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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石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六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地    點：新北市樹林區博愛街236號5樓 

出    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代表股數 24,229,138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

行使表決權者 5,056,511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39,417,627

股之 61.46%。 

出席董監：湯士權董事、蔡紹群董事、袁建中董事、江向才董事、許崇源董事、

中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李世欽董事、沙洪監察人、陳明信監

察人、丁志強監察人 

列    席：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王玉娟會計師 

傑宇法律事務所黃聖展律師 

主    席：湯士權 董事長              記    錄：楊政仁 

一、宣佈開會：出席股數已達法定開會股數，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 一○五年度營運狀況報告案。(請參閱附件一) 

(二) 監察人審查一○五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案。(請參閱附件二) 

(三) 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派報告案。 

說 明：一、依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條之一規定『公司當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

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二為員工酬勞及提撥百分之二以下為董事、監察

人酬勞』。 

二、本公司105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前之利

益，提列員工酬勞約8.5％計新台幣13,548,000元及董監酬勞約1.5

％計新台幣2,391,000元，均以現金分派之。 

三、上述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提列金額與105年認列費用估列金額相

同。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提請 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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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一、本公司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業經編竣，其中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

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業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監察人查核竣事，出

具書面審查報告書在案。 

二、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三。 

三、謹提請  承認。 

 

決  議：經票決結果，目前出席股數24,325,336股，出席總表決權數為24,325,336權，贊成權

數23,886,877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046,986權)，佔出席總表決權數

98.20%，反對權數7,52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7,521權)，佔出席總表決權

數0.03%，棄權/未投票430,938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2,004權)，佔出席總表

決權數1.77%。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一○五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五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125,010,515 元，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新台幣 12,501,052 元，加上期初未分配盈餘新台幣 62,513,861 元，扣除一○

五年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而調整保留盈餘新台幣 518,398 元後，可分配之

盈餘為新台幣 174,504,926 元，擬依公司章程規定分派股東紅利新台幣

106,427,590 元，其中新台幣 3,941,760 元配發股票(轉增資)，新台幣

102,485,830 元配發現金。 

二、本公司一○五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四。 

三、本公司擬分配現金股利計新台幣 102,485,830 元，按除息基準日股東名冊記載

之持股比例分配，每股配發新台幣 2.6 元，俟本次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

會另訂除息基準日及股利發放日分配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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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四、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有所變動時，授權董事會按除權除息基準日實際流通在外

股數，調整每股配發金額。 

五、謹提請 承認。 

 

決  議：經票決結果，目前出席股數24,325,336股，出席總表決權數為24,325,336權，贊成權

數23,887,877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047,986權)，佔出席總表決權數

98.20%，反對權數7,52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7,521權)，佔出席總表決權

數0.03%，棄權/未投票429,938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1,004權)，佔出席總表

決權數1.77%。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五、討論事項(一) 

第一案：(董事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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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核議。 

說  明：一、配合營運作業需要，新增營業項目。 

二、因應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職權，擬刪除公司章程中監察人規定並新增設

置審計委員會之相關規範。 

三、本次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決  議：經票決結果，目前出席股數24,325,336股，出席總表決權數為24,325,336權，贊成權

數23,655,534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047,986權)，佔出席總表決權數

97.25%，反對權數7,52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7,521權)，佔出席總表決權

數0.03%，棄權/未投票662,28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1,004權)，佔出席總表

決權數2.72%。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六、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選舉第九屆董事七席(含獨立董事三席），敬請  選舉。 

說  明：一、本公司第八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於一○六年六月十五日屆滿，依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規定，選舉第九屆董事七席(含獨立董事三席）。 

二、依公司章程第十四條規定，本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並經一○六年

四月七日董事會審查通過，董事候選人名單及其學、經歷及持有股數，請參閱

附件六。 

三、因應一○六年股東常會全面改選董事，並配合股東會日期，本公司第八屆董事

及監察人於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股東常會結束後解任。 

四、新任董事任期自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起至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止，任期三

年。 

五、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 

       董事選舉當選名單 

擔任職務 戶號或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名或姓名 得票權數 

董    事 1 湯士權 29,888,431 

董    事 3 洪家政 24,564,402 

董    事 A12212**** 蔡紹群 23,547,148 

董    事 B12101**** 陳明信 23,070,745 

獨立董事 B10116**** 袁建中 22,398,817 

獨立董事 R10316**** 許崇源 21,353,896 

獨立董事 N22133**** 周良貞 20,841,560 

 

七、討論事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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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與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提請  核議。 

說  明：一、配合金管會 106.02.09 發布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擬

修訂本公司「取得與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二、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 

 

決  議：經票決結果，目前出席股數24,330,416股，出席總表決權數為24,330,416權，贊成權

數23,649,899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042,351權)，佔出席總表決權數

97.20%，反對權數10,689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0,689權)，佔出席總表決

權數0.04%，棄權/未投票669,828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3,471權)，佔出席總

表決權數2.76%。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盈餘提撥股東紅利轉發行新股案，提請  核議。 

說  明：一、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擬自一○五年度可分配盈餘中提撥股東紅利新台幣

3,941,760 元，轉發行新股 394,176 股，每股面額壹拾元，均為記名式普通股。 

二、本次股東紅利轉發行新股擬按除權基準日股東名冊所載持股比例分配，每仟股

可配發 10 股，配發不足壹股之畸零股，股東可自停止過戶日起五日內至股務代

理機構辦理合併湊成整股之登記，其逾期或拼湊不足壹股之畸零股，按面額折

付現金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認購。 

三、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有所變動時，授權董事會按除權基準日實際流通在外股數

調整股東配股率。 

四、本次發行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已發行之股份相同。 

五、本增資案俟股東會決議通過並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訂定增資基準

日分派之。 

六、以上發行新股相關事宜如因法令規定或因應客觀環境之營運需要，須予變更時，

擬請股東會於法令許可範圍內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決  議：經票決結果，目前出席股數24,330,416股，出席總表決權數為24,330,416權，贊成權

數23,646,809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039,261權)，佔出席總表決權數

97.19%，反對權數13,779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3,779權)，佔出席總表決

權數0.06%，棄權/未投票669,828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3,471權)，佔出席總

表決權數2.75%。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核議。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二○九條第一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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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董事如有投資或有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擔任董

事之行為，爰依法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解除競業情形如下： 

名稱 姓名 擔任其他公司職務 

董事 蔡紹群 
三商美福室內裝修(股)公司副總經理 
好年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三商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陳明信 Solar PV Co.,法人董事 
CAI ASIA執行董事 

獨立董事 袁建中 

交通大學科技管理所教授 
中華映管(股)公司獨立董事 
沛亨半導體(股)公司獨立董事 
耀華電子(股)公司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許崇源 
政大會計系教授 
華南金融控股(股)公司獨立董事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周良貞 
嘉華法津事務所主持律師 
嘉聯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世坤塑膠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決  議：經票決結果，目前出席股數24,330,416股，出席總表決權數為24,330,416權，贊成權

數23,642,828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035,280權)，佔出席總表決權數

97.17%，反對權數14,76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4,761權)，佔出席總表決

權數0.06%，棄權/未投票672,827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6,470權)，佔出席總

表決權數2.77%。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 會：上午十時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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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湯石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 

全球經濟雖然可望逐漸脫離通縮疑慮，但主要經濟體歐元區與日本在經濟表現上，

預期都不會有顯著的復甦成長，而中國配合其結構調整政策將進一步走緩。美國可望是

主要經濟體中表現較為穩定的一環，但因貿易保護風潮漸起，將連帶威脅全球經濟前景。 

面對全球經濟復甦緩慢且充滿許多不確定性，經濟成長及市場需求多低於原先預

期。公司持續過去幾年的精實政策，包含內部提升生產效率、管控成本、研發高附加價

值產品與優化客戶及產品組合都有長足進步；品牌推廣方面在台灣市場繼取得故宮南

院、奇美博物館及中台禪寺等照明工程專案，奠定湯石照明在台灣博物館照明之地位，

公司將延續此氣勢，深耕台灣專業照明市場，並傳承經驗至大陸，以增加品牌知名度；

此外，公司亦持續提升工作環境與員工福利，保障人力資源的穩定，使公司在面對外部

景氣波動與不確定性下，仍可維持競爭力。 

整體而言，民國一○五年度本公司在國際政經動盪情勢下營業呈現下滑的情形，但

在各位股東的支持與全體同仁的努力下，於激烈競爭的市場環境中，仍保有一定的獲利

水準。在此，謹代表湯石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感謝各位股東的支持。現將本公

司民國一○五年度營業概況及民國一○六年營業計劃，簡要報告如後。 

一、一○五年度營業結果 

(一)實施成果與營業收支 

本公司一○五年度個體及合併營業收入淨額分別為 1,105,702 仟元及 1,176,289 仟

元，較一○四年 1,236,167 仟元及 1,306,683 仟元，分別減少 10.55%及 9.98%；在稅後

淨利方面，個體及合併皆為 125,011 仟元，較一○四年稅後淨利 144,610 仟元，減少獲

利 19,599 仟元，減幅 13.55%。 

(二)獲利能力分析 

營業收入較一○四年減少，因客戶、產品組合優化及品牌營收增加致營利毛利率

得以上升，另營業費用因品牌推廣致推銷費用略為增加外其餘費用皆控制得宜，使得

本公司一○五年稅後淨利較一○四年度減少 19,599 仟元，達合併營業收入之 10.63%。 

(三)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一○五年度開發出多款產品，取得多項獎項及專利，分述如下。產品開發

部份，如 DA-011A、DG-617R、DW-617R、DG-603S 等 LED 嵌燈系列，HSP-370C 及

SW-010S LED 投射燈系列，BS-203A LED 床頭燈系列，WG-716R 及 WA-771S LED 吸

頂燈系列，OBA-132S 及 OBA-133R 戶外壁燈系列，及 OGA-203A 戶外地埋燈系列。

產品獲獎部份，如非對稱型洗牆軌道燈「SH-523C」、博物館軌道燈「SA-8500-D+斜角

筒 / SA-8500-D+四面罩」、LED 嵌入式多功能投射燈「DW-301Q」、投嵌兩用展示燈

「RA-771R」、迷你型投嵌兩用展示燈「RA-501R / RA-501S」等五項產品，榮獲 2017

年台灣精品獎，並已應用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嘉義故宮南院及中台禪寺之中台世界博

物館等展櫃及展廳照明。另研發專利部份，取得無轉動死角旋轉燈具的新型專利。 

展望未來，本公司未來將持續進行前瞻性技術與創新應用的研發、落實產品化設

計、量產化研究與系統化管理，以持續推廣品牌業務及深化本公司在核心競爭力的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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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aiwanexcellence.org/index.php/awards/nowdt/content/1/1/106068AA-A065
http://www.taiwanexcellence.org/index.php/awards/nowdt/content/1/1/106069AA-A065
http://www.taiwanexcellence.org/index.php/awards/nowdt/content/1/1/106070AA-A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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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地位。 

二、一○六年營業計劃概要 

(一)重要之產銷政策及經營方針 

1.產品方面： 

(1)持續強化室內照明產品：持續完整化室內照明產品，同時針對LED大眾化市場來

臨，投入低成本燈具的開發，以滿足客戶之需求。 

(2)持續拓展戶外照明產品：持續完整系列化戶外產品的開發，以創造公司未來成長

動能。 

2.市場行銷面： 

(1)推廣綠色照明，持續研發新產品。 

(2)提升產品價值，維持價格競爭力。 

(3)鞏固既有市場，開拓新興潛力市場。 

(4)參與國際展覽，致力自有品牌推廣。 

3.生產製造面： 

(1)簡化產品線，零件共用化，建置常用料件之安全庫存，以縮短交期。 

(2)推動自動化生產，改善流程，提高效率，減輕人工成本上揚之影響。 

(二)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持續設計代工與自有品牌雙軌並行的經營模式。設計代工業務方面，在目前主要

市場歐洲持續爭取更多的大廠合作機會，同時開拓新興潛在市場；自有品牌業務上，

近期台灣市場已有顯著成效，未來將著力在大中華區經銷據點佈局，並與日本、巴西、

印尼等代理商合作，以創造穩定的營收來源。 

(三)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影響 

由於全球經濟仍處於低迷成長趨勢，各國環保法令日趨嚴格，加上中國大陸生產

成本不斷提高，讓我們面對的挑戰愈發嚴峻。面對這些挑戰的因應措施如下 

1.延攬專業人士，強化經營管理，改進公司體質。 

2.引進外部技術，強化研發能力，提升產品價值。 

3.藉由創新品牌，提供專業服務，滿足客戶需求。 

4.隨時注意國內外政策及法律變動，並適時提出因應措施。 

 

 

 

 

 

 

 

 

董事長：湯士權     總經理：湯士權     主辦會計：王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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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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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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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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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湯石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CC01030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2.CC01040照明設備製造業 

3.CC01080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4.CH01010體育用品製造業 

5.F106010五金批發業 

6.F106030模具批發業 

7.F109070文教、樂器、育樂用品批發業 

8.F113020電器批發業 

9.F119010電子材料批發業 

10.F206010五金零售業 

11.F209060文教、樂器、育樂用品零售業 

12.F213010電器零售業 

13.F219010電子材料零售業 

14.F401010國際貿易業 

15.E601010電器承裝業 

16.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

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CC01030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2.CC01040照明設備製造業 

3.CC01080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4.CH01010體育用品製造業 

5.F106010五金批發業 

6.F106030模具批發業 

7.F109070文教、樂器、育樂用品批發業 

8.F113020電器批發業 

9.F119010電子材料批發業 

10.F206010五金零售業 

11.F209060文教、樂器、育樂用品零售業 

12.F213010電器零售業 

13.F219010電子材料零售業 

14.F401010國際貿易業 
15.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

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新增公司

所營事業  

 

第四章 董事及經理人 

第十四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九人，任期三年，連選得

連任。董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延長

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 

 

 

董事之選舉均採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

一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就候選人名

單中選任之。 
本公司得經董事會決議為本公司董事購買

責任保險。 

第四章 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 

第十四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九人，監察人二~三人，

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

任之，連選得連任。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屆

滿而不及改選時，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

選董事及監察人就任時為止。 

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均採公司法第一百九

十二條之一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就

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本公司得經董事會決議為本公司董事及監

察人購買責任保險。 

配合設置

審計委員

會，刪除

監察人相

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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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第十五條 

本公司上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

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

一。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

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14條之 4規定設

置審計委員會並由審計委員會負責執行公

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規定之職權。 
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 

第十五條 

本公司配合證券交易法第 14-2條之規

定，本公司上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

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

分之一。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

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設置審計

委員會並

修正獨董

人數及其

成員組成 

第十七條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召集事由，於七日

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

召集之。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

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為之。 

 
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長召

集之。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

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以出席董事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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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

得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

為之。 
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長召

集之。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

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以出席董事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配合設置

審計委員

會，刪除

監察人相

關規定 

第十九條 

本公司董事之報酬由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

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國

內業界水準議定之，不論營業盈虧應支給

之。 

第十九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由董事會依其

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

並參酌國內業界水準議定之，不論營業盈

虧應支給之。 

配合設置

審計委員

會，刪除

監察人相

關規定 

第廿二條 

本公司應根據公司法第二二八條之規定，

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下列各

項表冊，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之。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第廿二條 

本公司應根據公司法第二二八條之規定，

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下列各

項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交監察

人查核，並由監察人出具報告書提交股東

常會請求承認之。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配合設置

審計委員

會，刪除

監察人相

關規定 

第廿三條之一 

公司當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八至

百分之十二為員工酬勞及提撥百分之二以

下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

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之，應由董事會

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

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廿三條之一 

公司當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八至

百分之十二為員工酬勞及提撥百分之二以

下為董事、監察人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

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之，應由董事會

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

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配合設置

審計委員

會，刪除

監察人相

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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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分派之對象

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之員工，

相關辦法授權董事會制定。 
上述獲利狀況係指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

酬勞前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是以一次分

派方式為之。 

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分派之對象

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之員工，

相關辦法授權董事會制定。 
上述獲利狀況係指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

酬勞前及董事、監察人酬勞前之利益，是

以一次分派方式為之。 

第廿八條 

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發人同意於中

華民國八十一年八月十四日。第一次修訂

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第二次修

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三次

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三月八日，第四次修

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五

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二月十日，第六次

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三月七日，第七次修

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八月十日，第八次修訂

於民國九十五年十月十二日，第九次修訂

於民國九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第十次修

訂於民國九十六年五月十日，第十一次修

訂於民國九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第十二

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十月八日，第十三

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二十六

日，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ＯＯ年五月二

十三日，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Ｏ一年六

月二十日，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Ｏ二年

六月十日，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Ｏ四年

五月二十八日，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Ｏ

五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

一Ｏ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第廿八條 

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發人同意於中

華民國八十一年八月十四日。第一次修訂

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第二次修

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三次

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三月八日，第四次修

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五

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二月十日，第六次

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三月七日，第七次修

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八月十日，第八次修訂

於民國九十五年十月十二日，第九次修訂

於民國九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第十次修

訂於民國九十六年五月十日，第十一次修

訂於民國九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第十二

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十月八日，第十三

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二十六

日，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ＯＯ年五月二

十三日，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Ｏ一年六

月二十日，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Ｏ二年

六月十日，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Ｏ四年

五月二十八日，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Ｏ

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增列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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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湯石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屆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擔任職務 姓名 持有股數 學歷 經歷 現職 

董事 湯士權 3,500,627 股 亞東工專製衣科 湯石照明科技(股)公司創辦人 

湯石照明科技(股)公司董事長兼任總經理 

中山泰騰照明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山湯石照明有限公司董事長 

World Extend Holding 董事 

Greatsuper Technology Limited 董事 

Tons Lighting Co., Ltd.董事 

洪博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Luminous Holding Incorporated 董事 

上海湯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 洪家政 1,253,962 股 開南商工電子科 湯石照明科技(股)公司執行副總 

湯石照明科技(股)公司執行副總 

中山泰騰照明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中山湯石照明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洪博投資(股)公司董事 

董事 蔡紹群 0 

Arapahoe Community 

College / Associate of 

Arts - Business Degree 

三商行股份有限公司資訊管理部課長 

三商美福室內裝修(股)公司資訊部經

理、商品部經理、營業部經理 

三商美福室內裝修(股)公司副總經理 

好年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三商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陳明信 0 

政治大學會計系學士 

天津開南大學國際商
學院企管博士 

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審查、主辦會計 

鴻茂科技總經理 

Solar PV Co.,法人董事 

CAI ASIA 執行董事 

獨立董事 袁建中 0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電
機工程博士 

Data General Inc., USA 中國市場開及

IC 設計經理 

Universal Automation,USA IC 設計經

理、合夥人 

交通大學科技管理所教授 

中華映管(股)公司獨立董事、薪酬委員會委

員、審計委員會委員 

沛亨半導體(股)公司獨立董事、薪酬委員會召

集委員 

耀華電子(股)公司獨立董事、薪酬委員會委員 



36 

 

擔任職務 姓名 持有股數 學歷 經歷 現職 

獨立董事 許崇源 0 
美國曼菲斯大學會計
博士 

財團法人櫃檯買賣中心董事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

護中心監察人 

政治大學會計系教授 

華南金融控股(股)公司獨立董事、薪酬委員會

委員、審計委員會召集委員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周良貞 0 輔仁大學法學士 

植根法律事務所律師 

力成法律事務所律師 

信孚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嘉華法律事務所律師 

嘉華法津事務所主持律師 

嘉聯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薪酬委員

會委員 

世坤塑膠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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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湯石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評估程序及價格決定方式） 

一、略 

二、不動產或設備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除與

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地

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先

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以下略) 

三、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應事先收集

相關價格資訊，並以比價或議價

方式擇一為之；取得或處分無形

資產，亦應事先收集相關價格資

訊，並經審慎評估相關法令及合

約內容，以決定交易價格。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與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應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

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

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

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 

(以下略) 

第四條（評估程序及價格決定方式） 

一、略 

二、不動產或設備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除與

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租地

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先

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以下略) 

三、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應事先收集

相關價格資訊，並以比價或議價

方式擇一為之；取得或處分無形

資產，亦應事先收集相關價格資

訊，並經審慎評估相關法令及合

約內容，以決定交易價格。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與政府機構交易外，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應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

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

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

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 

(以下略) 

依『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
準則』修訂 

六、取得或處分依法律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

資產，應依照本處理程序第二十

五至三十三條之相關規定辦理。 

所稱專業估價者，係指不動產估

價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

產、設備估價業務者。本公司取

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

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

六、取得或處分依法律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

資產，應依照本處理程序第二十

五至三十三條之相關規定辦理。 

所稱專業估價者，係指不動產估

價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

產、設備估價業務者。本公司取

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

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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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律

師或證券承銷商與交易當事人不

得為關係人。 

本公司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

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

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意見。 

但合併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

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

司，或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

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

間之合併，得免取得前開專家出

具之合理性意見。 

第九條（公告申報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

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

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

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

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但買賣公債、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

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

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以下略)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且交易對象非

為關係人，交易金額並達下列

規定之一： 

(一)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一百

億元，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 

(二)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

元以上，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

元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取得或處分供營

建使用之不動產且交易對象非

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律

師或證券承銷商與交易當事人不

得為關係人。 

本公司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

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

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意見。 

 

 

 

 

 

 

 

第九條（公告申報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

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

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

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

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

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但買賣公債、附買回、賣

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

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以下略)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

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

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

限： 

(一)買賣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

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

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證券商於

初級市場認購及依規定認購之有

價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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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臺幣

五億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

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

式取得不動產，公司預計投入

之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

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

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

此限： 

(一)買賣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證券

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

有價證券買賣，或於國內初級市

場認購募集發行之普通公司債及

未涉及股權之一般金融債券，或

證券商因承銷業務需要、擔任興

櫃公司輔導推薦證券商依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

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以下略) 

第十一條（公告申報之補正） 

本公司依第九條規定應公告項目

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

補正時，應於知悉之即日起算二日

內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以下略) 

第十五條（決議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

金。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

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

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

五億元以上。 

(五)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

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

式取得不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

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以下略) 

第十一條（公告申報之補正） 

本公司依第九條規定應公告項目

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

補正時，應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

報。 

(以下略) 

第十五條（決議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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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

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

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

付款項：   

(以下略) 

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

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

契約及支付款項： 

 

(以下略) 

第三十八條 

本程序制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一次修訂於中

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第

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

月二十五日，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

國一○一年六月二十日，第四次修

訂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六月十

日，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三

年六月十六日，第六次修訂於中華

民國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第三十八條 

本程序制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一次修訂於中

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第

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

月二十五日，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

國一○一年六月二十日，第四次修

訂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六月十

日，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三

年六月十六日。 

增列修訂日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