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達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聯合威碼股份有限公司 

召開一○九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正 

地點：太平洋商旅(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 495號 11樓)  

出席：發行股份總數為 68,659,992股 

出席股東及代表股東股份總數為 62,664,319股，出席比率為 91.26% 

列席：卓家立律師、莊植寧律師 

主席：監察人聯合威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凃俊榮              

記錄：熊珮芸      

 

宣布開會：出席股份總數已逾法定股數，主席依法宣布開會。 

主席致詞：略。 

 

討論事項(一)                         【監察人聯合威碼股份有限公司提】 

案  由：討論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全面改選案。 

說  明：1、為落實公司治理，提升營運效能，創造員工與股東雙贏，依公司法 

第 220條規定，召集 109年第 1次股東臨時會，提請全面改選本公 

司董事（含獨立董事）。 

2、謹提請  公決。 

決  議：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62,664,319權，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1.贊成權數:                  39,440,705 權 

2.反對權數:                   6,874,557 權 

3.無效權數:                           0 權 

4.棄權/未投票權數:           16,349,057 權 

贊成權數占股東表決權數 62,93%，本案表決通過。 



選舉事項                             【監察人聯合威碼股份有限公司提】 

案  由：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全面改選案。 

說  明：1、依本公司章程第 13條規定「本公司設董事七人任期三年，董事及 

獨立董事選舉均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之，連選得連任。」，次依章程第 13條之 1規定「本公司董事名額 

中獨立董事名額至少三人。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 

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 

定辦理之。」 

2、謹請依前述章程規定，於本次股東臨時會選任董事七人（含獨立董 

事三人）。新任董事及獨立董事當選後即行就任，任期三年，自民國 

109年 9月 22日起至民國 112年 9月 21日止。 

3、本公司已依法公告受理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提名相關事宜，並經 

本次股東臨時會召集權人審查通過，有關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名 

單及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一。 

4、連續擔任三屆獨立董事，繼續提名說明：陳稻松先生於選任前及任 

職期間符合獨立性之要求，並具備執行業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 

素養及整體應具備各項能力之專業性。 

5、謹提請 選舉。 

選舉結果： 

全達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9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  

董事/獨立董事當選名單 

身分別 
戶號/身分證

明文件編號 
戶名/姓名 當選權數 

董事 2 全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育達 61,016,115 

董事 10165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受託保管佳豐投資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專戶 代表人:皇甫青 

36,556,232 

董事 1016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受託保管塞席爾商新利

控股有限公司投資專戶 代表人:凃俊榮 

36,537,959 

董事 1016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受託保管塞席爾商新利

控股有限公司投資專戶 代表人:吳志成 

36,530,381 



獨立董事 A10325**** 陳稻松 92,842,386 

獨立董事 N10113**** 蔡承運 82,907,568 

獨立董事 10634 張智為 82,906,950 

 

討論事項(二)                          【監察人聯合威碼股份有限公司提】 

案  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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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選任之董事及其代表人若有投資、經營或可能同時擔任與本公司 

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業務，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之前提下，提請 

解除其競業禁止之限制。 

3、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於股東會討論本案前，當場 

補充說明其內容。 

        4、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情形，請參閱附件二。 

5、謹提請  公決。 

決  議：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62,664,319權，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1.贊成權數:                  57,062,134 權 

2.反對權數:                       3,124 權 

3.無效權數:                           0 權 

4.棄權/未投票權數:            5,598,971 權 

贊成權數占股東表決權數 91.06%，本案表決通過。 

 

 

臨時動議：無。 

散    會：同日上午九時三十一分。 

本次股東會記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旨；會議進行內容及程序以會議所 

錄影音為準。 

 

 



【附件一】 

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董事候選人名單: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數 

台北富邦商業銀

行受託保管塞席

爾商新利控股有

限公司投資專戶

代表人:吳志成 

Murdoch 

University, MBA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達達全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亞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  

普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業務總

經理  

ViewSonic協理  

達達全球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長  

2,249,346 

台北富邦商業銀

行受託保管塞席

爾商新利控股有

限公司投資專戶

代表人:凃俊榮 

 

淡江大學會計系  創新新零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  

藍新金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藍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盈科數碼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聯合威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創新新零售股

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  

盈科數碼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  

聯合威碼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2,249,346 

台北富邦商業銀

行受託保管佳豐

投資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投資專戶

代表人:皇甫青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Program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

系  

藍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璞石資本集團副總經理  

璞石資本集團法務總監  

玉晟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法

務經理  

藍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璞石資本集團 

副總經理  

3,780,508 

台北富邦商業銀

行受託保管佳豐

投資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投資專戶

代表人:黃坤灝 

成功大學化學研究

所  

理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理富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長 

3,780,508 

全德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 

代表人:張育達 

國立台灣大學財金

所  

威連科技(股)公司副總經理  威連科技(股)

公司副總經理  

984,000 

全德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 

代表人:黎少倫 

UCLA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博士  

LAM Research Inc.執行副總  威盛電子(股)

公司副總經理  

984,000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數 

張智為 美國馬里蘭大學電

腦工程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材料

科學與工程學系學

士  

創新新零售股份有限公司獨立

董事  

穩探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  

集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創

辦人/資深軟體工程師  

愛勝遊戲股份有限公司資深軟

體工程師  

中國探針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特助/資訊部經理  

創新新零售股

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穩探科技有限

公司總經理  

2,000 

李庚燕 紐約市立大學柏魯

克學院財務管理碩

士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

管理科學系  

康樂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鉅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務暨

行政管理處協理  

錸德科技財務中心財務部經理

投資部經理  

光華投信基金經理人  

康樂股份有限

公司獨立董事  

0 

蔡承運 私立淡水工商管理

專科學校會計統計

科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經理  大宇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獨立

董事 

0 

陳稻松 台北商專企管科  得魚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得魚會計師事

務所會計師  

0 

廖文華 英國劍橋大學商學

院創業管理學程  

中華民國夢想之家青年發展協

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夢想

之家青年發展

協會理事長  

0 

葉迎春 Iowa State 

University, USA 

博士  

客座助理教授、研究員、總工程

師  

 0 

劉天道 臺灣大學商學系(肄

業)  

知道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知道會計師事

務所會計師  

0 

 

 

 

 

 

 

 

 

 



【附件二】 

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情形 

身分別 姓名 解除競業禁止內容 

董事 張育達 威連科技(股)公司  副總經理 

董事 皇甫青 
藍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璞石資本集團 副總經理 

董事 凃俊榮 

創新新零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盈科數碼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聯合威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久新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興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董事 吳志成 
達達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英雄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獨立董事 陳稻松 得魚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獨立董事 蔡承運 大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張智為 
創新新零售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穩探科技有限公司  總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