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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95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辦理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30~下午4:30
10488

元大京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務代理人
股務代理部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25號4樓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717-5566 (服務專線)
網址：http:/ /www.yuanta.com.tw

國 內

郵 資 已 付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 999 號

時間：中華民國95年6月23日（星期五）上午9時
地點：基隆市七堵區東新街長興里里民大會堂
出席：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為2拾2億8仟9佰1拾6萬2千3佰零1股(已扣除依

公司法第179條規定)，出席股東代表股數1拾4億8仟1佰7拾9萬4
仟5佰0拾2股，佔發行股份總數64.73%。

列席：林安惠會計師、李志成律師
主席：黃望修 記錄：何秀綺
(代表股份總數已逾法定股權數，主席依法宣布開會)

一、主席致詞：（略）
二、報告事項：
（一）黃總經理報告：
　　1.本公司94年1月至94年12月營業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2.本公司94年1月至94年12月財務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二）監察人審查本公司94年1月至94年12月決算報告（附件一）。
（三）本公司訂定「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道德行為準則」報告。
　　1.為強化公司治理，導引本公司董監事及經理人行為有所依據，並

使公司之利害關係人更加了解本公司之道德規範。
　　2.該準則業經第236次（第14屆第13次）董事會會議通過，並於95

年4月13日以董秘字第0950000602號函發送各董事、監察人及本
公司群主管。

　　3.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道德行為準則（附件二）。
　　　（股東戶號300548委託出席代理人賴明燦針對報告事項中有關公司

營業政策、股東持股情形及子公司轉投資情況提出意見，主席就
股東所提問題，均親自或請經理部門逐一予以說明(略)。）

三、承認及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檢陳本公司94年1月至94年12月營業決算表冊，敬請 承認。
說　明：本公司94年1月至94年12月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

所林安惠、魏永篤會計師查核竣事，連同營業報告書經本公司
監察人審查完畢在案。（附件三）。

(股東戶號0000329賴明燦及股東戶號300548委託出席代理人賴明燦針對本
案提出異議，並對公司交際費及差旅費之支出情況提出詢問，經主席及
經理部門逐一予以說明，經理部門並於會後提供相關數據予提出詢問之
股東。)
決　議：本案經主席說明後並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具本公司94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 明：
　　一、本公司94年度決算經會計師查核，稅後純益計新台幣9,262,954,

435 元，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擬具盈餘分配表。（附件四）
　　二、現金股利之配息基準日，俟股東常會決議通過盈餘分配案後，

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訂定之。
(股東戶號0000329賴明燦及股東戶號300548委託出席代理人賴明燦針對本
案提出異議，針對公司僅配發2.5元現金股利及要求提高員工紅利分配
成數，經主席說明後裁示採行投票表決。)
決　議：經投票表決，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302,304,672權同意通過，

佔出席總權數87.88%，本案照原議案承認。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正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敬請 公決。
說 明：

　　一、配合公司法第179條修正，修正章程第8條公司持有自己股份及
從屬公司持有控制公司股份無表決權之規定。

　　二、配合公司組織重整，修正章程第16條有關經理人之規定，同時
明訂非經理人之各部門主管改由總經理提請董事長核准任免
之。

　　三、依證券交易法第41條第1項規定，及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
委員會89年1月3日（89）台財證（一）字第100116號函要求，修
正章程第18條有關提列公積之規定。

　　四、經本公司第14屆第13次董事會議通過修正條文如附表(附件五)
(股東戶號0000329賴明燦及股東戶號300548委託出席代理人賴明燦對本公
司章程中修正第十六條增設總執行長職務表示異議，並建議修正該章程
中員工紅利提撥比例，經主席及經理部門說明後，主席裁示採行投票表
決。)
決　議：經投票表決，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271,186,698權同意通過，

佔出席總權數85.78%，本案照原議案通過。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敬請 公決。
說 明：
　　一、配合本公司組織調整及第236次董事會通過之「關係人交易之

管理」控制性作業，擬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

　　二、經本公司第14屆第14次董事會議通過修正條文如附表(附件六)。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正本公司背書保證辦法部分條文，敬請 公決。
說 明：
　　一、配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4年12月29日金管證六字第

0940006026號令，修正「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
準則」，擬修正本公司「背書保證辦法」。

　　二、經本公司第14屆第13次董事會議通過修正條文如附表(附件七)。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訂定本公司前往中國大陸地區從事投資金額上限，敬請 公決。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公布之「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第三十五條及經濟部公布之「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
術合作許可辦法」及「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審查原
則」及投審會相關規定辦理。

　　二、因近年大陸經濟蓬勃發展，考量本公司業務擴展需要，擬訂定
赴大陸地區投資金額上限；單一年度投資總額以不超過美金八
千萬元為限，累積金額不超過政府主管機關所訂之投資金額上
限。透過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海外轉投資之公司對大陸地區進行
投資。

　　三、赴大陸地區投資個案，將提報董事會審議通過後，再依現行法
規向政府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辦理。

(股東戶號0000329賴明燦及股東戶號300548委託出席代理人賴明燦針對本
案表示異議，並提出投資大陸上限應訂為美金五千萬元，經主席及經理
部門說明後，主席裁示採行投票表決。)
決 議：經投票表決，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290,015,672權同意通過，佔

出席總權數87.05%，本案照原議案通過。

(股東戶號0000329賴明燦對出席表決權數表示異議，經主席裁示請相關人
員說明出席股權情況。)
第七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請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敬請 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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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新任董事洪辰冬先生係財政部於94年12月28日指派之法人
代表，目前並擔任東立物流公司董事長及東航船務代理有限公
司總經理，擬請同意解除其競業禁止之限制。

(股東戶號0000329賴明燦及股東戶號300548委託出席代理人賴明燦針對本
案提出異議，經主席說明後裁示採行投票表決。)
決 議：經投票表決，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286,044,672權同意通過，佔

出席總權數86.78%，本案照原議案通過。
四、臨時動議：
股東戶號327753陳再乞提出公司經營有成表示讚許感謝，惜股價無法反映
獲利情況，及股東戶號0000329賴明燦提議公司應重視人員升遷公平問
題及鼓勵員工進修，經主席說明後未再表示其他意見。

五、散會：上午11時30分

主席：黃望修 記錄：何秀綺

附件二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道德行為準則

中華民國95年3月24日
第14屆第13次董事會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導引本公司董事、監察人（以下簡稱董監事）及經理人等之行為符合道德標準，

並使公司之客戶、供應商、外部其他人士等利害關係人更加瞭解公司道德標準，特
訂定道德行為準則，以確立及維護應遵循之倫理標準。本行為準則並涵蓋有關個人
責任、群體責任以及對本公司、公眾、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責任規範。

第二條　本準則適用於本公司之董監事及經理人（包含總經理、副總經理及相當 等級者、
財務及會計部門主管及其他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利之人）；其目的在防制不
當行為並促進：

　　　　1.誠實及合乎道德之行為，包含個人與其職務發生利益衝突時，為合乎倫理之處理。
　　　　2.資訊之保密處理。
　　　　3.公平對待公司客戶、供應商、員工，及合法對待競爭對手。
　　　　4.保護公司之資產以期有效運用。
　　　　5.遵守政府法令規章，包括防止內線交易相關法令。

第二章 道德行為準則
第三條　誠實及道德之行為
　　　　董監事及經理人應以誠實無欺之態度及符合專業標準之行為履行其義 務，包括以公

正之方式處理個人與其職務上或有關之利益衝突。
第四條　避免個人之利益衝突：
　　　　董監事及經理人應以客觀及有效率之方式處理業務，並有義務基於陽明海運公司之

最佳利益行事以避免任何利益衝突。不得利用其在本公司擔任之職務為個人利益介
入之情事而使得其自身、配偶、父母、子女或三親等以內之親屬獲致不當利益。

第五條　避免圖私利之機會：
　　　　董監事或經理人在公司有獲利機會時，有責任維護及增加公司所 能獲取之正當合法

利益，並應避免：
　　　　一、非法或不當透過使用公司財產、資訊或藉由職務之便而有圖私利之機會或獲取

私利；
　　　　二、從事與公司競爭之行為。
第六條　保密責任：
　　　　董監事或經理人非經授權或依法律規定公開外，對於公司交付其保管之資訊，及其

基於董監事或經理人之職務，就公司營運中所知悉之公司任何機密資訊（包含所有
可能被競爭對手利用或洩漏之後對公司或客戶有損害之未公開資訊），應負有保密
義務。

第七條　從事公平之交易：
　　　　董監事及經理人應公平對待公司客戶、供應商、員工及合法對待競爭對手，不得透

過操縱、隱匿、濫用其基於職務所獲悉之資訊、對重要事項做不實陳述或其他不公
平之交易方式而獲取不當利益。

第八條　保護並適當使用公司資產：
　　　　董監事及經理人均應保護並基於公司之合法商業目的有效率使用公司資產（包含有

形及無形資產），並確保其能有效合法地使用於業務上。
第九條　遵循法令規章：
　　　　董監事及經理人應督導公司加強證券交易法及其他法令規章之遵循，並遵守所有規

範公司活動之法令規章；不得故意違反任何法令、意圖誤導、操縱或不公正地取得
客戶、供應商利益之行為，及對公司服務為不實之陳述。

附件一
監察人審查報告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九十四年度財務報表及本公司暨其子公司九十四年度合併財務報表，
業經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林安惠、魏永篤會計師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
公認審計準則查核竣事，連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議案等，經本監察人等會同審查，認為
尚無不合，爰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繕具報告，敬請　鑒
察。

此 致
本公司股東常會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常務監察人：陳和貴

　　　　　　　　　　　　　　　　　　　　　　　　　監　察　人：辜炳珍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五　　 年　　　四　　　月　　十　　三　　日

第十條　避免因內線交易或違反相關證券法規：
　　　　董監事及經理人須遵守防止內線交易相關法令，及關於股票交易暨營業秘密資訊處

理之其他證券法令，如掌握重要未公開資訊時，不得從事相關證券交易。
第十一條　鼓勵陳報任何非法或違反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
　　　　　董監事及經理人應加強宣導道德觀念，並鼓勵員工於懷疑或發現有違反法令規章

或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時，任何個人得以檢舉方式，向監察人、經理人、內部稽
核主管或其他適當人員陳報，公司應盡全力報密並保護陳報者的安全，使其免於
遭受威脅。

第三章 附則
第十二條　懲戒及申訴措施：
　　　　　董監事及經理人如有違反本道德準則情事，除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外，另應由本

公司稽核單位追究其行政責任。如情節重大時，應提報董事會審議；並得依公司
相關申訴制度，提供違反道德行為準則者救濟之途徑。

第十三條　豁免與修正：
　　　　　董事會得於特殊情形下決議免除對於董監事及經理人對於本道德行為準則之適

用，但本公司需即時向股東揭露並於即將提報之定期公開報告中陳述允許豁免人
員之職稱、姓名、董事會通過豁免之日期、豁免適用之期間、豁免適用之原因及
豁免適用之準則等資訊。

第十四條　本準則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並送監察人備查及提股東會報告。修正時亦同。

附件三
會計師查核報告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四年及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九十四年及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
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
查核結果對上開財務報表表示意見。上開財務報表中按權益法計價之被投資公司九十四年度
陽明（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陽明德拉瓦控股公司及九十三年度運揚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陽明（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之財務報表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是
本會計師對上開財務報表所表示之意見中，其有關長期股權投資及其投資損益，係依據其他
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認列。民國九十四及九十三年底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上述長期股權
投資之帳列金額分別計新台幣（以下同）2,138,562仟元及1,184,469仟元，分別占資產總額
之2.7%及1.5%；民國九十四及九十三年度就上述長期股權投資認列之投資收益分別計151,978
仟元及150,816仟元，分別占稅前利益之1.5%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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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並執行查核工
作，以合理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所
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
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
報告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第一段所述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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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
允當表達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四年及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
國九十四及九十三年度之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四年度財務報表重要會計科目明細表，主要係供補充分
析之用，亦經本會計師採用第二段所述之查核程序予以查核。據本會計師之意見，該等明細
表在所有重大方面與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相關資訊一致。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九十四及九十三年度之合併財務報表，並經本會計師
出具修正式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林　安　惠　　　　　　　　　　　會 計 師　魏　永　篤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台財證六字第0920123784號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五　年　　三　　月　　一　　日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台財證六字第0920123784號

附件四

(若無法投遞請勿退回)



附件七
「背書保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第三條 背書保證之對象
一、有業務關係之公司。
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

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依合約規
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出資股
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
證者，不受上述規定之限制，得為背
書保證。

第三條 背書保證之對象
一、有業務關係之公司。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

子公司係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
報第五號及第七號之規定認定之。

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依合約規
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出資股
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
證者，不受上述規定之限制，得為背
書保證。

依據金管會
修正「公開
發行公司資
金貸與及背
書保證處理
準則」第五
條，修訂“
背書保證之
對象”為具
持股控制關
係 之 子 公
司，以強化
風險控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附件六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第六條
一、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所謂關係人:係指凡企業與其他個體
(含機構與個人)之間，若一方對於他
方具有控制能力或在經營、理財政策
上具有重大影響力者，該雙方即互為
關係人；受同一個人或企業控制之各
企業，亦互為關係人。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為本公司之
關係人(但能證明不具有控制能力或
重大影響力者，不在此限)：
(1)本公司採權益評價之被投資公司
　　。
(2)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
投資者。

(3)本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與他公司
之董事長或總經理為同一人，或
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關係之他
公司。

(4)受本公司捐贈之金額達其實收基
金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財團法
人。

(5)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
　　。
(6)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總經理
之配偶。

(7)本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之二親
等以內親屬。

(8)公司法第六章之一所稱之關係企
業及其董事、監察人與經理人。

(9)本公司對外發布或刊印之資料中
列為關係企業之公司或機構。

(10)其他足資證明本公司對其具有控
制能力或在人事、財務、業務經
營或管理政策上具有重大影響力
之營利事業。

第六條
一、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所謂關係人:係指凡企業與其他個體
(含機構與個人)之間，若一方對於他
方具有控制能力或在經營、理財政策
上具有重大影響力者，該雙方即互為
關係人；受同一個人或企業控制之各
企業，亦互為關係人。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通常即為企業
之關係人(但能證明不具有控制能力
或重大影響力者，不在此限)：
(1)企業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資公司。
(2)對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
資者。

(3)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與他公司之
董事長或總經理為同一人，或具
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關係之他公
司。

(4)受企業捐贈之金額達其實收基金
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財團法人。

(5)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
副總經理、協理及直屬總經理之
部門主管。

(6)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之
配偶。

(7)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之二親等
以內親屬。

配合本公司
組織調整及
新 增 訂 之
「關係人交
易之管理」
控 制 性 作
業，修正原
條文內「關
係人」之定
義。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本公司各股東，每股有一表
決權，但依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之股份無
表決權。

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

本公司設總經理一人，並得
由董事會衡量組織功能需要
，決議設總執行長一人，兩
者之委任、解任及報酬均由
董事會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
，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
決議定之。總執行長秉承董
事會決議，領導公司經理人
，負責訂定本公司及所有關
係企業之重大決策。
本公司設業務群主管若干人
，由總經理提請董事會經董
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
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任免
之。
本公司各業務群以下之部門
主管由總經理提請董事長核
准任免之。但法令另有規定
其任免須由董事會決議行之
者，依其規定。

本公司年終結算，如有盈餘
，除扣除所得稅費用外，應
先彌補以前年度虧損，並依
相關法令規定提列各項公積
外，如有擴充運輸設備及改
善財務結構時，得另提列百
分之十以內特別公積，如尚
有盈餘，由董事會擬定分配
案，提請股東會通過分配
之，其中員工紅利不得低於
百分之一，董事監察人酬金
不得高於百分之二。
本公司經營國際運輸事業，
企業生命週期正值穩定成長
階段。基於資本支出需要及
健全財務規劃以求永續發
展，由可分配之盈餘提撥百
分之五十以上分派股利為原
則。本公司股利發放，視公
司獲利情況、產業環境變化
及未來成長兼以考量資本支
出及營運資金需求等因素規
劃股利分派方案。股利以現
金或股票之方式分派，其中
現金股利佔股利總額之比率
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

條文

第八條

第四章

第十六條

第十八條

本公司股東會各股東每股
有一表決權，但公司持有
之股份不予計算。

董事監察人及職員

本公司設總經理一人，其
委任、解任及報酬由董事
會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
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
決議定之，並設副總經
理、協理、經理、分公司
經理及主辦會計人員，由
總經理提請董事會經董事
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
事過半數之同意任免之，
其餘各級主管由總經理任
免，並報備董事會。

本公司年終結算，如有盈
餘，除扣除所得稅費用
外，應先彌補以前年度虧
損，並提撥百分之十法定
公積，如有擴充運輸設備
及改善財務結構時，得提
列百分之十以內特別公
積，如尚有盈餘，由董事
會擬定分配案，提請股東
會通過分配之，其中員工
紅利不得低於百分之一，
董事監察人酬金不得高於
百分之二。
本公司經營國際運輸事
業，企業生命週期正值穩
定成長階段。基於資本支
出需要及健全財務規劃以
求永續發展，由可分配之
盈餘提撥百分之五十以上
分派股利為原則。本公司
股利發放，視公司獲利情
況、產業環境變化及未來
成長兼以考量資本支出及
營運資金需求等因素規劃
股利分派方案。股利以現
金或股票之方式分派，其
中現金股利佔股利總額之
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二
十。

配合公司法第179條第
二項修正，針對本公司
持有自己之股份，及從
屬公司對其控制公司之
持股予以限制表決權。

修正職員為經理人

修訂本公司經理人範
圍。
因應業務需要，得增設
總執行長一人。
修訂非經理人之各部門
主管改由總經理提請董
事長核准任免之。

依證券交易法第41條第
1項規定，及前財政部
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89年1月3日（89）台財
證（一）字第100116號
函要求：上市、上櫃公
司應就帳列股東權益減
項淨額（含金融商品未
實現損失、累積換算調
整數、未認列為退休金
成本之淨損失；如有未
實現利益可合併計
算），計提特別盈餘公
積。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附件五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部分條文對照表

附件三 附件三 附件三

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