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      點：台北市信義區菸廠路88號B2（誠品生活松菸店表演廳） 

出      席：出席股東及委託代表出席股份總數共計38,878,134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行

使表決權者31,628,286股），占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47,389,650股之82.03%。 

主      席：董事長 吳清友                       記    錄：陳慧珠 

出 席 董 事：誠品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吳清友、誠品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吳明都、誠品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人歐正基、吳旻潔、顏漏有。 

出席監察人：林妙玲。 

列      席：吳立傑財務長、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淑瓊會計師、理安法律事務所郭明怡

律師。 

壹、宣布開會：出席股東及委託代表出席之股份總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第一案：民國一○五年度營業報告（詳附件一）。 

    第二案：監察人審查民國一○五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詳附件二）。 

    第三案：民國一○五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配情形報告（詳議事手冊）。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承認民國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說明：(一) 本公司民國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民國

106 年 2 月 24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其中財務報表並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張淑瓊及王輝賢會計師查核完竣，上述各項決算表冊亦送請監察人審查完

竣，並出具監察人審查報告在案。 

(二) 前項營業報告書詳附件一，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詳附件三。 

(三) 敬請  承認。 

決議：本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38,813,484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36,511,975 權（含電子投票 29,966,877 權） 94.07% 

反對權數：3 權（含電子投票３權） 0.00%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2,301,506 權（含電子投票 1,661,406 權） 5.93% 

本案經表決照案承認。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六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民國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承認民國一○五年度盈餘分派案。 

說明：(一) 本公司民國一○五年度盈餘分派案，業經民國106年2月24日董事會決議通

過。 

(二) 民國一○五年度盈餘分派表如下：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一○五年度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317,449 

減：民國 105 年度確定福利計畫精算損益調減保留盈餘 (6,225,926) 

調整後累積虧損 (5,908,477) 

加：民國 105 年度稅後淨利 420,662,988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42,066,299)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8,524,335) 

可供分配盈餘 364,163,877 

分配項目：  

股東現金紅利（每股配發 7.68 元） (363,952,512) 

期末未分配盈餘 211,365 

(三) 敬請  承認。 

股東發言：股東戶號 7963 號就本公司之定位及營運模式等事項提問，由主席指定財務

長就該股東詢問事項予以回覆說明。 

決議：本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38,813,484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36,525,608 權（含電子投票 29,965,982 權） 94.10% 

反對權數：1,003 權（含電子投票 1,003 權） 0.00%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2,286,873 權（含電子投票 1,661,301 權） 5.90% 

本案經表決照案承認。 

附註： 

1. 本年度分配股東紅利，係自民國 105 年度盈餘中優先分派。 

2. 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壹元

之畸零款合計數，將轉入公司其他收入。 

3. 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董事長：吳清友        經理人：吳旻潔        會計主管：鄭書欣 

 



 

伍、討論事項 

案由：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董事會提） 

說明：(一) 配合金管會民國 106 年 2 月 9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60001296 號令及公司實

務作業，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議事手冊。 

(三) 敬請  公決。 

股東發言：股東戶號 7388 號就本公司團隊鞏固方式提問，由主席指定總經理就該股東

詢問事項予以回覆說明。 

決議：本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38,878,134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36,475,080 權（含電子投票 29,965,982 權） 93.81% 

反對權數：1,003 權（含電子投票 1,003 權） 0.00%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2,402,051 權（含電子投票 1,661,301 權） 6.19% 

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陸、選舉事項 

案由：全面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  （董事會提） 

說明：(一)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將於民國 106 年 6 月 23 日屆滿，依法應於 106 年

股東常會進行全面改選，依「公司章程」第 20 條及第 21 條規定選任董事七

人（含獨立董事三人）及監察人三人。 

(二) 新任董事及監察人於選任後即行就任，任期自 106 年 5 月 26 日起至 109 年

5 月 25 日止，任期三年。 

(三) 依「公司章程」第 21 條規定，獨立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

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本公司 106 年 4

月 7 日董事會審查通過，相關資料詳議事手冊。 

(四) 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董事及監察人當選名單及得票權數如下： 

身分別 戶號/身分證字號 戶名/姓名 得票權數 

董事 1 
誠品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清友 
52,465,953 

董事 9 吳旻潔 45,783,272 

董事 1 
誠品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明都 
33,704,281 

董事 1 
誠品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歐正基 
33,663,107 



 

身分別 戶號/身分證字號 戶名/姓名 得票權數 

獨立董事 R10305**** 顏漏有 24,370,104 

獨立董事 A10248**** 姚仁祿 22,635,574 

獨立董事 F10284**** 許士軍 22,635,574 

監察人 5 吳清河 39,980,375 

監察人 279 
頤迦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林妙玲 
30,211,395 

監察人 G20106**** 林筠 30,073,075 

柒、其他議案 

案由：解除新任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案。  （董事會提） 

說明：(一) 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

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 依「公司法」之規定，於不損及公司權益而有為競業之必要者，提請解除本

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禁止限制，相關擬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之

職務內容如下： 

職稱 姓名 兼任其他公司職務 

董事 吳清友 

誠品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 

1.誠品(股)公司董事長 

2.璞真建設(股)公司董事 

3.誠品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 

4.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 

董事 吳旻潔 1.誠品(股)公司副董事長 

2.誠品開發物流(股)公司董事長 

3.勤軒建設(股)公司董事 

4.誠建室內裝修(股)公司董事長 

5.諨力室內裝修(股)公司董事長 

6.台詮(股)公司董事 

7.頤宗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8.Eslite Hong Kong Limited 董事 

9.The Eslite Corporation 董事 

10.Loyal Sun Holdings Corporation 董事 

11.Top Sight Holdings Corporation 董事 

12.Grand Step Holdings Corporation 董事 

13.誠品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 

董事 吳明都 

誠品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 

1.誠品(股)公司董事 

2.誠品開發物流(股)公司董事 

3.勤軒建設(股)公司董事 

4.誠建室內裝修(股)公司董事 

5.諨力室內裝修(股)公司董事 

6.台詮(股)公司董事 

7.頤宗投資(股)公司董事 



 

職稱 姓名 兼任其他公司職務 

獨立董事 顏漏有 1.社企流(股)公司董事 

2.中華電視(股)公司董事 

3.澳盛(台灣)商業銀行(股)公司獨立董事 

4.中華電信(股)公司獨立董事 

5.信義房屋仲介(股)公司獨立董事 

6.白鷺鷥文教基金會董事 

7.阿里巴巴台灣創業者基金董事 

8.灃食公益飲食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 

獨立董事 姚仁祿 1.大小創意齋有限公司董事 

2.大小媒體(股)公司董事長 

3.姚仁祿創意顧問(股)公司董事長 

4.晶碩光學(股)公司獨立董事 

5.台灣敦睦聯誼會董事 

6.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董事 

7.冠德玉山教育基金會董事 

8.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董事 

獨立董事 許士軍 1.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董事 

2.智原科技(股)公司董事 

3.遠通電收(股)公司董事 

4.雅茗天地(股)公司獨立董事 

(三)敬請  公決。 

決議：本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扣除利益迴避權數後，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37,638,281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35,094,259 權（含電子投票 29,819,486 權） 93.24% 

反對權數：147,450 權（含電子投票 147,450 權） 0.39%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2,396,572 權（含電子投票 1,661,350 權） 6.37% 

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    會：同日上午十時四十分。 

（本次股東常會議事錄僅記載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會議進行內容、程序及股東發言仍

以會議影音記錄為準。） 



⺠國⼀○五年度營業報告書

⺠國 105 年度，國際發生英國公投脫歐、歐盟難⺠問題、歐美恐怖攻擊、川普當選美國總統…，
二岸則有台灣二次政黨輪替、⼤陸確立「習核⼼」、人⺠幣貶值…等多項重⼤政經變化。對於身
處全球化浪潮中相互緊密影響的各國經濟而⾔，⺠眾觀望局勢、減緩消費與提升儲蓄，成了本
年度的共同趨勢。

人⺠對於不穩定局勢產生的保守消費⼼態，加上台灣零售整體市場趨於同質飽和、虛實購買管
道多元便利、 低價格導向競爭、共享經濟盛行及跨業經營持續瓜分市場…等多元因素交雜，
零售服務業者開始面臨「旺季不旺、淡季很淡」之新常態，目前多以持續高回饋之促銷活動衝
刺營收，及增加餐飲育樂業種來作為因應方案。

誠品生活作為「文化創意產業」的通路平台品牌，橫跨零售服務產業與觀光休閒產業，在景氣
嚴峻的時機，不以持續⼤幅加碼之販促活動爭取營收，堅持深化「創意經濟的全平台」策略定
位，聚焦場所精神、活動體驗、精緻選品與優質服務為經營主軸，戮力於二岸三地深耕發展。
具體案例「誠品生活松菸店」於 105 年受到國際知名媒體 CNN TRAVEL 肯定，獲選為「世界
酷百貨」之⼀，此不僅為全球獲選名單中年資 年輕且二岸唯⼀上榜品牌，更以實體文創平台
定位，呈現台灣豐富文創內容吸引國際注目！

財務表現

誠品生活 105 年合併營收較前⼀年度成⻑ 11.5%，達新台幣 42.62 億元，惟受到⼤陸上海中⼼店
延後開幕損失、台灣松菸店新增額外權利金、以及松菸誠品行旅營運模式轉換，成本及費用增
加的三項重要影響，稅後淨利新台幣 4.21 億元，僅較前⼀年微幅成⻑ 2.2%，每股稅後盈餘新台
幣 8.88 元。誠品生活 105 年毛利率 47.9%，營業利益率 10.6%，稅後純益率 9.9%。

截至 105 年底，誠品生活海內外營業據點共計 45 家，總經營面積約 85,000 坪。

通路與餐旅事業表現

誠品生活 105 年在台灣新增林口店、台中遠百店和高雄 SOGO 店；海外部分則於年初在香港開
設第三座據點太古店，至此從銅鑼灣、尖沙咀到港島東的布局形成完整金三角並發揮規模經濟，
在近年消費力⼤幅衰退與諸多國際品牌約滿不續的香港市場中逆勢發展。105 年亦為誠品生活蘇
州第⼀個完整營運年度，開幕口碑延續迎來全年度 600 萬進店人次與 8 萬名記名會員的經營佳
績，穩定於近期邁入獲利，為⼤陸事業發展奠定基礎！餐旅事業面臨⼤陸觀光人次 17%的降幅
與台灣多家旅館開始拋售趨勢，105 年未有特殊營業表現，著重於整頓不獲利通路與開拓未來案
源。誠品行旅⾃ 105 年起面臨每年租金⼤幅提高的壓力，對內積極改善經營團隊品質，對外逐
漸調整客戶結構屬性，將以吸引多元客層與提升企業訂房為方向，期許未來 3-4 年內損益兩平。

附件⼀
附件



未來展望與計畫

展望未來，「實物峰值」現象興起—消費者將傾向購買更少的實體商品，減少家中實體物品數量，
並更重視商品體驗。這是整體政經困境、環保意識、數位普及、網路社群、共享經濟、與邁入
高齡化社會等多種趨勢應運而生之果。換⾔之，已達成熟消費的社會將更加認同與追求體驗式
生活，以此取代傳統的消費主義。

誠品生活著眼於上述趨勢，將積極強化顧客體驗服務，並同步調整通路店型與善加運用科技。
對於具備未來性店型將鞏固同店成⻑，針對績效不如預期店別則審視其存在必要性。資料庫應
用部分，著眼海內外 150 萬名記名會員的忠誠貢獻與龐⼤潛力，尤其台灣會員消費已占台灣通
路總計近半營業額，106 年起誠品生活亦將強調分眾經營與有感回饋高貢獻度會員，以專注經營
優質顧客替代普遍性折扣促銷。

誠品生活特別值得⼀提的是對於台灣微型文創產業⼯作者的挖掘與經營。集合近 200 個台灣微
型文創品牌的「誠品生活文創平台 expo」，將於 106 年跨出誠品生活既有通路展店，expo 目前
全台分布 8 家店，透過誠品品牌行銷宣傳資源與商品輔導、銷售服務、經營管理等豐富教育訓
練，期待未來可跨境跨界擴⼤市場規模，彰顯台灣文化創意品牌實力！

誠品生活現況籌備中的重要通路包含⼤陸深圳、台北⻄區與新北市新店裕隆個案，此外亦將調
研日本及東南亞市場的發展機會，期能以獨特營運組合與文創生活體驗為優勢，結合數位⼯具
與社群經營，以合作開發、租賃經營、委託管理、顧問諮詢等多元彈性組合，開拓全通路運營
之新市場與模式。

誠品生活願景為「成為全球華人社會 具影響力且獨具⼀格之文化創意產業生活平台，並對提
昇人文氣質積極貢獻」！經營模式則為重新定義並融合既有產業與文化內容，創造額外附加價
值並轉化成具體經濟產值！誠品生活期許持續創新營運模式，並於日常⾃然營運狀態中實踐多
重企業社會責任，為股東創造利潤，為社會創造利益 (profit and benefit/雙利哲學)，成為利人利
己的優質企業！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吳清友

總經理 吳旻潔

會計主管 鄭書欣



監察人審查報告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國⼀○五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

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淑瓊及王輝賢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會計師查核報告書。上開營

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復經本監察人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九

條之規定，報請 鑒察。

此致 

本公司⺠國⼀○六年股東常會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中 華 ⺠ 國 1 0 6 年 2 月 2 4 日

附件二 



監察人審查報告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國⼀○五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

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淑瓊及王輝賢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會計師查核報告書。上開營

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復經本監察人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九

條之規定，報請 鑒察。

此致 

本公司⺠國⼀○六年股東常會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中 華 ⺠ 國 1 0 6 年 2 月 2 4 日



監察人審查報告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國⼀○五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

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淑瓊及王輝賢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會計師查核報告書。上開營

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復經本監察人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九

條之規定，報請 鑒察。

此致 

本公司⺠國⼀○六年股東常會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中 華 ⺠ 國 1 0 6 年 2 月 2 4 日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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