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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股東常會各項議案參考資料 

 
時間：中華民國 109年 5月 19日（星期二）上午九時三十分 

地點：苗栗縣西湖鄉二湖村坪頂 22號 東和鋼鐵企業(股)公司苗栗廠禮堂 

 

承認事項 

一、承認 108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董事會提案) 

說明：1.本公司 108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業經會計師及審計委員

會審查認為尚無不合，請參閱議事手冊。 

2.敬請  承認。 

 

二、承認 108年度盈餘分配案。(董事會提案) 

說明：1.本公司 108年度之盈餘分配表及其說明，請參閱議事手冊。 

      2.本年度稅前淨利為新台幣 2,089,389,473 元，另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2 號公報規定

認列所得稅費用新台幣 523,330,856元，稅後淨利新台幣 1,566,058,617元。 

      3.本公司 108 年度之盈餘分配表，除分派現金股利外，其餘項目包含提列法定盈餘

公積、提列權益減項特別盈餘公積及確定福利計劃再衡量本期變動數等，請參閱

議事手冊。 

      4.敬請  承認。  

 

討論事項 

討論修正「公司章程」案。(董事會提案) 

說明：1.為本公司營運之需要，擬修正「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2.「公司章程」修正前後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一。 

      3.敬請 討論。 

 

選舉事項 

全面改選董事案。(董事會提案) 

說明：1.本公司第 23屆董事任期即將於 109年 6 月 15日屆滿，擬於本次股東常會改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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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照公司章程第 21 條規定，設董事 11 人，其中獨立董事不得少於 3 人，由股東

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3.第 24屆應選董事 11席（含獨立董事 3席）任期三年，任期自 109 年 5月 19日起 

   至 112年 5月 18 日止；第 23屆董事任期至本次股東常會完成時止；董事選舉辦 

   法請參閱議事手冊。 

      4.董事候選人名單，請參閱附件二。 

 

其他討論事項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案。(董事會提案) 

說明：1.依據公司法第 209 條第 1 項「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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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為順利本公司業務推展，本公司董事如有前揭條文規定限制之情事，擬提請股東     

會「許可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予以解除董事及其代

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3.敬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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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公司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二、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三、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四、H701040 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五、J701020 遊樂園業。  

六、C801010 基本化學工業。  

七、CA01010 鋼鐵冶鍊業。  

八、CA01020 鋼鐵軋延及擠型業。   

九、CA01050 鋼材二次加工業。   

十、CA01070 廢車船解體及廢鋼鐵五金

處理業。  

十一、CA03010 熱處理業。   

十二、CA04010 表面處理業。   

十三、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   

十四、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

業。  

十五、CP01010 手工具製造業。   

十六、F114060 船舶及其零件批發業。   

十七、F214060 船舶及其零件零售業。   

十八、F401010 國際貿易業。   

十九、H701010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二十、H701060 新市鎮、新社區開發業。  

二十一、H701090 都市更新整建維護業。 

二十二、H702010 建築經理業。 

二十三、I103060 管理顧問業。  

二十四、I599990 其他設計業。  

二十五、CA02010 金屬結構及建築組件

製造業。  

二十六、EZ99990 其他工程業。  

二十七、F106010 五金批發業。  

二十八、F199010 回收物料批發業。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二、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三、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四、H701040 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五、J701020 遊樂園業。  

六、C801010 基本化學工業。  

七、CA01010 鋼鐵冶鍊業。  

八、CA01020 鋼鐵軋延及擠型業。   

九、CA01050 鋼材二次加工業。   

十、CA01070 廢車船解體及廢鋼鐵五金

處理業。  

十一、CA03010 熱處理業。   

十二、CA04010 表面處理業。   

十三、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   

十四、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

業。  

十五、CP01010 手工具製造業。   

十六、F114060 船舶及其零件批發業。  

十七、F214060 船舶及其零件零售業。  

十八、F401010 國際貿易業。   

十九、H701060 新市鎮、新社區開發業。 

二十、I103060 管理顧問業。  

二十一、I599990 其他設計業。  

二十二、CA02010 金屬結構及建築組件

製造業。  

二十三、EZ99990 其他工程業。  

二十四、F106010 五金批發業。  

二十五、F199010 回收物料批發業。  

二十六、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

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新增營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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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二十九、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

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十五條之四  

本公司設置公司治理委員會。  

公司治理委員會之人數、任期、議事規

則、職權行使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另以

公司治理委員會組織規程訂之。 

 本條新增。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於民國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公布

施行。 

(略)  

第四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二

十一日，本次增訂設置審計委員會等相

關條文，自民國一○三年股東常會選任

之監察人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第四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六月十

六日。  

第五十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六月十八

日。  

第五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月○

○ 日。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於民國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公布

施行。  

(略) 

第四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二

十一日，本次增訂設置審計委員會等相

關條文，自民國一○三年股東常會選任

之監察人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第四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六月十

六日。  

第五十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六月十八

日。 

新增本次修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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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選人名單 

類別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備註 

董事  懋昇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侯傑騰 

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系 東鋼鋼結構(股)公司董事 

漢威光電(股)公司董事長 

大觀視覺顧問(股)公司監察人 

台灣高速鐵路(股)公司董事 

中興電工機械(股)公司董事 

東和鋼鐵企業(股)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東鋼鋼結構(股)公司董事長 

東鋼風力發電(股)公司董事長 

遠東鋼鐵企業(股)公司董事長 

伸原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萬年百貨(股)公司董事長 

和昭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懋昇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商富實業(股)公司董事 

嘉德創資源(股)公司董事 

嘉德技術開發(股)公司董事 

東鋼營造工程(股)公司董事 

發達興業(股)公司董事 

Tung Ho Steel Vietnam Corp. Ltd.董事 

Goldham Development Ltd.董事 

3 Oceans International Inc.董事 

Tung Yuan International Corp.董事 

Best-Steel Trade Corp.董事 

福建中日達金屬有限公司董事 

東糖能源服務(股)公司董事長 

明台育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財團法人東和鋼鐵文化基金會董事 

財團法人侯金堆先生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董事  懋昇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侯玉書 

美國哈佛大學環境與

視覺藝術系 

伸原投資(股)公司董事 

萬年百貨(股)公司監察人 

東和鋼鐵企業(股)公司董事 

伸原投資(股)公司監察人 

和昭投資(股)公司董事 

和星投資(股)公司董事 

財團法人春之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董事  伸原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吳惠明 

台北工專礦冶工程科 東鋼鋼結構(股)公司董事 

東和鋼鐵企業(股)公司生產副總經理 

東和鋼鐵企業(股)公司桃園廠廠長 

東和鋼鐵企業(股)公司董事  

董事  伸原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董伯勳 

政治大學商學院經營

管理學碩士 

漢威光電(股)公司監察人 

福建中日達金屬有限公司行政副總經

理 

東和鋼鐵企業(股)公司投資部經理 

東和鋼鐵企業(股)公司資材部經理 

東和鋼鐵企業(股)公司財會部副總經理 

東鋼風力發電(股)公司董事 

東鋼鋼結構(股)公司董事 

 

董事  漢磊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黃志明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MBA 

啟特科技(股)公司董事 

啟特科技(股)公司經理 

遠東鋼鐵企業(股)公司董事 

東和鋼鐵企業(股)公司董事 

漢磊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 

遠東鋼鐵企業(股)公司監察人 

宇泰投資(股)公司董事 

 

董事  良城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陳保合 

加拿大皇家大學MBA 住城建設(股)公司總經理 東和鋼鐵企業(股)公司董事 

合城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吉城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健慶(股)公司董事長 

良城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淨美學生技(股)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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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成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水之元生技(股)公司董事長 

董事  台灣置地(股)公司 

代表人：林朝賀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 東和鋼鐵企業(股)公司監察人 

東和鋼鐵企業(股)公司資深副總經理 

東和鋼鐵企業(股)公司董事 

瑞年企業管理顧問(股)公司董事長 

 

董事  侯彥良 芬蘭阿爾托大學

EMBA 

無 東和鋼鐵企業(股)公司董事 

亞勝化學工業(股)公司董事長 

皓瀚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 

 

獨立 

董事  

劉義吉 國立政治大學 

會計研究所碩士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資深會計

師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 

台北市會計師公會常務理事 

東和鋼鐵企業(股)公司獨立董事 

大東紡織(股)公司監察人 

瑞利軍工(股)公司獨立董事 

 

獨立 

董事  

張壯熙 法國巴黎第二大學法 

律-經濟-社會科學 

(政治學) 博士 

華梵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華梵大學秘書室主任秘書 

華山文創實業(股)公司董事總經理 

東和鋼鐵企業(股)公司管理部經理 

東和鋼鐵企業(股)公司苗栗廠副廠長 

國立中央大學副教授 

東和鋼鐵企業(股)公司獨立董事 

華梵大學書院教育長 

華梵大學專任副教授 

 

獨立 

董事  

劉德明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經濟博士 

中山大學財務管理學系專任教授 

台灣國際造船(股)公司獨立董事 

雷科(股)公司獨立董事 

東和鋼鐵企業(股)公司獨立董事 

台灣國際造船(股)公司獨立董事 

雷科(股)公司獨立董事 

中山大學財務管理系兼任教授(榮譽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