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七年第二次董事會議事錄 

時    間：民國九十七年三月十四日上午十點正 

地  點：本公司會議室 
出  席：宋勝泰、李同德、陳嘉華、饒增富、張明峰、袁祝泰(獨立董事)、董清銓(獨立董事) 
缺    席： 
列  席：監察人  宋淑貞、姚德彰、鍾碧秀         

勤業眾信 方小萍會計師、虞成全會計師 
財會部楊麗菊經理、管理部顏淑芬經理、稽核室陳明政主任 

主  席：宋勝泰                                               記   錄：顏淑芬 

 
壹、 報告承認事項 
 
一、 上次會議記錄及執行情形：無。 
 
二、 重要財務業務報告：無。 

 
三、 內部稽核業務報告：本公司稽核執行報告。 

 
董清銓(獨立董事)建議：對於內控疏失部份，公司應建立明確之懲處管理辦法，並且貫徹落 
實。 

 
四、 其他重要報告事項：無。 

 
貳、討論事項 
 
一、上次會議保留之討論事項：無。 

 
二、本次會議討論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九十六年度決算表冊業經編製，謹提請  核議。 
說 明：(一)擬造具本公司九十六年度各項決算表冊：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詳附件一】(含

合併財務報表)。 
(二)前項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方小萍會計師及虞成全會計師查核簽 
證竣事。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異議照案通過。 
鍾碧秀(具獨立職能監察人)建議：公司對於營收獲利實際達成狀況，應有詳盡分析說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九十六年度盈餘分配表業經編製，謹提請 核議。 

說 明：依本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條規定，擬造具本公司九十六年度盈餘分配表如附： 

 

 

 



 

 
 

泰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六年度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金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加：本期稅後純益 
本期可分配盈餘 
 
盈餘分配項目： 
減：提列法定盈餘公積 
董監事酬勞 3% 
員工紅利 10% (註一) 
股東現金紅利（註二） 
 

期末未分配盈餘 

$45,822,291
$99,893,064

9,989,302
2,697,112
8,990,372

79,151,328

 
 

$145,715,355 
 
 
 
 
 
 

100,828,114
  $44,887,241 

註一：員工紅利採發放現金 

註二：股東現金股利每股配發 1.26元，現金股利元以下捨去，且餘現金股利金額，轉

入泰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職工福利委員會；俟後如因股本變動以致影響流通在外

股數，而使股東配息率因此發生變動需修正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調整之；

股東股息紅利視股東會決議後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息基準日配發之。。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董事、監察人改選案，謹提請  核議。 
說  明：本公司董事、監察人任期於 97 年 5月 30日屆滿，為配合實際業務需要，擬全面改 

選董事、監察人，董事 7人(含獨立董事 2人，採候選人提名制度)、監察人 3人。 
新任董事、監察人任期：自 97 年 6月 27日至 100 年 5月 30日止。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章程案，謹提請  核議。 
說  明：為配合公司法修正暨實務考量，擬修訂本公司章程部份條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請詳【附件二】。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部分條文案，謹提請 核議。 
說  明：配合公開發行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及公司實際需要，擬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

範，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三】。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六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為董事、監察人及重要職員投保責任保險規劃案，謹提請 核議。   
說 明：依據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發布之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規定辦理，為降 

低並分散董事、監察人及重要職員因處理公司相關業務行為而造成損害之風險，得 
為董事、監察人及重要職員購買責任保險，投保金額為美金 5,000,000元以內。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辦理本公司股票上櫃前，現金增資發行新股供上櫃掛牌前公開承銷案，謹提請 核 

議。   

說 明：(一)本公司股票初次上櫃申請案，業於 97 年 1月 14日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櫃檯買賣

中心審議委員會通過，並於 97 年 1月 25日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櫃檯買賣中心董

事會通過。 

(二)本次現金增資發行新股新台幣 83,900,000元，分為 8,390,000股，每股面額 10

元，均為普通股。除依法保留約 15%計 1,258,000 股供員工認購外，其餘計

7,132,000股依證券交易法第28條之一規定及相關規定申請初次上櫃承銷新制度

規定，由原有股東放棄認購以供全數提撥公開承銷，不受公司法第 267條之限制。

員工放棄或認購不足部分，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足之。對外公開承銷認購不足

部分，擬依「中華民國證券商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行銷售有價證券處理辦法」

規定辦理。 

(三)本次現金增資發行新股之權利義務與原有之股份相同。 

(四)現金增資發行新股後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712,165,140元，分為 71,216,514股，

每股面額 10元，均為普通股。 

(五)本次現金增資之計畫內容如下：  

1.資金來源：現金增資發行新股 8,390,000，擬暫定以每股新台幣 25元溢價發行

之，計劃募集資金新台幣 209,750,000元。 

2.資金用途：購置機器設備。 

3.資金運用之預計進度： 預定於 98 年第 1季完成 

4.預計可能產生效益：本次購置設備主要用於佈建 SMD 3225以下尺寸之石英振 

盪器產品線 2條,及通訊用高階 PECL產品與 Mesa 晶片擴增產量，預計完成

後可逐年增加產銷量。 

(六)現金增資發行新股案呈奉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另召開董事會訂定發行新股相關

日期。 

(七)本案所訂計畫內容、發行價格及其他有關事項，如經主管機關修正或因客觀環境

變更而需修正時，授權董事會全權處理。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八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召開本公司九十七年股東常會，提請  核議。 



說  明：(一)本公司九十七年股東常會擬訂於九十七年六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假本公司樹林廠（台北縣樹林市樹潭街五號）召開。 
               (二)股東會議案如下:  
                  1.報告事項: 

(1) 96 年度營業狀況報告 
(2) 監察人查核 96 年度決算報告 
(3) 修訂【董事會議事規範】 

                  2.承認、討論及選舉事項: 
(1) 96 年度決算表冊 
(2) 96 年度盈餘分派案 
(3) 對中國大陸投資案 
(4)董事、監察人改選案 
(5)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九案(董事會提) 
案  由：受理 97 年股東常會股東提案及獨立董事提名事宜，謹提請  核議。 
說  明：依據公司法第 172條之 1及第 192條之 1規定，本次股東會受理提案及獨立董事

提名相關事宜如下： 
(1)受理期間:中華民國 97 年 4月 23日起至 97 年 5月 2日止 。 
(2)受理地點：泰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台北市中正區博愛路 76號 5 樓】 

                      (3)受理方式：依本公司提案單及獨立董事候選人收件單格式詳如【附件四】書面 
申請。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十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96 年度內部控制制度聲明書，謹提請  核議。 
說  明：本公司 96 年 1月 1日至 96 年 12月 31日之內部控制制度，依據自行檢查的結果，

謹出具內部控制制度聲明書，請詳【附件五】。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十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為本公司之子公司泰藝電子(南京)有限公司於 xxx 銀行之背書保證，背書保證金額

為美金 xxx元以內(等值新台幣 xxx元以內)，謹提請  核議。 
說  明：(一)原為子公司泰藝電子(南京)有限公司於 xxx銀行之背書保證開立擔保信用狀金額

為等值美金 xxx元。現因市場需求增加，泰藝電子(南京)計畫增購生產設備以增
加產能滿足市場需求並提高銷售業績。為協助其取得業務上需要之資金，已向

xxx銀行申請提高背書保證金額 xxx元，使背書保證總金額為美金 xxx元以內(等
值新台幣 xxx元以內)。相關作業程序依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規定辦理。 

(二)有關本公司背書保證情形，請詳【附件六】。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十二案(管理部提)  



案 由：本公司擬就董事長執行業務，按月定額給付報酬，謹提請 核議。 
說 明：因集團營運治理及拓展業務需要，董事長執行業務擬按月定額給付新台幣 xxx 

元內之報酬。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異議照案通過(董事長除外)。 

 
第十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股票初次上櫃集保規劃及上櫃過額配售協議案，謹提請 核議。   

說 明：(一)為配合本公司初次申請股票上櫃，相關人員應行將股票提交主管機關核准設立之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理集中保管，使同意其股票上櫃。股票集保分為強制性集保

及自願性集保： 

     1.強制性集保： 

      (1)應集保人員：董事、監察人及持股超過已發行股份總額百分之十股東。 

       (2)應集保股數：應集保人員持有股數應全數集保，其公司股份總額超過三千萬

股至一億股以下者，三仟萬股以下應提交百分之二十五，超過三仟萬股部

份，應提交股份總額百分之二十，如應集保人員持有股數未達比率，應協調

其他股東補足。 

      (3)集保期限：屆滿六個月後始得領回二分之一；其餘股票部份，屆滿一年後將

得全數領回。 

2.自願性集保： 

(1)應集保人員：董事、監察人及持股超過已發行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之股東等之

配偶及其二親等親屬、本公司經理人本人及其配偶及其二親等親屬、持股百

分之一(含)以上之股東、持股前五十大之股東、申請上櫃時持股五萬股(含)

以上之本公司在職員工及其他基於穩定價格考量承銷商認為有必要之名單。 

(2)應集保股數：申請送件時股份總額超過三仟萬股至一億股以下者，合計應達

百分之八十。 

(3)集保期限：三月。 

3.集保總股數：申請送件時股份總額超過三仟萬股至一億股以下者，應達百分之

八十。 

    (二)公司協調上述人員出具就其所持有之已發行之普通股股票(含掛牌前辦理之無償

配股及現金增資發行新股)於掛牌日起一定期間內，自願送存台灣集中保管結算

所股份有限公司集保並不得賣出之承諾。 

(三)為配合股票初次上櫃，依據「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辦理初次上市(櫃)

案件承銷作業應行注意事項要點」第二條之相關規定，委託主辦承銷商群益證券

股份有限公司辦理穩定價格操作事宜，並簽訂穩定承銷價格機制協議書。 

(四)協調股東就本次申請上櫃，以新股辦理對外承銷數量 15%之額度為上限，提供已

發行普通股股份供主辦承銷商群益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於承銷期間進行過額配售

事宜。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異議照案通過。 
 

參、臨時動議 : 無 



肆、其他應記載事項：無 

主席: 宋勝泰                                            記錄: 顏淑芬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