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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數%

贊成權數：           24,142,580 權 (含電子投票 1,714,878 權) 99.64 

反對權數：                9,000 權 (含電子投票    9,000 權) 0.03 

無效權數：                   0 權 -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數：       76,006 權 (含電子投票    2,006 權) 0.31 

(註：百分比計至小數第 2 位，第三位全捨。)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承認 107 年度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說明：1、107 年度稅後純益為新台幣  70,453,418 元，加計期初可供分配盈餘新台幣 

12,901,447 元，扣除提列 10%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 7,045,342 元，合計可供分配

盈餘為新台幣 76,309,523 元，擬分派現金股利共新臺幣 16,762,750 元，盈餘分配

表請參閱附件五。  

2、本次盈餘分配案，於配息基準日前，如因員工認股權之行使、庫藏股註銷或轉讓、

限制員工權利新股註銷、現金增資、合併轉換、海外存託憑證、公司債轉換、私

募發行新股…等因素，而影響流通在外股數，致使股東配息比率發生變動而需修

正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理之。現金股利發放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

其畸零款合計數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3、提請 承認。 

議事經過：股東戶號 36 號發言，建議將配息基準日之訂定及配息比率的修正，均授權

董事長訂定及處理。 

決議: 本案經主席說明後表決通過修正案，表決時出席股東權數：24,227,586 權，投票表決

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數%

贊成權數：           22,427,702 權  92.57 

反對權數：                   0 權  0.00 

無效權數：                   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數：    1,799,884 權 (含電子投票  1,709,878 權) 7.42 

(註：百分比計至小數第 2 位，第三位全捨。) 

 

五、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改選董事案 

說明：1、本公司第三屆董事任期於108年11月28日屆滿，按公司法第195條及證券交易法36

條規定，擬將於108年股東常會改選新一屆董事會成員。 

2、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應選董事 7 人(含獨立董事 3 人)，任期 3 年，自 108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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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起至 111 年 6 月 24 日止。原任董事任期至本次股東常會完成時止。 

3、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董事候選人名單請參閱附件六。 

4、本次選舉依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為之。  

5、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 

第四屆董事當選名單 

序

號 
職稱 

戶號/身分證明文

件編號 
戶名 得票權數 

1 董 事 5 樂亦宏 25,948,807 權 

2 董 事 4 曾文助 24,085,806 權 

3 董 事 28 宗源國際有限公司 23,864,087 權 

4 董 事 6 WILLIAM LEE 23,845,806 權 

5 獨立董事 H 12145**** 丁鴻勛 23,737,007 權 

6 獨立董事 A 10403**** 譚開元 23,737,239 權 

7 獨立董事 A 12198**** 郭枝盈 23,737,238 權 

 

六、討論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論。 

說明：1、依公司法第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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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借助本公司董事之專才與相關經驗，爰依法提請股東常會同意解除公司第四屆

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解除範圍請參閱附件七。 

3、提請 討論。 

決議：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表決時出席股東權數：24,227,586 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數%

贊成權數：             24,137,380 權 (含電子投票  1,709,678 權) 99.62 

反對權數：                13,200 權 (含電子投票    13,200 權) 0.05 

無效權數：                     0 權 -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數：        77,006 權 (含電子投票     3,006 權) 0.31 

(註：百分比計至小數第 2 位，第三位全捨。)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論。  

說明：1、為加強章程條文與法規及實際營運之連結，擬修訂「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請參閱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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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請 討論。 

會議經過：股東戶號 36 號發言，建議於公司章程內增設副董事長一職。 

決議：本案經主席說明後表決通過修正案，表決時出席股東權數：24,227,586 權，投票表決

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數%

贊成權數：            22,427,702 權  92.57 

反對權數：                    0 權  0.00 

無效權數：                    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數：     1,799,884 權 (含電子投票  1,725,884 權) 7.42 

(註：百分比計至小數第 2 位，第三位全捨。) 

 

七、臨時動議：無。 

 

八、散會：時間上午 9 點 2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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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11049信義路5段7號68樓(台北101大樓) Telephone 電話 + 886 (2) 8101 6666
Fax 傳真 + 886 (2) 8101 6667
Internet 網址 kpmg.com/tw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KPMG

68F.,  TAIPEI 101 TOWER, No. 7, Sec. 5,   
Xinyi Road, Taipei City 11049, Taiwan (R.O.C.)

8

admin
打字機文字
附件三

admin
打字機文字



9



10



11



12



13



14



台北市11049信義路5段7號68樓(台北101大樓) Telephone 電話 + 886 (2) 8101 6666
Fax 傳真 + 886 (2) 8101 6667
Internet 網址 kpmg.com/tw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KPMG

68F.,  TAIPEI 101 TOWER, No. 7, Sec. 5,   
Xinyi Road, Taipei City 11049, Taiwan (R.O.C.)

15

admin
打字機文字
附件四

admin
打字機文字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admin
打字機文字
附件五

admin
打字機文字



董事及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 

董事候選人 4 名及獨立董事候選人 3 名： 

董事候選人 學歷 經歷 現職 對本公司 
持股數 

宗源國際 
有限公司 

-  應用奈米醫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1,149,110 

樂亦宏 
 

美國麻省理工學院 
材料工程/高分子科學

博士 
 

Shanghai Kinetic Medical Co., Ltd.共同創辦人 
Collagen Matrix, Inc. 共同創辦人 
 

應用奈米醫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執行長 
AST Products, Inc.董事、應用奈米科技(股)公司董事 
漢民有限公司董事、丞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Advanced Radiation Therapy, LLC 董事 
Tectra, Inc.董事、EMEMBRANE INC.董事 

4,062,418 

曾文助 
 

美國麻薩諸塞大學羅威

爾分校電腦工程碩士 
 

Covergent Networks,Inc.共同創辦人 
 

應用奈米醫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經理 

應用奈米醫材科技(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AST Products, Inc.營運工程副總經理

342,381 

William Lee
 

日本東京大學 
化學暨生物科技博士 

EMEMBRANE INC.創辦人 
 

應用奈米醫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集團研發長 
AST Products, Inc.董事、EMEMBRANE INC.董事暨總經理 

355,381 

獨立董事 
候選人 

學歷 經歷 現職 對本公司 
持股數 

丁鴻勛 
 

中國文化大學會計系 
會計師考試及格 

正風聯合會計師事務所合夥會計師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職業道德及教育訓練

委員會委員 

正風聯合會計師事務所合夥會計師 
訊芯科技控股(股)公司獨立董事兼審計及薪資報酬委員 
建漢科技(股)公司獨立董事兼審計及薪資報酬委員 
全台晶像(股)公司監察人 

0 

譚開元 
 

美國哥倫比亞大學 
醫院行政科學碩士 

中華民國法務部廉政署廉政委員 
衛生署保健處/醫政處處長 
國軍台中總醫院院長 
三軍總醫院執行官 

顧問 0 

郭枝盈 美國南加州大學 
電機工程研究所博士 

致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發經理 健行科技大學資訊管理系副教授 0 

 

附件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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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董事競業禁止明細表 

董事候選人 解除項目 

宗源國際有限公司 

(指派代表人：顏瑛宗) 

 

三陽金屬工業(股)公司董事長 

應用奈米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史格亞(股)公司董事長 

台灣新東機械(股)公司董事長 

台灣百利達(股)公司董事長 

樂亦宏 

 
應用奈米科技(股)公司董事 

漢民有限公司董事 

丞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Advanced Radiation Therapy, LLC 董事 

Tectra, Inc.董事 

EMEMBRANE INC.董事 

William Lee EMEMBRANE INC.董事暨總經理 

獨立董事候選人 解除項目 

丁鴻勛 

 

 

訊芯科技控股(股)公司獨立董事兼審計及薪資報酬委員 

建漢科技(股)公司獨立董事兼審計及薪資報酬委員 

全台晶像(股)公司監察人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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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奈米醫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應用奈米醫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本公司英文名稱為 ICARES MEDICUS, INC.。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應用奈米醫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配合營運

需求及法

令規範 

第七條之一：本公司依公司法收買之庫藏股，轉讓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

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法給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

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發行新股時，承購股份之員工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

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發行限制員工權利新股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

從屬公司員工。 

(新增條文) 配合營運

需求及法

令規範 

第十九條：董事會應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之

同意，互選一人為董事長及副董事長各一人。董事長對外

代表公司。 

 

第十九條：董事會應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

之同意互選一人為董事長。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經股東會

會議中股

東建議。 

第廿八條之一：本公司年度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已往年度虧

損，次就其餘額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

積已達資本總額時，不在此限，並依法令規定提列及迴轉特別

盈餘公積後，連同期初累積未分配盈餘，作為可供分配之盈

餘，由股東會決議分配之，但分派股息及紅利之全部或一部

份，以發放現金之方式為之，經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

席，及出席事過半數通過，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考量公司所處環境及成長階段，......，其中現金股利

之比例不得低於股利總數之百分之十。 

第廿八條之一：本公司年度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已往年度

虧損，次就其餘額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並依法令

規定提列及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連同期初累積未分配盈

餘，作為可供分配之盈餘，由股東會決議分配之。 

本公司考量公司所處環境及成長階段，......，其中現金股

利之比例不得低於股利總數之百分之十。 

配合營運

需求及法

令規範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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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廿八條之二：本公司無虧損時，經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數之決議，將法定盈餘公積(該項公積超過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五之部分)及符合公司法規定之資本公積之全部或

一部分，以發放現金之方式給予股東，並於最近一次股東會報

告。 

(新增條文) 配合營運

需求及法

令規範 

第卅二條：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發起人同意於中華民國一○○年六月

二十三日訂立。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一年四月三十日。......。第六次修訂於民

國一○六年六月二日。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八年六月二十五日。

第卅二條：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發起人同意於中華民國一○○年六月

二十三日訂立。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一年四月三十日。......。第六次修訂於

民國一○六年六月二日。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