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名暨選任方式 

依據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之二及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五年月二十七日台證上字第0950103919

號函，於公司章程規定，董事名額中，獨立董事不得少於二人，且不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另為強化公司治

理暨配合電子投票制度之推行採用，本公司董事(含獨立董事)之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度；本項章程修訂業經一百

零三年三月廿一日第七屆第十一次董事會及同年六月十八日股東會決議通過。 

爰依公司法第一九二條之一規定，於一百零七年三月二十日受理董事(含獨立董事)候選人提名公告中載明，本屆

董事(含獨立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數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

公司提出董事(含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凡欲提名董事(含獨立董事)之股東，於一百零七年四月二日至四月十二

日止檢附被提名人姓名、學歷、經歷、當選後願任董事之承諾書、無公司法第三十條規定情事之聲明書及其他相

關證明文件，以掛號寄(送)達本公司 (地址：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台南市善化區南科八路一號)。 

■提名過程暨候選人資料 

在此期間本公司計收到由股東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提名之九位董事與三位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股東行政院國

家發展基金管理會提名之二位董事名單及股東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提名之一位董事名單，並提報本公司一百零

七年五月四日第八屆第二十次董事會討論；經審查十二位董事與三位獨立董事候選人均符合董事(獨立董事)相關

資格條件，本公司於一百零七年五月四日依法對外公告經董事會審查之第九屆董事(含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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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董事候選人名單如下： 

戶號 姓名 學歷 經歷 現職 
持有股份數額 

(單位：股)(註) 

4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羅智先 

美國加州

大學洛杉

磯分校企

研所碩士 

統一企業(股)公司

總經理 

董 事 長：統一企業(股)公司、統

一超商(股)公司、統健實業(股)公

司、統一實業(股)公司、大統益(股)

公司、太子建設開發(股)公司、凱

友投資(股)公司、統一國際開發(股)

公司、統宇投資(股)公司、統一置

業(股)公司、統一數網(股)公司、統

一夢公園生活事業(股)公司、凱南

投資(股)公司、統一時代(股)公司、

統一企業中國控股有限公司、統一

企業(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統仁實

業(股)公司、台灣神隆(股)公司 

副董事長：統清(股)公司 

董  事：統一星巴克(股)公司、

光泉食品(股)公司、德記洋行(股)

公司、維力食品工業(股)公司、高

權投資(股)公司 

總 經 理：統一數網(股)公司 

統一企業(股)公司董事長兼總策略

長 

299,968,639 

4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蘇崇銘 

美國愛荷

華大學企

研所碩士 

統一企業(股)公司

財務長 /副總經

理、統一國際開發

(股)公司總經理、

統一生命科技(股)

公司總經理 

董 事 長：統一開發(股)公司、統

一生命科技(股)公司 

董  事：統一超商(股)公司、凱

友投資(股)公司、萬通票券金融(股)

公司、統正開發(股)公司、統一國

際開發(股)公司、統宇投資(股)公

司、開發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凱南投資(股)公司、翔鷺實業有限

公司、統一企業中國控股有限公

司、統一企業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台灣神隆(股)公司 

獨立董事：神腦國際企業(股)公司 

監 察 人：家福(股)公司、統一數

網(股)公司、統一企業(中國)投資有

限公司 

總 經 理：統一國際開發(股)公

299,968,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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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號 姓名 學歷 經歷 現職 
持有股份數額 

(單位：股)(註) 

司、統一生命科技(股)公司、統一

置業(股)公司 

統一企業(股)公司總經理辦公室副

總經理 

4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蔡坤樹 

美國明尼

蘇達大學

食品營養

碩士 

統健實業(股)公司

董事、台灣乳酸菌

學會理事、台灣茶

協會監事、標準檢

驗局食品國家標

準(CNS)技術委員

會委員、經濟部學

界科專審議委

員、台灣食品科技

學會理事 

董 事 長：統一聖納多堡(股)公司 

董  事：統仁藥品(股)公司、台

灣神隆(股)公司 

統一企業(股)公司總經理辦公室經

理 

299,968,639 

4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吳琮斌 

中原大學 

會計學系 

統一企業(股)公司

財務企劃部經理

(會計主管) 

董 事 長：統一資產管理(股)公司 

董  事：統一超商(股)公司、太

子建設開發(股)公司、太子地產(股)

公司、時代國際飯店(股)公司、統

仁藥品(股)公司、光泉牧場(股)公

司、光泉食品(股)公司、統宇投資

(股)公司、統一企業香港控股有限

公司、台灣神隆(股)公司 

監 察 人：凱友投資(股)公司、統

一國際開發(股)公司、統一置業(股)

公司、凱南投資(股)公司 

統一企業(股)公司會計長 

299,968,639 

4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郭嘉宏 

美國伊利

諾大學財

務金融碩

士、美國明

尼蘇達大

學企管碩

士、台灣大

學學士 

瑞銀(UBS)投資銀

行台灣區董事總

經理、花旗集團

(Citigroup)投資銀

行執行董事、霸菱

(ING Barings)投資

銀行董事、花旗銀

行(香港)投資銀行

董事、台新綜合證

券(股)公司董事 

副董事長：台新綜合證券(股)公司 

董  事：台灣神隆(股)公司 

獨立董事：精成科技(股)公司、拍

檔科技(股)公司 

299,968,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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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號 姓名 學歷 經歷 現職 
持有股份數額 

(單位：股)(註) 

4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陳勇發 

美國韋恩

州立大學

化 學 博

士、國立台

灣大學化

學研究所

碩士、東海

大學化學

系 

台灣神隆(股)公司

研究發展中心資

深副總經理暨研

發長、東海大學化

學系兼任副教

授、中油煉製研究

所專案經理 

董  事：SPT International, Ltd.、

神隆(昆山)生化科技有限公司、神

隆醫藥(常熟)有限公司、上海神隆

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台灣神隆(股)

公司 

總 經 理：台灣神隆(股)公司、神

隆(昆山)生化科技有限公司、神隆

醫藥(常熟)有限公司 

299,968,639 

5 臺南紡織(股)公司 

代表人：侯博明 

文化大學 臺南紡織(股)公司

副董事長兼總經

理 

董 事 長：臺南紡織(股)公司、南

紡建設(股)公司、南紡流通事業(股)

公司、太子龍責任有限公司、育鵬

投資(股)公司 

常務董事：南帝化學工業(股)公司 

董  事：南紡開發(股)公司、南

邦國際開發(股)公司、太子建設開

發(股)公司、統一企業(股)公司、統

一國際開發(股)公司、台灣神隆(股)

公司 

臺南紡織(股)公司董事長暨策略長 

23,605,921 

860 高權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高秀玲 

美國

Marymount 

College 

高權投資(股)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理 

董 事 長：高權投資(股)公司、統

一佳佳(股)公司、統一百華(股)公

司、統一藥品(股)公司、統正開發

(股)公司、統一生活事業(股)公司 

董  事：統一企業(股)公司、統

一超商(股)公司、統一實業(股)公

司、統一國際開發(股)公司、太子

建設開發(股)公司、統一綜合證券

(股)公司、統一開發(股)公司、時代

國際飯店(股)公司、統一星巴克(股)

公司、統一(上海)保健品商貿有限

公司、台灣神隆(股)公司 

總 經 理：高權投資(股)公司。 

14,83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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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號 姓名 學歷 經歷 現職 
持有股份數額 

(單位：股)(註) 

861 統一國際開發(股)

公司 

代表人：施秋茹 

夏威夷大

學經濟所

碩士 

統一國際開發(股)

公司投資管理部

協理、統成生物系

統(股)公司企業發

展部協理、統一生

命科技(股)公司投

資部協理 

董  事：康那香企業(股)公司、

興能高科技(股)公司、統一生命科

技(股)公司、有聯生技(股)公司、萬

通票券金融(股)公司、漢芝電子(股)

公司董事、台灣神隆(股)公司 

統一國際開發(股)公司投資管理部

副總經理 

28,673,421 

1 行政院國家發展

基金管理會 

代表人：謝明娟 

中國醫藥

學院醫務

管理碩士 

台灣健康諮詢學

會常務監事 

嘉南藥理大學醫務管理系助理教

授 

董  事：聯訊陸創業投資(股)公

司、聯訊柒創業投資(股)公司 

獨立董事：華宇藥品(股)公司 

監 察 人：漢通創業投資(股)公

司、聯亞藥業(股)公司 

109,539,014 

1 行政院國家發展

基金管理會 

代表人：楊雅博 

台灣大學

經濟學博

士 

南台科技大學國

際企業系教授 

高雄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教授 109,539,014 

2 台灣糖業(股)公司 

代表人：王國禧 

臺灣大學

農業化學

研究所博

士 

台灣糖業(股)公司

組長、副執行長、

副執行長兼任代

理執行長、所長兼

任代理執行長、 

所長 

董  事：太景醫藥研發控股(股)

公司、台灣神隆(股)公司 

副總經理：台灣糖業(股)公司 

32,581,963 

 

  



 

- 6 - 

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如下： 

戶號或身
分證字號 

姓名 學歷 經歷 現職 
持有股份
數額 (單
位：股)(註) 

是否已連
續擔任三
屆獨立董
事 

B121

  5 3 

何威德 成功大學

會計研究

所博士 

致遠(現為安永)會計師事

務所審計副組長、南臺科

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專任講

師 

南臺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

專任助理教授、台灣神隆

(股)公司獨立董事 

0 否 

S 1 0 2  

74 

張文昌 日本東京

大學藥學

部藥學研

究科博士 

1.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

產業策進會副會長 

2.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生物科學發

展處處長 

3.日本神戶大學客座教授 

4.英國William Harvey研究

所訪問教授 

5.成功大學醫學院藥理學

科教授、藥理學科主任、

基礎醫學研究所所長、醫

學院副院長、講座教授、

生物科技中心主任、生物

科學與科技學院院長、特

聘講座、名譽特聘講座 

6.美國肯塔基大學藥學院

客座研究員 

7.日本東京都老人總合研

究所客座研究員 

8.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客

座研究員 

1.臺北醫學大學董事會董

事長 

2.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科學

研究所講座教授 

3.成功大學名譽特聘講座 

4.中央研究院院士 

5.環球水泥(股)公司獨立董

事 

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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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號或身
分證字號 

姓名 學歷 經歷 現職 
持有股份
數額 (單
位：股)(註) 

是否已連
續擔任三
屆獨立董
事 

E101

  1 3 

陳立宗 高雄醫學

大學臨床

醫學研究

所博士 

1.行政院科技部內科系醫

學(二)學門兼任學門召

集人 

2.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內科系醫學(二)學門兼

任學門副召集人 

3.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研究副院長 

4.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癌症中心主任 

5.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兼

任理事 

6.台灣消化系醫學會兼任

監事 

7.國家衛生研究院癌症研

究所副所長 

8.台大醫院腫瘤科兼任主

治醫師 

9.台北榮民總醫院內科兼

任主治醫師 

1.國家衛生研究院癌症研

究所特聘研究員兼任所

長 

2.行政院科技部血液免疫

醫學學門兼任學門召集

人 

3.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科技

學院兼任教授 

4.高雄醫學大學內科學系

兼任教授 

5.台灣胰臟醫學會兼任理

事 

6.成功大學分子醫學研究

所合聘教授 

7.成功大學臨床藥學與藥

物科技研究所合聘教授 

8.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內科合聘主治醫師 

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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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結果 

本公司於 107 年 6 月 27 日股東常會選舉第九屆董事(含獨立董事)共十五席，

當選名單如下： 

(1)董事十二席： 

股東戶號 戶名 法人之代表人 當選權數 

4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羅智先 792,227,995 

4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蘇崇銘 761,833,927 

5 臺南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侯博明 694,268,652 

860 高權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高秀玲 681,622,994 

4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蔡坤樹 652,291,119 

4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吳琮斌 651,207,700 

1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 謝明娟 624,247,915 

1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 楊雅博 622,701,576 

4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郭嘉宏 582,253,482 

4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勇發 570,711,357 

861 統一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施秋茹 561,173,301 

2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國禧 509,385,443 

 

(2)獨立董事三席： 

戶號或身分證字號 戶名或姓名 當選權數 

B121○○○○53 何威德 433,641,388 

S102○○○○74 張文昌 433,412,086 

E101○○○○13 陳立宗 433,346,7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