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昇國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一 O 七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一 O 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五) 下午二時整 

地點：台北市忠孝東路二段95號13樓會議室 

出席：出席及代理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共計 33,302,159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

6,013,159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35,700,000 股之 93.28%。 

出席董事：戴朝榮董事、余尚武董事 

列席：襲雙雄會計師、林耕平財務長 

主席：戴朝榮董事長                           記錄: 林耕平財務長 

 

壹、宣布開會：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代表之股份總數已達法定出席股數，主席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一、 本公司民國106年度營業報告。 

說明：106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106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說明：106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請參閱(附件二)。 

 

三、 本公司106年度員工及董監酬勞分配案。 

說明：本公司106年度稅後純益為新台幣253,852,263元，本公司擬依章程規定，

配發員工酬勞新台幣6,968,000元及董事酬勞新台幣800,000元，並擬於董事會及

股東會同意後，授權董事長依決議之金額發放。。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承認本公司106年度合併財務報表、營業報告、各項決算表冊案。。 

說明：一、本公司及各子公司106年度合併財務報表、營業報告、各項決算表冊如(附

件三)，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宜慧及蘇郁琇會計師出具書面

查核簽證完竣，並連同營業報告書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並出具審查報告

書。 

二、敬請 承認。 

決議：表決結果，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3,288,159權數，贊成權數31,596,134權，佔總

表決權數94.91%，反對權數1,010權，佔總表決權數0.00%，無效權數0權，佔總

表決權數0.00%，棄權/未投票權數1,691,015權，佔總表決權數5.07%，本案照

原議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承認民國106年度盈餘分配案。 

說明：一、本公司民國106度稅後純益為新台幣253,852,263元，期末可分配盈餘為新

台幣531,919,347元。依據本公司章程規定，擬分配股東現金股利每股新



 

台幣4元，共計新台幣142,800,000元。 

二、謹檢具本公司民國106年度盈餘分配表(附件四)。 

三、有關現金股利之發放日暨其他相關未盡事宜擬授權董事長依實際作業時程

另訂之。如因發行新股，致使本公司普通股股數發生變動，股東配股配息

比例因而發生變動須修正時，擬授權董事長依照本公司於配息基準日實際

流通在外股數調整配息比例。        

四、敬請  承認。  

決議：表決結果，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3,288,159權數，贊成權數31,596,134權，佔總

表決權數94.91%，反對權數1,010權，佔總表決權數0.00%，無效權數0權，佔總

表決權數0.00%，棄權/未投票權數1,691,015權，佔總表決權數5.07%，本案照

原議案通過。 

 

伍、討論事項一：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說明：一、本公司擬自可供分配盈餘中提撥新台幣35,700,000元轉增資發行新股，每

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共計增資發行新股3,570,000股。 

       二、本次增資發行新股，按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及其持股比例，每

仟股無償配發100股，配發不足壹股之畸零股份得由股東於股票停止過戶

日起5日內自行拼湊成整股，未拼湊或拼湊後不足一股者，按面額折發現

金計算至元為止，其不足一股之畸零股份由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認購

之。 

       三、本案俟經股東會通過，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訂定增資基準日辦理相關事

宜，本次增資發行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已發行之股份相同。 

       四、有關配息基準日、發放日之訂定及本案未盡事宜，亦授權董事長全權決定。 

       五、遇有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異動時(公司庫藏股買回、註銷、轉讓員工、

公司可轉換公司債轉換、公司合併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股票分割

等)致使配股率變動時授權董事長依配發新股基準日之實際發行股數調整

配股率。 

       六、敬請  決議。 

決議：表決結果，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3,288,159權數，贊成權數31,596,134權，佔總

表決權數94.91%，反對權數1,010權，佔總表決權數0.00%，無效權數0權，佔總

表決權數0.00%，棄權/未投票權數1,691,015權，佔總表決權數5.07%，本案照

原議案通過。 

 

陸、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 提) 

案  由：本公司全面改選董事案。 

說  明：一、本公司現行董事任期將屆，擬依本公司「公司章程」規定於本次股東常

會改選董事7席(含獨立董事三席)，原任董事任期至本次股東常會完成時

止。 

        二、新任董事自選舉產生之股東常會會議結束後即刻就任，任期二年，自107

年06月29日起至109年06月28日止。 

            三、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董事當選名單 

編號 類別 
戶號/                   

身分證號 
戶名/姓名 

得票權數           
(含電子方式) 

1 董事 1 Everlink Overseas Inc.            84,426,580 

2 董事 2 KT Look Int'l Inc.            29,881,510 

3 董事 B12080**** 李瑞豪            29,878,010 

4 董事 34 王心五            29,878,010 

5 獨立董事 J12031**** 余尚武            12,587,017 

6 獨立董事 A10062**** 謝朝煌            12,601,010 

7 獨立董事 13 陳明漢            12,587,710 

 

柒、討論事項二：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說明：一、依公司法第209條之規定，董事競業禁止之解除，應取得股東會同意。 

       二、為營運策略上之需要，在不影響公司正常業務下，擬請董事會同意解除新

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本案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後，擬提請股東常會同意，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

之限制。 

      四、敬請  決議。  

姓名 現任職務 

擬解除之行為情形 

公司名稱 職務 

余尚武 獨立董事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臺灣證券交易所 董事 

台灣晶技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謝朝煌 獨立董事 佳翰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 

陳明漢 獨立董事 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決議：表決結果，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3,288,159權數，贊成權數29,614,134權，佔總表 

決權數88.96%，反對權數1,923,010權，佔總表決權數5.77%，無效權數0權，佔 

總表決權數0.00%，棄權/未投票權數1,751,015權，佔總表決權數5.26%，本案照 



 

原議案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一 O 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五) 下午二時三十分。 



 

【附件一】106 年度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大家好!  
首先歡迎各位蒞臨參加本公司股東常會，在此謹代表本公司對各位股東的支持

與鼓勵表達最崇高的謝意，並感謝全體員工過去一年的辛勞與貢獻。茲將本公

司一○六年度之經營狀況及未來展望目標報告如下：  
 
一、一○六年度營業結果 

本公司在經營團隊帶領全體員工全力投入及努力下，一○六年度營業

收入淨額為新台幣(以下同)1,500,010仟元，較前一年度1,491,841仟元成長

0.55%，在營業利益方面，由前一年度的324,923仟元減少至247,835仟元，

減少幅度為23.73%，在稅後純益方面，則由前一年度的287,915仟元減少

11.83%至253,853仟元，稅後基本每股盈餘為7.15元。整體而言，一○六年

度本公司受到主要原物料價格上漲，以及外銷重要代工客戶訂單流失之影

響，雖主力市場越南跟柬埔寨維持高成長，但本公司營收及獲利仍不如預

期，稅後純益更是本公司歷史上首次負成長。 
 
二、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一○六年度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一)財務收支方面，一○六年度來自營運活動之淨現金流入237,440仟元，

主係整體營收及獲利所致；來自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484,116仟元，

主係柬埔寨建廠及購置設備所致；來自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424,504
仟元，主係上市發行新股所致。 

   (二)獲利能力方面 
資產報酬率：15.06% 
股東權益報酬率：17.69% 
純益率：16.92% 
每股基本盈餘：7.15元 

 
四、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研究發展主要可分為兩個面向，一是生產製程提升，二是新產

品開發及原產品升級。在生產製程提升方面，配合嬰兒拉拉褲及女性衛生

棉新機台的引進，除了製造效率大為提升之外，產品將更柔軟舒適，更為

貼近消費者使用需求。在新產品開發及原產品升級方面，新一代嬰兒拉拉

褲及女性衛生棉之開發，透過嶄新之設計及先進之產品規格，帶給消費者

更好之使用者體驗，進一步提升市場產品占有率。 
 
 



 

五、一○七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 
   1.持續深耕主力市場越南及柬埔寨之通路佈建及品牌建立，提高市占率。 
   2.確保柬埔寨廠新產能順利開出及產銷計畫之制訂，提升公司總產能並

有效率運用。 
   3.新產品開發及原產品升級，增強產品競爭力及拓展新市場之機會。 
   4.積極開發外銷市場並關注其他潛力市場，以增加未來營運成長動能。 
   5.尋求潛在併購或策略聯盟機會，以壯大公司競爭力及爭取進入新市場。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本公司一○六年度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 
   (三)重要之產銷政策 
   1.積極拓展越南內銷零售通路，並加強越南中北部、現代通路及電子商

務之銷售布局。 
   2.柬埔寨廠新產能之產銷規劃可望帶動營收獲利進一步成長。 
   3.外銷新市場之開發及潛力市場之評估。 
   4.加強品質控制及產品改良開發，以提升產品競爭力。 
 
六、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因應東南亞新興市場的快速發展，本公司近期仍將持續專注越南及柬

埔寨市場之通路拓展及品牌建立，以及增強現代通路及電子商務之投入，

並因應市場之需求，適時增加營運據點並擴充產能，以增加市場之掌握程

度並提升市場佔有率，同時也將持續關注其他潛力市場之發展情況，進一

步開發新市場以添加成長動能。長期發展方面，本公司將尋求國際市場之

併購或策略聯盟機會，並加強研發更輕薄柔軟的高附加價值之產品，且透

過建立全自動化之營運系統提升生產效率及品質，以增強本公司整體競爭

力並增加開發新市場之機會。 
 
七、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一)外部競爭環境 

依據官方統計資料，本公司主要市場越南及柬埔寨2017年經濟成長率

分別為6.3%及6.8%，隨著經濟發展及人均所得的增加，越南及柬埔寨

民生消費品零售市場呈現穩定成長之趨勢，且本公司已於市場上建立

堅實市場通路及良好品牌形象，對市場發展趨勢高度掌握，因此，展

望2018年，預期本公司主要市場之營收及獲利將朝正向穩定發展。 



 

 
   (二)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 

針對本公司集團內各公司所在之政府法令、經濟法規、政策走向、外

部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優劣及景氣循環等，對本公司可說是息息相

關，但目前為止，對本公司集團內各公司並無重大變動或影響。另本

公司已委請台灣理律法律事務所為相關法律變動之重要諮詢來源，降

低法律變動之營運風險，以因應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改變，日

後仍朝致力維持公司穩定成長而邁進。 
 
最後，雖然去年整體成績並不令人滿意，但本公司經營團隊仍深具信心可以持

續克服困難，厚植各方面實力，並從過去經驗中努力學習成長，本公司經營團

隊及全體員工將秉持「Growing Together共同成長」之企業精神，在未來的日子

裡，努力達成公司的各項營運目標，以不負各位股東之期望。 
     

敬祝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事長：戴朝榮 
     

 
 



 

【附件二】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泰昇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等表冊，

其中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委託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宜慧會計師

及蘇郁琇會計師查核竣事提出查核報告。上開董事會造送之各項表冊，經本審

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一九

條之規定報請 鑑核。 

 

 

此       上 

 

 

本公司一○七年股東常會 

 

泰昇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委員：余尚武 

審計委員會委員：謝朝煌 

審計委員會委員：陳明漢 

 
 

中 華 民 國  一○七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附件三】106 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及合併財務報表 

 



 

 



 

 



 

 



 

 



 

 



 

 



 

 



 

 



 

 



 

【附件四】盈餘分配表 

 
 
 
 

               泰昇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西元 2017 年度 
 

                                                     單位：新台幣 
項    目   金    額 

西元 2017 年度稅後淨利      $253,852,263 

  加：上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  278,067,084 

本期累積可分配盈餘  531,919,347 
  減：10%法定盈餘公積 
  減：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減：股東現金紅利(每股$4)  

(25,385,226) 
(110,678,476) 
(142,800,000) 

減：股東股票紅利(每股$1)  (35,700,000) 

期末累積未分配盈餘  $217,355,645 
      

 
 
附註: 
1.配發員工紅利 (現金)                              $6,968,000 
2.配發董事酬勞 (現金)                               $ 800,000 
 
 
 
 

 
 
董事長：戴朝榮         總經理：戴朝榮       會計主管：林耕平 
(EVERLINK OVERSEAS INC.代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