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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34,661,347 權(含以電子方式行使表 
決權數：877,877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贊成權數 34,600,362 權 (含以電子

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816,892 權) 
99.82% 

反對權數 46,662 權 (含以電子方式

行使表決權數 46,662 權) 
0.13% 

無效權數 0 權 (含以電子方式行使表

決權數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數 14,323 權 (含以電

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14,323 權) 
0.04%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 109 年度盈餘分配，提請  承認案。 

    說明一：本公司 109 年度盈餘分配案業經第十七屆第五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

    說明二：本公司 109 年度稅後淨利為新台幣 51,012,835 元，於加計上年 
度未分配盈餘新台幣 4,656,401 元及退休金精算損益列入保留盈 
餘新台幣 1,661,217 元後，本期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57,330,453 元。本期稅後淨利及退休金精算損益提撥 10%法定 
盈餘公積新台幣 5,267,405 元，提列特別盈餘公積新台幣 

3,372,094 元後，則本期可供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48,690,954 元， 

擬依法令及章程規定分配，盈餘分配表請參閱附件五。

說明三：擬提撥新台幣 44,983,400 元為股東紅利，即每股分配現金股利 

        0.7 元。  

說明四：本次現金股利按分配比例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配發不足

一元之畸零款合計數，列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說明五：依民國 110 年 3 月 23 日董事會決議，授權董事長於股東會通過 

本案後訂定配息基準日及發放日。如嗣後本公司已發行且流通在

外股份數量變動，導致配息率因而發生變動時，並授權董事長依

配息基準日實際流通在外股數調整配息比率及其他相關事宜。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34,661,347 權(含以電子方式行使表 
決權數：877,877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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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贊成權數 34,605,362 權 (含以電子方

式行使表決權數 821,892 權) 
99.83% 

反對權數 41,662 權 (含以電子方式行

使表決權數 41,662 權) 
0.12% 

無效權數 0 權 (含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

權數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數 14,323 權 (含以電子

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14,323 權) 
0.04%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四、討論及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擬以資本公積發放現金案，提請  討論。

    說明一：本公司擬依公司法第 241 條，將超過面額發行股票所得溢額之資 
本公積新台幣 19,278,600 元，按資本公積發放現金基準日股東 

名簿所載之股東持股數，每股配發新台幣 0.3 元。本次發放現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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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說明二：依民國 110 年 3 月 23 日董事會決議，授權董事長於股東會通過 
本案後訂定發放基準日及現金發放日。

說明三：嗣後如因本公司流通在外股數變動，導致每股配發金額因而發生

變動者，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理相關事宜並公告之。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34,661,347 權(含以電子方式行使表 

決權數：877,877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贊成權數 34,605,362 權 (含以電子方

式行使表決權數 821,892 權) 
99.83% 

反對權數 41,672 權 (含以電子方式行

使表決權數 41,672 權) 
0.12% 

無效權數 0 權 (含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

權數 0 權)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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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權/未投票權數 14,313 權 (含以電子

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14,313 權) 
0.04%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提請  討論。

說明一：配合本公司章程之修訂，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度。

說明二：董事選舉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六。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34,661,347 權(含以電子方式行使表 
決權數：877,877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贊成權數 34,600,362 權 (含以電子方

式行使表決權數 816,892 權) 
99.82% 

反對權數 46,662 權 (含以電子方式行

使表決權數 46,662 權) 
0.13% 

無效權數 0 權 (含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

權數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數 14,323 權 (含以電子

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14,323 權) 
0.04%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補選一席獨立董事案。

說明一：本公司原獨立董事 蔡堆先生因個人因素於 110 年 3 月 19 日辭任 

        。依證券交易法第 14-2 條規定，獨立董事因故解任，致人數不足 

章程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

說明二：依規定補選獨立董事一席，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度，由股

東就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請參閱

附件七。

說明三：新選任之獨立董事於股東會後即行就任，任期與本屆董事會任期

        相同，自就任日起至 112 年 6 月 23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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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結果：

第十七屆補選一席獨立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戶號/證號 姓 名 當選職稱 當選權數

J10183**** 李廣益 獨立董事 34,053,405 權 

五、臨時動議：無

六、散 會：同日上午九時二十九分整 

    (本次股東常會紀錄僅載明會議進行之要旨，詳盡內容仍以會議影音紀錄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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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年度營業報告書

一、 一○九年度營業成果

本公司在半導體和資通訊領域，以專業技術與客戶共創價值，主要經營的

二大事業為「資訊網路應用服務」及「半導體與光電應用服務」。資訊網路應用

服務主要為客戶提供資訊系統整合解決方案之諮詢、設計、規劃、維運等服務

，營運發展與資訊技術產業息息相關，隨著 5G 技術驅動全球產業應用，行動

化及智慧化促使企業加速採用雲端人工智慧(AI)軟體與服務，衍生出資安及大數

據等資訊網路事業的新商機。半導體事業處具有整合自製產品及代理半導體後

段封裝及光電產業相關設備之優勢，長期累積自動化及先進光學檢測技術，產

品已獲市場肯定，穩定銷售所貢獻的效益愈形重要。

回顧 109 年，新冠肺炎在全球擴散，疫情帶來的「大封鎖」也造成大蕭條

以來最嚴峻的經濟衰退。世界銀行在發布 2021 年 1 月全球經濟展望中提到，

「新冠疫苗的佈署及投資是維持全球經濟復甦的二大關鍵因素」，台灣的疫情雖

然控制穩定，但國際疫情仍非常嚴峻，前景仍然非常不確定。應對經營逆風，

本公司將持續投入產品升級及強化風險管控，提升整體競爭力，以團隊合作及

積極創新的執行力追求股東及員工之最大利益。

本公司一○九年度的經營成果如下表所示，營業收入為 837,344 仟元，營

業毛利為 308,080 仟元，營業淨利為 45,089 仟元，稅前淨利為 55,115 仟元，

稅後淨利為 51,013 仟元，每股盈餘為 0.79 元。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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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除特別註明外，均為新台幣仟元

項 目 金 額 比 率

營業收入淨額 837,344 100%

營業毛利 308,080 37%

營業淨利 45,089 6%

稅後淨利 51,013 6%

稅後每股盈餘（元） 0.79 -

二、 一○九年度營業收入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收 入 別 金 額 比 率

銷貨收入-資訊網路週邊產品 524,259 63%

銷貨收入-半導體代理產品和自製設備 139,671 16%

維修服務及勞務收入 135,037 16%

佣金收入 25,473 3%

其他營業收入 12,634 2%

營業收入合計 837,344 100%

由上表可知，本公司主要營業收入來源為資訊網路事業處的專案銷貨收入

524,259 仟元，比率為 63%，半導體事業處之半導體代理產品和自製設備銷貨收

入 139,671 仟元，比率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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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分析

年 度

分 析 項 目
一○九年 一○八年

增（減）

比例

財

務

結

構

負債占資產比率(%)    24.43 29.67 -18%

長期資金占不動產、廠房及

設備比率(%) 
365.75 368.09 -1%

獲

利

能

力

資產報酬率(%) 3.58 5.59 -36%

股東權益報酬率(%) 4.90 8.82 -44%

稅前純益占實收資本額比率(%) 8.58 18.47 -54%

純益率(%) 6.09 7.47 -18%

每股盈餘(元) 0.79 1.46 -46%

四、 一一○年度重要產銷政策

(一) 資訊網路應用服務

資訊服務與軟體業者協助企業進行資訊科技運用的評估建置、管理與最

佳化，服務涉及專案導向的商業顧問、科技顧問、軟硬體系統設計與建置等

。系統整合業為資訊服務暨軟體業之次領域，在數位化轉型浪潮下，系統整

合廠商須依企業營運方向的改變與新興科技發展，適時為企業導入各種套

裝軟體、硬體、整合服務與顧問服務，協助企業達到營運或策略目的。

資訊網路事業處提供資訊系統整合與顧問服務，近年持續投入人力於資

訊安全、網路、雲端系統與大數據分析等領域，這些客戶端應用領域亦為台

灣 IT 投資的主要動能。過去在電信、政府機構、教育、金融、醫療及製造業

的長期客戶均有潛在商機，新開發客戶之需求亦可帶動業績成長。目前亦積

極參與電信業者 5G 建置，擴大營收來源。秉持長期優良商譽和完整多元化

產品組合，將持續投入資源，積極培養人才，以滿足客戶需求，掌握成長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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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二) 半導體與光電應用服務

    LED 客戶於 110 年在 Mini LED 進行較具規模的投產及擴廠，本公司於

109 年底推出自主研發的 Mini LED 點測倒裝測試設備，已於 110 年第一季

導入客戶端進行評估，預計將明顯提升生產效率以因應客戶整體產能需求，

並有效減少人力及場地的使用。另外，在正裝測試設備已採一體機式的整合

銷售，可同時提高技術競爭力及整體 LED 銷售的毛利率。 

       半導體整體領域在 110 年為成長趨勢，但中美貿易戰及新冠病毒影響下

仍具挑戰，短期將致力於推廣現行視覺產品，改善客戶流程以提升效益；中

長期將持續提升設備吸取更小型封裝 IC 產品及視覺檢測產出速度，以本身

核心技術及平台跨界提供整合方案。

董事長：彭以豪 總經理：蘇惠婉 會計主管：蕭雅惠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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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9 年及 108 年 12 月 31 日之個體資產負債

表，暨民國 109 年及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個體綜合損益表、個體

權益變動表、個體現金流量表以及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

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個體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

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9 年

及 108 年 12 月 31 日之個體財務狀況，暨民國 109 年及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個體財務績效及個體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

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

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

業道德規範，與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

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

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

國 109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

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

獨表示意見。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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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對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9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之關鍵查核事項

敘明如下：  

存貨評價  

  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民國 109 年 12 月 31 日存貨金額為新台幣（以

下同） 275,313 仟元（存貨成本總額 305,180 仟元扣除備抵存貨跌價損失金額

29,867 仟元後之淨額），佔總資產 20%，請參閱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 (五 )會計

政策、附註五及附註十。  

  管理階層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衡量存貨金額，當淨變現價值低於

成本時，需提列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該評估涉及管理階層之重大判斷，且

存貨餘額對整體財務報告係屬重大，因是將存貨淨變現價值之評估辨認為關

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於查核中因應上述事項已執行主要查核程序如下：

1. 針對與存貨評價之相關作業程序與內部控制進行了解與評估，並測試該

等控制之設計與執行情況。

2. 就用以評價之存貨庫齡報表及存貨淨變現價值報表進行測試，抽核原始

單據驗證報表資訊、評估報表邏輯與參數的合理性並重新抽查計算以驗

證相關報表之正確性及完整性。同時參照以往年度實際發生之減損損失

及期後期間有無此等減損情況，進行回溯性測試。

營業收入認列

  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109 年度銷售資訊網路週邊產品之營業收

入為 508,157 仟元，約佔個體財務報告之營業收入淨額 63%，資訊網路週邊產

品收入未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衝擊收入，因是將銷售資訊網路週邊產品

之營業收入認列之適當性辨認為關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於查核中因應上述事項已執行主要查核程序如下：

1. 瞭解及抽樣測試資訊網路週邊產品銷貨交易收入認列之真實性相關之主

要內部控制制度設計與執行之有效性。

2. 針對資訊網路週邊產品之銷貨收入抽核原始訂單、出貨單、發票及驗收

證明等原始憑證，覆核相關交易表單是否齊備。

3. 抽樣檢視期後銷貨退回及折讓發生情形與期後收款有無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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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

體財務報告，且維持與個體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

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豪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

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

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

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

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

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

體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

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

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

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

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

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

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

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

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

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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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9 年及 108 年 12 月 31 日之合

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09 年及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綜合損

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

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

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豪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9 年及 108 年 12 月 31 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民

國 109 年及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財務績效及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

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

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

業道德規範，與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

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

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民國 109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

查核合併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

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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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對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9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關

鍵查核事項敘明如下：  

存貨評價  

  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截至民國 109 年 12 月 31 日存貨金額

為新台幣（以下同） 295,049 仟元（存貨成本總額 324,916 仟元扣除備抵存貨

跌價損失金額 29,867 仟元後之淨額），佔總資產 22%，請參閱合併財務報表附

註四 (六 )會計政策、附註五及附註十一。  

  管理階層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衡量存貨金額，當淨變現價值低於

成本時，需提列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該評估涉及管理階層之重大判斷，且

存貨餘額對整體財務報表係屬重大，因是將存貨淨變現價值之評估辨認為關

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於查核中因應上述事項已執行主要查核程序如下：

1. 針對與存貨評價之相關作業程序與內部控制進行了解與評估，並測試該

等控制之設計與執行情況。

2. 就用以評價之存貨庫齡報表及存貨淨變現價值報表進行測試，抽核原始

單據驗證報表資訊、評估報表邏輯與參數的合理性並重新抽查計算以驗

證相關報表之正確性及完整性。同時參照以往年度實際發生之減損損失

及期後期間有無此等減損情況，進行回溯性測試。

營業收入認列

  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於民國 109 年度中銷售資訊網路週邊

產品之營業收入為 524,259 仟元，約佔合併財務報表之營業收入淨額 63%，資

訊網路週邊產品收入未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衝擊收入，因是將銷售資訊

網路週邊產品之營業收入認列之適當性辨認為關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於查核中因應上述事項已執行主要查核程序如下：

1. 瞭解及抽樣測試資訊網路週邊產品銷貨交易收入認列之真實性相關之主

要內部控制制度設計與執行之有效性。

2. 針對資訊網路週邊產品之銷貨收入抽核原始訂單、出貨單、發票及驗收

證明等原始憑證，覆核相關交易表單是否齊備。

3. 抽樣檢視期後銷貨退回及折讓發生情形與期後收款有無異常。

其他事項  

  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業已編製民國 109 及 108 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

並經本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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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經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

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

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豪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

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或停止營

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

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

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

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

併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

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

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

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

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

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

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

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

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

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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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九年度盈餘分配表

項 目 金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4,656,401 

加：確定福利計劃再衡量數列於保留盈餘 1,661,217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6,317,618

本期稅後淨利 51,012,835

本期未分配盈餘 57,330,453

減：提列 10%法定盈餘公積 (5,267,405)

提列特別盈餘公積 (3,372,094)

可供分配盈餘 48,690,954

分配項目：

股東紅利－每股配發現金 0.7 元 (44,983,400)

期末未分配盈餘 3,707,554

註 1：配合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6、第 66 條之 9、第 73 條之 2 之規定，本次盈餘 
分配係採個別辨認方式，優先分派最近年度盈餘。

註 2：109 年 1 月 9 日經商字第 10802432410 號函核釋有關法定盈餘公積之提列 
基礎之適用規定， 以「本期稅後淨利」為法定盈餘公積之提列基礎者，自

     公司辦理 108 年度財務報表之盈餘分配起，應以「本期稅後淨利加計本期 
稅後淨利以外項目計入當年度未分配盈餘之數額」 作為法定盈餘公積提列

之基礎。

董事長：彭以豪 經理人：蘇惠婉 會計主管：蕭雅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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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理由 

第

二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用記名累積

投票法，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

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本公

司董事之選舉，每一股份有與應選

出人數相同之選舉權，集中選舉一

人，或分配選舉數人。 

本公司獨立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

名制度，持有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

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及董事會得

提出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經董事

會審查其符合獨立董事所應具備

條件後，送請股東會，股東應就獨

立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獨立董事候選人提名之受理方式

及公告等相關事宜，悉依公司法、

證券交易法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獨立董事與非獨立董事應一併進

行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用記名累積

投票法，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

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本公

司董事之選舉，每一股份有與應選

出人數相同之選舉權，集中選舉一

人，或分配選舉數人。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依照公司法

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

選人提名制度程序為之，股東應就

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董事候選人提名之受理方式及公

告等相關事宜，悉依公司法、證券

交易法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獨立董事與非獨立董事應一併進

行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配合本公司章程

之修訂，董事選

舉採候選人提名

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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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

姓  名 學 歷 經 歷 持有股數

李廣益

紐約州立大學電機工程

碩士

建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Translink Capital 董事 
工研院/國際公司(北美) 董事 
Creative Technology 董事 
富比庫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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