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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頁及第12頁】，敬請 承認。 

決 議：贊成8,901,496權(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183,650權)，佔出席表決權之99.67         

%，反對1,010權(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1,010權)，佔出席表決權之0.01    

%，棄權/未投票28,429權(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3,012權)，佔出席表決權

之0.32%，依表決結果，本案照原議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六年度虧損撥補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106年度稅後淨損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為8,851,067元，期

末累積待彌補虧損為209,645,448元，並無盈餘可供分配，故擬不分配也不撥

補，虧損撥補表詳如【附件四，第30頁】。 

(二)本公司106年度虧損撥補案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並於107年3月8日提請

董事會通過後提請本次股東常會承認。 

決 議：贊成8,900,496權(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182,650權)，佔出席表決權之99.66         

%，反對2,010權(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2,010權)，佔出席表決權之0.02    

%，棄權/未投票28,429權(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3,012權)，佔出席表決權

之0.32%，依表決結果，本案照原議案表決通過。 

 

伍、討論事項(一)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107年第一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本公司擬依據公司法第二六七條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之「發行人募集

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等相關規定，發行民國107年第一次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 

(二)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相關事項說明如下： 

1、發行總額：上限為普通股140,000股，每股票面金額新臺幣10元，總額新

臺幣1,400,000元，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一次或分次申報辦理。 

2、發行條件： 

a.發行價格： 

每股以新臺幣0元發行，即無現金對價之無償配發員工。 

b.既得條件： 

員工自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即日起(即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

增資基準日)屆滿下述時程仍在職，並達成本公司要求之績效條件者

(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訂定績效要求為：年度績效考核(KPI)獎金金額

排名全公司前百分之七十者)，可分別達成既得條件之股份比例如下： 

    時   程         股份比例   

任職屆滿2年         25% 

任職屆滿3年         25% 

任職屆滿4年         25% 

任職屆滿5年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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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發行股份之種類：本公司普通股新股。 

d.員工未符既得條件或發生繼承時之處理方式詳請參閱【附件五】發行

辦法第五條。 

3、員工資格條件及得獲配之股數： 

a.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資格，以本公司之員工為限。 

b.實際被給與員工及可獲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數量，將參酌年資、職

級、工作績效、整體貢獻、特殊功績或其它管理上需參考之條件等因

素，由董事長核定後提報董事會同意，惟具經理人身份者應先經薪資

報酬委員會同意。 

c.本公司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第

一項規定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累計給予單一員工得認購股數，加計該

員工累計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合計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

之千分之三，且加計本公司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

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累計給與該員工之得認

購股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一。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單一員工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與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之合計數，得不受前開比例之限制。 

4、辦理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必要理由：為吸引及留任公司所需人才，

並提高員工對公司之向心力及歸屬感，以共同創造公司及股東之利益。 

5、可能費用化之金額、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及其他對股東權益影響事

項： 

a.可能費用化之金額：公司應於給與日衡量股票之公允價值，並於既得

期間分年認列相關費用。民國107年度擬提股東常會決議發行之限制

員工權利新股上限為140,000股，每股以新臺幣0元發行，若全數達成

既得條件，設算估計可能費用化金額約為新臺幣5,964,000元(以107年

2月27日收盤價新臺幣42.6元擬制估算)。如均依既得條件發行且以民

國107年9月1日發行計算，暫估民國107年～112年之費用化金額分別

為新臺幣638仟元、1,913仟元、1,665仟元、1,002仟元、547仟元及199

仟元。 

b.對每股盈餘稀釋情形：以目前本公司已發行股數14,248,425股計算，

如均依既得條件發行，暫估民國107年～112年費用化後每股盈餘可能

減少金額為新臺幣0.04元、0.13元、0.12元、0.07元、0.04元及0.01元，

對本公司每股盈餘稀釋尚屬有限，故對股東權益尚無重大影響。 

c.其他對股東權益影響：本次預計發行股數佔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比率

約為0.98%。 

(三) 107年第一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詳請參閱【附件五，第31頁】。 

(四)敬請 討論。 

決 議：贊成8,901,496權(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183,650權)，佔出席表決權之99.67         

%，反對3,010權(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3,010權)，佔出席表決權之0.03    

%，棄權/未投票26,429權(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1,012權)，佔出席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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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0.30%，依表決結果，本案照原議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本公司為配合未來業務發展方向，擬將公司資本總額由「三億元」更改為「六

億元」。 

(二)本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六，第34頁】，提請 核議。 

決  議：贊成8,901,496權(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183,650權)，佔出席表決權之99.67         

%，反對3,010權(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3,010權)，佔出席表決權之0.03    

%，棄權/未投票26,429權(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1,012權)，佔出席表決權

之0.30%，依表決結果，本案照原議案表決通過。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辦理私募普通股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及配合未來發展新業務之資金需求，擬私募發行普通

股上限2,880仟股，將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三次辦理。 

(二)特定人選擇之方式與目的： 

1、應募人之選擇方式：本次私募對象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及相關規

定辦理，目前並無已洽定之應募人，但將以策略性投資人為優先考量對象。 

2、應募人如為內部人或關係人： 

公司名稱/姓名 與公司之關係 選擇目的 

ALL BLUE LTD. 法人董事 

為拓展業務

需求，維持穩

健財務結構

及鞏固經營

權。 

張家銘 董事長 

DOUBLE LTD. 法人董事 

林東慶 法人董事代表人 

STEAMWHEEDLE CARTEL LTD. 法人董事 

舒雨凡 法人董事代表人 

SPRUCE LTD. 法人董事 

林志銘 法人董事代表人 

廖文宏 董事 

張立 財務長 

3、應募人如屬法人者，應揭露事項： 

公司名稱 其前十名股東名稱 與公司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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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持股比例 

ALL BLUE LTD. 張家銘(100%) 董事長 

DOUBLE LTD. 林東慶(100%) 法人董事代表人 

STEAMWHEEDLE 

CARTEL LTD. 
舒雨凡(100%) 法人董事代表人 

SPRUCE LTD. 林志銘(100%) 法人董事代表人 

(三)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本次私募價格，以不低於定價日前 1、3 或 5 個

營業日擇一計算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

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或定價日前 30 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

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二基準計算價

格較高者之八成訂定之，實際定價日及實際私募價格於不低於股東會決議成

數之範圍內，授權董事會視日後洽特定人情形決定之，其訂價應屬合理。 

(四)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 

1、不採公開募集之原因：考量資本市場狀況，為有效提高公司籌資之時效性

及靈活性，提高公司營運彈性，以及私募股票有三年內不得自由轉讓之限

制，可強化與策略性投資人間之長期合作關係，故本次不採公開募集而擬

以私募方式發行普通股向特定人籌募款項。 

2、募集之額度：於普通股 2,880 仟股額度內，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

三次辦理。 

3、辦理私募之資金用途及預計達成效益：各分次辦理私募之資金用途及預計

達成效益皆為充實公司營運資金及其他因應本公司未來發展之資金需求，

預期可改善公司財務結構，有助公司營運穩定成長，對股東權益有其正面

助益。 

(五)本次私募普通股之權利義務：依據證交法規定，本次私募之普通股於交付日

後除依證交法 43 條之 8 規定外，原則上三年內不得自由轉讓。本公司於交付

滿三年後，擬依證交法相關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補辦公開發行程序及上櫃交

易。除以上規定外，本次私募之普通股權利義務，與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相同。 

(六)本次私募計畫之主要內容，除私募定價成數外，包括發行價格、發行股數、

發行金額、計畫項目、資金運用進度、預計可能產生效益及其他相關未盡事宜

等，未來如經主管機關修正或客觀環境變更而有所修正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

董事會依相關規定辦理。 

(七)敬請 討論。 

決  議：贊成8,871,496權(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153,650權)，佔出席表決權之99.33         

%，反對33,010權(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33,010權)，佔出席表決權之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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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權/未投票26,429權(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1,012權)，佔出席表決權

之0.30%，依表決結果，本案照原議案表決通過。 

 

陸、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全面改選董事九席(含三席獨立董事)案，敬請 選舉。 

說 明：(一)本公司爰依法令及公司章程規定擬於本次股東常會全面改選董事。應選出董

事九席(含三席獨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民國107年6月5日起至民國110年6月4

日止。 

(二)依本公司章程規定，獨立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經本公司107年4月18

日董事會審查通過之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其學經歷及持有股數請參閱【附件

七，第36頁】。 

(三)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請參閱本手冊。 

(四)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戶號 戶名 當選權數 

2 ALL BLUE LTD. 

代表人：張家銘 
15,102,859 

3 DOUBLE LTD. 

代表人：林東慶 
13,492,946 

5 SPRUCE LTD. 

代表人：林志銘 
13,390,479 

4 STEAMWHEEDLE CARTEL LTD. 

代表人：舒雨凡 
12,167,575 

22 張立 12,146,575 

40 廖文宏 12,117,175 

獨立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身分證字號 戶名 當選權數 

A12475XXXX 何吉弘 88,180 

A12456XXXX 林冠宇 86,992 

A12500XXXX 余弘偉 8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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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討論事項(二)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依公司法二零九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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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本公司新任董事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業務範圍相關或類似之公司，

爰依法提請股東會同意，如本公司選任之董事有上述情事時，同意解除該董事

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解除本屆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名單如下： 

職稱 姓名 兼任/主要營運內容 

董事 
All Blue Ltd.代表人 

張家銘 

Sweet Tech Ltd.董事/投資控股業 

愛婚活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婚活聯誼活動業 

All Blue Ltd.負責人/投資業 

董事 
Double Ltd.代表人 

林東慶 

Sweet Tech Ltd.董事長/投資控股業 

思維特網路資訊有限公司執行長/電子商務業 

Double Ltd.負責人/投資業 

董事 
Spruce Ltd.代表人  

林志銘 

思挖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電子商務業 

台灣網路暨電子商務產業發展協會副理事長/電子商務業 

Spruce Ltd.負責人/投資業 

董事 

Steamwheedle Cartel 

Ltd.代表人  

舒雨凡 

Steamwheedle Cartel Ltd.負責人/投資業 

董事 張  立 

Sweet Tech Ltd.董事/投資控股業 

愛婚活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婚活聯誼活動業 

Flashing Ltd.負責人/投資業 

董事 廖文宏 

聯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電子零組件業 

聯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電子零組件業 

鴻遠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電子零組件業 

光麗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光電業   

Sweet Tech Ltd.董事/投資控股業 

獨立董事 何吉弘 

紅谷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電子商務業 

台灣網路暨電子商務產業發展協會常務理事/電子商務業 

獨立董事 林冠宇 鴻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管理處資深副總經理/電子零組件業 

獨立董事 余弘偉 安得斯有限公司總經理/醫療器材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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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敬請 討論。 

決 議：贊成8,896,496權(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178,650權)，佔出席表決權之99.61         

%，反對4,020權(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4,020權)，佔出席表決權之0.05    

%，棄權/未投票30,419權(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5,002權)，佔出席表決權

之0.34%，依表決結果，本案照原議案表決通過。 

 

捌、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同日上午10時整，主席宣布散會。 

 

註：本議事錄僅記載會議之要旨，詳細內容以現場錄音錄影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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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 

 

尚凡國際創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大家好： 

 

尚凡 107 年股東常會，承蒙各位股東在百忙之中撥空參加，由衷感謝。 

 

106 年度尚凡全力深化並區隔集團旗下各交友 APP 產品線的用戶體驗並推升獲利能力。以下謹

就 106 年度的營運成果與 107 年度的營業計畫簡要報告如下： 

 

一、106 年度的營運狀況 

(一) 尚凡國際 106 年度營業收入新臺幣 4.87 億元，稅後虧損 0.09 億元，每股虧損 0.64 元。

在 106 年度致力於改善產品，優化使用體驗。  

(二) 尚凡全產品目前全球下載數超過 1,600 萬次，主要成長動能是 iPair 加入直播功能後，

營收與獲利均有不錯的成長，SweetRing 於 106 年，深化婚戀 APP 定位成功做出鮮明

的市場區隔，並藉由 Growth hack、資料科學等方式，推高免費用戶成為付費會員的

轉化成效，該產品從 105 年的虧損於 106 年下半年開始挹注獲利， weTouch 主打學

生族群，收入來源包括廣告，交友成效 up 類型的加值服務，主要市場為台灣、香港、

印尼、印度、泰國。 

 

二、107 年度的營業計劃 

(一) 提高營收、獲利：延續 106 年的公司策略，目前旗下各交友 APP 產品線，將針對各自

的市場區隔，深化鞏固其市場定位與佔有率，搶攻有消費力之族群客戶，藉由分眾、

清楚的產品訴求，優質的 APP 體驗與客戶服務，使之轉化為忠實顧客，進一步推升營

收，同時帶動獲利。 

(二) 海外市場重點經營：經過多年海外市場探索、試運行，107 年度尚凡會將重心集中在

營收貢獻明顯的幾個戰略市場深入經營，包含台灣、港澳、日本、馬來西亞、泰國、

印尼、印度、美國、墨西哥等地市場。 

(三) 新產品研發：今年將持續透過公司的研發能量開創新局，未來或將針對社交與電子商

務等結合應用投入資源，預計未來 2-3 年將再開拓幾款新服務。 

(四) 鼓勵內部創業：尚凡也將計畫推動內部創業計畫，藉由優秀同仁的創意與執行力加上

公司資源的幫助，為優秀人才提供更寬廣的舞台，實現夢想，並與公司經營績效共創

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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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尚凡在既有產品經營上，優化客戶使用體驗，並累積長期忠誠度，將能進一步提供

穩定獲利外，尚凡也將積極拓展海外重點版圖，增加國際夥伴建立策略聯盟，並同時加速新業

務的探索與研發，提早因應未來社會結構變化、新商業型態的發展趨勢預作佈局鋪路，有信心

今年整體營運優於去年。謹再次感謝各位股東長久以來對公司的支持與鼓勵。 

 

敬祝各位股東女士、先生，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董事長：張家銘       經理人：林志銘      會計主管：張立 

  



- 11 - 
 

【附件二】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議案，其

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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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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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核。 

 

 

尚凡國際創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黃明達 

 

 

 

中 華 民 國 一 ○ 七 年 三 月 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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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一○六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暨財務報表 

 

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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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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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一○六年度虧損撥補表 

 

尚凡國際創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六年度虧損撥補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小  計 合  計 

期初待彌補虧損  (200,794,381) 

減：本期稅後淨損 8,851,067  

期末待彌補虧損  (209,645,448) 

 

 

董事長：張家銘      經理人：林志銘      會計主管：張立   



- 31 - 
 

【附件五】107年第一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 

尚凡國際創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7 年第一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 
 

第一條 發行目的 

本公司為吸引及留任公司所需人才，並提高員工對公司之向心力及歸屬感，以共同創

造公司及股東之利益，依據公司法第二六七條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之「發行人

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等相關規定，訂定本公司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

辦法。  

 

第二條 發行期間 

於主管機關申報生效通知到達之日起一年內，得視實際需要，一次或分次發行，實際

發行日期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訂定之。 

 

第三條 員工之資格條件及獲配股數 

(一)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資格，以本公司之員工為限。 

(二) 實際被給與員工及可獲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數量，將參酌年資、職級、工作績

效、整體貢獻、特殊功績或其它管理上需參考之條件等因素，由董事長核定後提

報董事會同意，惟具經理人身份者應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同意。 

(三) 本公司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發

行員工認股權憑證累計給予單一員工得認購股數，加計該員工累計取得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之合計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千分之三，且加計本公司依「發

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

累計給與該員工之得認購股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一。經各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單一員工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與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之合計數，得不受前開比例之限制。 

 

第四條 發行總額 

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發行總額為新臺幣 1,400,000 元，每股面額新臺幣 10 元，共

計發行普通股 140,000 股。 

 

第五條 發行條件 

(一) 發行價格：每股以新臺幣 0 元發行，即無現金對價之無償配發員工。 

(二) 既得條件： 

1、 員工自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即日起(即該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增資基

準日)屆滿下述時程仍在職，並達成本公司要求之績效條件者(由董事會授權

董事長訂定之績效要求為：年度績效考核(KPI)獎金金額排名全公司前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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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者)，可分別達成既得條件之股份比例如下： 

    時   程         股份比例   

任職屆滿2年         25% 

任職屆滿3年         25% 

任職屆滿4年         25% 

任職屆滿5年         25% 

如未能達到上述要求，本公司將依法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2、 員工自獲配本公司給予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後，遇有違反本辦法、信託契約、

勞動契約、工作規則等情形時，就其獲配但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本公司有權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三) 發行股份之種類：本公司普通股新股。 

(四) 員工未符既得條件或發生繼承時，應依下列方式處理： 

1、 一般離職(自願/退休/資遣/開除)： 

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離職生效日起即視為未符既得條

件，本公司將依法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2、 留職停薪： 

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自復職日起回復其權益，惟既得期間

條件應按留職停薪期間，往後遞延。 

3、 一般死亡： 

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死亡當日即視為未符既得條件，本

公司將依法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4、 職業災害： 

(1) 因受職業災害致身體殘疾而無法繼續任職者，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於員工離職生效日起即視為達成所有既得條件。 

(2) 因受職業災害致死亡者，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員工死

亡日起即視為達成所有既得條件。 

5、 調職： 

如員工請調至關係企業或其他公司（子公司除外）時，其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應比照本項第一款「一般離職」之方式處理。惟因本公司營運所需，經本公

司指派轉任本公司關係企業或其他公司之員工，其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不

受轉任之影響。 

(五) 對於已達成既得條件而得領取的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員工或其繼承人應依本辦法

及第六條第一項之信託約定受領，並自本公司依本辦法通知領取之日起一年內配

合辦理股份領取的相關作業程序。逾時未能配合辦理者，視為員工或其繼承人拒

絕受領，本公司有權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第六條 獲配新股後未達既得條件前受限制之權利： 

(一) 本辦法所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將以員工名義交付股票信託保管，員工獲配

新股後，於未達既得條件前受限制之權利如下： 

1、 除繼承外，不得將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予以出售、抵押、轉讓、贈與、質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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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其他方式之處分。 

2、 股東會之出席、提案、發言、表決權及其他有關股東權益事項，皆委託信託

保管機構依約代為行使之。 

(二) 除前項因受信託約定之限制外，員工依本辦法獲配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未達

既得條件前，其他權利，包含但不限於：股息、紅利及資本公積之受配權、現金

增資之認股權，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相同。 

  

第七條 獲配新股之程序  

(一) 員工於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公司將其獲配之股數登載於本公司股東名簿

後，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本公司新發行之普通股或新股權利證書；並依信託契約

約定，於既得條件限制期間內交付信託保管。 

(二) 本公司依本辦法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依法辦理變更登記。 

 

第八條 簽約及保密 

(一)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的發行總單位數、認股價格、分配原則及被給與人名單等事項

確定後，由承辦單位通知員工簽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受領同意書」。員工未依規

定完成簽署者，視同放棄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資格。 

(二)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員工，應遵守保密規定，除法令或主管機關要求外，不

得洩漏獲配股份之數量及所有相關內容。員工若有違反之情事且經本公司認為情

節重大者，對於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該員工立即喪失受領股

份之資格，本公司有權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第九條 其他重要事項 

(一)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交付信託期間應由本公司全權代理員工與股票信託機構進行

(包括但不限於)信託契約之商議、簽署、修訂、展延、解除、終止，及信託財產

之交付、運用及處分指示。 

(二) 本次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以股票信託保管之方式辦理，既得條件未達成前，

不得以任何理由或方式向受託人請求返還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三) 本辦法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超過二分之一同意，嗣後如因

法令修改、主管機關審核要求或客觀環境改變而於發行前有修正之必要時，授權

董事長修訂本辦法，嗣後再提董事會追認後始得發行。 

(四)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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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尚凡國際創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

新台幣六億元整，分為普通股

六仟萬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

拾元，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前項股份中保留四百五十萬

股，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之

股份數額，並授權董事會決議

分次發行。 

第六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

新台幣三億元整，分為普通股

三仟萬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

拾元，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前項股份中保留四百五十萬

股，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之

股份數額，並授權董事會決議

分次發行。 

因應未來成長與業務擴

大需求。 

第三十一條：本章程訂立於民

國九十一年十月二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八

月二十五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十

月十四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八

月二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十

二月二十二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十

月十九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十

二月三十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四

月二十八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年八

月二十二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年九

月十五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一○○年十

一月二十八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ㄧ年

二月三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ㄧ年

三月二十一日 

第三十一條：本章程訂立於民

國九十一年十月二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八

月二十五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十

月十四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八

月二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十

二月二十二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十

月十九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十

二月三十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四

月二十八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年八

月二十二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年九

月十五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一○○年十

一月二十八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ㄧ年

二月三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ㄧ年

三月二十一日 

修正章程修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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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ㄧ年

八月六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ㄧ年

十月二十三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

六月二十四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

六月二十二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七年

六月五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ㄧ年

八月六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ㄧ年

十月二十三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

六月二十四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

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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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獨立董事候選人學經歷及持有股數 

序號 戶號 姓名 持有股數 主要學(經)歷 

1 無 何吉弘 0 股 
⚫ 紅谷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2 無 林冠宇 0 股 

⚫ 鴻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管理處資

深副總經理 

⚫ 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碩士 

3 無 余弘偉 0 股 
⚫ 安得斯有限公司總經理 

⚫ 真理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