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八年股東常會各項議案參考資料 
 

 

時間：中華民國一○八年六月十四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地點：新北市五股區五工六路 9號 3 樓 A 會議室(新北市勞工活動中心) 

 

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承認民國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民國一○七年度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勤業眾信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薔旬及陳招美會計師查核竣事，連同營業報告書送請審計委員

會查核完竣，並出具書面查核報告在案。 

2.民國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12~14頁【附件一】及第 16~36頁【附件三】。 

3.謹提請  承認。 

決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承認民國一○七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民國一○七年度盈餘分配表如下： 

新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一○七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餘額 567,388,575 

    精算(損)益列入保留盈餘 5,588,387 

加：民國 107 年度稅後淨利 473,613,290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47,361,329) 
(17,008,641) 

可供分配盈餘 982,220,282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  

現金股利，每股 6.5 元 326,496,573 

期末未分配盈餘 655,723,709 

       

董事長：謝順和             經理人：呂國宏         會計主管：黃宇彤 

2.股東股利每股分配 6.5元，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另訂配息基準日及發放



 

日等相關事宜。 

3.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

由小數點數字自大至小及股東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額。 

4.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致股東配息率發生變動而須修正時，

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5.本次盈餘分配數額以民國 107年度盈餘為優先。 

6.謹提請  承認。 

決議： 

 

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論。 

說明：1.依據總統府於民國 107 年 8 月 1 日總統華總一經字第 10700083291 號令暨行政院於

民國 107年 10月 26日行政院院臺經字第 1070037184號令修正發布施行，及因應公

司實務作業需要，擬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2.【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37~38頁【附件四】。 

3.謹提請  討論。 

決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提請  討論。 

說明：1.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民國 107 年 11 月 26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70341072 號令

修正發布施行及因應公司實務作業需要，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

條文。 

2.【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39~68頁【附

件五】。 

3.謹提請  討論。 

決議：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提請  討論。 

說明：1.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民國 108 年 03 月 07 日金管證審字第 1080304826 號令

修正發布施行及因應公司實務作業需要，擬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

文。 

2.【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69~72 頁【附

件六】。 

3.謹提請  討論。 



 

決議：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提請  討論。 

說明：1.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民國 108 年 03 月 07 日金管證審字第 1080304826 號令

修正發布施行及因應公司實務作業需要，擬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2.【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73~77 頁【附件七】。 

3.謹提請  討論。 

決議： 

 

選舉事項 

 

(董事會提) 

案由：全面改選董事及獨立董事案，提請  選舉。 

說明：1.本公司現任董事任期原於民國 108 年 6 月 5 日屆滿，擬配合本次股東常會辦理全面

改選董事及獨立董事。 

      2.依本公司章程第十九條規定，應選董事九人(含獨立董事三人)，董事選舉採候選人

提名制度，新任董事任期三年，自民國 108 年 6 月 14 日起至民國 111 年 6 月 13 日

止，原任董事及獨立董事任期至本次股東常會完成時止。 

      3.本次選舉依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為之，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110~112 頁【附錄六】。 

4.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及相關資料載明如下： 

序號 董事候選人 持有股數 學歷 經歷 現職 

1 謝順和 2,211,267 股 中學畢業 盛家實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 

新麥企業(股)公司

執行長 

新麥企業(股)公司董事長 

新麥機械(中國)有限公司

董事長 

三能器具(無錫)有限公司

董事 

興麥管件(股)公司董事長 

盛家投資(股)公司董事 

SINMAG BAKERY MACHINE 

INDIA PRIVATE LIMITED 

董事長 

SINMAG BAKERY EQUIPMENT 

SDN. BHD.董事長 

三能集團控股(股)公司董

事 

三能食品器具(股)公司董



 

序號 董事候選人 持有股數 學歷 經歷 現職 

事 

PT. SAN NENG BAKEWARE 

INDONESIA董事 

GREATER WIN HOLDINGS 

LIMITED董事 

2 吳曜宗 1,788,616 股 宜蘭高中畢業 德麥食品（股）公

司副董事長 

興麥管件(股)公司監察人 

新麥機械(中國)有限公司

監事 

德麥食品(股)公司董事 

無錫歐麥機電控制有限公

司董事 

芝蘭雅烘焙原料(無錫)有

限公司董事 

揚昱食品(股)公司董事 

金昌泓實業(股)公司監察

人 

社團法人臺灣潤群協會理

事長 

福智學校財團法人董事 

誠庭新材料(股)公司董事

長 

財團法人台北市福智佛教

基金會董事 

3 張瑞榮 380,981 股 亞洲大學經營

管理學系碩士 

三能器具(無錫)有

限公司董事長兼總

經理 

三能食品器具(股)

公司董事長 

三能集團控股(股)

公司董事長兼總經

理 

PT. SAN NENG 

BAKEWARE  

INDONESIA董事長 

三能器具(無錫)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理 

三能食品器具(股)公司董

事長 

三能集團控股(股)公司董

事長兼總經理 

PT. SAN NENG BAKEWARE 

INDONESIA董事長 

EAST GAIN INVESTMENT 

LIMITED董事長 

SAN NENG LIMITED 董事 

JUI JUNG INTERNATIONAL 

LIMITED董事長 



 

序號 董事候選人 持有股數 學歷 經歷 現職 

4 謝銘璟 1,398,980 股 輔仁大學經濟

系學士 

Azusa Pacific 

University財

務管理碩士 

北京大學高階

管理碩士 

新麥企業(股)公司

董事長特助  

金昌泓實業(股)公司董事 

LBC BAKERY EQUIPMENT 

INC.董事兼副總經理 

盛家投資(股)公司董事 

SINMAG EQUIPMENT 

(THAILAND) CO., LTD.董

事 

新麥企業(股)公司董事 

新麥企業(股)公司管理部

副總經理 

新麥機械(中國)有限公司

董事 

新麥機械(中國)有限公司

管理部副總經理 

斯凱爾糖藝(無錫)有限公

司監事 

無錫歐麥機電控制有限公

司董事長 

5 陳永徵 0股 中原大學機械

工程研究所博

士 

美商艾姆勒科技

(股)公司業務暨研

發副總經理 

高力熱處理工業

(股)公司副總經理 

資源電訊有限公司

總經理 

富驊企業(股)公司

製造處協理 

新麥機械(中國)有限公司

業務副總經理 

SINMAG BAKERY EQUIPMENT 

SDN. BHD.董事 

SINMAG BAKERY MACHINE 

INDIA PRIVATE LIMITED 

董事 

6 張育銓 4,517 股 中華五年制工

業專科學校機

械工程 

崇嘉企業(股)公司

廠長 

玄盛企業(股)公司

廠長 

興麥管件(股)公司總經理 

金昌泓實業(股)公司董事

長 

 

 

 

 



 

序號 
獨立董事 

候選人 
持有股數 學歷 經歷 現職 

1 詹世弘 0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機械

工程學博士 

元智大學校聘教授 

元智大學校長 

元智大學遠東能源

講座教授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ilwaukee院長 

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研究工

程師 

台灣新能源產業促

進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總統府科

技諮詢委員 

元智大學終身名譽講座

教授 

台灣新能源產業促進會

榮譽理事長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化

學學院之咨議委員 

2 黃輝煌 0股 國立中興大學法

商學院企業管理

系 

美國加州柏克萊

大學金融科技研

習班 

專精企業管理顧問

(股)公司總顧問/企

業評價師 

大華證券(股)公司

上海代表處首席代

表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

證券部/財務部副理 

大華證券(股)公司

承銷部副理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金融交易部襄理 

博思智庫(股)公司負責

人 

博思智庫價值鑑定(股)

公司負責人/企業評價

師/ FRM 

龍燈環球農業科技有限

公司薪酬委員會委員 

3 涂三遷 0股 國立政治大學會

計系 

美國路易斯安那

州立大學會計碩

士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

院講師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

務所合夥人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

務所董事長 

邦貴會計師事務所所長 

仁新醫藥(股)公司獨立

董事 

大中票劵金融(股)公司

獨立董事 

佐臻(股)公司監察人 

匯鑽科技(股)公司監察

人 

燦星網通(股)公司獨立

董事 



 

5.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 

 

其他議案 

(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明：1.依公司法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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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為因應本公司發展多元化及商業聯盟策略之考量，在無損及本公司之利益下，擬提

請股東常會同意解除新選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之限制。 

3.解除董事競業禁止明細載明如下： 

職稱及姓名 公司名稱及職務 

董事謝順和 新麥機械（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 

三能集團控股(股)公司董事 

興麥管件（股)公司董事長 

盛家投資（股)公司董事 

SINMAG BAKERY MACHINE INDIA PRIVATE LIMITED 董事長 

SINMAG BAKERY EQUIPMENT SDN. BHD.董事長 

三能食品器具(股)公司董事 

三能器具(無錫)有限公司董事 

PT. SAN NENG BAKEWARE INDONESIA 董事 

GREATER WIN HOLDINGS LIMITED 董事 

董事吳曜宗 興麥管件（股）公司監察人 

新麥機械（中國）有限公司監事 

德麥食品（股）公司董事 

芝蘭雅烘焙原料(無錫)有限公司董事 

無錫歐麥機電控制有限公司董事 

揚昱食品(股)公司董事 

金昌泓實業(股)公司監察人 

董事張瑞榮 三能集團控股(股)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三能食品器具(股)公司董事長 

三能器具(無錫)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PT. SAN NENG BAKEWARE INDONESIA董事長 

EAST GAIN INVESTMENT LIMITED董事長 

SAN NENG LIMITED董事 

JUI JUNG INTERNATIONAL LIMITED董事長 



 

職稱及姓名 公司名稱及職務 

董事謝銘璟 SINMAG EQUIPMENT (THAILAND) CO., LTD.董事 

LBC BAKERY EQUIPMENT INC.董事兼副總經理 

盛家投資(股)公司董事 

金昌泓實業(股)公司董事 

斯凱爾糖藝(無錫)有限公司監事 

新麥機械(中國)有限公司董事兼管理部副總經理 

無錫歐麥機電控制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陳永徴 新麥機械（中國）有限公司業務副總經理 

SINMAG BAKERY EQUIPMENT SDN. BHD.董事 

SINMAG BAKERY MACHINE INDIA PRIVATE LIMITED 董事 

董事張育銓 興麥管件（股）公司總經理 

金昌泓實業(股)公司董事長 

4.提請  討論。 

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