049,283,882 權(註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
行使表決權者，
已扣除
於修正案均
於修正案均視為棄權)，
視為棄權 ，反對 0 權，贊成權數佔可表決出席總權數 1,202,645,888 權(已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利益迴避權數合計 103,230,712 權)之
之 87.25%，
，本案照修正
案表決通過。
案表決通過。
陸、臨時動議：
第一案
主席：股東戶號 96879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來函請本行就下列事項
提出具體說明：
就 貴公司 101 年股東臨時會減資議案，請依本中心 101 年 10 月 11 日(101)證保法
字第 1011002284 號函所載，本年度(102 年)股東常會中，詳實說明 101 年減資決一
申報主管機關之結果，如有退件、撤銷或其他特殊情形者，請說明原因；另如已辦
理減資，亦請說明迄今之健全營運計畫書辦理情形及執行成效，並載明議事錄。
主席：請財務主管回答投保中心之提問。
財務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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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行 2012 年股東臨時會決議之減資案，已於 2012 年 12 月 14 日獲行政院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發字第 1010056164 號函核准，本行並於同年 12 月 28 日
完成減資，減資金額為 132.81 億元，減資後之實收資本額為 152.56 億元，減資
比率 46.54%。
二、本行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如下：
(一)業務發展概況
(1) 2012 年底資產總額約新台幣(以下同)1,544 億元，較 2011 年底 1,400 億元，增
加 144 億元，成長 10.3%。其中，放款總額 865 億元，較 2011 年底 825 億元，
增加約 40 億元，成長 4.8%。
(2) 2013 年截至 5 月底止，本行資產總額約 1,626 億元，較 2012 年底增加 82 億元，
成長 5.3%。其中，放款總額為 948 億元，較 2012 年底增加 83 億元，成長幅
度約 9.6%。
(3) 2012 年底逾放比率為 0.78%，2013 年 5 月底逾放比率為 0.63%，資產品質持
續改善。
(二)獲利概況
(1) 2012 年轉虧為盈，稅後淨利約 28.93 億元，較 2011 年稅後虧損 2.61 億元大幅
改善，資產報酬率及業主權益報酬率分別達 1.97%及 20.90%。
(2) 2013 年截至 5 月底止，自結稅後淨利約 9.7 億元，年化後資產報酬率及業主
權 益報酬率分別約 1.47%及 14.67%。
(三)資本適足率
(1) 2012 年 12 月底為 14.78%，高於同業平均水準 12.57 %。(以 BASEL II 計算)
(2) 2013 年 4 月底為 12.49%。(以 BASEL III 計算)
(四)信用評等
(1)中華信用評等公司：2013 年 5 月 15 日提升本行長短期信用評等及展望分別為
「twBBB／twA-3／穩定」。
(2)惠譽國際信用評等公司：2012 年 11 月 19 日給予本行長短期信用評等及展望
分別為「BBB(twn)／F3(twn)／穩定」。

柒、散 會：同日上午 10 時 17 分，主席宣佈散會。
主席宣佈散會。
主席：董事長：盧正昕
附件一 營業報告書
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附件三 財務報表
附件四 虧損撥補表

記錄：莊佳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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