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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股東戶號 699723，對兆豐產險曾獨立董事郁仁之獨立性及報酬提出詢問，並建

請公司鼓勵員工出席股東會。（兆豐產險林董事長說明曾獨立董事於其夫人擔任

金管會副主委前即擔任兆豐產險獨立董事，其報酬依財政部及本集團規定辦理） 

11.股東戶號 300486，建請金控給予子公司更大之經營空間，另對兆豐商銀內部存

在人事不公現象提出建言。 

肆、承認事項 

一、案由：本公司 102 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謹提請  承認。（董事會 提） 

說明：本公司及子公司 102 年度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周建宏、

黃金澤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上述財務報表與營業報告書經本公司董事會通

過並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在案，有關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詳附件一、

三。 

發言紀要： 

1.股東戶號 738825，建請以盈餘轉增資增配股票股利；另對公公併表示反對。 

2.股東戶號 763397，建請公司比照同業全面加薪，股利配發調整為現金股利 1元及

股票股利 0.11 元，以厚植資本。另詢問服貿協議通過後，本公司之大陸股東股權

是否將解除凍結。（董事長說明配發現金股利 1.11 元主要考量股利之穩定性，並

兼顧財務比率，另服貿協議無涉大陸股權相關議題） 

3.股東戶號 300708，兆豐商銀內部整併尚未完成，請公司向財政部表達反對公公併

之立場，並建請尊重兆豐金控工會之集體協商權；另請調查是否所有子公司均有

逐年調薪或晋薪，及建議辦理集團運動會。（董事長說明可研議舉辦運動會之可行

性） 

4.股東戶號 962607，建請主席逕付表決。 

決議：本案經主席裁示交付表決，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數 8,913,150,822 權，

表決結果-贊成權數7,694,809,021權，占出席權數86.33%；反對權數788,367

權，占出席權數 0.01%；棄權權數 1,217,553,434 權，占出席權數 13.66%。

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二、案由：本公司 102 年度盈餘分配案，謹提請  承認。（董事會 提） 

說明：本公司 102 年度擬分配董事酬勞新台幣 101,201,000 元、員工紅利新台幣

10,150,000 元、股東現金股利每股 1.11 元，合計新台幣 13,819,304,621 元。

惟如嗣後因買回本公司股份或將庫藏股轉讓、轉換、註銷等影響流通在外股

份總數之事由，股東配息率因此發生變動者，授權董事會辦理變更股東配息

率等相關事宜，盈餘分配表詳附件四。 

發言紀要： 

1.股東戶號 300708，請說明「TIFRS」之意；另建請依法給付員工加班費及不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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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費。 

2.股東戶號 300388，建議現金股利及股票股利各半，並對員工調薪方式提出建議。 

3.股東戶號 437309，針對加薪及實領獎金月數表示不滿，並請留意集團高階經理人

之道德操守。 

4.股東戶號 763397，股利配發建請調整為配發現金股利 1元及股票股利 0.11 元。

另請說明目前投資台企銀之損失情形，及建議公司辦理加薪。（董事長說明台企銀

持股目前提列新台幣 4.6 億元之跌價損失。王律師說明盈餘轉增資依法應於股東

會召集事由中列舉，爰所提配發股票股利建議不可行） 

5.股東戶號 300708，要求注意集團高階經理人之道德操守，並請尊重兆豐金控工會

之集體協商權，及建立員工轉任及訓練制度。（董事長說明各級幹部及子公司任何

員工如有證據顯示其私德有問題，公司必定處理。陳副總說明兆豐金控工會之訴

求，本公司研議中） 

6.股東戶號 740261，建請修正兆豐商銀章程，將員工紅利提撥率由 2.4％提高至 8

％，並請辦理調薪。另對於兆豐商銀每年提撥經理人特別績效獎金表示反對。 

決議：本案經主席裁示交付表決，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數 8,913,269,196 權，

表決結果-贊成權數 7,670,050,207 權，占出席權數 86.05%；反對權數

70,743,394 權，占出席權數 0.79%；棄權權數 1,172,475,595 權，占出席權

數 13.16%。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伍、討論事項 

一、案由：擬修正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謹提請  公決。（董事會 提） 

說明： 

（一）為充實資本暨配合未來業務發展發行新股需要，擬修訂本公司章程第六條條

文，將額定資本額由新台幣 1,400 億元提高至新台幣 2,200 億元，暨配合於

第 33 條增列本次章程修訂日期。 

（二）章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詳附件五。 

發言紀要： 

1.股東戶號 827304，代表兆豐商銀工會表示，若本次增資 800 億元係為公公併之用，

則反對本案。 

2.股東戶號 738007，希望公司對公公併相關之員工整合及權益問題多加考量。 

3.股東戶號 300708，質疑年報所列「履行社會責任情形」有關人權方面之敘述與實

際執行情形未符，並要求公司尊重人權，及調查各子公司是否有未遵守勞動契約

之情形。 

4.股東戶號 300388，反對配發現金股利後再辦理現金增資，另建請公司拔擢工會幹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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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股東戶號 880369，贊成本案，建請主席依原議案逕付表決。 

決議：本案經主席裁示交付表決，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數 8,913,269,499 權，

表決結果-贊成權數 7,189,422,086 權，占出席權數 80.66%；反對權數

125,639,506 權，占出席權數 1.41%；棄權權數 1,598,207,907 權，占出席權

數 17.93%。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二、案由：擬修正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處理程序」部分條文，謹提請  公決。    

（董事會 提） 

說明： 

（一）依據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102 年 12 月 30 日修正發布之「公開發行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理準則」並配合業務需要，修正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易處理程序」部分條文，修正重點如下： 

1、明訂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係以避險為目的。（修正條文第三條） 

2、明訂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事後應提報最近期董事會。（修正條文第五條） 

3、增訂與關係人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之程序。（修正條文第六條） 

4、增訂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應注意之風險管理事項。（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5、增訂重大衍生性商品交易及本處理程序之訂定與修正應經審計委員會通

過，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行之。（修

正條文第十七條） 

6、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將監察人相關文字修正為審計委員會。（修

正條文第十五條及第十八條） 

（二）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處理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附件六。 

發言紀要： 

股東戶號 300708，反對公公併，並要求公司尊重人權、提高員工待遇，及平等對待 

兆豐金控工會。 

決議：本案經主席裁示交付表決，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數 8,913,269,499 權，

表決結果-贊成權數 7,294,074,119 權，占出席權數 81.83%；反對權數

67,577,184 權，占出席權數 0.76%；棄權權數 1,551,618,196 權，占出席權

數 17.41%。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三、案由：擬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部分條文，謹提請  公決。（董      

事會 提） 

說明： 

（一）為配合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102 年 12 月 30 日修正發布之「公開發行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理準則」，擬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部分

條文計 12 條，修正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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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配合我國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修正其他固定資產及供營業使用機器設 

備等文字，暨修訂本程序所稱關係人及子公司之認定依據。（第三~四條；

第六~七條；第十二~十三條及第二十五條） 

2、明訂與政府機構之無形資產等交易，無需委請會計師出具交易價格合理性

意見。（第九條） 

3、明訂向關係人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等資產，免於事前將相

關資料提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審議之除外規定。（第十三條） 

4、增訂自地委建或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不動產者，不適用本程序第十

四條至第十六條有關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應評估交易成本合理性之規

定。（第十四條） 

5、將申購及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金納入排除公告之適用範圍。（第二十五條） 

（三）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詳附件七。 

決議：本案經主席裁示交付表決，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數 8,913,269,499 權，

表決結果-贊成權數 7,294,093,143 權，占出席權數 81.83%；反對權數

67,544,761 權，占出席權數 0.76%；棄權權數 1,551,631,595 權，占出席權

數 17.41%。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四、案由：擬請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謹提請  公決。（董事會 提） 

說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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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類似之公司且擔任

董事之行為，尚有下列董事未取得股東會之許可，爰擬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

定，提請股東常會同意解除其競業禁止之限制： 

董事名稱 兼任公司名稱 兼任職務 

財政部 華南金融控股(股)公司 董事 

台灣金融資產服務(股)公司 董事 

台銀綜合保險經紀人(股)公司 董事 
台灣銀行(股) 

公司 
台灣期貨交易所(股)公司 董事 

翁文祺 中華郵政(股)公司 董事長 

發言紀要： 

1.股東戶號 437309，建請改由工會代表兼任本公司董事，並對本案表示反對。 

2.股東戶號 300388，建議在場股東對本案投反對票。 

決議：本案經主席裁示交付表決，表決時扣除利益迴避股數後總表決權數

7,122,436,044 權，表決結果-贊成權數 5,505,743,675 權，占出席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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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0%；反對權數68,057,690權，占出席權數0.96%；棄權權數1,548,634,679

權，占出席權數 21.74%。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陸、臨時動議 

1.股東戶號 699723，詢問前交銀董事長梁成金違法超貸之訴訟案，年報未予記載之原

因。另建請基金會執行長周美青女士列席股東會。（總經理說明因該訴訟案對本公司

股東權益及證券價格無重大影響，爰未予記載，惟本公司仍持續追償中） 

2.股東戶號 300388，針對報載富邦人壽為本公司第三大股東，請說明其併購本公司之

可能性，另嗣後若財政部放棄認購現增，建請洽員工認購。另就 95 年二家子銀行合

併時，結算中國國際商銀員工之退休年資提出看法。 

3.股東戶號 300708，針對年報未記載員工與公司間之訴訟提出詢問。對兆豐產險推出

「微型保險」表示認同，並建請為該公司加薪暨請公司加強落實企業社會責任。（董

事長說明公司並無對股東權益及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訴訟案） 

4.股東戶號 763397，建請公司就經營階層旋轉門訂定日出條款；工會反對公公併政策，

並請將員工反對公公併之立場及意見納入評估報告。 

5.股東戶號 300388，去年股東會允諾提供之資料請確實提供；就子銀行合併至今尚無

統一版本團體協約提出詢問。 

6.股東戶號 300708，請公司尊重兆豐金控工會行使勞動條件之協商權利，另表示反對

公公併。 

7.股東戶號 738825，於目前現況下，主張兆豐應自力發展，藉由優勢業務進軍海外，

反對本公司參與公股行庫整併作業，並要求大股東財政部尊重公司治理，考量公司

最大利益而非大股東之最大利益。另詢問公公併報告提出之時程、成案程序及宣布

時機。（董事長說明合併案須經董事會通過始能對外公布，且須經股東會同意） 

8.股東戶號 740261，建請辦理調薪。金控日前所擬與 EPS 連動之獎金紅利制度，遠遠

落後目前獎金紅利水準，與政府打造世界級薪資之政策相悖，請說明。另基於綜效

及員工整合不易之考量，重申反對公公併政策。（董事長說明該獎金紅利制度僅係草

案，尚未定案。另公公併之評估面向多元，公司將審慎為之） 

柒、散會 (13 時 45 分) 

 

註：本議事錄僅摘錄股東發言要旨，詳細內容以現場錄音、錄影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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