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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一○七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四、承認事項
五、臨時動議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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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七年股東常會會議議程
時

間：中華民國一○七年六月八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地

點：台中市西屯區市政路 386 號三樓 302 會議室

一、宣布開會(報告出席股數)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案。
(二)本公司一○六年度監察人查核報告書案。
(三)本公司一○六年度員工及董監酬勞分派報告。
(四)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部分條文案。
四、承認事項
(一)本公司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
(二)本公司一○六年度盈餘分配案。
五、臨時動議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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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事 項
一、
本公司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案，報請

公鑒。

說明：本公司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P.6~P.8) 。

二、
本公司一○六年度監察人查核報告書案，報請

公鑒。

說明：本公司一○六年度監察人查核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二(P.9~P.11) 。

三、
本公司一○六年度員工及董監酬勞分派報告，報請

公鑒。

說明：一、依據本公司公司章程第 25 條規定，本公司民國 106 年度稅前利益不
含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前之利益為新台幣 197,004,285
元，配發 106 年度員工酬勞現金新台幣 197,004 元，及董監酬勞新台
幣 0 元，上述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派案經 107 年 3 月 14 日董事會
通過。

四、
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部分條文案，報請

公鑒。

說明：一、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6 年 7 月 28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60027112
號令，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部份條文。
二、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三(P.12~P.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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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認 事 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一○六年度之合併財務報表暨個體財務報表等，業經建智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黃祥穎及廖年傑會計師查核簽證竣事，並出具無保
留之查核報告書在案，連同營業報告書，送請監察人查核完竣，並
出具查核報告在案。
二、營業報告書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P.6~P.8)及附件四
(P.14~30)，敬請 承認。
決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一○六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明：一、 本公司民國 106 年度盈餘分配案業經 107 年 4 月 18 日董事會決議
擬分配現金股利每股新台幣 0.7 元，共計新台幣 103,950,000 元，
本公司擬具一○六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五(P.31)
。
二、 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率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不足一
元之畸零款合計數，由小數點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
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額。
三、本次盈餘分配數額以 106 年度盈餘為優先。
四、 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以致影響流通在外股份數量時，請股東會
授權董事會依本次股東會決議之普通股擬分配盈餘總額，按配息基
準日本公司實際流通在外股份之數量，調整股東配息比率，敬請 承
認。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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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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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附

件

附件一：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106 年度營業結果
(一)106 年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 106 年度營業收入為 1,355,159 仟元，相較於 105 年度營業收入為 1,012,734
仟元，增加 342,425 仟元，增加比例 33.81%，主係本公司 106 年度有「君湛」及「君
臨」完工銷售，「君山」及「雅美」餘屋銷售認列營建收入，其餘建案陸續推案預
售中。106 年度稅後淨利 177,293 仟元，相較於 105 年度稅後淨利 141,506 仟元，
增加 35,787 仟元。(僅列母公司)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年度

106 年度

105 年度

增減金額

增減%

營業收入

1,355,159

1,012,734

342,425

33.81

營業毛利

319,459

271,399

48,060

17.71

稅前淨利(損)

196,807

202,123

(5,316)

(2.63)

本期淨利(損)

177,293

141,506

35,787

25.29

(二)預算執行情形、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本公司無需公開 106 年度財務預測資訊，
故無 106 年度預算執行資料；茲將 106 年度及 105 年度之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比較
分析於下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最近二年度財務分析

項目

106 年度

財務
收支
(仟元)
獲利
能力
(%)

收入淨額

105 年度

1,355,159

1,012,734

毛利

319,459

271,399

稅後淨利(損)

177,293

141,506

資產報酬率

3.63

3.04

股東權益報酬率

7.88

6.54

13.08

13.97

1.19

0.95

純益率
每股盈餘(元)

(三)研究發展狀況：
1.業務面：掌握土地及房屋市場資訊並加以研討分析，及對基地周邊個案進行調
查，以作為產品定位及銷售策略之參考依據，貼近市場需求。
2.設計面：用心聆聽需求，配合推案之特性，審慎規劃設計，打造最佳居住環境。
3.營建面：嚴格控管施工品質，確實掌握施工進度及成本控管，完善設計規劃與建
築分工，構築百年幸福家園。
4.客服面：以負責的態度，誠摯的服務，落實客戶售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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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7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107 年度之經營方針：
公司持續堅持穩健踏實之經營作風，提供最佳建造居住品質，積極擴展營建事業
群，多方延伸營建版圖之觸角，持續深耕建築之專業領域，提供給消費者一個完善且
全方位之購屋服務，公司未來仍將全力衝刺公司營收之規模，力求穩健中帶有衝勁來
追求業績的成長。
並朝向多角化經營，以拓展經營觸角並分散經營風險，本公司將朝向土地及房地
產開發業務，藉由公司之多角化經營後提升本公司營收及獲利能力。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1.預期本年度完工之個案：
(1)位於太平區永成段「迎透天」建案規劃 55 戶住家。地上 4 層透天，工程方面
於 106 年 1 月份開工。採用預售方式進行銷售，持續保持穩定之去化速度，預
計於 107 年 8 月份完工並認列營收。
(2)位於彰化縣員林市溝皂段「原鄰仁」建案規劃 76 戶住家。地下 2 層、地上 11
層，工程方面於 105 年 6 月份開工。採用預售方式進行銷售，預計於 107 年 8
月份完工並認列營收。
(3)位於潭子區華泰段「迎勝」建案規劃 70 戶住家。地下 3 層、地上 15 層，工程
方面於 105 年 7 月份開工。採用預售方式進行銷售，預計於 107 年 10 月份完
工並認列營收。
(4)位於潭子區華泰段「華泰金店」建案規劃 5 戶住家。地上 3 層透天店面，工程
方面於 106 年 10 月份開工。採用預售方式進行銷售，預計於 107 年 10 月份
完工並認列營收。
2.本年度持續進行之興建工程之個案：
(1)位於北屯區崇德段「泰若天成」建案規劃 187 戶住家。地下 4 層、地上 25 層，
工程方面於 104 年 4 月份開工。採用預售方式進行銷售，現場銷售反應良好。
預計於 108 年 6 月份完工並認列營收。
(2)位於大雅區四德段「爾雅」建案規劃 74 戶住家。地下 2 層、地上 14 層，工程
方面於 106 年 11 月份開工。採用預售方式進行銷售，持續保持穩定之去化速
度。預計於 108 年 10 月份完工並認列營收。
3.本年度新推出個案：
(1)預計於 107 年中正式推出大里區日新段「坤悅 JIA」之新建案，該建案規劃地
下 3 層，地上 14 層之 104 戶住家，銷售對象以年輕購屋族群為主要銷售族群，
預計 107 年 7 月開工，採用預售方式進行銷售。
(2)預計 107 年下半年正式推出潭子區華泰段二期之新建案，該建案規劃地下 2
層，地上 14 層之 44 戶住家，預計 107 年下半年度開工，採用預售方式進行銷
售。
(三)產銷政策
1.提升獲利的決定性因素：
(1)切入房地產開發相關產業，建立多元化的行銷通路。
(2)強化品質管理，提昇現有產品品質及服務，建立『使用者優先』的服務導向。
(3)提升自有品牌知名度；加強與客戶間互相交流之社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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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應近年霾害嚴重而使客戶增加對於空汙防治需求，設計規劃建案時，增設相關設
備以提升居住空氣品質，維護住戶健康與生活品質。以加強公司產品與市場上其他
【★】
產品之差異化，持續推出優質建案商品，藉此創造更佳的營運績效。
3.蓄積發展能量與執行重點佈局
(1)深化潛在客戶族群需求產品之掌握度。
(2)提升自有品牌推出合理的產品，積極擴大同業間產品之差異性。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1.以不同之產品導向策略來積極迎接未知的景氣挑戰，配合良好的產品規劃與政府對於房
地產相關政策之實施，採行適宜的行銷策略。未來並將視不動產整體市場狀況與公司財
務資金調配狀況，彈性且積極地持續啟動新建案進場銷售。
2.積極改善財務結構，在財務面將持續朝正常穩健方向努力，並適當地引進外部財務資源
以降低負債比與增加營運資金，以持續健全公司整體財務結構。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106年度國內房地產市場延續受到因政府之前採取抑制房價政策，所採取房地合一稅
制等措施，使得購屋置產投資意願大幅減低影響而呈現價跌量縮的低迷景氣，但因隨著政
府陸續解除調控房市的土建融限制及房貸融資成數，與推出鼓勵青年成家優惠貸款等政策
激勵自住需求增加，再加上未來「軌道經濟」等大型公共設施推行，與鐵路高架化、捷運
綠線建置、柳川整治工程等大台中部分區域的重大建設陸續完成，都再再顯示台中市成長
動能與都市樣貌朝往正向發展。本公司歷年來推案大多分佈於大台中地區，惟近年來雖受
到總體經濟環境不景氣及整體金融環境不穩定加以政府法令限制之影響下，本公司推出之
產品仍能夠獲得消費者青睞，進而締造出歷年度優秀之營運績效，顯示本公司在產品定位
與建案規劃上具有極佳的市場競爭力。
面對未來整體景氣不確定的變化，與消費者對於建案品質要求不斷地提高的情況
下，本公司將持續穩健擴展房地產開發業務之營運、強化經營團隊的專業能力、健全公
司整體財務結構、提升建案良好的售後服務，持續且穩建地使公司營運成長，以創造最
大的企業績效。

董事長：

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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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主管：

附件二：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

坤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告暨個體財務報告議案及盈餘
分配議案等，其中合併財務報告暨個體財務報告業經委託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祥穎、
廖年傑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書。上述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
告暨個體財務報告及盈餘分配議案，經本監察人審查認為尚無不符之情事，爰依證交法第
三十六條及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提出報告。敬請

此

鑒核。

致

本公司一○七年股東常會

坤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悅弘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祁加弘

中

華

民

國

1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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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1

8

日

坤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告暨個體財務報告議案及盈餘
分配議案等，其中合併財務報告暨個體財務報告業經委託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祥穎、
廖年傑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書。上述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
告暨個體財務報告及盈餘分配議案，經本監察人審查認為尚無不符之情事，爰依證交法第
三十六條及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提出報告。敬請

此

鑒核。

致

本公司一○七年股東常會

坤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陳豐榮

中

華

民

國

1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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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1

8

日

坤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告暨個體財務報告議案及盈餘
分配議案等，其中合併財務報告暨個體財務報告業經委託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祥穎、
廖年傑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書。上述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
告暨個體財務報告及盈餘分配議案，經本監察人審查認為尚無不符之情事，爰依證交法第
三十六條及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提出報告。敬請

此

鑒核。

致

本公司一○七年股東常會

坤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楊維如

中

華

民

國

1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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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1

8

日

附件三
坤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原因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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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
修正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控制制
度有效性之考核。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
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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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
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
事會決議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
大事項。
八、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薪資報
酬，由薪資報酬委員會提出建議
後，經董事會討論決定。董事會對
於薪資報酬委員會就董事、監察人
及經理人薪資報酬之建議，得不採
納或予以修正，但應有全體董事
2/3 以上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同意行之，並於決議說明董事會通
過之薪酬有無優於薪酬委員會之建
議。
若董事會通過之薪資優於薪酬委員
會，應就差異情形及原因載明董事
議事錄。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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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九款所稱關係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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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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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
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
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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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
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
事會決議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
大事項。
八、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薪資報
酬，由薪資報酬委員會提出建議
後，經董事會討論決定。董事會對
於薪資報酬委員會就董事、監察人
及經理人薪資報酬之建議，得不採
納或予以修正，但應有全體董事
2/3 以上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同意行之，並於決議說明董事會通
過之薪酬有無優於薪酬委員會之建
議。
若董事會通過之薪資優於薪酬委員
會，應就差異情形及原因載明董事
議事錄。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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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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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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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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獨立董事，應有至少一席獨立董
事親自出席董事會；對於第一項應提董
事會決議事項，應有全體獨立董事出席
董事會，獨立董事如無法親自出席，應
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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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所稱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三
之事項如下：
一、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
定或修訂內部控制制度。
二、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
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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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涉及董事或監察人自身利害關係之
事項。
四、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五、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
證。
六、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
有價證券。
七、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八、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
免。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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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獨立董事，對於證券交易法第十
四條之三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應親自
出席或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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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所稱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三之
事項如下：
一、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
定或修訂內部控制制度。
二、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
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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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涉及董事或監察人自身利害關係之
事項。
四、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五、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
證。
六、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
有價證券。
七、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八、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
免。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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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ҭՉΠӈπբ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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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ڷ৹໒วިҽԖज़ϦљϐӸЬाࣁࡑ୧܊Ӧǵӧࡌ܊ӦϷᔼࡌҔӦǶҗܭౢϐ
ඳதڙѱᕉნϷࡹ۬ࡹӢનቹៜԶε൯ݢǴӵ߈ٰݤ۬ࡹڙзϐᡂǴό
ౢҬܰϷԖуख़ፐิϐቹៜǴ໘ࢤວБևᢀఈރᄊǴӧౢඳᖿ༈ၨόܴਟϐ
ݩΠǴᎍ୧ሽёૈԖΠঅݩރޑǴठౢғӸϐԋҁёૈଯܭృᡂሽॶϐ॥ᓀǴ
ࡺӸຑሽࢂࣁᜢᗖਡ٣ϐ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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Ӣᔈϐਡำׇ
!!!!ҁीৣϐЬाਡำׇхࡴຑӸຑሽीࡹϐӝ܄ǹᔠຎӸౢᎍӸ߄
Ϸӧࡌπำܴಒ߄ǴϩځᡂϯǴ٠ჹᆅ໘ቫϐଷȐӵ҂ٰӚය໔ϐӚਢᎍ୧
ሽȑՉຑǹҭᔠຎڷ৹໒วިҽԖज़ϦљၸѐӸഢܢຳሽཞѨගӈϐྗዴࡋǴ
٠ᆶҁයӈϐӸഢܢຳሽཞѨբКၨǴаຑҁයϐӈБݤϷଷࢂցϢǹᕕ
ှڷ৹໒วިҽԖज़Ϧљϐᆅ໘ቫ܌௦Ҕϐᎍ୧ሽϷයࡕӸѱሽᡂǴ܈ਥᏵ
ৎрڀϐᐱҥຑൔीϐёӣԏߎᚐǴҁीৣᔠຎ࣬ᜢଷϐӝ܄Ǵ٠ຑ
၀᠘ሽৣϐၗϷᐱҥ܄аຑӸృᡂሽॶϐӝ܄ǹҁीৣҭຑڷ৹໒วި
ҽԖज़ϦљჹӸഢܢຳሽཞѨ࣬ᜢၗૻϐඟ៛ࢂցϪǶ
ԏΕᇡӈ
!!!!ԖᜢԏΕᇡӈϐीࡹፎ၁ঁᡏ୍ൔߕຏѤ)ΜѤ*ԏΕᇡӈǶ
ᜢᗖਡ٣ϐᇥܴ
!!!!ᔼԏΕ߯ၗΓϷᆅ໘ቫຑڷ৹໒วިҽԖज़Ϧљ୍୍܈ᕮਏϐЬाࡰ
ǴᔼԏΕᇡӈਔᗺࢂց҅ዴϷࢂځցֹڀ܄Ǵჹܭ୍ൔ߄ϐቹៜჴឦख़εǴӢ
ԜǴԏΕᇡӈࢂࣁᜢᗖਡ٣ϐǶ
Ӣᔈϐਡำׇ
!!!!ҁीৣЬाਡำׇхࡴෳ၂ڷ৹໒วިҽԖज़ϦљᎍϷԏීൻᕉϣڋ
ीϷՉϐԖਏ܄Ǵҭଞჹڷ৹໒วިҽԖज़ϦљϐౢᎍӸ߄ՉܜኬำׇǴᔠຎࢂց
٩ᎍӝऊǵݤзೕۓϷວ፤ᚈБऊۓϐҬܰచҹᇡӈᎍԏΕǹќჹΜεᎍ୧࠼Њ
ᡂՉϩǹᒧ୍ൔ߄ᄒЗВࡕࢤය໔ϐᎍ୧ҬܰኬҁǴਡჹ࣬ᜢᏧǴа
ຑԏΕᇡӈය໔ϐ҅ዴ܄ǴаϷࢂցԖ౦தϐԏΕ౻Ǵ٠ΑှයࡕࢂցԖख़εଏඤ
ǹᕕှڷ৹໒วިҽԖज़Ϧљࡹᆶीྗ߾Ǵаຑ܌௦Ҕࡹϐ܄ǹҁ
ीৣҭԵໆڷ৹໒วިҽԖज़ϦљᔼԏΕᇡӈࡹϐඟ៛Ϸځдඟ៛ၗૻϐ܄
Ƕ
ᆅ໘ቫᆶݯൂՏჹ୍ൔϐೢҺ
!!!!ᆅ໘ቫϐೢҺ߯٩ྣچวՉΓ୍ൔጓ߾ྗڋጓᇙϢ߄ၲϐঁᡏ୍ൔ
ǴЪᆢᆶঁᡏ୍ൔጓᇙԖᜢϐѸाϣڋǴаዴߥঁᡏ୍ൔ҂ӸԖᏤӢܭ
ᆸᄄ܈ᒱᇤϐख़εόჴ߄ၲǶ
!!!!ܭጓᇙঁᡏ୍ൔਔǴᆅ໘ቫϐೢҺҭхࡴຑڷ৹໒วިҽԖज़Ϧљᝩុ
ᔼϐૈΚǵ࣬ᜢ٣ϐඟ៛ǴаϷᝩុᔼी୷ᘵϐ௦ҔǴନߚᆅ໘ቫཀკమᆉڷ
৹໒วިҽԖज़Ϧљ܈ଶЗᔼǴ܈ନమᆉ܈ଶѦձคჴሞёՉϐځдБਢǶ
!!!!ڷ৹໒วިҽԖज़ϦљϐݯൂՏ)֖ᅱჸΓ*ॄԖᅱ࿎୍ൔᏤࢬำϐೢҺǶ
ीৣਡঁᡏ୍ൔϐೢҺ
!!!!ҁीৣਡ୍ൔϐҞޑǴ߯ჹঁᡏ୍ൔᡏࢂցӸԖᏤӢܭᆸᄄ܈ᒱᇤ
ϐख़εόჴ߄ၲڗளӝዴߞǴ٠рڀਡൔǶӝዴߞ߯ଯࡋዴߞǴோ٩ྣϦ
ᇡቩीྗ߾ՉϐਡπբคߥݤѸૈୀрঁᡏ୍ൔӸԖख़εόჴ߄ၲǶόჴ߄
ၲёૈᏤӢܭᆸᄄ܈ᒱᇤǶӵόჴ߄ၲϐঁձߎᚐ༼܈ᕴኧёӝႣයஒቹៜঁᡏ୍
ൔ٬Ҕ܌ޣբϐᔮ،Ǵ߾ᇡࣁڀԖख़ε܄Ƕ
!!!!ҁीৣ٩ྣϦᇡቩीྗ߾ਡਔǴၮҔղᘐ٠ߥϐᚶᅪǶҁ
ीৣҭՉΠӈπբ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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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ᒣᇡ٠ຑঁᡏ୍ൔᏤӢܭᆸᄄ܈ᒱᇤϐख़εόჴ߄ၲ॥ᓀǹჹ܌ຑϐ॥ᓀ
!!ीϷՉϐӢᔈჹǹ٠ڗளىϷϪϐਡᏵаբࣁਡཀـϐ୷ᘵǶӢ
【★】
!!ᆸᄄёૈੋϷӅᒉǵଵǵࡺཀᒪᅅǵόჴᖂܴⷢ܈ຫϣڋǴࡺ҂ୀрᏤӢܭᆸ
!!ᄄϐख़εόჴ߄ၲϐ॥ᓀଯܭᏤӢܭᒱᇤޣǶ
3/ჹᆶਡױᜢϐϣڗڋளѸाϐᕕှǴаीਔݩΠϐਡำׇǴோځ
!!Ҟߚޑჹڷ৹໒วިҽԖज़ϦљϣڋϐԖਏ߄܄ҢཀـǶ
4/ຑᆅ໘ቫ܌௦Ҕϐीࡹϐ܄ǴϷ܌ځբीीᆶ࣬ᜢඟ៛ϐӝ܄Ƕ
5/٩Ᏽڗ܌ளϐਡᏵǴჹᆅ໘ቫ௦Ҕᝩុᔼी୷ᘵϐ܄ǴаϷ٬ڷ৹໒
!!วިҽԖज़ϦљᝩុᔼϐૈΚёૈౢғख़εᅪቾϐ٣ҹ܈ࢂݩցӸԖख़εόዴۓ
!!܄Ǵբр่ፕǶҁीৣऩᇡࣁ၀٣ҹ܈ݩӸԖख़εόዴ܄ۓǴ߾ܭਡൔ
!!ύගᒬঁᡏ୍ൔ٬Ҕݙޣཀঁᡏ୍ൔϐ࣬ᜢඟ៛Ǵܭ܈၀ඟ៛߯ឦό
!!ਔঅ҅ਡཀـǶҁीৣϐ่ፕ߯аᄒԿਡൔВڗ܌ளϐਡᏵࣁ୷ᘵǶோ
!!҂ٰ٣ҹ܈ݩёૈᏤӢڷ৹໒วިҽԖज़ϦљόӆڀԖᝩុᔼϐૈΚǶ
6/ຑঁᡏ୍ൔ)хࡴ࣬ᜢߕຏ*ϐᡏ߄ၲǵ่ᄬϷϣǴаϷঁᡏ୍ൔࢂց
!!Ϣ߄ၲ࣬ᜢҬܰϷ٣ҹǶ
7/ჹڷܭ৹໒วިҽԖज़Ϧљϣಔԋঁᡏϐ୍ၗૻڗளىϷϪϐਡᏵǴаჹ
!!ঁᡏ୍ൔ߄ҢཀـǶҁीৣॄೢਡਢҹϐࡰᏤǵᅱ࿎ϷՉǴ٠ॄೢԋڷ
!!৹໒วިҽԖज़ϦљਡཀـǶ
!!!!ҁीৣᆶݯൂՏྎ೯ϐ٣ҹǴхࡴ܌ೕჄϐਡጄൎϷਔ໔ǴаϷख़εਡว
)хࡴਡၸำύ܌ᒣᇡϐϣڋᡉલѨ*Ƕ
!!!!ҁीৣҭӛݯൂՏගٮҁीৣ܌ᗧឦ٣୍ڙ܌ᐱҥ܄ೕጄϐΓςᒥൻी
ৣၰቺೕጄύԖᜢᐱҥ܄ϐᖂܴǴ٠ᆶݯൂՏྎ೯܌Ԗёૈᇡࣁቹៜीৣ
ᐱҥ܄ϐᜢ߯Ϸځд٣)хࡴ࣬ᜢٛៈࡼ*Ƕ
!!!!ҁीৣᆶݯൂՏྎ೯٣ҹύǴ،ۓჹڷ৹໒วިҽԖज़Ϧљ 217 ԃࡋঁᡏ୍
ൔਡϐᜢᗖਡ٣Ƕҁीৣܭਡൔύ௶ܴ၀٣ǴନߚݤзόϢϦ໒
ඟ៛ۓ٣Ǵ܈ӧཱུـشݩΠǴҁीৣ،ۓόܭਡൔύྎ೯ۓ٣ǴӢё
ӝႣයԜྎ೯܌ౢғϐॄय़ቹៜε܌ܭቚϐϦճǶ
ࡌඵᖄӝीৣ٣୍܌

ύ

!!ी!!ৣ!!Ǻ!!!!౺!!ᑉ!!

!!ी!!ৣ!!Ǻ!!ᄃ!!ԃ!!ണ!!

Չࡹଣߎᑼᅱ࿎ᆅہچයֽ
ਡЎဦߎᆅ)Ϥ*ಃ!1:41255787!ဦ

ߎᑼᅱ࿎ᆅہ
ਡЎဦ)213*ߎᆅቩӷಃ2131166364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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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坤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一○六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106 年度期初累積未分配盈餘

412,639,131

加：本期稅後淨利

177,292,788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17,729,279)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572,202,640

減:股東紅利-現金( 每股分配 0.7 元)
106 年度期末累積盈餘

董事長：

(103,950,000)
468,252,640

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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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主管：

肆、附錄一
坤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坤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一、H701010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二、H701020 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三、H701040 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四、H701050 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業。
五、H701060 新市鎮、新社區開發業。
六、H701070 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代辦業。
七、H701080 都市更新重建業。
八、H701090 都市更新整建維護業。
九、H702010 建築經理業。
十、H703090 不動產買賣業。
十一、H703100 不動產租賃業。
十二、H703110 老人住宅業。
十三、E801010 室內裝璜業。
十四、F211010 建材零售業。
十五、JE01010 租賃業。
十六、I401010 一般廣告服務業。
十七、I503010 景觀、室內設計業。
十八、F111090 建材批發業。
十九、EZ99990 其他工程業。
廿、F401010 國際貿易業。
廿一、I103060 管理顧問業。
廿二、I199990 其他顧問服務業。
廿三、F113990 其他機械器具批發業。
廿四、E605010 電腦設備安裝業。
廿五、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廿六、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廿七、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廿八、F601010 智慧財產權業。
廿九、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三十、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卅一、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卅二、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三條：本公司得視業務上之必要對外轉投資，且得經董事會決議為他公司有限責
任股東，其投資總額得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規定有關轉投資額度之限制，
並得對外提供保證。
第四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中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或分支機構。
第五條：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廿八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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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股

份

第六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參拾億元，分為參億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
元，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第七條：本公司記名股票由股票持有人以背書轉讓，其轉讓非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
稱記載於股票，並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所記載於本公司股東名簿，
不得以其轉讓對抗本公司。
第八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後發行
之。
第八條之一：本公司公開發行之記名式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機構登錄。
第九條：股票之更名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
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
第十條：本公司股務處理作業事務之處理辦法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十一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
六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公司股東會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其相關事宜悉依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
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通知或公告應載明開會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
但對於未滿一仟股股東，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十三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依公司法第一七七條及證券交易法第二
十五條之一規定，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或蓋章委
託代理人代表出席。
股東委託出席者，除依公司法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
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辦理。
第十四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之
情事者，無表決權。
第十五條：股東會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因故缺席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
之，董事長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股東會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
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十六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
席，並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
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
議事錄應與出席股東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之委託書一併保存於公司。
本公司對於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並依公司法第一百八
十三條規定辦理。
第四章

董事及監察人

第十七條：本公司設董事七人，監察人三人，其中獨立董事不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
董事席次五分之一，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連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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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連任。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所持有本公司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悉依證券
交易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之一：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均採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及第 216 條之 1
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董事及監察
人候選人提名之受理方式及公告等相關事宜，悉依公司法、證券交
易法相關法規定辦理。
非獨立與獨立董事應一併選舉，分別依其應選名額，各由所得選票
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當選。
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及選任方式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
同意互選董事長一人並得設副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第十九條：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
辦理。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時，董事會應於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
選之。
第二十條：董事因故不出席董事會時，得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
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委託為限，惟獨立董事
對於依法令規定應親自出席之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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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
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董事會之召集通知得以書面、傳真或
電子郵件等方式為之。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
自出席。監察人得列席董事會議，但無表決權。
第廿一條：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執行本公司職務時，其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
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同業通常之水準議定之。如有
盈餘時，另依第二十五條之規定分配酬勞。
第五章

經

理

人

第廿二條：本公司董事會得因業務運作之需要，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或其他功能性
委員會。
第廿三條：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
理。
第六章 會
計
第廿四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一）營業報告書（二）財
務報告（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等各項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
，請求承認。
第廿五條：本公司當年度如有獲利，應依稅前淨利提撥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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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由董事會決議依稅前淨利提撥不高於 1%為董監酬勞。員工酬勞
及董監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
公司如有以往年度累積虧損，於當年度有獲利須提撥員工酬勞及董監酬
勞前，應先彌補虧損，其餘再依前項比例提撥。
本公司當年度結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歷年累積虧損，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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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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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列，其餘並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
餘額併同以前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
【★】
決議後分派之。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目前及未來之發展計畫、考量投資環境及資金
需求並兼顧股東利益等因素，採剩餘股利政策，依據公司未來之資本預
算規劃，優先保留營運及投資所需之資金後，剩餘之盈餘才以股票股利
或現金股利方式分派，並考量平衡股利以不低於當年度稅後淨利之 10%
分配，但董事會得考量公司實際資金狀況後，擬具盈餘分派議案提請股
東會決議之；分配股東股息紅利時，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為之，其中現
金股利不低於股利總額之 25%。
第七章

附

則

第廿六條：本章程未訂事項悉依照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第廿七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七月一日。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六十五年
六月六日，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六十八年七月廿九日，第三次修訂於民國
七十三年三月三十日，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三年四月廿一日，第五次
修訂於民國七十四年一月三十一日，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
十四日，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五年八月四日，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七十
五年八月二十日，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七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第十次修
訂於民國七十九年八月廿六日，第十一次修訂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十六
日，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年一月二十六日，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八
十年十一月十一日，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廿五日，第十五
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三年二
月十八日，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三年六月二十日，第十八次修訂於
民國八十五年四月一日，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九月廿五日，第
二十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
八年三月二十六日，第二十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五日，第二十
三次修訂於八十九年六月三日，第二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六月十三
日，第二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四日，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
國九十一年八月三十日，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
九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三月十五日，第
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三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第三十五次修訂於民國
一○一年五月十八日，第三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五月十五日，第
三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六月十日，第三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五
年六月三日。
坤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陳丕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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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坤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一、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辦
理。
二、(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
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事項等
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
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
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
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
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 185
條第 1 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1、第 43 條之 6、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
證券處理準則第 56 條之 1 及第 60 條之 2 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
臨時動議提出。
三、(股東會議事手冊之編制及公告）
召開股東會應編製議事手冊。
前項公告之時間、方式、議事手冊應記載之主要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悉依
「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手冊應行記載及遵循事項辦法」辦理。
四、(股東會前提案之處理）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
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
公司法第172條之1第4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受理處
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
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
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
未列入之理由。
五、(委託出席股東會及授權）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
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
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
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
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六、(召開股東會地點及時間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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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
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
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七、(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
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
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
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
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簽到，
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
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監察人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
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八、(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
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之董
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由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
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至少一席監察人親自出席，及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
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錄。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
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九、(股東會開會過程錄音或錄影之存證）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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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
至訴訟終結為止。
十、(股東會出席股數之計算與開會）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
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
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
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
由主席宣布流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
依公司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
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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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174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十一、(議案討論）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
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
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
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
續開會。
會議散會後，除前項之情形外，股東不得另推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
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
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十二、(股東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
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
鐘，惟出席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
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十三、(表決股數之計算、迴避制度）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
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
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
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十四、(議案表決）
本公司股東，每一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179條第2項所列無表
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
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
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
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
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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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
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
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
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
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
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
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
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
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
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十五、(監票、計票與表決票之保存）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
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十六、(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依本公司所訂『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監察人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
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189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十七、(會議記錄及簽署事項）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
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及其結果記
載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十八、(對外公告）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
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
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十九、(會場秩序之維護）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
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
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二十、(休息、續行集會）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
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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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
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182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二十一、 (附則）
本規則未規定事項，除公司法或本公司章程有明訂外，悉依主席裁示辦理。
如股東仍有爭議，應循適法程序處理，不得藉以妨礙或干擾議事程序之進
行。
二十二、 (施行）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二十三、 (制訂與修訂)
本規則訂立於民國86年9月25日、民國104年6月10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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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坤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
第一條 為強化本公司董事會職能，提昇其議事效率與決策能力，以建立良好之公司
治理制度，爰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三第八項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
事辦法規定，訂定本規範，以資遵循。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外，應依本規範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公司應視業務需要，適時召開董事會，但至少應每季定期召開一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召集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有緊急
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第七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除有突發緊急情事或正
當理由外，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董事會之召集通知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為之。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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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便於董事出席且適合董事會召開之地點及時間為之。
第五條 本公司財務處為董事會辦理議事事務單位。
議事單位於定期召開董事會時，應先徵詢本公司各相關單位之業務需要，請
其提供有關議事資料，以便據以擬訂董事會議事內容。
議事單位依第三條第二項前段規定時間寄發召集通知時，應將議事內容及充
分之會議資料一併寄送所有董事及監察人。
董事如認為會議資料不充分，得要求議事事務單位補足；董事如仍認為議事
資料不充足時，得經董事會決議後延期審議之。
第六條 本公司定期性董事會之議事內容，至少包括下列事項：
一、報告事項：
(一) 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二) 重要財務業務報告。
(三) 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四) 其他重要報告事項。
二、討論事項：
(一) 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
(二) 本次會議討論事項。
三、臨時動議。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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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
有效性之考核。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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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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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事
會決議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八、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由薪資報酬委員會提出建議後，經
董事會討論決定。董事會對於薪資報酬委員會就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
薪資報酬之建議，得不採納或予以修正，但應有全體董事 2/3 以上出席，
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行之，並於決議說明董事會通濄之薪酬有無優於
薪酬委員會之建議。
若董事會通過之薪資優於薪酬委員會，應就差異情形及原因載明董事議事
錄。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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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九款所稱關係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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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獨立董事，應有至少一席獨立董事親自出席董事會；對於第一項應
提董事會決議事項，應有全體獨立董事出席董事會，獨立董事如無法親自
出席，應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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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所稱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三之事項如下：
一、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訂內部控制制度。
二、 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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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涉及董事或監察人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四、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五、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六、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七、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八、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第八條 召開董事會時，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董事簽到，並供查考。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如不能親自出席，得依公司章程規定委託其他董事
代理出席；如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時，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
由之授權範圍。
第二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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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董事會應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股東會所得選
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會議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
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
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
未指定代理人者，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十條 為協助董事了解公司現況，以做出適當決議，董事會議事單位，得視議案內
容通知相關部門非擔任董事之經理人列席會議，報告目前公司業務狀況及答
覆董事提問事項，必要時得邀請會計師、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提供專
家意見，以供董事會參考。
第十一條 董事會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數未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
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者，主席得依第三條第二
項規定之程序重行召集。
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第十二條 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之議事程序進行。但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
者，得變更之。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董事提
議，主席應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前條第一項規定。
第十三條 主席對於董事會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
論，提付表決。
董事會議案表決時，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者，視為通過。
董事會議案之表決方式以舉手表決為之。
議案之表決如有設置監票及計票人員之必要者，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
員應具董事或監察人身分。
前二項所稱出席董事全體不包括依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
之董事。
第十四條 董事會議案之決議，除證券交易法、公司法、相關法規及本公司另有規定
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五條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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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陳述意見及答詢，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
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司法第二百零
六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不計入董事出席人數。
董事應自行迴避事項如下：
一、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事項。
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對象與董事或其代表之法人有關者。
三、公司貸與資金與背書保證之對象與董事或其代表之法人有關者。
四、公司從事關係人交易之對象與董事或其代表之法人有關者。
五、公司成立以投資為目的之投資公司與董事或其代表之法人有關者。
其他公司所為之重大事項與董事或其代表之法人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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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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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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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條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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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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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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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通過之薪資報酬優於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一部分，應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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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監察人，並應列入公司重要檔案，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第一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十七條 公司應將董事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存證，並至少保存五年，其保
存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保存期限未屆滿前，發生關於董事會相關議決事項之訴訟時，相關錄
音或錄影存證資料應續予保存至訴訟終結止。
董事會如以視訊會議召開時，其視訊影音資料為議事錄之一部分，應於公
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第十八條 除第七條第一項應提董事會討論事項外，董事會依法令或公司章程規定，
授權董事長行使董事會職權者，其授權內容如下：
一、依本公司核決權限表。
二、依本公司管理規章、制度及辦法規定。
三、轉投資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指派。
第十九條 本規範之訂定應經本公司董事會同意後，並提股東會報告，未來如有修正
得授權董事會決議之。本規範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五日經董事會通過
並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三月
二十六日經董事會通過。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二月二十九日經董事
會通過。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經董事會通過。第四次
修訂於民國一○六年九月十九日經董事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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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坤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持股情形
一、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法定最低應持有股數暨股東名簿記載持有股數明細表
職 稱

法定最低應持有股數

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之持有股數

董 事

8,910,000 股

28,740,014 股

監察人

891,000 股

11,418,394 股

註 1：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1,485,000,000 元，發行股份總額 148,500,000 股。
註 2：停止過戶日：107 年 4 月 10 日。

二、全體董事、監察人持有股數情形如下：
職稱
董事長
董 事

姓名
丕岳投資(股)
代表人 陳丕岳
丕岳投資(股)
代表人 陳世坤

選任

任

日期

期
三
年
三
年
三
年
三
年
三
年
三
年
三
年

106.06.14

停止過戶持有股份
持有股數

持股比率

9,321,673

6.28%

9,321,673

6.28%

11,240,420

7.57%

142,000

0.10%

8,000,000

5.39%

35,921

0.02%

0

0.00%

28,740,014

19.36%

11,298,658

7.61%

119,736

0.08%

0

0.00%

全體監察人合計

11,418,394

7.69%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合計

40,158,408

27.05%

106.06.14

董 事

祁興國

106.06.14

董 事

張居德

106.06.14

董 事

祁悅生

106.06.14

獨立董事

麻高霖

106.06.14

獨立董事

柯俊禎

106.06.14

全體董事合計
監察人

悅弘盛投資(股)
代表人 祁加弘

106.06.14

監察人

陳豐榮

106.06.14

監察人

楊維如

106.06.14

三
年
三
年
三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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