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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佳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四、承認事項 

五、討論事項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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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佳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年股東常會開會議程 

時    間：中華民國一○九年六月十九日(星期五) 上午九時整 

地    點：新竹縣竹北市台元一街三號二樓(台元科技園區三期多功能會議室) 

一、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數)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一) 一○八年度營業報告。 

(二) 一○八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三) 一○八年度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四) 一○八年度現金股利分配情形報告。 

四、承認事項 

(一) 一○八年度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案。 

(二) 一○八年度盈餘分配案。 

五、討論事項 

(一)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二) 一○八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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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一○八年度營業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6頁附件一。 

 

二、一○八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一○八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7 頁附件二。 

 

三、一○八年度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依據本公司章程規定，擬分派董監事酬勞新台幣 11,895,246 元及員工

酬勞新台幣 117,746,432 元，均以現金方式發放。 

 

四、一○八年度現金股利分配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本次盈餘分派以一○八年度盈餘為優先，現金股利新台幣 831,189,656

元，每股配發現金 22 元。 

 

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八年度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八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政治及黃裕峰會計師查核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送請審計委員會查

核完竣，出具書面查核報告書在案。 

(二)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6頁附件一，會計師查核報告

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8~16 頁附件三。 

(三)敬請  承認。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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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八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明：(一)一○八年度稅後淨利新台幣 1,322,899,708 元，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

第十九條規定，擬具盈餘分配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17 頁附件四。 

(二)提撥股東股利新台幣 906,752,356 元，每股配發 24 元，其中股票股利新

台幣 75,562,700 元，每股配發 2 元(即每仟股配發 200 股)，現金股利新

台幣 831,189,656 元，每股配發 22 元。 

(三)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

計數，由小數點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

利分配總額，俟本次股東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配息基準日等事宜。 

(四)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以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息率因此

發生變動而須修正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五)敬請  承認。  

決  議： 

 

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配合法令修正，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二)【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18~20 頁

附件五。 

(三)敬請  討論。 

決  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八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擬自一○八年度可供分配盈餘中提撥股東股

利新台幣 75,562,700 元，轉增資發行新股 7,556,270 股，按增資配股

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股東持有股份比例計算，每仟股配發 200 股，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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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不足壹股之畸零股，按面額折發現金至元為止；股東得自停止過戶

日起五日內自行拼湊成壹股，拼湊不足或未拼湊之畸零股，授權董事

長洽特定人按面額認購之。 

(二)本次增資發行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原已發行股份相同。 

(三)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並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

另訂增資配股基準日。 

(四)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以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致股東配股率發生

變動而須修正時，擬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五)以上增資相關事宜如經主管機關核定修正或為因應客觀環境之營運需

要，須予變更時，擬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六)敬請  討論。 

決  議： 

 

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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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佳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第三條 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

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

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

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

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

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

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

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

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

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

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

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

會議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

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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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一七二

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

得不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

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

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

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

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

百字者，該提案不予列入議案；提案

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

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公司解

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五條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

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

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

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

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

議提出。 

 

 

 

 

 

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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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

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

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一七二條之一

第四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

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

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

案、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

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

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

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

與該項議案討論。 

 

配 合 法

令修訂。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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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以下略。 以下略。 

第四條 委託出席股東會及授權 

第一、二項略。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

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

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

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

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委託出席股東會及授權 

第一、二項略。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

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前二

日，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

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

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酌 作 文

字修正。 

第十條 議案討論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股東會議程

由董事會訂定，相關議案（包括臨時

動議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

決，會議時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

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 

第二、三項略。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

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

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

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並

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議案討論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股東會議程

由董事會訂定，會議時應依排定之議

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 

 

 

第二、三項略。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

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

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

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配 合 上

櫃 公 司

採 行 電

子 投 票

修訂。 

第十三條 第一項略。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

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

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

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

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

之修正，視為棄權。 

第三項略。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

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

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

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

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

第一項略。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

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

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

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

權。 

第三項略。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

東會開會前二日以與行使表決權相

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

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

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

配 合 上

櫃 公 司

採 行 電

子 投 票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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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

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

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

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

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

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

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

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

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

資訊觀測站。 

第六、七項略。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

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

計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

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

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

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

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

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由主席或

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

總數後，由股東進行投票表決。 

 

 

 

第六、七項略。 

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之，表決

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紀錄。 

 

第十五條 會議記錄及簽署事項 

第一、二項略。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

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

過之要領及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

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應揭露

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

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會議記錄及簽署事項 

第一、二項略。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

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

過之要領及結果記載之，在本公司存

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配 合 法

令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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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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