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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19 頁【附件二】。 

2、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第 20~24 頁【附件三】。 

3、本案業經審計委員會審核通過。 

4、本案經董事會通過後，提請 104 年股東常會決議。 

5、敬請 討論。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二、案由：本公司民國一○三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討論。 

        說明： 

1、民國一○三年度盈餘分配表業已編製完竣，請參閱第 25 頁【附件四】。 

2、擬自一○三年度可分配盈餘中提撥現金股利新台幣 141,053,550 元，每

股配發新台幣 5.5 元，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

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3、嗣後若因辦理私募普通股、買回庫藏股或庫藏股轉讓或註銷、可轉換公

司債轉換或員工認股權憑證行使等，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股東配息配

股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4、本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 104 年股東常會決議。俟經股東常會通過

後，授權董事長另訂定除息基準日配發之。 

5、本案業經審計委員會審核通過。 

6、本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提請 104 年股東常會決議。 

7、敬請 討論。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三、案由：本公司民國一○三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提請 核議。 

        說明： 

1、本公司業已遵照「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 24 條

之規定，完成一○三年度內部控制自我檢查作業，擬依其結果出具表示

本公司內部控制之設計及執行均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請參閱

第 26 頁【附件五】。 

2、本案業經審計委員會審核通過。 

3、敬請 核議。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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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由：擬修訂『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1、為配合公司實際需要，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修訂前後

條文對照表，請參閱第 27~28 頁【附件六】。 

2、本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提請 104 年股東常會決議。 

3、提請 討論。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五、案由：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1、為強化公司治理，保障股東權益，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

份條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第 29~30 頁【附件七】。 

2、本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提請 104 年股東常會決議。 

3、提請 討論。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六、案由：擬修訂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部份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1、為落實公司治理及健全各項機制，擬修訂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部份

條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第 31 頁【附件八】。 

2、本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提請 104 年股東常會報告。 

3、提請 討論。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七、案由：擬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部份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1、為落實公司治理及健全各項機制，擬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

行為指南』部份條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第 32~39 頁【附件

九】。 

2、本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提請 104 年股東常會報告。 

3、提請 討論。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八、案由：擬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份條文，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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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1、為配合修訂公司章程及落實公司治理，擬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

部份條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第 40 頁【附件十】。 

2、本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提請 104 年股東常會決議。 

3、提請 討論。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九、案由：全面改選本公司第六屆董事 (含獨立董事三席)，提請 討論。 

        說明： 

1、本公司第五屆董事任期將於民國 104 年 12 月 3 日屆滿，故擬於本年度

股東常會全面改選。 

2、依公司章程第十四之一條規定，選舉獨立董事時，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3、為配合公司實際營運需要，全體新任董事於選任後即刻就任，任期自民

國 104 年 6 月 8 日起至民國 107 年 6 月 7 日止，任期三年。 

4、提請 討論。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十、案由：提名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提請 討論。 

        說明： 

1、依公司法第一九二條之一及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

法第五條規定辦理。 

2、本次董事會擬提名獨立董事候選人之名單及相關資料如下： 

序

號 

戶號/ 

身分證字號 
姓名 主要學歷 主要經歷 現職 

持有 

股數 

1 A121547983 祝友軍 
國立清華大學動

力機械工程學系 

敏德企業(股)公司開發部

經理 

精孙聯國際(股)公司開發

部經理 

精孙聯國際(股)公司總經

理 

精聯孙聯國際(股)公司董

事 

精展國際(股)公司監察人 

0 股 

2 F122197008 王國強 

國立中興大學會

計系 

國立交通大學高

階管理學碩士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審計員 

大豐有線電視(股)公司董

事長室特助、稽核主管、

代理總經理兼發言人 

台灣數位寬頻有線電視

(股)公司總經理兼發言人 

中化合成生技(股)公司獨

立董事、薪酬委員會召集

人 

翔名科技(股)公司獨立董

事、薪酬委員會委員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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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4 廖聰賢 
台灣科技大學管

理研究所 

震旦行電子零件事業部

主管 

夏普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理 
15,000 股 

3、敬請 討論。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十一、案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明： 

  1、依公司法第 209 條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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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公司新任董事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

公司並擔任董事或經理人之行為，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之前提下，擬

解除新任董事之競業禁止。 

  3、本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提請 104 年股東常會決議。 

  4、敬請 討論。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十二、案由：訂定本公司一○四年股東常會開會日期、時間、地點及議案，敬請 討論。 

          說明： 

  1、本公司依法召開一○四年股東常會，擬訂於 104 年 6 月 8 日(星期一)

上午九時整於本公司大會議室召開。(地址：台北市內湖區行愛路 78

巷 28 號 5 樓之 3)。 

  2、股東常會會議召集事由： 

    (一)報告事項： 

    (1)一○三年度營業概況報告。 

    (2)一○三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3)修訂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孚則』報告。 

    (4)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孚則』報告。 

    (5)修訂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報告。 

    (6)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報告。 

   (二)承認事項： 

    (1)承認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2)承認一○三年度盈餘分配案。 

    (三)討論及選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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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2)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案。 

    (3)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份條文案。 

    (4)全面改選本公司第六屆董事(含獨立董事三席)案。 

    (5)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四)臨時動議 

  3、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期間：104 年 4 月 10 日至 104 年 6 月 8 日。最後過

戶日為 104 年 4 月 9 日。 

  4、敬請 討論。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十三、案由：訂定受理持股百分之一以上股東提案相關事宜，提請  討論。 

          說明： 

  1、依據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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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提案限一項並以三百字為限，提案超過一項或三百字者，均不列入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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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有下列情事之一，股東所提議案，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1)該議案非股東會所得決議者。 

   (2)提案股東於停止過戶日時，持股未達百分之一者。 

    (3)該議案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者。 

  4、本公司自民國 104 年 4 月 1 日起至 104 年 4 月 10 日上午九時至下午

五時止，受理股東提案申請，受理提案處所為實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行愛路 78 巷 28 號 5 樓之 5)。 

  5、本公司將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

於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 

  6、敬請 討論。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二時十六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