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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大眾市場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七年股東常會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正。 

地點：台北市林森北路 247 號 4 樓欣欣秀泰影城第 3 廳。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表之股份計 5,084 萬 6,518 股【其中以

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 16 萬 7,739 股】，佔本公司發

行股份總額 7,304 萬 3,283 股之 69.61％。 

列席：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丁鴻勛會計師 

   論衡國際法律事務所：陳淑真律師 

主席：詹鴻圖           紀錄：林再生 

一、 宣佈開會（出席股數已逾法定股數，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二、 主席致開會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民國 106 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一） 

（二）監察人審查民國 106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請參閱附件二） 

（三）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請參閱附件三） 

（四）修正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部分條文案 

（請參閱附件四） 

（五）修正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職責範疇規則」部分條文案 

（請參閱附件五） 

四、承認事項 

為落實公司治理，本次股東常會會議進行方式，採逐案討論

一次票決方式，即承認事項各案均討論完畢後，再於同一時

間分案進行票決。 

提案一：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由：民國 106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提請承認案。 

說明：一、遵照公司法第 228 條及第 230 條等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民國 106 年度財務報告業經會計師查核竣

事。連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議案，業經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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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審議通過，並送交監察人審查竣事，且出具監

察人審查報告書。 

三、民國 106 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

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附件六) 

全案經現場及電子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 5,070 萬 1,026

權；反對權數 8,349 權；贊成權數佔出席總表決權數 99.71%，

已達法定通過數額（如議案一表決報告）。 

決議：本案已達法令規定標準，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由：本公司民國 106 年度盈餘分配，提請 承認案。 

說明：本公司民國 106 年度盈餘分派，業經第 16 屆第 09 次

董事會擬議分派情形如下： 

一、本公司民國 106 年度稅前淨利 4,122 萬 8,604 元，稅

後淨利 3,410 萬 2,480 元。依本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條

規定彌補歷年虧損(員工退体金精損益)113萬 8,429元

外，提列 10%為法定公積 329 萬 6,405 元，可供分配

盈餘計 2,966 萬 7,646 元。 

（一）本公司因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9 號「員工福利」

之規定，每年精算確定福利計劃，民國 106 年因

精算假設變更之精算損益 113 萬 8,429 元，應認

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下，於權益變動表認列入保留

盈餘減項(註一)  。 

（二）次依本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條之一規定彌補虧損後

盈餘之 10%提列法定公積 329 萬 6,405 元。(註二) 

（三）扣除前二項後，可供分配盈餘計 2,966 萬 7,646

元。 

二、有關股東紅利謹依據前述章程分配計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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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股利：2,966 萬 7,646 元，佔可供分配盈餘之 100%

除以發行股數 73,043,283股，每股可配發約 0.4061653

元，股東股利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

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註三)。 

三、本次現金股利之配息基準日，俟民國 107 年股東常會

通過後，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另訂配息基準日辦理

發放事宜。 

四、本公司民國 106 年度盈餘分配表請請參閱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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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案經現場及電子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 5,070 萬 1,031

權；反對權數 8,348 權；贊成權數佔出席總表決權數 99.71%，

已達法定通過數額（如議案二表決報告）。 

決議：本案已達法令規定標準，照案通過。 

五、臨時動議：（無） 

六、散會（主席宣佈散會）：同日上午九時二十分。 

          主席：詹鴻圖               紀錄：林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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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東會議事錄僅節錄議事之大致經過及其結果，會議進行

內容、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記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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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欣欣大眾市場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六年度營業報告 

壹、前言 

106年度國內經濟仍然是受到全球化的不景氣影響，惟民間消費受惠於民眾

外食及海外旅遊成長，民間消費溫和成長 2.34%。但百貨業面臨到來自網路購

物與量販折扣店的強大競爭下，業績成長不易。百貨公司要在逆風中屹立不搖，

須持續鞏固維持顧客的忠誠，積極加強行銷策略及不斷調整商品結構，才能維

持業績的成長。今年度經營團隊持續努力創造業績，管控成本，達成年度營運

目標。 

貳、民國一○六年度營業結果說明：  

106 年各項促銷活動，均依據不同節令設計活動主題促銷方案及營業額目

標，積極洽談館內各櫃位，提供符合商圈優質商品及促銷方案，結合 VIP卡優惠

內容，導入各配合銀行刷卡分期零利率及刷卡紅利回饋，配合本公司行銷活動，

滿額禮、抵用券、紅利積點、摸彩抽獎、加價購等多元性企劃方案，刺激消費者

來店購物，穩固主顧客開發新客源，以達成營收目標 

年度內除積極洽談各櫃位備足商品衝次業績，並因應欣欣晶華商圈特質，改

善商品配置、提供適合商圈顧客需要的優質商品。建構優質的休閒、購物環境為

吸引顧客來店消費的不二法門，結合專櫃經營理念的溝通、櫃位人員素質、能力

與親切的服務態度，強化服務台功能，對忠實客戶的鞏固與開發，針對促銷活動

設計與檢討，強化與媒體互動，建立清潔與安全     的購物環境，提昇企業社

會責任與形象等，使顧客樂於來店休閒購物。 

由於大環境不佳，消費力道明顯減弱，經本公司全體員工共同努力及成本管

控下，民國 106年整體營運績效已達成年度計畫目標。 

民國 106年度營收計 9億 75萬餘元，營業成本 7億 7,162萬餘元，營業毛

利 1億 2,912萬餘元，管銷費用 9,556萬餘元，營業利益 3,356萬餘元，營業外

收入及支出 766萬餘元，稅前淨利 4,122萬餘元，除去所得稅費用 712萬餘元後，

稅後淨利 3,410萬餘元。 

民國一○六年度營業狀況（一○六年元月至十二月總額） 

項      目 營 運 目 標 實際營業額 達成率 毛利率 

(一)營業收入(註一) 8 億 9040萬 2324元 9億 0075萬 1134元 101.16%  

銷貨收入 8 億 6444萬 0000元 8億 7394萬 2788元   

出租收入 2596萬 2324 元 2680萬 8346 元   

(二)營業成本(註二) 7 億 6283萬 2143元 7億 7162萬 80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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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貨成本 7 億 5565萬 3851元 7億 6350萬 6305元   

出租成本 717萬 8292元 812萬 1745元   

(三)營業毛利 1 億 2757萬 0181元 1億 2912萬 3084元 101.22% 14.34% 

(四)管銷費用 1 億 0083萬 3901元 9556萬 2829 元   

    推銷費用 6591萬 7253 元 6210萬 8783 元   

管理費用 3491萬 6648 元 3345萬 4046 元   

(五)營業利益 2673萬 6280 元 3356萬 0255 元 125.52%  

(六)營業外收入 526萬 3720元 767萬 1119元   

1.利息收入 251萬 5372元 314萬 6921元   

2.維護費收入 242萬 2632元 252萬 2632元   

3.其他收入 32萬 5716元 200萬 1566元   

(七)營業外支出  2770元   

其他支出  2770元   

本期淨利(稅前) 3200萬 0000 元 4122萬 8604 元 128.84%  

註一：營業收入採總額方式表達，包括所有專櫃的銷貨收入。 

註二：營業成本亦採總額表達，包括所有專櫃之進貨成本。 

參、民國一○七年度營運概要與展望： 

展望 107 年，隨著國內經濟情況轉佳，基本工資及軍公教待遇調高，以及

所得稅扣除額調升，有助民間消費成長，惟勞動新制上路，恐影響部分民眾消費

信心。本公司也因應「欣欣晶華商圈」的消費特性，以「時尚」「食尚」為經營

主軸，引進國際知名品牌進駐，開創新客源。同時為力求商場長遠的公共安全，

每年定期檢測及維修設備，以顧客安全第一的經營理念，同時發揮團隊合作精

神，追求品牌時尚定位，整合所有商品行銷，服務專櫃廠商，滿足顧客需求，達

成營運目標，提昇股東權益。營業計劃概要具體方案如下: 

     （一）本「以客為尊，團隊必勝」理念，加強營運管理，控制行銷成本，達成年

度營運目標。 

（二）規劃 107 年度行銷營運目標，整合各專櫃與公司行銷計畫，爭取促銷商品

內容，加強售後服務，穩定主顧客，開發新客源，利用各項電子廣宣，拓

大宣傳區域，增加客源，提昇營業額，爭取異業結盟與加強網路行銷。 

（三）積極強化工作同仁對商品與時尚的知識，增加顧客關係建立與售後服務的

常識教育，深化服務品質來激發主顧客的回流，並開發新顧客來店購買。

持續要求櫃位提供適宜商品內容與價格，推出魅力商品促銷，調整時令菜

色配搭，增強餐點色、香、味，利用電子媒體、臉書、Line 與 C2TV 媒體

播放活動內容，提升業績。 

（四）賡續推動營運管理資訊化，善用 POS 系統資訊，分析公司全盤營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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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目標管理與績效評估作業。 

（五）遵循商業會計原則，加強預算管理，嚴密審查一般行政及採購經費支出，

力求當省則省，杜絕浪費降低營運成本。 

（六）依據 IFRS 會計作業流程，更新內控作業手冊；並精進會計資訊系統，落

實財務管理及內部控制。 

（七）響應節能減碳、落實節約成本，加強水電、消防、空調、電（扶）梯等設

備之保養維護及機電保全人員之管理工作，確保水、電、環保公安。 

（八）因應證管中心規定召開年度欣欣大眾公司法說會向股東報告 

 展望未來，本公司將以顧客需求為導向，持續開發優質的國際品牌進駐，

滿足「欣欣晶華商圈」的消費需求，著重軟實力與有感服務，以互動為基礎，建

立以滿足消費者需求為核心價值，真誠、專業、親切服務態度面對顧客，強化在

地深耕，期發揮本公司「精」、「巧」與「美」差異化優勢，創造公司最大利潤回

饋股東。感謝各位股東女士、先生給予本公司支持與鼓勵！謝謝！ 

 

董事長：詹鴻圖 經理人：楊喬百    會計主管：劉堂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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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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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案  由：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配情形，謹請  公鑑。 

說  明： 

一、本公司民國 106 年獲利新台幣 4,357 萬 6,277 元，依公

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提列員工酬勞(4％)174 萬

3,051元，提列董事監察人酬勞(4％)174萬 3,051元。 

二、前項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提列，業經薪酬委員通

過，亦經會計師查核與 106 年度財務報告已認列之員工

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相符，敬請  鑒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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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欣欣大眾市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

司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

度財務報告。但半年度財

務報告依法令規定無須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

在此限。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

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

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

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有

效性之考核。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

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

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

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

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

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

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

核主管之任免。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

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但

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

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

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

認。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

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

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

事會決議之事項或主管

第七條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

司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

度財務報告。但半年度財

務報告依法令規定無須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

在此限。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

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

定訂定或修訂內部控制

制度。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

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

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

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

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

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

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

核主管之任免。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

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但

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

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

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

認。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

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

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

事會決議之事項或主管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董事

會議事辦法」之修正，修

正本條內容： 

一、 考量證券交易法第

十四條之五有關審

計委員會職權項目

「內部控制制度有

效性之考核」亦屬重

大事項，宜提董事會

討論，爰於第一項第

三款予以增列。 

二、 為明確獨立董事職

權，並進一步強化其

參與董事會運作，爰

修正第四項規定，明

定公司應至少一席

獨立董事親自出席

董事會；對於第一項

應提董事會決議事

項，應有全體獨立董

事出席董事會，獨立

董事如無法親自出

席，應委由其他獨立

董事代理出席。 

三、 第二項、第三項酌作

文字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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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

係人，指證券發行人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

關係人；所稱對非關係人

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

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

一對象捐贈金額達新臺

幣一億元以上，或達最近

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財

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

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五以上者。（外國公

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

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本

項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五之金額，以股東權益

百分之二點五計算之。）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

以本次董事會召開日期

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提董事會決議通過

部分免再計入。 

    應有至少一席獨立

董事親自出席董事會；對

於第一項應提董事會決

議事項，應有全體獨立董

事出席董事會，獨立董事

如無法親自出席，應委由

其他獨立董事代理出

席。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

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

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

反對或保留意見者，除有

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具

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

會議事錄。 

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

係人指證券發行人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

關係人；所稱對非關係人

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

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

一對象捐贈金額達新臺

幣一億元以上，或達最近

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財

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

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五以上者。（外國公

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

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本

項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五之金額，以股東權益

百分之二點五計算之。）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

以本次董事會召開日期

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提董事會決議通過

部分免再計入。 

    獨立董事對於證交

法第十四條之三應經董

事會決議事項，獨立董事

應親自出席或委由其他

獨立董事代理出席。獨立

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

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

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

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

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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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欣欣大眾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之職責範疇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應有至少一席獨立董事親

自出席董事會；對於下列應提

董事會決議事項，應有全體獨

立董事出席董事會，獨立董事

如無法親自出席，應委由其他

獨立董事代理出席。獨立董事

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

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

反對或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

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

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

務報告。但半年度財務報

告依法令規定無須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者，不在此限。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

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

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

考核。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

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

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

他人背書保證或提供保證

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

理程序。 

五、涉及董事或監察人自身利

害關係之事項。 

六、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

交易。 

第三條 

    下列事項應提董事會決議

通過，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

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

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

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

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

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

事會議事錄： 

 

 

 

 

 

一、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

務報告。 

 

 

 

 

三、審核公司訂定或修正之內

部控制制度。 

 

 

 

 

四、審核公司訂定或修正取得

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

他人背書保證或提供保證

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

理程序。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

董事會議事辦法」之

修正，修正本條內

容： 

一、 於第一項本文

明定應有至少

一席獨立董事

親自出席董事

會；對於應提

董事會決議事

項，應有全體

獨立董事出席

董事會，獨立

董事如無法親

自出席，應委

由其他獨立董

事代理出席。 

二、增訂第一項第二

款但書。 

三、考量證券交易法

第十四條之五

有關審計委員

會職權項目「內

部控制制度有

效性之考核」亦

屬重大事項，宜

提董事會討

論，爰於第一項

第三款予以增

列。 

四、增訂第一項第十

一款，明定對關

係人之捐贈或

對非關係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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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

提供保證。 

八、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

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九、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

或報酬。 

十、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

管之任免。 

十一、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

關係人之重大捐贈。但

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

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

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

認。 

十二、其他依法令、章程規定

應由股東會決議或提請

董事會之事項或經主管

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十一款所稱關係

人，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人；所稱

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

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

一對象捐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

元以上，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

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

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五以上者。（外國公司股票無

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

元者，本項有關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五之金額，以股東權益百

分之二點五計算之。）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

次董事會召開日期為基準，往

前追溯推算一年，已提董事會

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五、涉及董事或監察人自身利

害關係之事項。 

六、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

交易。 

七、重大之之資金貸與、背書

或提供保證。 

八、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

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九、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

或報酬。 

十、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

管之任免。 

十一、其他依法令、章程規定

應由股東會決議或提請

董事會之事項或經主管

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重大捐贈應提

董事會決議通

過。原第十一款

調整為第十二

款。 

五、酌修第一項第

一、四及七款文

字。 

六、增訂本條第二

項，明定關係人

及重大捐贈之

定義，並增訂本

條第三項有關

「一年內」之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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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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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一表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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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二表決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