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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一○三年第二次董事會議事錄 

時    間：民國一○三年三月二十六日上午十點整 

地  點：本公司會議室 
出  席：宋勝泰、池文增、袁祝泰(獨立董事)、張明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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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成全會計師 

財會部楊麗菊協理、稽核室黃國軒主任 

主  席：宋勝泰                                               記   錄：王慧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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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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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年度決算表冊業經編製，謹提請 決議。 

說  明：本公司102年度各項決算表冊：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業已編

製完成，請詳【附件一】。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02 年度盈餘分配表業經編製，謹提請  決議。 
說  明：依本公司章程第 25條規定，擬造具本公司 102 年度盈餘分配表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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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一○二年度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金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採用 TIFRS調整數 
    首次採用 TIFRS提列特別盈餘公積

調整後期初未分配盈餘 
精算(損)益列入保留盈餘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本期淨利 
提列 10%法定盈餘公積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分配項目：(註 3) 

股東股票紅利 
股東現金紅利 
 

期末未分配盈餘 

 

12,529,302 
(15,449,463) 

 
 
 
 

 
 
 

 
0 

(38,767,203) 

 

110,138,491

 

107,218,330

(1,469,613)
105,748,717
54,308,743

(5,430,874)
154,626,586

115,859,383

備註：1.分派總數= 43,936,163 

   董監事酬勞約 2% = 861,493 

   員工紅利約 10% (採發放現金) = 4,307,467 

      股東現金紅利 = 38,767,203 

2.股東現金股利每股配發 0.5元，現金股利元以下捨去，嗣後如因股本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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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年度盈餘分配係優先分配最近年度。 

4.本公司擬議配發 102 年度員工紅利及董監酬勞之分配總金額與 102 年度

認列費用帳列金額並無差異。 

 

董事長：宋勝泰     經理人：宋勝泰     會計主管：楊麗菊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異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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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102年度內部控制制度聲明書，謹提請 決議。 

說  明：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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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部分條文案，謹提請  決議。 
說  明：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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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監察人改選案，謹提請  決議。 
說  明：一、本屆(第五屆)董事、監察人任期於 103 年 6月 23日屆滿，為配合 103 年

股東常會辦理屆期改選，本屆董事、監察人擬就任至股東常會完成第六屆

董事、監察人選任為止。 
二、第六屆董事 7人(含獨立董事 2人，採候選人提名制度)、監察人 3人，任

期 3 年，自 103 年 6月 24日至 106 年 6月 23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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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回本公司股份轉讓予員工案，謹提請  決議。 

說  明：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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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行授信額度續約案，謹提請  決議。 
說  明：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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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行授信額度續約案，謹提請  決議。 
說  明: 略。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異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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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案 (董事會提) 
案  由：為子公司背書保證案，謹提請  決議。 
說  明：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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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召開本公司 103 年股東常會，謹提請  決議。 

說  明：一、本公司 103 年股東常會擬訂於 103 年 6月 24日（星期二）上午 9時整，

假本公司樹林廠（新北市樹林區樹潭街五號）召開。 

               二、股東會議程如下:  

                   (一)報告事項: 

1. 102 年度營業狀況報告 

2. 監察人查核 102 年度決算報告 

3. 本公司庫藏股執行情形報告 

4. 訂定本公司「買回公司股份轉讓員工辦法」報告 

                   (二)承認事項: 

1. 102 年度決算表冊 

2. 102 年度盈餘分配案 

                   (三)討論及選舉事項: 

1.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部份條文案 
2.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改選案 
3.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四)臨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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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理 103 年股東常會股東提案及獨立董事候選人提名事宜，謹提請  決議。 
說  明：依據公司法第 172條之 1、第 192條之 1規定，本次股東會受理提案及獨立董

事候選人提名相關事宜如下： 
一、受理期間：中華民國 103 年 4月 18日起至 103 年 4月 28日止受理， 依

規定註明股東戶名、戶號（或身分證統一編號）及聯絡地址，

於 103 年 4月 28日下午五時前【郵寄者請於信封上加註『股
東會提案函件』或『獨立董事候選人提名函件』字樣及以掛號

函件】寄達或送達受理提案處所。 
二、獨立董事應選名額：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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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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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受理方式：依本公司提案單及獨立董事候選人收件單書面申請，格式詳如

【附件八】。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十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提請通過董事會提名暨審查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謹提請  決議。 
說  明：一、本公司將於中華民國 103 年 6月 24日股東常會改選獨立董事 2席，董事

會擬提名候選人之名單及相關資料如下:  

 
項目 姓名 持有股數 
獨立董事候選人 張明峰 0 
獨立董事候選人 董清銓 0 

            
以上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皆依公司法第 192條之 1相關規定辦理，並符合

無公司法第 30 條之消極資格及獨立董事設置及應遵行事項辦法之專業性

資格、獨立性之認定及兼職限制。 

 
二、略。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董事張明峰、獨立董事董清銓先生因利益迴避，未

參與討論及表決)無異議照案通過。 

 

參、臨時動議 : 無 

肆、其他應記載事項：無 

 

散會 

主席: 宋勝泰                                            記錄: 王慧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