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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辦理董事候選人提名及股東提案管理政策 

                                       
第一條  (目的) 

為明確規範本公司辦理董事候選人提名及股東提案之處理程序，爰依公司法及

相關法令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百分之一股東定義） 

本政策所稱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不以單一股東為限，

如數股東持有股份總數之和達百分之一以上者，亦包括在內。 

 

第三條  (承辦單位) 

本公司辦理董事候選人提名及股東提案之公告、受理及通知作業之承辦單位為

董事會議事單位。 

 

第四條  (董事會決議公告事宜) 

有關辦理董事候選人提名及股東提案之受理期間、受理處所及董事應選名額等事

宜，應由本公司董事會決議之。 

本公司應依前項董事會之決議，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包括

公開資訊觀測站及本公司網站），公告內容應包括： 

一、提名： 

（一）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二）受理處所(地址與受理單位) 

（三）應選名額 

（四）作業流程 

（五）其他必要事項 

二、提案： 

（一）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二）受理處所(地址與受理單位) 

（三）作業流程 

（四）其他必要事項 

 

第五條  (送件方式及到達主義) 

提名及股東提案得以書面或電子方式為之，並應於公告受理期間內送達本公司公

告之受理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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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提名權人及提名人數） 

下列各提名權人得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依第八條之規定送請股東會選任之： 

一、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 

二、董事會。 

三、其他依主管機關規定者。 

前項提名權人之提名人數不得超過董事應選名額。如提名人數超過董事應選名額，

其所提全部董事候選人名單皆屬無效。 

 

第七條   (提名敘明事項) 

提名權人提名董事候選人名單時，應敘明下列事項： 

一、被提名人姓名 

二、被提名人學歷 

三、被提名人經歷 

 

第八條   (提名作業程序) 

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應將其列入董

事候選人名單： 

一、提名股東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二、提名股東於公司依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三項停止股票過戶時，持股未

達百分之一。 

三、提名人數超過董事應選名額。 

四、提名股東未敘明被提名人姓名、學歷及經歷。 

由董事會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者，除前項第一、二款不適用外，其他事項準用

之。 

倘召集股東會之主體為董事會時，針對提名股東提出之董事候選人名單，應召

開董事會就有無第 192條之 1第 5項第 1款至第 4款之情事為形式認定。 

受理提名期間屆滿後，如無股東提出董事候選人名單，而董事會前已決議通過

其提名人選者，於受理期間屆滿後，毋庸再召開董事會。 

 

第九條  (提案權人） 

本公司股東於公司依公司法第一六五條第三項辦理停止股票過戶時，持有本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者，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 

股東提案權之行使限於由董事會召開之股東常會，始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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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提案作業程序(一)) 

提案股東之提案以一項為限，股東提案超過一項，均不列入議案。 

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股東所提議案，董事會應列為議案： 

一、該議案非股東會所得決議者。 

二、提案股東於公司依公司法第一六五條第三項辦理停止股票過戶時，持股未達

百分之一者。 

三、該議案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者。 

四、該議案超過三百字或有第一項提案超過一項之情事。 

前項第一款之議案是否得為股東會所得決議者，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認定之。 

第一項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

得列入議案。 

 

第十一條  (提案之作業程序(二)) 

股東提案之內容，應由董事會議事單位分案交由權責單位研議，並將詳細內容、

附件及權責單位研議意見簽報董事長後，提報董事會核議或報告。 

股東提案經董事會決議列為議案並安排在股東常會討論事項者，其議程安排之

順序、格式等相關事宜悉由董事長決定。 

本公司應將合於前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

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第十二條   (非於受理期間內提名及提案之董事會決議方式及紀錄保存) 

對於非於公告受理期間內提出之董事候選人提名及股東提案，董事會可於作成

提名及提案之決議時，附帶決議：「本次董事會作成董事候選人提名及股東提

案之決議後，如有逾越本公司公告之受理提名及提案期間提出者，即不列入董

事候選人名單或股東會之議案，毋庸再送董事會。」 

被提名人及股東提案之作業過程應作成紀錄，其保存期限至少為一年。但經股

東對董事選舉或提案處理結果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三條   (公告與通知) 

本公司應於受理董事候選人提名及股東提案期間截止日後二日內公告被提名

人名單及股東提案內容。 

本公司於董事會處理被提名人及股東提案後，須踐行下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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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告：(包括公開資訊觀測站及本公司網站) 

（一）提名：於董事會決議後二日內、股東常會開會四十日前或股東臨時

會開會二十五日前（以孰前者為準），公告董事會處理結果、候選人

名單及其學歷、經歷及被提名人未列入候選人名單之理由。 

（二）提案：於董事會決議後二日內或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以孰前

者為準），公告董事會處理提案之結果及未列入議案之理由。 

二、通知： 

（一）提名：於股東常會開會四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二十五日前，

將處理結果通知提名股東，對於提名人選未列入董事候選人名單

者，並應敘明未列入之理由。 

（二）提案：於股東常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後二日內公告議案決議或當選情形。 

 

第十四條   (訂定及修正) 

本政策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董事候選人提名流程圖 

附表二：股東提案作業流程圖 

 

 

 

 

 

附表：改版紀錄  

版次  核准日期  核決層級  備註  

01  2006/03/17 董事會（第 03屆第 11次） 核定 

02 2008/03/25 董事會（第 03屆第 25次） 修正 

03 2010/04/28 董事會（第 04屆第 08次定期） 修正 

04 2015/03/20 董事會（第 06屆第 04次定期） 修正 

05 2018/04/26 董事會（第 07屆第 05次定期） 修正 

06 2018/08/27 董事會（第 07屆第 07次定期） 修正 

07 2019/01/24 董事會（第 07屆第 09次定期） 修正 

 



董 事 候 選 人 提 名 流 程 圖 

召開董事會會議 

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應列入董事 
候選人名單： 
1.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2.提名股東於停止股票過戶時，持股 
 未達百分之一者 
3.提名人數超過董事應選名額 
4. 未敘明被提名人姓名、學歷、經歷 

董事會議事單位(受理單位) 

總經理 
董事長 

百分之一股東定義： 
‧單一股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 
  總數百分之一以上 
‧數股東合計持股達本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 

股東或董事會提名 

董事會決議 

倘召集股東會之主體為董事會時， 
針對提名股東提出之董事候選人名單 
，應召開董事會就有無公司法第192 
條之1第5項第1款至第4款之情事為形 
式認定。 
受理提名期間屆滿後，如無股東提出 
董事候選人名單，而董事會前已決議 
通過其提名人選者，於受理期間屆滿 
後，毋庸再召開董事會。 

受理提名期間截止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為之， 
並敘明被提名人姓名、學歷、經歷 

提名資料 

董事會附帶決議： 
本次董事會處理董事候選人提名後， 
如有股東逾越公司公告之受理提名期 
間提出者，即不列入董事候選人名單 
，毋庸再送董事會。 

通知提名股東 

董事會公告受理提名事宜 

※停止股票過戶日前 

股東會 

公告當選情形 

※股東會後二日內 

附表一 

公告內容： 
 1.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2.受理處所(地址與受理單位)、 
    電子受理方式 
 3.應選名額 
 4.作業流程 
 5.其他必要事項 

公告被提名人名單 

※受理提名期間截止日後二日內 

公告處理結果 

公告內容： 
 1.處理結果 
 2.候選人名單及其學歷、經歷 
及被提名人未列入候選人名單之理由 
  

公告時間點（以孰前者為準）： 
‧董事會決議後二日內 
‧股東常會開會四十日前 
‧股東臨時會開會二十五日前 

通知內容： 
 1.處理結果 
 2.提名人選未列入候選人名單者，應 
  敘明未列入之理由 

通知時間點： 
‧股東常會開會四十日前 
‧股東臨時會開會二十五日前 

股東於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董事。 



 股 東 提 案 作 業 流 程 圖 

召開董事會會議 

董事會議事單位分案 
交由權責單位研議 

總經理 
董事長 

百分之一股東定義： 
‧單一股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 
  總數百分之一以上 
‧數股東合計持股達本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 

股東提案 

董事會決議 

受理提案期間截止 

通知提案股東處理結果 
※股東常會召集通知日前 

董事會公告受理提案事宜 

※停止股票過戶日前 

股東常會 

公告議案決議情形 

※股東常會後二日內 

附表二 

公告內容： 
 1.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2.受理處所(地址與受理單位)、 
   電子受理方式 
 3.作業流程 
 4.其他必要事項 

公告股東提案內容 

※受理提案期間截止日後二日內 

公告處理結果 
公告內容： 
 1.處理結果 
 2.未列入議案之理由 

公告時間點（以孰前者為準）： 
‧董事會決議後二日內 
‧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 

經董事會審查後有不列入股東常會議 
案者，董事會應說明未列入議案之理 
由。 

提案資料 
研議意見 

(法律意見書) 

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董事會 
應列為議案： 
1.該議案非股東會所得決議者。 
2.提案股東於停止股票過戶時， 
  持股未達百分之一者。 
3.該議案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者。 
4.該議案超過三百字或有提案 
  超過一項之情事。 

董事會附帶決議： 
本次董事會處理股東提案後，如有股 
東逾越公司公告之受理提案期間提出 
者，即不列入股東會之議案，毋庸再 
送董事會。 

通知內容： 
 1.處理結果 
 2.未列入議案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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