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109年5月28日(星期四)上

地點:台北市市民大道三段83號2樓(美麗信花園酒店晶鑽廳)

出席股數:出席代表發行股份總數135.953.091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169.552.897股(已扣

除依公司法180條規定無表決權股數7.090.403股)之80.18% 。

出席董事‥洪敏夫(代表東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林懿偉(代表東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莊育德(代表有力投資有限公司)

簡吉典(代表有力投資有限公司)

宏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陳德峰

出席獨立董事:黃則仁、林文芳

出席監察人‥顏國隆

財團法人金沙文教基金會代表人‥黃正元

列席‥明理法律事務所葛百鈴律師、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楊智惠會計師

主席‥洪敏夫 記錄:石淑瑛

一、宣佈開會: (報告出席代表股份總數已達法定數額,依法宣佈開會) 。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108年度營業狀況報告。

(二)108年度監察人審查報告。

(三)108年度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四)訂定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報告。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承認108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明‥

一、本公司108年度財務報表,包括:合併資產負債表、合併綜合損益表、合併權益變動
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及108年度個體財務報表,業經編製完竣,除送請監察人審查外
並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楊智惠會計師及許新民會計師查核竣事。

二、前項財務報表,請參閱手冊第14-29頁。

決議:本案經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投票表決結果,照案承認。

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投票表決結果 佔總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35.881.441權 

反對權數 35.860權 

無效權數 0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 35.790權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35.953.091權 

本案經出席股東加計 電子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占表決時之總表決權數99.94%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承認108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明‥

一、本公司108年度稅後純益為339.650.705元,擬以未分配盈餘新台幣176.643.300元,配

發股票股利,每股配發1元,即每仟股配發100股,及盈餘88.321.650元,配發現金股

利,每股配發0.5元,經本次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股利分派基準日。

二、 108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手冊第30頁。

決議‥本案經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投票表決結果,照案承認。

受栗議.結 如下: 

投票表決結果 佔總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35.872.436權 

反對權數 44.863權 

無效權數 0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 35.792權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35.953.091權 

本案經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占表決時之總表決權數99,94%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公司章程,提請核議。
說明‥配合公司法修訂,修訂本公司章程,其修訂對照表如下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訂理由 

第一條: 第一條‥ 因應國際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三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三 化接軌 

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定為Sw 

FONCONSTRUCr10N〔D..LTD.o 

第二條‥ 第二條‥ 增加所營 
本公司所營事榮如下‥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事業項目 
1.委託營造廠商興建國民住宅及商業大 1.H701010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及代碼 

樓出租、出售業務。 2.H701020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2.國內外房屋租售之介紹。 3.H701040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 4.H701050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業。 

之業務。 5.H701060新市鎮、新社區開發業。 

6.H701070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代辦業。 

7.H701080都市更新重建業。 

8.H701090都市更新整建維護業。 

9.H703090不動產賈賣業。 

10.H703100不動產租賃業。 

11.H703110老人住宅業。 

]2.E801010室內裝漬業。 

13.F211010建材零售業。 

14.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 

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六條‥ 章程明訂 
本公司依公司法收買之股份,轉讓之對象 

員工之實 施對象包 括符合一 

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 
員工。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訂理由 

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之對象,得包 

定條件之 控制或從 屬公司員 工。 

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承購股份之員工,得 

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 
工。 

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象,得 

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 
工。 

第丕條‥ 第±條: 條次變更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惟應洽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惟應洽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條‥ 第△條: 條次變更 

股票之轉讓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 股票之轉讓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 

日內,股東臨時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 日內,股東臨時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 

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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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日內均停止之。 

第△條: 第左條: 條次變更 

本公司辦理股東之股務相關作業,除法令 本公司辦理股東之股務相關作業,除法令 

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悉依公司 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悉依公司 

法及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規 法及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規 

定辦理。 定辦理。 

第四章 董事及監察人 第四葷 董事、監察人及審計委員會 

配合設置 審計委員 會替代監 察人職權 修正 

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 配合設置 

本公司設董事七人至九人,監察人二人至 本公司設董事七人至九人,監察人二人至 審計委員 

三人,於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或其代 三人,於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或其代 會替代監 
表人中依法選任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表人中依法選任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察人職權 

任。 任。 修正 

前項董事名額中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 前項董事名額中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 

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之五分之一 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之五分之一 

麴立董事之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 董事之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 

股東就麵立董事侯選人名單中選任之,並 就董事侯選人名單中選任之,並依公司法 

依公司法第192-1條規定辦理。 第192-1條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之一‥ 新增條文 

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4規定設 

配合設置 審計委員 會替代監 察人職權 修正 

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 

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之成 
員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其他法 

令規定監察人之職權。審計委員會成立之 

日同時廢除監察人,本章程關於監察人之 

規定,亦隨即失效。 

第廿八條: 第廿八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77年1月11日,第1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77年1月11日,第l 

次修正於民國78年6月1日...第20次修正 次修正於民國78年6月1日...第20次修正 

於105年5月27日,第21次修正於107年5月 於105年5月27日,第21次修正於107年5月 

29日。 29日,第22次修正於109年5月28日。 

決議:本案經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投票表決結果,照案通過。 



叟票議.結 如 ‥ 

投票表決結果 佔總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35.880.410權 

反對權數 37.028權 

無效權數 0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 35.653權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35’953.091權 

本案經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占表決時之總表決權數99,94%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董事選舉辦法」,提請核議。

說明‥為配合法令修正,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其修訂對照表如下

董事選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第一條: 配合設置審 

本公司董事 監兼 選舉依本辦法辦理 本公司董事選舉依本辦法辦理之。 計委員會替 

之。 

代監察人職 權修正 

第二條‥ 第二條: 將原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 監.人之選舉,採單記名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單記名累積選舉法 及第五條合 

累積選舉法,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 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 併為第二條 

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每一股份 席證號碼代之,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 配合設置審 

有與應選出董事鑒監′.人人數相同之選 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 計委員會替 

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開選舉數人 。 五州‥ 

開選舉數人。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 代監察人職 

或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 權修正 

數,分發出席股東會之股東。 

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或監察人人 
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 
出席股東會之股東。 

第四條‥ 第四條: 配合設置審 

本公司董事 監′、人依本公司章程壘塞 本公司董事依本公司章程及董事會擬定 計委員會替 

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 之鑿舉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事、非獨立 代監察人職 

之選舉權數,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 董事之選舉權數,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 權修正及酌 

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 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 作文字修正 

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之名額時,由得 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之名額時,由得權 

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 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 

代為抽籤。 抽籤。 

第四條之一: 五廉: 將原第四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選舉,應依公司法第192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需符合主管機關 之一及第四 

條之1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並載明 對獨立董事之認定標準,獨立董事之選任 條之二合併 

於章程。 應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後為第五條 

第四條之二: 本公司董塾盒獨立董事上之選舉,應依公 董事之選舉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選任,應、合 司法第192條之1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改全面候選 

「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 並載明於章程。 人提名制度 

事項辦法1之規定,選任並應依「上市 

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1第二十四條規 

定 理。 

第七條: 第七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不用本辦法規定之選舉票者。 1.不用本辦法規定之選舉票者。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2.未經書寫之空白選票投入票踵者。 2.未經書寫之空白選票投入票踵者。 

3.字跡模糊不清或經塗改者。 3.字跡模糊不清或經塗改者。 

4.被選舉人為股東時,所填之被選舉人 4.被選舉人為股東時,所填之被選舉人 

戶名、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 戶名、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 

被選舉人為非股東時,所填之被選舉人 被選舉人為非股東時,所填之被選舉人 

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經核對與正本 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經核對與正本 

文件不符者。 文件不符者。 

5.除填被選人戶名(姓名)、股東戶號 5.除填被選舉人戶名(姓名)、股東戶 

(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分配選舉權數外 號(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分配選舉權數 

夾寫其他文字者。 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6 所擅寫被選人姓名與其他股東姓名 6.所填被選舉人名額超過規定選名額 

相同而耒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統一編 者。 

號可資識別者。 

第九條: 第九條: 配合設置審 

當選董事 監..人由董事會分剋發給當 當選之董事由董事會發給當選證明書。 計委員會替 

選證明書。 

代監察人職 權修正 

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本辦法訂立於民國97年6月21日,第1次 本辦法訂立於民國97年6月21日,第1次修 

修正於民國91年5月30日,第2次修正於 正於民國91年5月30日,第2次修正於民國 

民國102年6月21日。 102年6月21日,第3次修正於民國109年5 

旦笙旦。 

決議‥本案經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投票表決結果,照案通過。

芟票芝決結果如下: 

投票表決結果 佔總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35.880.409權 

反對權數 37.027權 

無效權數 0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 35.655權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35.953.091權 

本案經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占表決時之總表決權數94.94%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提請核議。

說明‥

一、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及未來業務發展需耍,擬自108年度可分配盈餘中提撥普通股

股票股利176.643.300元轉增資,計發行新股17.664.330股,每股面額新台幣10元。

二、本次發行之新股,經股東會通過並呈主管機關核准後另訂配股基準日。以該基準日股

東名簿記載之股東持有股份比例,每仟股無償配發100股,配發不足壹股之畸零股,

由股東自停止過戶日起五日內,辦理自行合併湊成壹股之登記,逾期未併湊或併湊後

仍不足壹股之畸零股,依公司法第240條規定改發現金計算至元為止,其股份授權董

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承購之。

三、本次增資發行之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股份相同。

四、嗣後如本公司於增資基準日前股本變動,而影響流通在外股份總數,致股東配股比率

因此發生變動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調整之。

五、本增資案如因法令變更或主管機關核示變更致有末盡事宜,亦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決議‥本案經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投票表決結果,照案通過。

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投票表決結臬 佔總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35.878.411權 

反對權數 39.041權 

無效權數 0權 

棄權/未投栗權數 35.639權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35.953.091權 

本案經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占表決時之總表決權數99.94%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同日上午9點36分)

主席‥洪敏夫 記錄‥石淑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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