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桐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一Ｏ九年股東常會會議議事錄

時間：民國 109 年 6 月 19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正 
地點：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 1 段 6 號 1 樓 

出席股東：出席股東連同委託代表股份及股東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者合計

647,439,676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行使表決權者 147,832,166 股），

出席比例 63.67% 

出席董事：楊猷傑董事長、陳怡如董事、李倫家董事、施國榮董事、張榮元獨立董事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蘇文憲獨立董事、張家賓獨立董事 

列 席：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王照明會計師、榮信法律事務所張睿文律師

主 席：楊猷傑董事長       紀  錄：黃雯卿

壹、宣佈開會

（報告出席股份總數已逾法定股數，主席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

（略）

參、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一Ｏ八年度營業報告，報請 公鑒。(洽悉) 

說明：一Ｏ八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第二案

案由：一Ｏ八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報請 公鑒。(洽悉) 

說明：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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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案由：一Ｏ八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撥付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洽悉) 

說明：因一Ｏ八年度不分配盈餘，依公司法第 235-1 條及經濟部 104 年 6 月 11 日經

商字 10402413890 號函規定，本公司第十三屆第二十二次董事會決議不分配

員工及董事酬勞。 
 

第四案 

案由：一Ｏ八年度對外背書保證情形，報請 公鑒。(洽悉) 
說明：本公司及子公司一Ｏ八年度對外背書保證情形詳參下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背書保證者 
公司名稱 

被背書保證對象 
期末背書 
保證餘額 

實際動 
支金額 公司名稱 

關係
(註 1)

和桐化學股份 
有限公司 

Hsin Tay Ltd. 2 334,910 0 

Sharpinvest International Ltd. 2 505,063 0 

Paotze Investment Ltd. 2 296,802 0 

智盛(惠州)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 755,036 637,753 

盛台石油股份 

有限公司 
中華全球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2 190,000 190,000 

金桐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 

四川金桐精細化學有限公司 2 128,799 0 

安徽金桐精細化學有限公司 2 128,799 42,933 

江蘇金桐化學 
工業有限公司 

江蘇金桐表面活性劑有限公司 2 858,660 68,816 

3,198,069 939,502 
 
註 1：背書保證者與被背書保證對象之關係如下： 

(1) 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2) 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3) 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4) 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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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案由：修正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報告，報請 公鑒。(洽悉) 
說明：依行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9 年 1 月 15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80361934 號

函修正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並經本公司第十三屆第二十二次董事會

決議通過，董事會議事規範請參閱附件三。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一Ｏ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提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一Ｏ八年度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王照明、賴宗羲會計師擬出具之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書稿，檢同一Ｏ

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已提請本公司第十三屆第二十二次董事會決議通過，並

送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符，並提出查核報告書在案。 

二、一Ｏ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及上述財務報表等，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四。  

三、謹提請 股東常會承認。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643,921,390 權 

 權數 比率%

贊成權數 
565,107,736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69,570,512 權) 87.76

反對權數 
125,63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125,630 權) 0.02

棄權(廢票)權數 
78,688,024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78,136,024 權) 12.22

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一Ｏ八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說明：一、一Ｏ八年度盈餘分派表業經本公司第十三屆第二十二次董事會決議通過及

審計委員會出具查核報告書在案。 

二、盈餘分派表請參閱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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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謹提請 股東常會承認。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643,921,390 權 

 權數 比率%

贊成權數 
566,417,343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70,880,119 權) 87.96

反對權數 
151,515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151,515 權) 0.02

棄權(廢票)權數 
77,352,532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76,800,532 權) 12.02

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伍、討論暨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討論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敬請公決。 

說明：一、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8 年 12 月 31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80339900 號

函，擬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

閱附件六。 

二、敬請 公決。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643,921,390 權 

 權數 比率%

贊成權數 
566,383,914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70,846,690 權) 87.96

反對權數 
160,306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160,306 權) 0.02

棄權(廢票)權數 
77,377,17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76,825,170 權) 12.02

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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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選舉董事案，敬請 公決。 

說明：一、本公司第十三屆董監事任期將於本(一Ｏ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屆滿，擬於本

年股東常會全面改選。 

二、擬依本公司章程第二十條規定選任第十四屆董事九席（含獨立董事三

席），其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新任董事任期自一Ｏ九年六月十九日起

至一一二年六月十八日止，合計三年，舊任董事於新任董事當選日起解

任。 

三、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第十三屆第二十三次董事會議審查通

過，學經歷及其相關資料請參閱下表： 
姓名 持有股數 學歷 主要經歷 現職 

恆益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法人代表: 楊猷

傑 

101,690,169

中原大學 
化學工程系 

和桐化學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長 

和桐化學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 

恆益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法人代表: 陳怡

如 

美國康乃爾

大學動物科

學碩士、應

用經濟碩士 

炳榮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

興台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

集強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

和桐化學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及總經理、中

華全球石油股

份有限公司總

經理 

炳榮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興台

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集強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長、和桐化學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及總經理、中華

全球石油股份有

限公司總經理 

恆益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法人代表: 陳威

宇 

加州柏克來

大學商學碩

士 

和桐化學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和桐化學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恆益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法人代表: 李倫

家 

美國西點軍

校 
和桐化學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和桐化學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財團法人陳源河文

教基金會 
法人代表: 陳奕雄 

93,607 台灣大學農

業化學系、

Kent 州立大

學化學及生

物化學博士 

美國 PE 
Celera 公司基

因體部門首席

科學家、美國

Genentech 資

賽亞基因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 
源河生技應用股

份有限公司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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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持有股數 學歷 主要經歷 現職 
深研究員 理 

施國榮 0 美國羅格斯

大學 MBA 
保德信投信全

權 委 託 組 協

理、群益證券

資深副總裁、

桐寶股份有限

公司監察人、

中華全球石油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和桐化學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桐

寶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中華全

球石油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 

蘇文憲 0 美國田納西

理工大學化

工碩士 

工業局知識服

務組長、商業

司專門委員、

故宮博物院文

創行銷處長、

桐寶股份有限

公司獨立董事 

和桐化學股份有

限公司獨立董事

張榮元 0 美國康乃狄

克州

University of 
New Haven
會計碩士 

勤業眾信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

稅務部經理、

得魚會計師事

務所會計師、

桐寶股份有限

公司獨立董事 

和桐化學股份有

限公司獨立董事

張家賓 0 東吳大學 
法律系 

高蓋茨法律事

務所律師 
台灣汽電共生

股份有限公司

法務主任 

台灣汽電共生股

份有限公司法務

主任、金利精密

工業公司監察人

建德工業公司法

人董事代表人、

和桐化學股份有

限公司獨立董事

四、敬請 改選。 
決議：經股東會票選，第十四屆董事九席(含獨立董事三席)當選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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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當選戶名 
電子選舉權數

A 
現場選舉權數

B 
當選權數

(A+B) 
  恆益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代表人: 楊猷傑 70,773,108 527,039,466 597,812,574
董事 代表人: 陳怡如 70,300,560 518,074,395 588,374,955
董事 代表人: 陳威宇 69,849,261 503,665,350 573,514,611
董事 代表人: 李倫家 69,712,563 494,553,696 564,266,259

財團法人陳源河文教基金會  
董事  代表人:陳奕雄 71,254,019 490,339,284 561,593,303
董事 施國榮 70,376,285 483,670,122 554,046,407
獨立董事 蘇文憲 70,686,487 482,705,214 553,391,701
獨立董事 張榮元 70,654,110 481,517,367 552,171,477
獨立董事 張家賓 70,572,912 478,270,122 548,843,034

合計   634,179,305 4,459,835,016 5,094,014,321

 
 

陸、其它議案及臨時動議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討論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案，敬請  公決。 

說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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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並取得其許 可。  

二、為借助董事專才、經驗以拓展公司業務，爰依法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經

本次股東常會選任之新任董事有關前述競業禁止之限制，競業禁止相關

範圍及內容，將於股東常會會場揭示。 

三、敬請 公決。 

（附表）新任董事楊猷傑擔任同業公司董事情形： 
董事 目前擔任與公司營業範圍內有關之職務 
楊猷傑 1. 華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 和信成股份有限公司 

3. 盛台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4. 和茂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5. SHARPINVEST INTERNATIONAL LTD. 

6. SIGNPOST ENTERPRISES LTD. 

7. SIGNPOST(HK)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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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ZORTECH CORPORATION. 

9. HSIN TAY LTD 

10. 上海盛台投資(香港)有限公司 

11. 北京桐盛台貿易有限公司 

12. 金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3. 江蘇金桐化學工業有限公司 

14. 四川金桐精細化學有限公司 

15. 安徽金桐精細化學有限公司 

16. 江蘇金桐表面活性劑有限公司 

17. 上海盛台有限公司 

18. 天津港保稅區興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9. 天津天智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附表說明：以上公司均為本公司或子公司轉投資之公司，依權益法認列長

期股權投資損益。楊猷傑董事均以本公司或子公司法人代表身

份擔任董事，以維護並代表行使本公司股東權益。 
 

（附表）本屆新任董事陳怡如擔任 PAOTZE INVESTMENT LTD.公司董事、中華全球

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職務。 
PAOTZE INVESTMENT LTD. 、中華全球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為本公司或子

公司轉投資之公司，依權益法認列長期股權投資損益。陳怡如董事以本公司

法人代表身份擔任 PAOTZE INVESTMENT LTD.董事，以維護並代表行使

本公司股東權益。 
 

（附表）新任董事陳威宇擔任同業公司董事情形： 
董事 目前擔任與公司營業範圍內有關之職務 
陳威宇 1. 中華全球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2. 桐寶股份有限公司 

3. 華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4. 和信成股份有限公司 

5. 盛台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6. 和茂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7. PAOTZE INVESTMENT LTD. 

8. HSIN TAY LTD. 

9. SIGNPOST ENTERPRISES LTD. 

10. SIGNPOST(HK) LTD. 
11. 金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2. 江蘇金桐化學工業有限公司 

13. 四川金桐精細化學有限公司 

14. 安徽金桐精細化學有限公司 

- 8 -



 

董事 目前擔任與公司營業範圍內有關之職務 
15. 江蘇金桐表面活性劑有限公司 

16. 智盛(惠州)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7. 上海京帝化工有限公司 

18. 廣州立智化工有限公司 

19. 上海盛台有限公司 

20. 天津天智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21. 理威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 

附表說明：序號 1~20 之公司均為本公司或子公司轉投資之公司，依權益法

認列長期股權投資損益。陳威宇董事均以本公司或子公司法人

代表身份擔任董事，以維護並代表行使本公司股東權益。 
 

（附表）本屆新任董事施國榮擔任中華全球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職務。 
中華全球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為子公司轉投資之公司，依權益法認列長期股權

投資損益。施國榮董事以子公司法人代表身份擔任董事，以維護並代表行使

本公司股東權益。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643,921,390 權 

 權數 比率%

贊成權數 
510,289,250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14,752,026 權) 79.25

反對權數 
56,484,092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56,484,092 權) 8.77

棄權(廢票)權數 
77,148,048 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數 76,596,048 權) 11.98

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柒、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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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和桐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一Ｏ八年度營業報告書

本公司 108 年度個體營業淨收入為新台幣 4,084,481 仟元，較去

年 5,838,856 仟元，減少 1,754,375 仟元，營業損失 133,589 仟元，較

去年 16,594 仟元，增加 116,995 仟元，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143,665 仟元，較去年 273,953 仟元，減少 130,288 仟元，本期淨利

17,820 仟元，較去年 263,828 仟元，減少 246,008 仟元。合併營業淨

收入為新台幣 27,459,637 仟元，較去年 30,394,034 仟元，減少

2,934,397 仟元，營業利益 859,965 仟元，較去年 748,194 仟元，增加

111,771 仟元，營業外損失 293,987 仟元，較去年 77,837 仟元，增加

216,150 仟元，本期淨利 358,624 仟元，較去年 437,917 仟元，減少

79,293 仟元。  

回顧（108）年營運，各產品的營運情形說明如下： 

NP（正烷屬烴）相關產品及貿易方面業務：108 年度航煤價格

自第一季，價格呈現穩定，自 1-3 月份均價 US$ 75/桶左右，4-5 月油

價上漲到 US$ 82/桶左右，6 月航煤月均價下調, 航煤回落至 US$74/

桶，7-12 月油價修正到 US$ 76/桶左右。 

108 年度 NP 市場在下半年度有供過於求情形，NP 呈量多價跌

趨勢。108 年航煤價格穩定，所以綜觀本年度 NP 採購仍屬於穩定 ; 

另外原料到第四季因大陸市場庫存增加，導致出口到大陸 NP 數量減

少，對利益造成影響。公司已採取相應措施來提升獲利，目前以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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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烷烴系列相關產品貿易及其他附加價值領域客戶，以增加利潤來

源，NP 及其相關產品累計銷量達 8 萬噸。  

LAB（直鏈烷基苯）業務方面：108 年烷基苯原料價格在本年度

呈現穩定，相較於前一年的原料價格，108 年有下滑, 所以整體營收

有減少，但由於市場供貨緊張，烷基苯整體獲利有所影響，因此公司

積極開拓其它貿易項目以增加獲利，108 年烷基苯出口量減少，108

年銷售量約 5 萬噸，較 107 年減少約 1.5 萬噸，但增加其它貿易以增

加收益。

展望 109 年營運，綜觀過去幾年來，油價於上半年皆有較有快速

波動，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及原油減產爭議，油價於今年第一季已

大幅下跌 40%~50%，所以未來經營是以快速應變方式來邁進，降低

風險。目前全球對於清潔劑原料的需求因冠狀病毒大流行影響呈現增

長，雖 LAB 的供應在市場上將有所增加，公司將積極面對特別是亞

洲市場變化，今年營運，以國際化深耕及開拓為主要目標。另外 NP

供應過剩是面臨的環境，在 109 年有充足的 NP 供應，是未來 LAB

銷售的基礎。除密切觀察原料走勢外，今年目標在於與 NP 供應商維

持良好關係，已經洽簽長期合約爭取了更經濟實惠的原料, 並積極提

升生產效率以降低生產成本，提升競爭力。同時增加其它貿易業務及

建立銷售通路以提升公司整體利益。在其它方面，目前在海外將持續

進行新的市場評估及佈局，以進一步完善投資基礎並推動其他界面活

性劑產品業務，增加競爭力及獲利表現。

董事長：楊猷傑 經理人：陳怡如 會計主管：林惠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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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桐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百零八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

餘分派案，其中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

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案經本審計委員

會查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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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鑑核。

和桐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中 華 民 國 一 ○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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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和桐化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

第  1  條 （本規範訂定依據）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董事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
管理機能，爰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二條

訂定本規範，以資遵循。

第  2  條 （本規範規範之範圍）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規範，其主要議事內容、作業程序、

議事錄應載明事項、公告及其他應遵循事項，應依本規範
之規定辦理。

第  3  條 （董事會召集及會議通知） 
本公司董事會每季至少召集一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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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規範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除有突發緊急情事或

正當理由外，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
出。

第  4  條 （會議通知及會議資料）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辦理議事事務單位為股務室。
議事單位應擬訂董事會議事內容，並提供充分之會議資
料，於召集通知時一併寄送。

董事如認為會議資料不充足，得向議事事務單位請求補足。董
事如認為議案資料不充足，得經董事會決議後延期審議之。

第  5  條 （簽名簿等文件備置及董事之委託出席） 
召開本公司董事會時，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董事簽到，以供
查考。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如不能親自出席，得依本公司章

程規定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如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
為親自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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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時，應於每次出具委託
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

第二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  6  條 （董事會開會地點及時間之原則）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之地點與時間，應於本公司所在地及辦公

時間或便於董事出席且適合董事會召開之地點及時間為之。

第  7  條 （董事會主席及代理人）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者，由董事長擔任主席。但每

屆第一次董事會，由股東會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
事召集，會議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
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依公司法第二百零三條第四項或第二百零三條之一第三項
規定董事會由過半數之董事自行召集者，由董事互推一人
擔任主席。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
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
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

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
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  8  條 （董事會參考資料、列席人員與董事會召開）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時，各經理部門應備妥相關資料供與會
董事隨時查考。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相關部門或子公司之人員列席。

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師、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
及說明。但討論及表決時應離席。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並有過半數之董事出席時，

應即宣布開會。
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數未出席時，主席得宣布
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二次仍不足額

者，主席得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程序重新召集。
前項及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
者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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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 （董事會開會過程錄音或錄影之存證） 
本公司董事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音或錄影存證，並至

少保存五年，其保存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保存期限未屆滿前，發生關於董事會相關議決事項之
訴訟時，相關錄音或錄影存證資料應續予保存至訴訟終結

止。
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視訊影音資料為會議紀錄之一部
分，應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第 10 條 （議事內容） 
本公司定期性董事會之議事內容，至少包括下列各事項：
一、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二）重要財務業務報告。
（三）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四）其他重要報告事項。
二、討論事項：

（一）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

（二）本次會議預定討論事項。
三、臨時動議。

第 11 條 （議案討論）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之議事程序進行。但經
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得變更之。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出席董事過半數者，
經在席董事提議，主席應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第八條第
三項規定。

第 12 條 （應經董事會討論事項）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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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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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修訂內部控制制度。
四、依證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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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

股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之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

大事項。獨立董事對於證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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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由薪資報酬委員會提出建
議後，經董事會討論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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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條 （表決《一》）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
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本公司董事會議案表決時，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
議者，視為通過。如經主席徵詢而有異議者，即應提付表
決。

表決方式由主席就下列各款規定擇一行之，但出席董事有
異議時，應徵求多數之意見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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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舉手表決或投票器表決。
二、唱名表決。

三、投票表決。
四、公司自行選用之表決。
前二項所稱出席董事全體不包括依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不

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

第 14 條 （表決《二》及監票、計票方式） 
本公司董事會議案之決議，除證交法及公司法另有規定外，

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董事會對於薪資報酬委員會就董事及經理人薪資報酬之建
議得不採納或予以修正，但應有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並於決議說明董事會通過之薪
酬有無優於薪酬委員會。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

之順序。但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
決，無須再行表決。
議案之表決如有設置監票及計票人員之必要者，由主席指

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董事身分。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錄。

第 15 條 （董事之利益迴避制度）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
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
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

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
之公司，就前項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者，視為董事就該

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二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
董事，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六條第四項準用第一百八十條第

二項規定辦理。

第 16 條 （會議紀錄及簽署事項）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議事錄應詳實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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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事項：
一、 會議屆次（或年次）及時間地點。

二、 主席之姓名。
三、 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席、請假及缺席者之姓名與人數。
四、 列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五、 記錄之姓名。
六、 報告事項。
七、 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專家及

其他人員發言摘要、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涉及利害關係
之董事姓名、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其應迴避或
不迴避理由、迴避情形、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

書面聲明暨獨立董事依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出具之書
面意見。

八、 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

事、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涉
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
其應迴避或不迴避理由、迴避情形及反對或保留意見

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九、 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議決事項，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除應於議事錄載

明外，並應於董事會之日起二日內於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指定之公開資訊觀測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 獨立董事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二、 未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通過之事項，如經全體董事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

三、 董事會通過之薪資報酬優於薪酬委員會之建議，應就

差異情形及原因載明董事會議事錄。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一部分，應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

日內分送各董事。並應列入本公司重要檔案，於本公司存
續期間永久妥善保存。
第一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 17 條 （董事會之授權原則） 
除第十二條第一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事項外，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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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依法令或公司章程規定，授權執行之層級、內容等事項，
應具體明確。

第 18 條 （常務董事會） 
本公司如設置常務董事時，常務董事會議事準用第二條、
第三條第二項、第四條至第六條、第八條至十一條、第十

三條至十六條規定。但常務董事會屬七日內定期召集者，
得於二日前通知各常務董事。

第 19 條 （附則） 
本議事規範之訂定及修正應經本公司董事會同意，並提股
東會報告。

第 20 條 本規範由董事會訂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二十日，第二次
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第三次修正於中
華民國一ＯＯ年十月二十七日，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Ｏ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Ｏ六年三
月三十日，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Ｏ九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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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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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王照明-簽

rong
會計師-賴宗義-簽

rong
會計師-王照明-章

rong
會計師-賴宗義-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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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桐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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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楊猷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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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陳怡如-章

rong
會計主管-林惠燕-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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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桐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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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楊猷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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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陳怡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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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主管-林惠燕-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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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陳怡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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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桐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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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王照明-簽

rong
會計師-賴宗義-簽

rong
會計師-賴宗義-章

rong
會計師-王照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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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桐公司章

rong
董事長-楊猷傑-章

rong
經理人-陳怡如-章

rong
會計主管-林惠燕-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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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桐公司章

rong
董事長-楊猷傑-章

rong
經理人-陳怡如-章

rong
會計主管-林惠燕-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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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楊猷傑-章

rong
經理人-陳怡如-章

rong
會計主管-林惠燕-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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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楊猷傑-章

rong
經理人-陳怡如-章

rong
會計主管-林惠燕-章



【附件五】

和桐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派表
一百零八年度

單位:台幣元 

項目 金額 說明

期初餘額 133,784,120 
加：本期稅後淨利 17,819,558 
加：本期保留盈餘調整數 7,238,995 1 
減：處份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

益工具
(8,365,092)

減：對子公司所有權益變動 (36,053,441)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1,781,956)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112,642,184)
可分配盈餘 0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股利元/股)  0
合計 0
期末未分配盈餘 0

董監酬勞（上限 3%） 0 元 

員工酬勞（不低於 1%） 0 元 

說明：

1、 因確定福利計劃精算損益，產生未分配盈餘增加數計 7,238,995
元。

董事長：楊猷傑 經理人：陳怡如 會計主管：林惠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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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g
和桐公司章

rong
董事長-楊猷傑-章

rong
經理人-陳怡如-章

rong
會計主管-林惠燕-章



【附件六】

和桐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第一、二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

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

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

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

增資、公司解散、合併、

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五條第一項各款、證券交

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

四十三條之六之事項應在

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

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

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置

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

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

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

明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

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

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

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

變更其就任日期。

第三條

第一、二項略。

改選董事、變更章

程、公司解散、合併、分

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

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

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

三條之六之事項應在召集

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

動議提出。

配合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二條第五

項修正。

配合法令增訂本

條第四項。

第十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

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

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

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正)均

第十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

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

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

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

配合法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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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

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

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第二至三項略。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

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

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

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

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

止討論，提付表決，並安

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不得變更之。

第二至三項略。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

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

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

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

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

止討論，提付表決。

第十三條

第一項略。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

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

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

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

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

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

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

為親自出席股東會。

(以下略) 

第十三條

第一項略。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

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

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時，其行使方式應載明

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

東會。

(以下略) 

配合法令修正。

第十五條

第一、二項略。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

之年、月、日、場所、主

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

經過之要領及表決結果

（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

第十五條

第一、二項略。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

之年、月、日、場所、主

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

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記載

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

配合法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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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之，有選舉董事、監察人

時，應揭露每位候選人之

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

期間，應永久保存。

前項決議方法，應載

明採票決方式及通過表決

權數與權數比例。

應永久保存。

前項決議方法，應載

明採票決方式及通過表決

權數與權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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