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一Ο九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一 O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正 

地    點：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五段 420巷 28號地下一樓 

出席股東：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總計239,275,079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 

出席行使表決權者為 2,596,400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270,752,466股 

之88.37%。 

出席董事：李進益 

出席獨立董事：曾炳榮 

列    席：陳會計師光慧、姚會計師毓琳、莊律師志成 

主    席：李進益 董事長                                     紀錄：廖逸棻 

壹、宣佈開會：

    司儀代主席報告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已逾法定數額，依法請主席  

    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一、報告一Ο八年度營業狀況。(詳附件) 

股東發言摘要：

股東戶號119448對本公司之子公司太原路都市更新案、土地開發流程及總經

理缺額進行提問及發表建議。 

  經主席就上述股東詢問事項說明及答覆，各詢答事項本公司已存查。 

    二、審計委員會查核本公司一Ο八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詳附件)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本公司一Ο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提請  承認案。(董事會提) 

    說  明：本公司一Ο八年度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信永中和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陳光慧、姚毓琳會計師查核竣事，另含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案經審

計委員會查核完竣，認為尚無不合，敬請承認。 

股東發言摘要：

股東戶號119448對本公司財務報表進行提問及發表建議。 

經主席及本公司財務副總經理就上述股東詢問事項說明及答覆，各詢答事項本公司 

已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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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權數 239,275,079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234,969,559 權 

(含電子投票 1,511,447權) 

98.20% 

反對權數：52,407 權 

(含電子投票 52,407權) 

 0.02% 

無效權數：0 權 

(含電子投票 0權) 

 0.00% 

棄權權數: 4,253,113 權 

(含電子投票 1,032,546 權) 

 1.77% 

    本議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第二案：本公司一Ο八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案。（董事會提） 

    說  明：1．本公司一Ο八年度決算稅後淨損新台幣陸仟捌佰陸拾玖萬陸仟叁佰 

叁拾貳元，擬配發現金股利(每股配發新台幣 0.1元)，謹造送盈餘分

配表，敬請承認。 

    2．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 

之畸零款合計數，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3．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息基準日及其他相關事項。 

    4．本次盈餘分派案於配息基準日前，如因本公司買回公司股份或將庫藏

股轉讓員工、可轉換公司債轉換股份等因素，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 

，致股東配息率需修正時，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大 華 建 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盈 餘 分 配 表 

一Ο八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期初未分配盈餘 218,049,460 

 

減：子公司處分母公司股票視同庫藏股 (12,105,581) 

加：108年度精算利益列入保留盈餘 1,666,277 

減：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變動 (199,093) 

加：迴轉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0,410,250 

減：本年度稅後淨損 (68,696,332) 

可供分配盈餘 159,124,981 

     分配股東紅利-現金股利(每股配發 0.1元) (27,075,247) 

期末未分配盈餘 132,049,734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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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發言摘要： 

    股東戶號119448對本公司增資案進行提問及發表建議。 

經主席及本公司財務副總就上述股東詢問事項說明及答覆，各詢答事項本公司已 

存查。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權數 239,275,079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234,969,566 權 

(含電子投票 1,511,454權) 

98.20% 

反對權數：52,407 權 

(含電子投票 52,407權) 

 0.02% 

無效權數：0 權 

(含電子投票 0權) 

 0.00% 

棄權權數: 4,253,106 權 

(含電子投票 1,032,539 權) 

 1.77% 

本議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討論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謹提請  公決。 

   (董事會提) 

    說  明：依本公司現行情況，修訂有價證券總額、個別有價證券限額及投資 

  有價證券之授權額度。 

原條文及修正後條文如附件。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權數 239,275,079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234,969,516 權 

(含電子投票 1,511,404權) 

98.20% 

反對權數：52,451 權 

(含電子投票 52,451權) 

 0.02% 

無效權數：0 權 

(含電子投票 0權) 

 0.00% 

棄權權數: 4,253,112 權 

(含電子投票 1,032,545 權) 

 1.77% 

    本議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第二案：討論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謹提請  公決。 

   (董事會提) 

說  明：為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8年3月7日金管證審字第1080304826號令修

訂「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相關條文並配合本公

司現行情況修訂，主要修訂重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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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依法定審計委員會之職權範圍，明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應提審計委員

會之事項。 

2.增訂本公司從事資金貸與他人超過本條文規定之限額時，公司 

 負責人應連帶負返還責任及損害賠償責任。 

 原條文及修正後條文如附件。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權數239,275,079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234,969,498 權 

(含電子投票 1,511,386權) 

98.20% 

反對權數：52,476 權 

(含電子投票 52,476權) 

 0.02% 

無效權數：0 權 

(含電子投票 0權) 

 0.00% 

棄權權數: 4,253,105 權 

(含電子投票 1,032,538 權) 

 1.77% 

     本議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第三案：討論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謹提請  公決。  

            (董事會提) 

說  明：為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8年3月7日金管證審字第1080304826號令修

訂「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相關條文並配合本公

司現行情況修訂，主要修訂重點為依法定審計委員會之職權範圍，明訂

背書保證作業應提審計委員會之事項。 

            原條文及修正後條文如附件。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權數239,275,079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234,969,506 權 

(含電子投票 1,511,394權) 

98.20% 

反對權數：52,491 權 

(含電子投票 52,491權) 

 0.02% 

無效權數：0 權 

(含電子投票 0權) 

 0.00% 

棄權權數: 4,253,082 權 

(含電子投票 1,032,515 權) 

 1.77% 

本議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陸、選舉事項： 

改選本公司董事案。(董事會提) 

說明： 

１．本公司本屆董事任期於109年5月30日屆滿，謹提請109年股東常會改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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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新任董事應選7席（含獨立董事3席），任期為3年，自109年6月23日至112年6月 

22日止。 

 ３．本公司章程規定，董事選舉依公司法１９２條之１採候選人提名制，由股東就 

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其學歷、經歷及其他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 

選舉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權數 239,275,079 權 

序號 戶名或身份證字號 戶名或姓名 當選權數 備註 

1 32 李進益 244,591,039權 當選董事 

2 28903 大捷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曾炳榮 

238,536,383權 當選董事 

3 P12083**** 鄭斯聰 233,211,889權 當選董事 

4 P12218**** 顏明宏 232,212,858權 當選董事 

5 Q12300**** 葉建偉 232,652,712權 當選獨立董事 

6 D12126**** 王慕凡 229,211,414權 當選獨立董事 

7 R12422**** 黃智楨 228,210,757權 當選獨立董事 

股東戶號119448對本公司發表建言及未來期許。 

柒、散會

備註：本股東常會議事錄依公司法第183條第4項記載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會 

議進行內容、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記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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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Ο八年度營業狀況報告 

   本公司 108年度無個案完工入帳，主要收入來源為資產的租金收入，全

年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10,169,591元整，每股虧損新台幣 0.25元。108年

座落雲和街台大華自地自建案 100%完銷，已於今年 2月開工，預計 111年第

四季完工入帳，座落五常街合建案也於 3月開工並銷售，預計於 111年第二

季完工入帳，另位於懷生段都更案 3月送件，子公司華建開發太原路都更案

5月底前送件，均採用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併案送審。同時亦會持續開發大

台北地區合適之土地作為未來推案準備。 

感謝各位股東的支持，謝謝！ 

謹就一Ο八年度營業情形及一Ο九年度營業計畫報告如下： 

(一) 一Ο八年度營業報告

１．108年度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個體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8 107 較前一年度差異 備註 

營業收入 3,069 1,201,069 (1,198,000) 負成長率 99.74% 

稅前淨利(損) (68,696) 41,439 (110,135) 

合併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8 107 較前一年度差異 備註 

營業收入 10,170 1,212,121 (1,201,951) 負成長率 99.16% 

稅前淨利(損) (73,849) 34,664 (108,513) 

２．108年度營業收入明細 

個體 單位：新台幣仟元 

 

 

 

 

個 案 別 金  額 備註 

石潭段A案(湖閱天琴) 2,000 房屋款收入 

航廈案 91 租賃收入 

榮星段案 252 租賃收入 

閱讀歐洲案 91 租賃收入 

樹林案 34 租賃收入 

懷生段案 601 租賃收入 

合計 3,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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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 單位：新台幣仟元 

 

 

 

 

３．預算執行情形 

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規範，本公司108年度毋須

編制財務預測。 

４．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個體 

項 目 108年 107年 

財務

結構

％  

負債占資產比率 25.34 22.00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比率 (%) 
5,440.05 5,546.93 

償債

能力

％  

流動比率 355.44 412.21 

速動比率 44.62 66.36 

利息保障倍數（次） (4.26) 3.60 

獲利 

能力

％  

資產報酬率 (1.49) 0.88 

權益報酬率 (2.16) 0.83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2.54) 1.53 

純益（損）率 (2,238.38) 2.24 

每股盈餘(元) (0.25) 0.10 

本年度因營業收入較去年度減少，致純益率及每股盈餘降低。 

個 案 別 金  額 備註 

石潭段A案(湖閱天琴) 2,000 房屋款收入 

航廈案 91 租賃收入 

榮星段案 252 租賃收入 

閱讀歐洲案 34 租賃收入 

樹林案 34 租賃收入 

懷生段案 601 租賃收入 

太原路案 7,158 租賃收入 

合計 1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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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 

項 目 108年 107年 

財務

結構

％  

負債占資產比率 34.53 32.02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比率 (%) 
2,853.47 3,517.75 

償債

能力

％  

流動比率 282.31 552.98 

速動比率 28.30 72.75 

利息保障倍數（次） (1.77) 2.13 

獲利 

能力

％  

資產報酬率 (1.11) 0.82 

權益報酬率 (2.19) 0.58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2.73) 1.28 

純益（損）率 (740.35) 1.66 

每股盈餘(元) (0.25) 0.10 

本年度因營業收入較去年度減少，致純益率及每股盈餘降低。 

(二) 一Ο九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１．經營方針

本公司向來皆秉持著「耕耘空間．關愛大地」的精神，從土地開發到

設計施工，皆以「提供高品質、多元化的建築生活空間，並關心社會

環境，協助營造美麗有秩序的居住及都市生活景觀」為公司追求之目

標，並以誠信及負責的態度，來滿足社會大眾及購屋者對生活環境及

空間的需求。 

本公司為加強競爭力及強化經營體質，全公司戮力朝以下四大目標努

力： 

(1)積極處理餘屋及土地，降低負債比例。

(2)強化經營體質，穩固財務結構。

(3)掌握市場脈動，擬定策略與因應方案。

(4)有效資源整合，強化競爭力。

２．營業目標 

本年度將致力於 

(1)銷售興建完成之「大華湖閱」店舖、一般事務所案。

(2)規劃設計並銷售五常街「大華榮芯」預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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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重要之產銷政策 

生產策略： 

本公司致力於高品質、智慧化之優質住宅及辦公大樓之興建。 

生產策略為： 

(1)經營區域：大台北地區精華地段。

(2)開發方式：

a．針對大台北地區且交通良好之土地以合建、買賣方式

   持續開發及推案銷售。 

b．配合政府大力推動都市更新之際，積極參與大台北地 

區具效益之都市更新案、危險老舊建築之改建案。 

(3)產品型態：高科技辦公大樓及高級住宅大樓。

銷售策略： 

(1)委託銷售：

選擇優良代銷公司配合銷售，使公司能專心致力於開發、

規劃及興建等工作。

(2)公司自售：

不論與通路商、仲介合作或採自售方式，均以主動出擊之積極作

為方式，以期在大環境為買方市場情況下取得先機，獲得成果。 

(三)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
響：

   １．大台北地區土地取得及整合漸趨困難且土地成本及營造成本皆 

   上揚，較不利建築個案之推展。 

  ２．政府雖大力推動都市更新，惟因法令欠周延致開發時程曠日廢時，難

以推展。 

３．政府陸續施行「實價登錄」、「調高房屋標準價格」、「限縮銀貸」

及「房地合一實價課稅」，雖限縮了建築投資業者發展，但對產業發

展及交易秩序具正面影響。 

４．綜觀108年度房市，仍延續前年度的「讓利」去化，讓市況稍有起色，

雖降低了業界之庫存壓力，同時也鼓動了同業的大量推案與推升價格

態勢。惟總體建築業景氣欠佳且餘屋量大，短期內大台北地區住宅去

化緩慢之態勢亦難以改變。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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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０八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合併及個體)

及盈餘分配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信永中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 

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民國一０八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合併及

個體)及盈餘分配議案等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

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鑑核。 

 此 致 

 大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一０九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曾炳榮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3 月 2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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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第四條 作業程序 

(一)授權額度及層級 

1. 有價證券 

   授權董事長對單一有價證券單筆  

交易且帳列餘額新台幣壹仟伍

佰萬元額度內進行交易，超過授

權額度者，應經審計委員會同意 

   ，並提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得為 

之。 

2. 衍生性商品交易 

   以下(略) 

第四條 作業程序 

(一)授權額度及層級 

1. 有價證券 

  授權董事長於本處理程序第七條

所訂額度內進行交易，如符合第   

五條應公告申報標準者，應經審

計委員會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通過後始得為之。 

2. 衍生性商品交易 

   以下(略) 

修訂董事

長授權有

價證券額

度 

第七條 取得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或有價 

證券之額度 

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子公司除取得供

營業使用之資產外，尚得投資購買

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及有價證券 

，其額度係以最近期財務報表之帳

面金額計算，其各別額度之限制分

別如下。計算第(四)、(五)款時，對

於參與投資設立或擔任董事、監察

人，且擬長期持有者，得不予計入。 

(一)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之總額 

不得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之百分之五十；子公司不得

逾母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之百分之三十。 

(二)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逾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

三十；子公司不得逾母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三十。 

(三)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限額，不得

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之百分之二十；子公司不得逾母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 

分之二十。 

(四)本公司及子公司各自對單一上

市或上櫃公司之投資淨額，不得

第七條 取得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或有價 

證券之額度 

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子公司除取得供

營業使用之資產外，尚得投資購買

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及有價證券 

，其額度係以最近期財務報表之帳

面金額計算，其各別額度之限制分

別如下。計算第(四)、(五)款時，對

於參與投資設立或擔任董事、監察

人，且擬長期持有者，得不予計入。 

(一)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之總額 

不得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之百分之五十；子公司不得

逾母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之百分之三十。 

(二)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逾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

七十五；子公司不得逾母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

之五十。 

(三)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限額，不得 

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之百分之五十；子公司不得逾母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 

分之三十。 

(四)本公司及子公司各自對單一上

修訂有價

證券額度

總額與限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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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各自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二十。 

(五)本公司及子公司合計對單一上

市或上櫃公司之投資持股，不得

超過該單一上市或上櫃公司已

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三十。 

本作業程序所稱之母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係指證券發行人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 

屬於母公司業主權益。 

市或上櫃公司之投資淨額，不

得超過各自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二十。 

(五) 本公司及子公司合計對單一上

市或上櫃公司之投資持股，不

得超過該單一上市或上櫃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三十。 

本作業程序所稱之母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係指證券發行人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

屬於母公司業主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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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第四條 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總額不得超

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或核閱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四十 

。對每一貸與對象之限額依其貸與

原因分別訂定如下： 

(一)因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者，個別 

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最近一年度

本公司與其進貨或銷貨金額孰 

高者之百分之五十。

(二)因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個 

   別貸與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三十。

（短期融通資金之總額不得超 

    過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四 

    十。） 

本作業程序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

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 

規定認定之。 

本作業程序所稱之母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係指證券發行人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 

屬於母公司業主權益。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

貸與，或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本

公司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一項第

二款之限制。資金貸與之總額不得

超過其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四十。

資金貸與期限，以一年或一營業週 

期（以較長者為準）為限。 

第四條 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總額不得超

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或核閱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四十 

。對每一貸與對象之限額依其貸與

原因分別訂定如下： 

(一)因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者，個別 

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最近一年度

本公司與其進貨或銷貨金額孰 

高者之百分之五十。

(二)因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個 

   別貸與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三十。

（短期融通資金之總額不得超 

    過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四 

    十。） 

本作業程序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

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 

規定認定之。 

本作業程序所稱之母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係指證券發行人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 

屬於母公司業主權益。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

貸與，不受第一項第二款之限制。

資金貸與之總額不得超過其最近期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財務報表

淨值之百分之四十。資金貸與期限 

，以一年或一營業週期（以較長者 

為準）為限。 

依金管證 

審字第 

10803048 

26號令 

修正 

第五條 資金貸與作業 

(一)辦理程序 

第五條 資金貸與作業 

(一)辦理程序 

依證券交 

易法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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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經權責單

位審核後，呈董事長核准，經審

計委員會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通過後辦理之。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子公司間

之資金貸與，應依前項規定經審

計委員會同意後提董事會決

議，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

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度

及不超過一年之期間內分次撥

貸或循環動用。 

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第四

條第四項規定者外，本公司對單

一企業之資金貸與之授權額度

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十。 

子公司對單一企業之資金貸與

之授權額度亦不得超過其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

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

入董事會紀錄。 

2. 財會部門應就資金貸與事項建立

備查簿。資金貸與經董事會決議

後，應將資金貸與對象、金額、

審計委員會通過日期、董事會通

過日期、資金貸放日期及依審查

程序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

載備查。 

3. 稽核單位應每季稽核資金貸與他

人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

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

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

會。 

4. 財會部門應就每月所發生及註

銷之資金貸與事項編製明細

表，俾控制追蹤及辦理公告申

報，並應按季評估及提列適足之

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揭露

1.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經權責單

位審核後，呈董事長核准，經審

計委員會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通過後辦理之。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子公司間

之資金貸與，應依前項規定經審

計委員會同意後提董事會決

議，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

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度

及不超過一年之期間內分次撥

貸或循環動用。 

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第四

條第二項規定者外，本公司對單

一企業之資金貸與之授權額度

不得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十。 

子公司對單一企業之資金貸與

之授權額度亦不得超過其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立董事之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

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

董事會紀錄。 

2. 財會部門應就資金貸與事項建立

備查簿。資金貸與經董事會決議

後，應將資金貸與對象、金額、

審計委員會通過日期、董事會通

過日期、資金貸放日期及依審查

程序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

載備查。 

3. 稽核單位應每季稽核資金貸與他

人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

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

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之各獨立董事成員。 

4. 財會部門應就每月所發生及註銷

之資金貸與事項編製明細表，俾

控制追蹤及辦理公告申報，並應

按季評估及提列適足之備抵壞

帳，且於財務報告中揭露資金貸

四條之五 

規定，明 

定審計委 

員會之職 

權，並修 

正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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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貸與資訊及提供簽證會計

師相關資料。 

5. 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符本

程序規定或餘額超限時，財會部

門應訂定改善計畫，並將相關改

善計畫送交審計委員會，及依計

畫時程完成改善。 

 

(二)審查程序 

1.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應由申請

資金貸與公司或行號先行檢附

相關財務資料及敘明借款用

途，以書面方式申請。 

2. 本公司受理申請後，應由權責單

位就資金貸與他人之必要性及

合理性、貸與對象是否與本公司

間有直（間）接之業務往來關

係、所營事業之財務狀況、償債

能力與信用、獲利能力及借款用

途予以調查及評估，並考量本公

司資金貸與總額對本公司之營

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

影響程度後，擬具相關書面報告

提報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 

3.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時，應取得

同額之擔保票據，必要時應辦理

動產或不動產之抵押設定，並按

季評估擔保品價值是否與資金

貸與餘額相當，必要時應增提擔

保品。前項債權擔保，債務人如

提供相當資力及信用之個人或

企業保證，以代替提供擔保品

者，董事會得參酌權責單位之審

查報告決議；以公司為保證者，

應注意其章程是否有訂定得為

保證之條款。 

本作業程序規定應經審計委員會同

意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

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

與資訊及提供簽證會計師相關

資料。 

5. 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符本

程序規定或餘額超限時，財會部

門應訂定改善計畫，並將相關改

善計畫送交審計委員會之各獨

立董事成員，及依計畫時程完成

改善。 

(二)審查程序 

1.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應由申請

資金貸與公司或行號先行檢附

相關財務資料及敘明借款用

途，以書面方式申請。 

2. 本公司受理申請後，應由權責單

位就資金貸與他人之必要性及

合理性、貸與對象是否與本公司

間有直（間）接之業務往來關

係、所營事業之財務狀況、償債

能力與信用、獲利能力及借款用

途予以調查及評估，並考量本公

司資金貸與總額對本公司之營

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

影響程度後，擬具相關書面報告

提報董事會。 

3.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時，應取得

同額之擔保票據，必要時應辦理

動產或不動產之抵押設定，並按

季評估擔保品價值是否與資金

貸與餘額相當，必要時應增提擔

保品。前項債權擔保，債務人如

提供相當資力及信用之個人或

企業保證，以代替提供擔保品

者，董事會得參酌權責單位之審

查報告決議；以公司為保證者，

應注意其章程是否有訂定得為

保證之條款。 

本作業程序規定應經審計委員會同

意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

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

36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

議。 

本作業程序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 

之。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

議。 

本作業程序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

之。 

第八條 公告申報程序 

(一)每月十日前，財會部門應將上月

份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餘

額，併同營業額按月辦理公告申

報。 

(二 )除按月公告申報資金貸與 

餘額外，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

貸與達下列標準之一時，財會

部門應即檢附相關資料於事實

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辦理

公告申報： 

1.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餘

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2.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

資金貸與餘額達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以

上者。 

3.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資金貸

與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

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二以上。 

本作業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

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

其他足資確定資金貸與對象及金額

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第八條 公告申報程序 

 (一)每月十日前，財會部門應將上月 

    份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餘 

    額，併同營業額按月辦理公告申 

    報。 

(二 )除按月公告申報資金貸與 

餘額外，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

貸與達下列標準之一時，財會

部門應即檢附相關資料於事實

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辦理

公告申報： 

1.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 

與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2.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

資金貸與餘額達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以

上者。 

3.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資金貸

與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

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二以上。 

本作業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

交易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

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

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依金管證 

審字第 

10803048 

26號令 

修正考 

量資金貸 

與尚非屬 

交易性質 

，爰酌修 

正文字。 

 

第十條 本公司資金貸與之相關承辦人員違

反本程序時，視其違反情節，依下

列規定辦理。違規記錄並將作為年

度個人績效考核之參考。 

(一)違反核決權限：初次違反者應予

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書面警

告，並強制參加內控制度訓練

課程，累犯或情節重大者應予

調職。 

第十條 本公司資金貸與之相關承辦人員違

反本程序時，視其違反情節，依下

列規定辦理。違規記錄並將作為年

度個人績效考核之參考。 

(一)違反核決權限：初次違反者應予

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書面警

告，並強制參加內控制度訓練

課程，累犯或情節重大者應予

調職。 

因應本公 

司已設置 

獨立董事 

酌文字修 

訂及依金 

管證審字 

第 10803 

04826號 

令修正，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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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違反審查程序：初次違反者應

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書面

警告，並強制參加內控制度訓

練課程，累犯或情節重大者應

予調職。 

(三)違反公告申報：初次違反者應

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書面

警告，累犯或情節重大者應予

調職。 

(四)違反規定人員之上級主管亦應

接受處罰，但能合理說明未於

事前防範者，不在此限。 

董事會或董事執行業務違反相關規

定及股東會決議者，獨立董事應依

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八條之二規定，

通知董事會或董事停止其行為。 

本公司如資金貸與超過淨值百分之

四十，公司負責人應與借用人連帶

負返還責任;如公司受有損害者，亦

應由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違反審查程序：初次違反者應

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書面

警告，並強制參加內控制度訓

練課程，累犯或情節重大者應

予調職。 

(三)違反公告申報：初次違反者應

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書面

警告，累犯或情節重大者應予

調職。 

(四)違反規定人員之上級主管亦應

接受處罰，但能合理說明未於

事前防範者，不在此限。 

(五)董事會或董事執行業務違反相

關規定及股東會決議者，監察

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八條

之二規定，通知董事會或董事

停止其行為。 

考公司法 

第十五條 

第二項增 

訂公司負 

責人違反 

規定時， 

應連帶負 

返還責任 

及損害賠 

償責任。 

第十一條 本作業程序之訂定應經審計委員會

全體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經董事

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同意，提董事

會討論時，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其異

議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

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

議。 

前項所稱審計委員全體成員及前項

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

之。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

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

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 

第十一條 本作業程序之訂定經審計委員會同

意，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提報股

東會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如

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記錄或書面聲

明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審計

委員會之各獨立董事成員及提報股

東會討論。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 

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 

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 

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依金管證 

審字第 

10803048 

26號令 

修正，參 

考證券交

易法第十

四條之三

及第十四

條之五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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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第五條 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一)辦理背書保證時，財會部門應依

背書保證對象之申請，逐項審

核其資格、額度是否符合本作

業程序之規定及有無已達應公

告申報標準之情事，並應併同

本作業程序第六條之審查評估

結果簽報董事長核准後，經審

計委員會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通過；如仍在規定之授權額

度內，則由董事長依背書保證

對象之信用程度及財務狀況逕

行核決，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

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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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為背書

保證前，並應經本公司審計委

員會同意後提報本公司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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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財會部門應就背書保證事項建

立備查簿。背書保證經審計委

員會、董事會同意或董事長核

決後，除依規定程序申請鈐印

外，並應將背書保證對象、金

額、審計委員會通過、董事會

通過或董事長決行日期、背書

保證日期及依本作業程序第六

條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

載備查，有關之票據、約定書

等文件，亦應影印妥為保管。 

(三)稽核單位應每季稽核背書保證

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

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

第五條 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一)辦理背書保證時，財會部門應

依背書保證對象之申請，逐項

審核其資格、額度是否符合本

作業程序之規定及有無已達

應公告申報標準之情事，並應

併同本作業程序第六條之審

查評估結果簽報董事長核准

後，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

董事會決議通過；如仍在規定

之授權額度內，則由董事長依

背書保證對象之信用程度及

財務狀況逕行核決，事後再報

經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

子公司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

為背書保證前，並應經本公司

審計委員會同意後提報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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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財會部門應就背書保證事項建

立備查簿。背書保證經審計委

員會、董事會同意或董事長核

決後，除依規定程序申請鈐印

外，並應將背書保證對象、金

額、審計委員會通過、董事會

通過或董事長決行日期、背書

保證日期及依本作業程序第

六條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

登載備查，有關之票據、約定

書等文件，亦應影印妥為保

管。 

(三)稽核單位應每季稽核背書保證

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

為因應本

公司已設

置審計委

員會，明定

其辦理程

序應提報

審計委員

會及董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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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審計委

員會。 

(四)財會部門應就每月所發生及註

銷之保證事項編製明細表，俾

控制追蹤及辦理公告申報，並

應按季評估及認列背書保證之

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揭

露背書保證資訊及提供簽證會

計師相關資料。 

(五)若背書保證對象原符合規定而

嗣後不符，或背書保證金額因

據以計算限額之基礎變動致超

過所訂額度時，對該對象背書

保證金額或超限部分應由財會

部門訂定改善計畫，經董事長

核准後於一定期限內全部消

除，並將相關改善計畫送交審

計委員會，及依計畫時程完成

改善。 

(六)背書保證日期終了前，財會部門

應主動通知被保證企業將留存

銀行或債權機構之保證票據收

回，且註銷背書保證有關契據。 

本作業程序規定應經審計委員會同

意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

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

議。 

本作業程序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 

之。 

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

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審計委

員會之各獨立董事成員。 

(四)財會部門應就每月所發生及註

銷之保證事項編製明細表，俾

控制追蹤及辦理公告申報，並

應按季評估及認列背書保證

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

揭露背書保證資訊及提供簽

證會計師相關資料。 

(五)若背書保證對象原符合規定而

嗣後不符，或背書保證金額因

據以計算限額之基礎變動致

超過所訂額度時，對該對象背

書保證金額或超限部分應由

財會部門訂定改善計畫，經董

事長核准後於一定期限內全

部消除，並將相關改善計畫送

交審計委員會之各獨立董事

成員，及依計畫時程完成改

善。 

(六)背書保證日期終了前，財會部

門應主動通知被保證企業將

留存銀行或債權機構之保證

票據收回，且註銷背書保證有

關契據。 

本作業程序規定應經審計委員會

同意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

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

之決議。 

本作業程序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及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 

算之。 

第八條 決策及授權層級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時，應依本

作業程序第五條規定程序簽

核，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

董事會決議通過後為之，於董

第八條 決策及授權層級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時，應依

本作業程序第五條規定程序

簽核，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

提董事會決議通過後為之，應

參考證券

交易法第

十四條之

三規定，酌

文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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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

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議事錄

載明。但為配合時效需要，在

總額及對單一企業之一定額度

內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先行決

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審計

委員會及董事會，並將辦理情

形彙報次年股東會備查。 

(二)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若因業務

需要而有超過本作業程序所訂

背書保證限額必要且符合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所訂條件

者，應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

同意及由半數以上之董事對公

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聯

保後始得為之，並修正本作業

程序，提報股東會討論，股東

會不同意時，應訂定計畫於一

定期限內消除超限部分。 

於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

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

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

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但為

配合時效需要，在總額及對單

一企業之一定額度內由董事

會授權董事長先行決行，事後

再報經最近期之審計委員會

及董事會追認，並將辦理情形

彙報次年股東會備查。 

(二)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若因業務

需要而有超過本作業程序所

訂背書保證限額必要且符合

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所訂

條件者，應經董事會同意及由

半數以上之董事對公司超限

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聯保後

始得為之，並修正本作業程

序，提報股東會追認之，股東

會不同意時，應訂定計畫於一

定期限內消除超限部分。 

及因應本

公司已設

置審計委

員會，明定

本公司辦

理背書保

證若超過

本作業程

序之限額 

，應提報審

計委員會

及董事會

同 意 。 

第十條 公告申報程序 

(一)每月十日前，財會部門應將上月 

 份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餘 

 額，併同營業額按月辦理公告 

 申報。 

(二)除按月公告申報背書保證餘額 

外，本公司及子公司辦理背書保

證金額達下列標準之一時，財會

部門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

算二日內辦理公告申報： 

    1. 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之 

       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 

       者。 

    2. 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

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二十以上者。 

    3. 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

第十條 公告申報程序 

(一)每月十日前，財會部門應將上 

   月份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 

   餘額，併同營業額按月辦理公 

   告申報。 

(二)除按月公告申報背書保證餘額 

   外，本公司及子公司辦理背書

保證金額達下列標準之一

時，財會部門應於事實發生日

之即日起算二日內辦理公告

申報： 

    1. 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 

之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 

上者。 

    2. 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二十以上者。 

為明確長

期性質投

資之定義 

，爰參酌

證券發行

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

則第九條

第四項第

一款規定 

，修正第一

項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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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

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

證、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帳面

金額及資金貸與餘額合計

數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4. 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保

證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

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表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本作業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

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

其他足資確定背書保證對象及金額

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3. 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

保證、長期性質之投資及資

金貸與餘額合計數達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三十以上者。 

4. 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

保證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

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表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本作業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

交易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

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

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第十一條 

 

 

 

 

 

 

 

 

 

 

 

 

 

 

 

 

 

 

 

 

 

罰則 

本公司背書保證之相關承辦人員違

反本程序時，視其違反情節，依下

列規定辦理。違規記錄並將作為年

度個人績效考核之參考。 

(一)違反核決權限：初次違反者應予

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書面警

告，並強制參加內控制度訓練

課程，累犯或情節重大者應予

調職。 

(二)違反審查程序：初次違反者應予

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書面警

告，並強制參加內控制度訓練

課程，累犯或情節重大者應予

調職。 

(三)違反公告申報：初次違反者應予

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書面警

告，累犯或情節重大者應予調

職。 

(四)違反規定人員之上級主管亦應

接受處罰，但能合理說明未於

事前防範者，不在此限。 

董事會或董事執行業務違反相關規

定及股東會決議者，獨立董事應依

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八條之二規定，

第十一條 罰則 

本公司背書保證之相關承辦人員

違反本程序時，視其違反情節，依

下列規定辦理。違規記錄並將作為

年度個人績效考核之參考。 

(一)違反核決權限：初次違反者應

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書面

警告，並強制參加內控制度訓

練課程，累犯或情節重大者應

予調職。 

(二)違反審查程序：初次違反者應

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書面

警告，並強制參加內控制度訓

練課程，累犯或情節重大者應

予調職。 

(三)違反公告申報：初次違反者應

予口頭告誡，再犯者應予書面

警告，累犯或情節重大者應予

調職。 

(四)違反規定人員之上級主管亦應

接受處罰，但能合理說明未於

事前防範者，不在此限。 

(五)董事會或董事執行業務違反相

關規定及股東會決議者，審計

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應依

調整項次

及依公司

法第二百

一十八條

之二規定

由監察人

行使之職

權獨立董

事準用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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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董事會或董事停止其行為。 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八條之二

規定，通知董事會或董事停止

其行為。 

第十二條 本公司背書保證對象為淨值低於實

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之子公司，應命

令子公司訂定改善計畫並於收受送

達之次日起10日內送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應監督子公司依改善計畫確

實執行，按季將執行情形逐季提報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控管改

善情形。 

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

新臺幣十元者，依前項規定計算之

實收資本額，應以股本加計資本公

積-發行溢價之合計數為之。 

第十二條 本公司背書保證對象為淨值低於

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之子公司，應

命令子公司訂定改善計畫並於收

受送達之次日起10日內送審計委

員會之各獨立董事成員，本公司應

監督子公司依改善計畫確實執

行，按季將執行情形逐季提報本公

司董事會控管改善情形。 

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 

屬新臺幣十元者，依前項規定計算 

之實收資本額，應以股本加計資本 

公積-發行溢價之合計數為之。 

為因應本

公司已設

置審計委

員會，明

定其執行

情形應逐

季提報審

計委員會

及董事會 

。 

第十三條 

 

 

本作業程序之訂定應經審計委員會

全體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經董事

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同意，提董事

會討論時，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其異

議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

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

議。 

前項所稱審計委員全體成員及前項

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

之。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

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

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 

第十三條 本作業程序之訂定經審計委員會

同意，再經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

會同意，修正時亦同。如有董事表

示異議且有記錄或書面聲明者，本

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審計委員會

之各獨立董事成員及提報股東會

討論。 

董事會於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 

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 

事會紀錄。 

參考證券

交易法第

十四條之

三及十四

條之五規

定，增修第

一項至第

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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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名單】 

候選人 

類別 

候選人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數 

董事 李進益 文化大學建築系

畢 

大華建設(股)董事長 

大華建設(股)總經理 

大華建設(股)董事長兼

任總經理 

257 

董事 林文亮 新墨西哥州立大

學碩士畢 

大華建設(股)董事 

大華建設(股)董事長 

大華建設(股)董事 7,063,941 

董事 林柏峯 新墨西哥州立大

學畢 

大華建設(股)董事 

三榮建設(股)董事長 

大華建設(股)董事 10,805,008 

董事 大捷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曾炳榮 

國立台灣科技大

學管理研究所碩

士畢 

日勝生加賀屋國際溫泉飯店

總經理 

台北國賓飯店副總經理 

大華建設(股)獨立董事 16,898,773 

董事 陳育駿 輔仁大學法律系 台中商業銀行董事 

鴻承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鴻承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0 

董事 王英全 美國波士頓東北大

學碩士(專案管理學

系) 

合陽建設總經理助理 合陽建設總經理助理 0 

董事 顏明宏 台灣大學財務金融

所碩士 

瑞士銀行台北分行財富管理

部執行副總裁 

法商東方匯理銀行香港分行

副總裁 

貝萊德投顧資深經理 

美林投顧資深經理 

瑞士銀行台北分行財

富管理部執行副總裁 

0 

董事 鄭斯聰 私立輔仁大學國際

貿易學系 

中華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中華票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0 

董事 榮志投資有

限公司 

代表人： 

林朝榮 

省立新莊高級中學

電工科 

晟楠科技(股)公司董事長兼

總經理 

大華建設(股)公司董事 

晟楠科技(股)公司董事

長兼總經理 

10,132,499 

董事 榮志投資有

限公司 

代表人： 

林承祺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

及都市計畫研究所

碩士 

上海復旦大學管理

學院 EMBA碩士 

林承祺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

築師 

力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 

林承祺建築師事務所

主持建築師 

力京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總經理 

10,132,499 

董事 榮志投資有

限公司 

代表人： 

文化大學工程學系 存盛工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存盛工業有限公司負

責人 

10,132,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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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煥章 

董事 榮志投資有

限公司 

代表人： 

李縉穎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碩士 

台灣大學經濟學系

學士 

中華民國第 10 屆立法委員

選舉區域候選人 

台北市政府市長室聘用主任

研究員 

台北市政府市長室聘

用主任研究員 

10,132,499 

獨立

董事 

張章得 玄奘大學宗教與文

化學系碩士畢 

上海阿波羅大廈有限公司董

事長 

德和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 

宏普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

業公會顧問 

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 

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 

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

委員 

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審議委員會委員 

大華建設(股)獨立董事 

大華建設(股)獨立董事 

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

地使用開發審議委員

會委員 

 

      0 

獨立

董事 

連鳳翔 輔仁大學法律系畢 高等法院院長室秘書 

勁業法律事務所所長兼律師 

台灣地區勁業法律事務所駐

廈門市代表處代表，在上海

市、廈門市、福州市、馬尾

及平潭市各地均設有代表處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北教區

法律顧問 

天津市仲裁委員 

福州市仲裁委員 

勁業法律事務所所長

兼律師 

      0 

獨立

董事 

葉建偉 銘傳大學法律系畢 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 

和邑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浩恆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浩恆國際法律事務所

律師 

      0 

獨立

董事 

陳重佑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管理學博士學位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調解委員 

中華不動產仲裁協會仲裁人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領組 

致理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永續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永續會計師事務所執

業會計師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調

解委員 

致理科技大學助理教

授 

中華不動產仲裁協會

仲裁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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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

董事 

王慕凡 國立中正大學會計

研究所碩士 

逢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公司治理協會、公司內部稽

核協會講師 

合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

人 

永彰機電股份有限公司監察

人 

百德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獨立

董事 

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會計師 

0 

獨立

董事 

黃智楨 私立淡江大學水資

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碩士班 

鴻承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 

鴻承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 

0 

獨立

董事 

詹宗仁 文化大學法律系財

經組 

百年建設關係企業法務主管                          

總經理室幕僚 

新麗企業(股)公司法務主管 

晟楠科技(股)公司薪酬委員 

鼎堅國際企業(股)公司負責

人 

大華建設(股)公司獨立董事 

鼎堅國際企業(股)公司

負責人 

大華建設(股)公司  獨

立董事 

0 

獨立

董事 

楊炎杰 臺灣大學會計學博

士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暨

會計學群召集人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學士班主

任 

晟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

人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副

教授 

晟楠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監察人 

0 

獨立

董事 

沈世宏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

工程博士 

森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2015 年 2 月- 2016 年 9 月）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理事

長（2014 年 12 月- 2015年 10 月）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境

與安全衛生工程系講座教授

（2014 年 8 月- 2016 年 7 月）

中國文化大學化工及材工系

特聘講座教授 

（2014 年 4 月- 2017 年 8 月）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 

（2008 年 5 月 20 日－2014 年 3 月 3

日）

景文科技大學總務長 

（2003 年－2006 年）環境與物業

財團法人環境永續發

展基金會最高顧問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環

保科技研究發展中心

顧問 

海外大青網路智慧馬

達系統公司董事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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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副教授（2003 年－2011

年）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局長

（1999 年－2003 年；2006 年－2008

年）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企劃

考核處處長、國際合作處 處

長（1996 年－1999 年）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

保護及噪音管制處處長、管

制考核及糾紛處理處   處

長、環境檢驗所所長、水質

保護處處長、技監兼科技顧

問室主任（1987 年－1996 年）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講師（1977 年－1982 年）

行政院衛生署技師（1975 年－

1977 年）環境保護局第二組 

組長（1982 年－1987 年） 
註：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109年 4月 25日)之持有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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