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說 明：(一)本公司 104 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業經本公司董事會會議

通過，並送請全體監察人審查完畢，出具書面審查報告書在案。  

(二)前項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參閱【附件二】、【附件三】及【附

件四】。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承認。 

 

第 二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04 年度盈餘分派案，敬請 承認。 

說 明：(一)本公司 104 年度盈餘分派案，業經本公司 105 年 3 月 3 日董事會

決議通過。  

(二)其中派發股東現金股利新台幣 575,088,495 元。 
(三)本盈餘分派案俟本年度股東常會通過後，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 

會另訂除息基準日，以該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持有股份，

每仟股無償配發現金股利 9,500 元。嗣後若因買回本公司股份或因

員工認股權之行使，而須註銷股份或發行新股，致影響流通在外股

份數量，請授權董事長依本次股東會決議之普通股擬分配盈餘總

額，按配息基準日本公司實際流通在外股份之數量，調整分配比率。 

    (四)本公司 104 年度盈餘分配表，請參閱【附件五】。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承認。                           

 

陸、討論事項二： 

第 一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討論發行限制員工權利新股案，提請 討論。 

說 明：一、本公司為獎勵優秀員工，留住關鍵重要人才，以期共同創造更高

之公司及股東利益，擬依據公司法第 267 條及金融監督管理委員

會發佈之「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等相關規定，

發行 105 年度限制員工權利新股。 

二、本案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年內，一次或分次向主管機關申報辦

理，並自主管機關核准申報生效通知到達之日起一年內為一次或

分次發行，實際發行日期授權由董事長訂定之。 

三、發行總額及發行條件如下： 

(一)發行總額：300,000 股 

(二)發行條件： 

     1.發行價格：本次為無償發行，發行價格每股新台幣 0 元。 



 

     2.既得條件：符合本公司訂定之限制員工權利新股發行辦法 

           所定之年資及年度績效考評標準。 

3.發行股份之種類：本公司普通股。 

4.員工獲配限制型員工權利股票後未達既得條件或發生繼 

  承時之處理方式：依本公司訂定之發行辦法辦理。 

(三)員工資格條件及得獲配之股數： 

1.以限制員工權利新股授與日當日已到職且提供勞務服務 

之本公司全職正式員工為限。 

2.實際被授與員工及可獲得限制員工權利新股之數量，將 

參酌年資、職級、工作績效、整體貢獻、未來貢獻潛力 

其它因素等，並考量公司營運需求及業務發展策略所需 

等由董事長核定後提報董事會同意；惟具經理人身分 

者，應於發行前提報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 

3.單一員工被授予之限制員工權利新股數量，依發行人募 

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規定辦理。 

(四)辦理本次限制員工權利新股之必要理由：為獎勵優秀員工，

留住關鍵重要人才，以期共同創造更高之公司及股東利益。 

(五)可能費用化之金額、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及其他對股東

權益影響事項： 

1.可能費用化金額 

  暫以 105 年 3 月 23 日之收盤價，每股新臺幣 152.5 元計 

算，預估發行後每年分攤之費用化金額對 105 年度、106 

年度及 107 年度之估算分別為 13,725 千元、13,725 千 

元、18,300 千元。 

2.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及其他對股東權益影響事項 

對公司每股盈餘影響情形於 105 年度、106 年度及 107 年

度各約為 0.23 元、0.23 元及 0.3 元。(以 105 年 03 月 23

日本公司已發行股份 60,552,631 股計算)。綜觀前述整體

評估，對本公司未來年度每股盈餘之影響情形尚屬合理。 

四、員工獲配或認購新股後未達既得條件前受限制之權利: 

悉依相關法令及本公司訂定之發行辦法辦理。 

五、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本公司發行之限制員工權利新股，得以股票信託保管方式辦理。 

六、其他應敘明事項： 



 

(一)本公司限制員工權利新股發行辦法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生

效。若於送件審核過程中，因主管機關審核之要求而須作修正

時，授權董事長修訂本辦法，嗣後再提報董事會追認後始得發

行。 

(二)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除法令另有規定外，全權授權董事

會或其授權之人依相關法令修訂或執行之。 

七、以上，提請 討論。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柒、其他議案及臨時動議：無 

 

捌、散會 AM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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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次 原條文 修正條文 修訂理由 

第卅五條 刪除 本公司年度如有獲利，應提撥百分之

二至百分之六為員工酬勞、不高於百

分之四為董事、監察人酬勞，但公司

尚有累積虧損時，應預先保留彌補數

額。 

員工酬勞以股票或現金為之，應由董

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

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之決議行之，並

報告股東會。 

前項員工酬勞發給股票或現金之對

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 

配合 104 年 5 月 20 日

公司法增訂第235條之

1規定 

經濟部 104.6.11 經

商字第

10402413890 號「於

計算員工酬勞時，應

以當年度獲利(即稅

前利益扣除分派員

工、董監事酬勞前之

利益)扣除累積虧損

後，再就餘額計算員

工、董監事酬勞。」
 

第卅六條 本公司每年決算如有盈餘，除依法

提繳所得稅外，應先彌補以往年度

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

積，依主管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

特別盈餘公積。就其餘額連同以前

年度累計未分配盈餘，其餘額全部

或一部分，由董事會擬具分派案依

下列原則送經股東會決議分配之。

一、員工紅利為百分之三至百分之

六。 

二、董事、監察人酬勞為百分之零

點五至百分之四。 

三、餘額為股東紅利。 

本公司屬傳統產業，企業生命週期

正值成熟期，獲利穩定且財務結構

健全，故盈餘之分派，除依公司法

及本公司章程規定外，將視公司資

本規劃及經營成果，決定每年股利

分派方式。惟原則採取股利穩定暨

平衡政策，並於每年股東常會前由

董事會依據經營結果、財務狀況及

資本規劃情形，擬訂盈餘分派方式

(現金股利或股票股利)及金額，其

中現金股利比率不低於股利總額

百分之三十。惟此項股東現金股利

之比率，得視當年度實際獲利及資

金需求狀況，經股東會決議調整

本公司每年決算如有盈餘，除依法提

繳所得稅外，應先彌補以往年度虧

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

但法定盈餘公積累積已達本公司實

收資本額時，得不提列法定盈餘公

積；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

特別盈餘公積。就其餘額加計連同以

前年度累計未分配盈餘後其餘額全

部或一部分，由董事會擬具分派案依

下列原則送經股東會決議分配之。 

一、員工紅利為百分之三至百分之

六。 

二、董事、監察人酬勞為百分之零點

五至百分之四。 

三、餘額為股東紅利。 

本公司屬傳統產業，企業生命週期正

值成熟期，獲利穩定且財務結構健

全，故盈餘之分派，除依公司法及本

公司章程規定外，將視公司資本規劃

及經營成果，決定每年股利分派方

式。惟原則採取股利穩定暨平衡政

策，並於每年股東常會前由董事會依

據經營結果、財務狀況及資本規劃情

形，擬訂盈餘分派方式(現金股利或

股票股利)及金額，其中現金股利比

率不低於股利總額百分之三十。惟此

項股東現金股利之比率，得視當年度

配合 104 年 5 月 20 日修

正公司法第 235 條。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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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條文 修正條文 修訂理由 

之。 實際獲利及資金需求狀況，經股東會

決議調整之。 

第卅九條 本章程訂立於民國六十三年十二月十一

日。 

第 一 次修正於民國六十五年十二月二

十日。 

第 二 次修正於民國六十六年九月廿七

日。 

第 三 次修正於民國六十七年六月二十

日。 

第 四 次修正於民國七十年一月十日。

第 五 次修正於民國七十年十一月二日。

第 六 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一年九月十四

日。 

第 七 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二年九月五日。

第 八 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二年十月廿一

日。 

第 九 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三年一月五日。

第 十 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年七月十六

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年十月八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年五月廿五

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年二月二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年十一月十五

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年一月六日。

第十六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年六月廿五

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年十二月三

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年五月十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六年七月九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年六月十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年六月十

六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年六月二

十八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年六月十

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年六月十

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年六月二

十九日。 

第二十六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年六月二

十九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年六月

三十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年六月

十四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六年三月九

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六年六月十三

本章程訂立於民國六十三年十二月十一日。 

第 一 次修正於民國六十五年十二月二十

日。 

第 二 次修正於民國六十六年九月廿七日。 

第 三 次修正於民國六十七年六月二十日。 

第 四 次修正於民國七十年一月十日。 

第 五 次修正於民國七十年十一月二日。 

第 六 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一年九月十四日。 

第 七 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二年九月五日。 

第 八 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二年十月廿一日。 

第 九 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三年一月五日。 

第 十 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年七月十六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年十月八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年五月廿五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年二月二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年十一月十五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年一月六日。 

第十六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年六月廿五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年十二月三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年五月十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六年七月九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年六月十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年六月十六

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年六月二十八

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年六月十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年六月十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年六月二十九

日。 

第二十六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年六月二十九

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年六月三十

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年六月十四

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六年三月九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六年六月十三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年六月十三

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年六月十九

日。 

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百年六月十五日。 

第三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一年六月二十七

日。 

第三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二年六月十一

日。 

第三十六次修正於民國一○三年六月二十

日。 

第三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五年六月十五

日。 

新增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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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條文 修正條文 修訂理由 
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年六月十

三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年六月十

九日。 

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百年六月十五

日。 

第三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一年六月二

十七日。 

第三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二年六月十

一日。 

第三十六次修正於民國一○三年六月二

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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