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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即 拆 閱

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者視為委託出席。
者視為親自出席，但委託書由股東交付

第二聯

出席通知書及委託書二者均簽名或蓋章
※

107-1

貴股東如親自出席請填此聯勿填背面委託書

本股東決定親自出席民國一Ｏ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五)舉行之股東常會，請將出席證交付本人收執。

股東戶號
股東姓名
（親自參加股東會請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一Ｏ七年

月

日

普通股股數

107-1

※本次股東常會紀念品：微絲絨方巾，領取方式請詳開會通知書第六聯。

出 生 日 期

1

電

話

本股東凡領取股利，轉讓過戶及質權設定等事宜即日起概以下列印鑑為憑

留 存 印 鑑

慶

身分證號碼

戶 籍 地 通 訊 處

印鑑卡填寫說明詳上列

聚隆纖維
107.06.29

戶號
姓名
國籍/法定代理人姓名

凱基證券股務代理部針對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料，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僅於辦理股務相關業務之目的及範圍內處理及利用，
其餘有關當事人權利及個人資料保護等作業，均依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辦理。

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日盛證券或日盛證︶

第三聯

貴股東惠鑒：
一、請核對下列「股東印鑑卡」列印資料，於「留存印鑑」欄加蓋印鑑（未成年
股東另應由父母加蓋雙方印鑑；或由父母雙方簽立同意書由一方代表蓋印留
存者，方得僅留存一方印鑑），並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未成年股東需連
同父母雙方身分證影本一併檢附，未滿十四歲尚未領有身分證之未成年股東
得以戶口名簿影本代替。）一份寄回，以保障您權益之行使。
二、電腦列印之股東印鑑卡內容如有不符或地址變更，敬請於原處自行訂正並加
蓋印鑑，俾憑更改存檔資料。
三、請 貴股東自行填寫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及出生日期。

徵求人
序 號

聚隆纖維股份有限公司107年股東常會委託書徵求人彙總名單
股東常會日期107年6月29日

印 鑑 卡 填 寫 須 知

委任股東

1、賴明毅
2、金瑛發
機械工
業(股)
公司，
負責人：
施松林
3、展瑛投
資有限
公司，
負責人：
施羽隆
4、楊文波
5、聚寶盆
全球投
資有限
公司，
負責人：
陳麗雯

擬支持董事、
監察人
被選舉人名單

董事被選舉人
之經營理念

徵求場所名稱或
所委託代為處理
徵求事務者名稱

1.加速新產品開發
、增加高獲利產 1.日盛證券股份
品之生產，以避
董事：
有限公司
開同業激烈的競
股務代理部
1、周文東
爭；擬定經營策
電話(02)2541-9977
2、賴明毅
略、方針暨落實
台北市南京東路
3、施雅惠
執行。
2段85號7樓、1樓
4、帝豪貿易(股) 2.推動生產策略，
台北市重慶南路
以達到降低成本
1段10號1樓
公司
提高品質之目標。
5、金瑛發機械工 3.建立公司治理制
2.長龍會議顧問
業 (股)公司
度，重視風險管 （股）公司
理並加強內稽內
全省主要據點，
控查核。
其地點詳見證基
會網站。
不適用
監察人：
電話(02)2388-8750
1、楊文波
【限徵求1,000股
2、周秉儀
(含)以上】
3、聚寶盆全球投
※各徵求場所得視
資有限公司
狀況提早結束徵求

註：1.以上資料係屬彙總資料，股東如須查詢詳細資料請參照本開會通知
書上載明公告日報或證基會網站(http://free.sfi.org.tw/)查詢。
2.依委託書規則第6條第1項規定由股東委託信託事業或股務代理機構
擔任徵求人者，須填列委任股東之姓名或名稱。

第四聯

附件
本公司發生財務危機後，質借給金融機構之股票全數遭銀行斷
頭，亦負債數千萬元，目前每個月被法院強制執行自薪資當中
本公司擬活化資產雲林縣古坑鄉土地案說明:
扣除1/3以沖還借款帳務，實屬無力履行上述承諾事項。
(一)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規定辦理。
Ⅲ.為當時情況，公司依91年度訴字第111號民事判決文所載之事實
1.本次討論活化雲林縣古坑鄉土地案之標的，係為86年間公司申請上市
，本案之標的係為「承諾書」之履行要求，若再提起上訴，依
期間主管機關為保全各股東之權益，要求大股東於民國86年5月15日
判決文所示，【不動產之買賣，除標的物外，尚涉及價金、付
出具承諾書，內容：「…為保全各股東之權益，附件所列之土地中，
款方法、點交等重要事項，故請求訂定買賣契約，如未就上開
自最後一筆土地購買過戶日起二年未變更為工業用地，本人承諾願依
必要事項為聲明，縱使法院判命被告應履行訂定買賣契約之義
法令規定且不低於購置土地成本加計利息之公平合理價格購買之」，
務，亦因給付之標的不明確，而無強制執行可能】，依文義，
詳細內容敬請參閱大股東上市承諾書。(詳股東會議事手冊，請至公
因本公司於此案未能再提供有明確買賣具體內容之價金數額、
土地與價金之交付等必要之點；在無法提供新事證的情況下，
開資訊觀測站/電子書下載查詢)
未再提起上訴之行為。
2.公司就承諾人未履行承諾事項之處理情形，略述如下：
③綜上說明，本古坑土地案之「公司就承諾人未履行承諾事項之處理
①於民國91年間針對當時前後任董事長鄭孟松及周文東先生提起民事
情形、及未再提起訴訟行為」之處理情形，係本著保障公司及股東
訴訟，要求渠等履行於86年5月15日出具買回古坑土地之「承諾書」
權益思維下，依程序必要提請民事訴訟，但是以實質效益且客觀之
事項，惟經台灣彰化地方法院於92年1月21日以91年度訴字第111號
立場審慎評估，再提起上訴應屬無效，故朝活化資產的思維下處理
民事判決駁回訴訟。
，目前係以出租方式運用，每年租金為新台幣陸萬元。
②公司基於實質效益評估後，於當下未再提起上訴，緣由說明如下：
3.現況，已既存的現實因素下，公司持有古坑土地係為『山坡地保育區
Ⅰ.本公司於87年4月上市掛牌後，前董事長鄭孟松先生因護盤政策
之農牧用地』，雖公司對該項維護股東權益立場雖極力執行朝變更為
『工業用地』或要求大股東履行承諾行為，然未見成果；另依主管機
，挪用公司資金護盤造成本公司嚴重財務危機，88及87年底本
關指示『評估向大股東再提起訴訟可行性之評估結果，以保障股東權
公司銀行長短期借款（含應付短期票券）分別高達1,909,121仟
益』，經公司爰請監察人函詢律師意見，茲就該承諾書之承諾人未履
元及2,603,821仟元，稅後純損分別為1,340,821仟元及687,206
行承諾，本公司如果再提起訴訟之可行性及實質效益評估之釋義！
仟元，公司財務狀況嚴重惡化，導致銀行紛紛抽銀根及進貨廠
摘錄律師分析→「本案貴公司不僅取得勝訴判決並不易，只要立書人
商拒不供貨，連帶造成工廠生產停頓、訂單萎縮等瀕臨倒閉之
鄭孟松、周文東提出時效抗辯，即難以取得勝訴判決。縱使勝訴後，
窘境；於90~92年間資金困境之情形，包括銀行債權完全無法還
亦可能僅取得一紙判決，被告仍無足額資產實現貴公司債權。考量數
款、利息積欠半年、電力公司也欠款4個月，員工薪資更是4.5
百萬之訴訟費用及執行費，貴公司是否有興訟之效益，仍請自行審慎
個月未發放；當債權銀行召開會議協商本公司債權給予緩衝空
評估」。參考律師意見及實質效益評估等立場下，在不浪費公司成本
及損及股東權益思維的前提下，公司對本土地案不再提訴訟。
間後，公司尋求以代工方式，賺加工費得以支付薪資及生產成
4.本土地經中華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於107年3月09日出具之不動產
本，如此才漸進式讓員工穩定下來，恢復生產線，然接踵而至
估價報告《估價案號：180310127》，估價金額為新台幣80,064,127元。
的97年間金融海嘯再度讓本公司經營限入困境，故礙於當時正
5.於最佳效益狀況下，擬活化資產出售雲林縣古坑鄉土地價金，以不低
值財務危機，在資金及業務發展均處於高度困頓的狀態下，係
於帳面金額新台幣80,498,101元為原則，達此金額以上（含）決議得
屬無力再提上訴。
出售。敬請參閱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公司評估報告書。(詳股東會議
Ⅱ.承諾人前董事長鄭孟松先生亦於88年護盤失利後，個人已宣告
事手冊，請至公開資訊觀測站/電子書下載查詢)
破產並積欠鉅額債務，後續接任董事長之周文東先生個人財力 (二)以上辦理活化資產雲林縣古坑鄉土地案等相關事宜，擬俟股東會決議通
過後，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亦因為維持董事最低持股原則，採行股票質借週轉，然而也在

此

致

聚隆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授權日期民國 107 年

月

五萬元，檢舉電話：︵○二︶二 五 四 七 三 七 三 三 。
保結算所檢舉，經查證屬實者，最高給予檢舉獎金
二、發現違法取得及使用委託書，可檢附具體事證向集
一、禁止交付現金或其他利益之價購委託書行為。

第五聯

一、茲委託
君（須由委託人親自填寫，不得以蓋章方式代
替）為本股東代理人，出席本公司107年6月29日舉行之股東常會，代理人並依下列授
權行使股東權利：
□ (一)代理本股東就會議事項行使股東權利。(全權委託)
□ (二)代理本股東就下列各項議案行使本股東所委託表示之權利與意見，下列議案未
勾選者，視為對各該議案表示承認或贊成。
(1)○承認(2)○反對(3)○棄權
１.承認本公司民國106年度決算表冊案。
(1)○承認(2)○反對(3)○棄權
２.承認本公司民國106年度盈虧撥補案。
(1)○贊成(2)○反對(3)○棄權
３.本公司擬活化資產雲林縣古坑鄉土地案。
４.選舉第十一屆董事及監察人案。
５.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1)○贊成(2)○反對(3)○棄權
二、本股東未於前項□內勾選授權範圍或同時勾選者，視為全權委託，但股務代理機構擔
任受託代理人者，不得接受全權委託，代理人應依前項(二)之授權內容行使股東權利。
三、本股東代理人得對會議臨時事宜全權處理之。
四、請將出席證（或出席簽到卡）寄交代理人收執，如因故改期開會，本委託書仍屬有效
（限此一會期）。

日

徵求場所及人員簽章處：

07

聚隆纖維股份有限公司一Ｏ七年股東常會開會通知書

第六聯

一、本公司訂於中華民國一Ｏ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五)上午九點整，假彰化縣埔鹽鄉永樂村番金路
94號，召開一Ｏ七年股東常會，會議事項：(一)報告事項：1.本公司民國106年度營業報告。2.本
公司監察人審查民國106年度決算表冊報告。3.本公司106年度第一次有擔保普通公司債發行情形報
告。(二)承認事項：1.承認本公司民國106年度決算表冊案。2.承認本公司民國106年度盈虧撥補案
。(三)討論事項：1.本公司擬活化資產雲林縣古坑鄉土地案。(四)選舉事項：選舉第十一屆董事及
監察人案。(五)其他議案：1.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六)臨時動議。
二、本公司擬活化資產雲林縣古坑鄉土地案說明詳第四聯附件。
三、本公司107年股東常會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應選董事7席(董事5席及獨立董事2席)及監察人3席，採候
選人提名制，候選人名單：董事：周文東、賴明毅、施雅惠、金瑛發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帝
豪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陳萬鍾、柯在；監察人：楊文波、周秉儀、聚寶盆全球投資有
限公司；有關候選人其學經歷等相關資料，請於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mops.twse.com.tw/重
大訊息與公告/公告查詢/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監事相關公告)查詢。
四、本次討論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係爰依公司法第209條規定，若新任董事有為自
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擬請股東會同意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有關新選任董事兼任內容，請參閱股東會議事手冊。(請至公開資訊觀測站/電子書下載查詢)
五、檢奉本公司股東出席通知書及委託書各乙份，如決定親自出席，請於第二聯出席通知書上簽名或
蓋章(免寄回)，於開會當日攜往會場辦理報到(受理股東開始報到時間：上午8點30分，報到處地
點同會議地點)，如委託代理人出席，請於第五聯委託書上簽名或蓋章，並填妥代理人姓名、地址
及簽名或蓋章後，最遲應於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
理部(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2號5樓)辦理委託出席，以利寄發出席證。會前若未收到出席證，請攜
帶身份證明文件至會場申請補發。
六、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二規定：「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司，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仟股
股東，其股東常會之召集通知得於開會三十日前以公告方式為之。」，故不另寄發。
七、本次股東會股東得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行使期間為：自107年5月30日至107年6月26日止，
請逕登入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股東e票通」股東會電子投票平台【網址：http://
www.stockvote.com.tw】，依相關說明投票。
八、本公司本次股東常會委託書統計驗證機構為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九、股東會紀念品(微絲絨方巾)發放原則：持股未滿1,000股之股東，除股東親自出席股東會或以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得領取外，本公司將不予發放紀念品。
領取方式：
1.本次股東常會如有公開徵求委託書之情事，本公司依規定將於107年5月29日前上傳至證基會網
站(http://free.sfi.org.tw)，查詢方式請參閱網站上之說明。股東得洽網址所載之公開徵求
人交付委託書，而公司得依委託人數交付紀念品予徵求人，由其轉交股東。
2.於107年5月30日至107年6月26日有採用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且投票成功之股東，請於107年7月
2日至107年7月4日攜帶出席通知書、身分證明文件或「股東會電子投票平台-股東e票通」網
頁之「議案表決情形」頁面全頁印出至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凱基證券股務代理部領取紀念品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2號5樓)。
3.除上述領取方式外，本公司僅於股東會當日會議結束前會場發放紀念品，會後恕不郵寄或補發。

聚隆纖維
107.06.29

此致
貴股東

聚隆纖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慶

敬啟

委託書使用規則摘要
一、股東親自出席者，不得以另一部份股權委託他人代理，委託書與親自出席通知書
均簽名或蓋章者視為親自出席，但委託書由股東交付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者視為
委託出席。
二、委託書之委託人、徵求人及受託代理人，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
書規則及公司法第一七七條規定辦理。
三、股東接受他人徵求委託書前，應請徵求人提供徵求委託書之書面及廣告內容資料
，或參考公司彙總之徵求人書面及廣告資料，切實瞭解徵求人與擬支持被選舉人
之背景資料及徵求人對股東會各項議案之意見。
四、股東委託代理人出席者，應使用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用紙，且一股東以出具一委
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
五、請詳填受託代理人戶號、姓名、身分證字號、住址。
六、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除股務代理機構及信託事業外，其代理股數不得超過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三。
七、非屬徵求委託書之受託代理人，受託人數不得超過三十人，若其受三人以上股東
委託者，其代理之股數除不得超過其本身持有股數之四倍外，亦不得超過公司已
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三。
八、委託書應由委託人親自填具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姓名。但信託事業或股務代理機
構受委託擔任徵求人及股務代理機構受委任擔任委託書之受託代理人者，得以蓋
章方式代替之。
九、股東、徵求人及受託代理人應於出席股東會時，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十、違反委託書使用規則，其代理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十一、委託書最遲應於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務代理部（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二號五樓）。
十二、法人指派代表人出席時，請檢附加蓋印鑑之指派書。
十三、委託書送達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
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