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綠河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屆董事選任、提名方式、提名過程、候選人資料暨選

任結果 

董事選任

方式  

㇐、依據本公司章程︰  

1. 34.1規定︰「公司董事會，設置董事七至九人，包括三名獨立董事。」。  

2. 34.4規定︰「34.4 股份登錄興櫃買賣或於證交所或櫃買中心上市櫃期間，除公開發

行公司規則許可者外，應設置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於公開發行公司規則要

求範圍內，獨立董事其中至少㇐人應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且至少㇐名獨立董事

應具有會計或財務專業知識。董事會得決議於興櫃或上市櫃前設置獨立董事。」。 

2. 34.5規定︰「獨立董事之提名得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股份於櫃買

中心興櫃或上市櫃期間內，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規則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3. 34.6規定︰「獨立董事應具備專業知識，且於執行董事業務範圍內應保持獨立性，不

得與公司有直接或間接之利害關係。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獨立性

之認定，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規定。」  

4. 35.1規定︰「公司得於股東會選任任何人為董事。」 

5. 35.5規定︰「法人為股東時，得由其代表人依本章程規定當選為董事。代表人有數

人時，得分別當選。」 

二、依據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 

1. 第3條規定︰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

事項辦法」第二條、第三條以及第四條之規定。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

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以及第九條之規定，並應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  

2. 第4條規定︰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依照台灣公司法第㇐百九十二條之㇐所規定之候

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  

3. 第5條規定︰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用單記名累積選舉法，每㇐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

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人，或分開選舉數人。  

4. 第7條規定︰本公司董事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之

選舉權，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

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董事選舉

採候選人

三、第四屆獨立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選任董事︰  

依據:  依公司法第192條之1及第216條之1規定暨本公司107年3月12日董事



提名制選

任董事  

會決議辦理。 

股東常會 

開會日期:  

常會 民國107年06月12日  

提名股東資格: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應選名額:  董事7名(含獨立董事3名)。股東提名人數超過董事、獨立董事應選名

額或所提名董事、獨立董事人選不符法定資格者，不列入候選人名

單。 

提名受理期間:  民國107年04月07日至107年04月16日止  

提名受理處所:  綠河股份有限公司辦事處，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段50號6樓

606室(本公司辦事處)。  

應檢附資料:  提名股東應檢附提名股東之持股證明正本及下表被提名人之資料；被

提名人為法人股東或其代表人者，並應檢附該法人股東登記基本資料

及持有之股份數額證明文件。未檢附前述文件者，不列入候選人名

單。  

(1)學歷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2)經歷 五年以上工作經驗證明文件影本 

(3)當選後願任獨立董事

承諾書 
願任獨立董事承諾書正本 

(4)無公司法第 30 條規

定情事之聲明書 
無公司法第 30 條規定情事之聲明書正本 

(5)獨立董事專業資格、

持股與兼職限制、獨立

性之相關證明文件 

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

循事項辦法』之聲明書正本及本次股東會

截至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之持股資料 

(6)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審查標準:  依公司法、證交法及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本公司董事會，對董事/監察人/獨立董事被提名人應予審查，除有下列

情事之㇐者外，應將其列入董事/監察人/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1)提名股東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2)提名股東於停止過戶日時，持股未達百分之㇐ 

(3)提名人數超過應選名額 

(4)未檢附前述「應檢附資料」所列相關證明文件 

(5)被提名人不符法定資格 

其他:  1.凡有意提名之股東務請於民國107年4月16日17時前寄（送）達並敘明

聯絡人及聯絡方式，以利董事會審查及回覆審查結果。請於信封封

面上加註『獨立董事提名函件』字樣，以掛號函件寄送。 

2.本公司將於股東常會40日前，將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及其學歷、經

歷、持有股份數額及其他相關資料公告，並將審查結果通知提名股

東。 

董事提名

過程暨候

選人資料  

㇐、依公司法第192條之1暨本公司民國107年3月12日及民國107年5月2日董事會決議辦理，

改選第三屆董事7名(含獨立董事3名)，提名受理期間為民國107年4月7日至107年4月16日

止。 

二、第四屆董事、獨立董事被提名人，業經本公司民國107年5月2日董事會審查通過，並列

入本公司民國107年06月12日股東常會選任董事、獨立董事之候選人名單，茲將相關資

料公告如下:  

候選

人類

別  

候選人  

姓名  

學歷  經歷  現職  所代表之

政府或法

人名稱 

其他

有關

資料 

董事  謝榮輝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系 

Standard Pallet 

International Co., Ltd.

工廠經理/負責人 

本公司之子公司GP, 

GRW, GRP 及TNR 

之董事⾧ 

Green 

Source 

Investment

s Ltd 綠 源

投 資 有 限

公司 

無  

董事  李木文  -美國亞利桑那

大學結構工程

碩士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系 

-大陸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估價經理/協調經理 

本公司及子公司GP, 

GRW, GRP 暨TNR 

之銷售⾧ 

Chin Tai 

Holding 

Inc. 

無  



董事  杜金陵 -美國密西西比

州立大學機械

工程碩士 

-美國紐約大學

財務管理研究 

-海洋大學輪機

工程學士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

司執行副總經理 

-中宇環保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世豐螺絲廠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大成國際鋼鐵股份有

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 

-大量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獨立董事 

-世鎧精密股份有限公

司獨立董事 

-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

司獨立董事 

Park Island 

Enterprises 

Limited 

無  

董事  黃登士 -泰國

Ramkhamhae

ng 大學企業管

理碩士 

-逢甲大學水利

工程系 

-⾧鴻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正工程師 

-普羅汽車股份有限公

司銷售工程師 

-本公司之子公司GP, 

GRW, GRP 及TNR 

之董事 

-本公司及子公司GP, 

GRW, GRP 暨TNR 

之執行⾧兼營運⾧ 

Forward 

Thinking 

Limited 

無  

獨立  

董事  

白培霖  -美國加州大學

柏克萊分校電

機工程博士  

-台灣大學電機

系 

-南亞科技副總經理兼

發言人  

-登峰半導體股份有限

公司副總裁  

-敦泰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副總經理 

-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凌越生醫股份有限公

司監察人 

無  無  

獨立  

董事  

張祖恩 -日本東北大學

土木工學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學碩士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

司獨立董事 

-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

司獨立董事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

程學系教授 

無  無  

獨立  

董事  

林婉玲  -東海大學會計

系畢業  

-會計師高考及

格 

-東陽實業廠股份有限

公司財務課⾧  

-金鼎證券承銷部經理  

-華南永昌證券承銷部

經理 

-安集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總經理特別助理兼

發言人 

無  無  

董事選任結果  當選名單  當選權數  



本屆董事、獨立董事被提名

人，業經本公司民國107年

06月12日股東常會決議過  

㇐、董事選舉開票結果經主

席宣布下列4人得票權數最

多，當選為董事。  

Green Source Investments Ltd綠源

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謝榮輝 
75,859,605 

Chin Tai Holding Inc. 

代表人：李木文 
59,275,145 

Forward Thinking Limited  

代表人：黃登士  
59,275,145 

Park Island Enterprises Limited 代表

人：杜金陵  
59,275,145 

二、獨立董事選舉開票結果經主席宣布下列3人得票

權數最多，當選為獨立董事。 

張祖恩 56,479,947 

白培霖 56,649,622 

林婉玲  56,486,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