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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本公司 106年度決算表冊案，提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 106年度之合併財務報表業已自行編製完成，並委請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黃毅民會計師、吳恪昌會計師查核完竣，上述各項表冊及營業報告書業經董事會通過並

送請監察人審查竣事，請參閱附錄一及附錄二。 

2.敬請 承認。 

決 議：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24,053,732權，表決結果如下，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贊成權數：       21,253,629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9,466權)，佔總表決權數 88.36% 

反對權數：            5,012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012權)，佔總表決權數 0.02%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2,795,091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2,795,091權)，佔總表決權數 11.62% 

無效票權數：              0權，佔總表決權數 0.00%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本公司 106年度虧損撥補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民國 106年度之虧損撥補表，請參閱附錄三。 

2.本公司 106年度稅後淨損為新台幣 96,812,576元，經加計期初未分配盈餘及精算損益

本期變動數後，計本年度待彌補虧損為新台幣 84,369,450元，擬以法定盈餘公積及資

本公積彌補虧損，彌補後，本公司期末無待彌補虧損。 

3.敬請 承認。 

決 議：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24,053,732權，表決結果如下，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贊成權數：       21,253,629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9,466權)，佔總表決權數 88.36% 

反對權數：            5,012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012權)，佔總表決權數 0.02%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2,795,091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2,795,091權)，佔總表決權數 11.62% 

無效票權數：              0權，佔總表決權數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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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暨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於 107年 3月 9日公告修正之《外國發行人註冊

地國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表》增列事項，擬於章程中訂定保障股東權益之具體內容，

條文對照表詳如附錄四，本公司章程(修訂前)，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33-72頁。       

2.敬請 決議。 

決 議：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24,053,732權，表決結果如下，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贊成權數：       21,253,629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9,466權)，佔總表決權數 88.36% 

反對權數：            5,012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012權)，佔總表決權數 0.02%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2,795,091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2,795,091權)，佔總表決權數 11.62% 

無效票權數：              0權，佔總表決權數 0.00%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第三條規定： 

『公開發行公司依公司法第十五條規定，其資金除有下列各款情形外，不 

           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一、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業務往來者。 

           二、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融資金額不得超過貸 

               與企業淨值之百分之四十。 

           前項所稱短期，係指一年。但公司之營業週期長於一年者，以營業週期 

           為準。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融資金額，係指公開發行公司短期融通資金之累計餘額。公開發行

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一項第

二款之限制。但仍應依第九條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訂定資金貸與之限額及期限。』 

2.擬依上述規定，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條文對照表詳如附錄五，

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前)，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73-80頁。   

3.敬請 決議。 

決 議：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24,053,732權，表決結果如下，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贊成權數：       21,253,629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9,466權)，佔總表決權數 88.36% 

反對權數：            5,012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012權)，佔總表決權數 0.02%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2,795,091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2,795,091權)，佔總表決權數 11.62% 

無效票權數：              0權，佔總表決權數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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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董監報酬及酬勞給付辦法」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為配合實際運作情形，擬修訂「董監報酬及酬勞給付辦法」。 

        2.條文對照表詳如附錄六，本公司董監報酬及酬勞給付辦法(修訂前)，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81頁。 

3.敬請 決議。 

決 議：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24,053,732權，表決結果如下，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贊成權數：       21,253,629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9,466權)，佔總表決權數 88.36% 

反對權數：            5,012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012權)，佔總表決權數 0.02%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2,795,091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2,795,091權)，佔總表決權數 11.62% 

無效票權數：              0權，佔總表決權數 0.00%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  由︰補選本公司第四屆董事二席。 

說  明︰1.本公司黃斯德董事及許永融董事，自 107年 5月 8日起，分別辭任及依法解任其董事

職務，依本公司章程規定，董事會應不少於五名且最多不多於七名董事(含獨立董事），

本次擬補選董事二席。 

2.本次補選之二席董事，任期自民國 107年 6月 29日至民國 109年 6月 19日止。 

3.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任辦法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82-84頁。 

選舉結果︰ 

職稱 戶號 戶名 得票權數 

董事 5 許永融 22,612,643 

董事 22 洪明慧 19,875,683 

 

第五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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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2.為公司業務發展考量，擬解除本次新任董事(或法人董事指派之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

制。 

3.敬請 決議。 

決 議：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24,053,732權，表決結果如下，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贊成權數：       21,252,530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8,367權)，佔總表決權數 88.35% 

反對權數：              112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12權)，佔總表決權數  0.00%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2,801,090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2,801,090權)，佔總表決權數 11.65% 

無效票權數：              0權，佔總表決權數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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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常會解除本公司董事兼任情形如下：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上午 9時 40分。 
 

 

職稱 姓名 擔任他公司職務 

董事 許永融 

上海黃色小鴨貿易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上海台凌嬰童用品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昆山旭凌嬰童用品有限公司          監事 

上海黃色小鴨優亦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監事、分公司負責人 

上海鑫衡網路技術有限公司          董事 

董事 洪明慧 東凌股份有限公司                  財會部主任 



























 

 

【附錄二】 

 
開曼東凌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開曼東凌(2924)民國一○六年度合併之營業收入為新台幣(以下同)885,676 仟元，本期

淨損為(96,813)仟元，與民國一○五年度合併之營業收入 1,094,029 仟元及本期淨利 13,925

仟元比較，營收及淨利皆呈現減少的情況。相關分析如下： 

一、獲利能力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6年度 105年度 增(減)百分比 

營業收入 885,676 1,094,029 (19.04%) 

營業毛利 536,963 708,697 (24.23%) 

營業淨(損)利 (65,046) 30,709 (311.81%) 

本期淨(損)利 (96,813) 13,925 (795.25%) 

 

項    目 106年度 105年度 

資產報酬率（％） (7.64) 1.50 

股東權益報酬率（％） (13.67) 1.67 

營業利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19.13) 9.03 

稅前淨利占實收資本比率（％） (28.98) 8.25 

純益率（％） (10.93) 1.27 

每股(虧損)盈餘（元） (2.85) 0.41 

      

項    目 106年度 105年度 

研究發展費用 9,280 11,216 

營業費用 602,009 677,988 

研究發展費用占營業費用比例 1.54% 1.65% 

在營業收入方面，就需求面而言，中國全面開放二胎的效益並未顯現，106 年新

生兒人數為 1723 萬人反而較 105 年 1786 萬人為少，加上中國及台灣地區景氣並無明

顯復甦，消費者對嬰兒產品的支出較謹慎；就供給面而言，電子商務行銷趨勢大量且迅

速崛起，消費者網路消費行為增加致實體店面訂單減少，公司的實體店面也由 105 年底

的 261 家減少至 106 年底的 236 家，以上種種因素的影響，故 106 年的營業收入較 105

年減少 19.04%。 

在獲利方面，黃色小鴨為本公司自有品牌，加上產品採取中高價的訂價策略，故

毛利率仍可以保持在 60%以上，另一方面，公司亦嚴格控制營業費用，營業費用由 105

年的 677,988仟元降至 602,009仟元，惟由於公司持續針對門市進行調整，淘汰營運表

現不佳、無法產生廣告綜效的門市，營收規模的縮減是整體獲利表現較去年同期減少

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由於公司持續針對手機與網路電子商務加強布局，並積極參

加國內外的嬰童展，在行銷推廣費用較高的情況下，也是獲利減少的因素。 

二、106年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 106年並未出具財務預測，故不適用。 











 

第六條：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應依下列作業程序辦

理：…… 

三、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本公司合於前項所訂之原因有資金貸

與他人之必要者，最高累計限額其總

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或核閱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四

十為限。對個別對象之限額如下： 

…… 

(三)子公司資金貸與之最高累計限額以不

超過子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或核閱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四十為

限。但若為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

事資金貸與，除所在國法令另有限制

者外，不受前述限額及第三條有關短

期之限制，惟不得超過本公司淨額。 

…… 

 

 

 

 

 

 

 

第六條： 

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應依下列作業程序辦

理：…… 

三、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本公司合於前項所訂之原因有資金貸

與他人之必要者，最高累計限額以不

超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或核閱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四十為

限。對個別對象之限額如下： 

…… 

(三)子公司資金貸與之最高累計限額以不

超過子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或核閱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四十為

限。但若為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

事資金貸與，除所在國法令另有限制

者外，不受前述限額及第三條有關短

期之限制，惟不得超過本公司淨額。 

…… 

酌作文字

調整，並將

原本第六

條第一項

第三款第

三目，移至

第七條第

二項。 

第七條： 

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與他人時，應

依本程序訂定其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並

依相關法令規定送其董事會及/或股東會

決議後實施。 

子公司資金貸與之最高累計限額以不超過

子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四十為限。但若為本公

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

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除所在國法

令另有限制者外，不受前述限額及第三條

有關短期之限制，惟不得超過貸出公司淨

值，貸放期限以兩年為限。 

 

 

 

 

 

 

 

 

 

第七條： 

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與他人時，應

依本程序訂定其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並

依相關法令規定送其董事會及/或股東會

決議後實施。 

 

將原本第

六條第一

項第三款

第三目，移

至第七條

第二項，並

修訂資金

貸與之限

額及期限。 



 

第八條： 

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 

三、背書保證之額度： 

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財務報表

淨值的百分之一百五十 150%為限，對單一

企業背書保證之金額則以不超過本公司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財務報表淨

值之百分之二十為限。本公司對本公司直

接或間接持有表決權百分之百的公司，其

背書保證額度，得不受前述有關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額度限制，其額度以本公司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財務報表淨

值的百分之一百五十 150%為限。 

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證總額以

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財務報表淨值的百分之一百五十 150%

為限，及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金額則以

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四十為限；惟

「本公司及子公司」對本公司；或對本公

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權百分之百的公

司，其背書保證額度，得不受前述有關對

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額度限制，其額度以本

公司淨值的百分之一百五十 150%為限。 

…… 

 

 

 

 

第八條： 

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 

三、背書保證之額度： 

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財務報表

淨值的 150%為限，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

金額則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或核閱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二十

為限。本公司對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表

決權百分之百的公司，其背書保證額度，

得不受前述有關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額度

限制，其額度以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或核閱財務報表淨值的 150%為限。 

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證總額以

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財務報表淨值的 150%為限，及對單一

企業背書保證之金額則以不超過本公司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財務報表淨

值之百分之四十為限；惟「本公司及子公

司」對本公司；或對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

有表決權百分之百的公司，其背書保證額

度，得不受前述有關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

額度限制，其額度以本公司淨值的 150%為

限。 

…… 

酌作文字

修正。 

第二十三條： 

本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 100年 6月 7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2年 6月 20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3年 6月 17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4年 6月 15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5年 6月 16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7年 6月 29日。 

 

 

 

 

 

第二十三條： 

本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 100年 6月 7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2年 6月 20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3年 6月 17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4年 6月 15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5年 6月 16日。 

新增歷次

修改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