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獨立董事提名暨選任方式 

依法令規定，受理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ㄧ以上股份之股東，於公

告受理期間內(111/04/22~111/05/03)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名

單。 截至 111/05/03 下午 5 時止，已受理符合提名資格股東共提名五位獨立董

事候選人(提名人數符合獨立董事應選名額)，被提名人簡介如下表: 

身分別 被提名人

姓名 
學經歷 現職 持有股數 

獨立董

事候選

人 
劉明鎮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業管理學碩士 
南洋居民委員會榮譽主席 

AAS Investment Holdings Pte Ltd 之

董事 
AAS@2KC Pte Ltd 之董事 
Autoswift Recovery Pte Ltd 之董事 
AAS@Midview Pte Ltd 之董事 
Cosmosteel Holdings Limited 之獨立

董事 
Lian Beng Group Ltd 之獨立董事 
Fuji Offset Plates Manufacturing Ltd
之獨立董事 

0 

獨立董

事候選

人 
陳中成 

瑞士維多利亞管理學院企管博士 
台灣永光化學工業董事及副總經

理 

永輝啓佳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 
瑩碩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之獨立

董事 
利統股份有限公司之獨立董事 

0 

獨立董

事候選

人 
陳錦烽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會計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會計學系專

任副教授 

政治大學商學院會計系兼任副教授 
實踐大學管理學院國際企業英語學

位學程兼任副教授 
漢通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

事代表人 

0 

獨立董

事候選

人 
王怡堯 

中山大學企家班第二期結業 
高雄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

會第四屆理事 
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

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一屆監事 
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

公會全國聯合會 商業總會會員

代表 

禾利有限公司 董事長 
詩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0 

獨立董

事候選

人 
李幸模 

美國加州大學企管博士 
統一企業、新東陽企業、固特異

輪胎之經營顧問 

亞洲財鑫知識經濟管理集團總裁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系副教授 
美國南加大企研所教授 
瑞士維多利亞大學企研所教授 
新加坡國家生產力局企業顧問 

0 

 
 
 
 
 



獨立董事獨立性資訊揭露：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註 1) 獨立性情形(註 2) 
其他公開
發行公司
獨立董事
家兼任數 

兼任其他公開
發行公司薪資
報酬委員會成
員家數 

獨立董事 

劉明鎮 

具備商務、財務、會計 
及公司業務所須之工作經
驗，且無公司法第 30 條
各款情事 

1.本人、配偶、二親等以
內親屬未擔任本公司或其
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
或受僱人。 
2.本人、配偶、二親等以
內親屬(或利用他人名義)
未持有公司股份數及比
重。 
3.未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
關係公司(符合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
循事項辦法第 3 條第 1 項
5~8 款規定)之董事、監察
人或受僱人。 
4.最近 2 年未提供本公司
或其關係企業商務、法
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所
取得之報酬金額。 

3 無 

獨立董事 

陳中成 

具備商務、財務、會計 
及公司業務所須之工作經
驗，並為會計師之國家考
試及格領有證書，且無公
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1.本人、配偶、二親等以
內親屬未擔任本公司或其
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
或受僱人。 
2.本人、配偶、二親等以
內親屬(或利用他人名義)
未持有公司股份數及比
重。 
3.未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
關係公司(符合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
循事項辦法第 3 條第 1 項
5~8 款規定)之董事、監察
人或受僱人。 
4.最近 2 年未提供本公司
或其關係企業商務、法
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所
取得之報酬金額。 

2 無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註 1) 獨立性情形(註 2) 
其他公開
發行公司
獨立董事
家兼任數 

兼任其他公開
發行公司薪資
報酬委員會成
員家數 

獨立董事 

陳錦烽 

具備商務、財務、會計 
及公司業務所須之工作經
驗，為商務、法務、財
務、會計所須相關科系之
公私立大專院校講師以
上，且無公司法第 30 條
各款情事 

1.本人、配偶、二親等以
內親屬未擔任本公司或其
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
或受僱人。 
2.本人、配偶、二親等以
內親屬(或利用他人名義)
未持有公司股份數及比
重。 
3.未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
關係公司(符合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
循事項辦法第 3 條第 1 項
5~8 款規定)之董事、監察
人或受僱人。 
4.最近 2 年未提供本公司
或其關係企業商務、法
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所
取得之報酬金額。 

無 無 

獨立董事 

王怡堯 

具備商務、財務、會計 
及公司業務所須之工作經
驗，且無公司法第 30 條
各款情事 

1.本人、配偶、二親等以
內親屬未擔任本公司或其
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
或受僱人。 
2.本人、配偶、二親等以
內親屬(或利用他人名義)
未持有公司股份數及比
重。 
3.未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
關係公司(符合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
循事項辦法第 3 條第 1 項
5~8 款規定)之董事、監察
人或受僱人。 
4.最近 2 年未提供本公司
或其關係企業商務、法
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所
取得之報酬金額。 

無 無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註 1) 獨立性情形(註 2) 
其他公開
發行公司
獨立董事
家兼任數 

兼任其他公開
發行公司薪資
報酬委員會成
員家數 

獨立董事 

李幸模 

具備商務、財務、會計 
及公司業務所須之工作經
驗，為商務、法務、財
務、會計所須相關科系之
公私立大專院校講師以
上，且無公司法第 30 條
各款情事 

1.本人、配偶、二親等以
內親屬未擔任本公司或其
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
或受僱人。 
2.本人、配偶、二親等以
內親屬(或利用他人名義)
未持有公司股份數及比
重。 
3.未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
關係公司(符合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
循事項辦法第 3 條第 1 項
5~8 款規定)之董事、監察
人或受僱人。 
4.最近 2 年未提供本公司
或其關係企業商務、法
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所
取得之報酬金額。 

無 無 

註 1：專業資格與經驗：敘明個別董事及監察人之專業資格與經驗，如屬審計委員會成員且具備會計或財務

專長者，應敘明其會計或財務背景及工作經歷，另說明是否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 
註 2：獨立董事應敘明符合獨立性情形，包括但不限於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是否擔任本公司或其關

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利用他人名義)持有公司股份數及比重；

是否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關係公司(參考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 3 條第 1 項 5~8 款規

定)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最近 2 年提供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所取得之報

酬金額。    
 
 
 
 
 
 
 
 
 
 
 
 
 
 
 



本公司於民國 111 年 6 月 30 日股東常會，選舉獨立董事五人，其選任結果如

下： 

捷必勝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屆獨立董事當選名單  
日期:民國 111 年 6 月 30 日 

身分別 當選人姓名 當選權數 

獨立董事 劉明鎮 20,532,678 權 

獨立董事 陳中成 20,531,755 權 

獨立董事 陳錦烽 20,531,755 權 

獨立董事 王怡堯 15,037,065 權 

獨立董事 李幸模 15,001,065 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