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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開會程序

普生股份有限公司

一 O七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數）

二、主席就位

三、主席致開會詞

四、報告事項

五、承認事項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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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議程

普生股份有限公司

一 O七年股東常會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一 O七年六月廿七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地點：新竹縣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創新一路六號(本公司會議室)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開會詞

三、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一 O六年度營業報告。

（二）本公司監察人查核一 O六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三）本公司累積虧損達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以上報告。

（四）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報告。

四、承認事項：

（一）一 O六年度決算表冊案。

（二）一 O六年度虧損撥補案。

五、臨時動議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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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告事項

第一案：本公司一 O六年度營業報告，報請公鑒。

說 明：一 O六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5頁至第 6頁附件一。

第二案：本公司監察人查核一 O六年度決算表冊報告，報請公鑒。

說 明：監察人審查報告書，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7頁附件二。

第三案：本公司累積虧損達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以上，報請公鑒。

說 明：虧損撥補表，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4頁。

第四案：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報請公鑒。
說 明：一、為配合法令修正，爰修部份條文。

二、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26頁至第 27頁附件五。

二、承認事項

第一案：一 O六年度決算表冊案，提請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一 O六年度合併財務報告暨個體財務報告，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江采燕會計師及林玉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述財務報告及營業報告書經董事會

決議通過並送請監察人審查完畢，出具書面審查報告書在案。

二、上述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5頁至第 6頁

附件一、合併財務報告第 8頁至第 16頁附件三及個體財務報告第 17頁至第 25

頁附件四。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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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一 O六年度虧損撥補案，提請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一、一 O六年度虧損撥補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監察人審查完畢，出具書面審

查報告書在案。

二、虧損撥補表如下：

決 議：

三、臨時動議

四、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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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附件

附件一、營業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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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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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一 O六年度合併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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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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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綜合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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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權益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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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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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一 O六年度個體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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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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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綜合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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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權益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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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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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董事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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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

規定無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者，不在此限。

三、依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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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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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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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法第十四條之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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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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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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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

規定無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者，不在此限。

三、依本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

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四、依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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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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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法第十四條之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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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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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法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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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公司設有獨立董事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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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設有獨立董事者，對於

本法第十四條之三應經董事會

決議事項，獨立董事應親自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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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條 本議事規則訂於中華民

國 95 年 12 月 27 日，於 97 年 3 月

20 日第一次修正，於 101 年 12 月 25

日第二次修正，於 106 年 8 月 11 日

第三次修正，其訂定及修正應經董事

會同意，並提股東會報告。

第十九條 本議事規則訂於中華民

國 95 年 12 月 27 日，於 97 年 3 月

20 日第一次修正，於 101 年 12 月

25 日第二次修正，其訂定及修正應

經董事會同意，並提股東會報告。

增加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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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附錄一、股東會議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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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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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董事會議事規則（修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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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董事及監察人持股情形
董事及監察人持股情形

壹、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規定,本公司全體董事、監察人所持有記名股票之股份總
額不得少於

全體董事不得少於 4,500,000股

全體監察人不得少於 450,000股

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第二條規定，同時選任獨

立董事二人以上，獨立董事外之全體董事、監察人依比率計算之持股成數降為百分

之八十。

貳、各別董事及監察人持有股數及成數如下表：

職稱 姓名 持有股數 持股成數

董事長 德慧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宗慶
7,407,942 18.87%

董事 德慧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宣明智

董事 王鍾渝 0 0

董事 林孟德 295,000 0.75%

獨立董事 莊哲仁 0 0

獨立董事 簡海珊 0 0

合計 7,702,942 19.62%

職稱 姓名 持有股數 持股成數

監察人 陳嘉尚 0 0

監察人
台灣新光商銀受託保管頂榮有限公司投資專戶

代表人:戴家銘
713,988 1.82%

監察人
台灣新光銀行受託保管長青盈有限公司投資專戶

代表人:孔祥蕙
540,000 1.38%

合計 1,253,988 3.20%

参、本公司截至本次股東會停止過戶日止發行股份總數為 39,255,920股。

肆、以上持有股數係截至本次股東會停止過戶日期止，本公司股東名簿記載之個別及全體董

事、監察人持有股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