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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 O三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 O三年度盈餘分配案，業經本公司董事會通過，並送請全體

監察人查核完畢，出具書面查核報告書在案。 

(二)本公司盈餘分配表，詳見附件五。  

(三)本次現金股利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數額，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洽特

定人辦理之。 

(四)若遇因買回本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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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者，

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五)本次現金股利分配案俟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擬授權由董事會另訂除息基

準日。 

(六)敬請 承認。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五、討論事項(一)：  

第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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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 公決。 

說  明：(一)配合營運需求，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見附件六。 

(三)提請 公決。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公決。 

說  明：(一)為強化公司治理理念，擬將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二)「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見附件七。 

(三)提請 公決。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分條文案，提請 公決。 

說  明：(一)配合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改採候選人提名制度，修訂「董事及監察人選舉

辦法」。 

(二)「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見附件八。 

(三)提請 公決。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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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第六屆董事、獨立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案。 

說  明：(一)本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於 104 年 6月 12日任期屆滿，依據公司法第一

百九十五條及第二百一十七條之規定，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本次股東常會

改選時。 

(二)本次選舉依公司章程之規定，應選出董事三席、獨立董事二席及監察人

三席，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三)本屆選舉之董事、獨立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自 104 年 6 月 25 日起至 107

年 6 月 24日止。 

(四)本公司章程第十八條之一規定，獨立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獨立董事

候選人名單業經本公司 104年 5月 8日董事會審查通過，茲將相關資料

載明如下： 

獨立董事 

候選人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 

股份 

楊尚憲 私立淡江大學會

計系 

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合

夥會計師 

聯捷會計師事務所合夥會

計師 

誠揚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合

夥會計師 
0 

黃彥博 國立交通大學高

階管理學碩士 

順証電腦有限公司負責人 順發電腦(股)公司董事、

副總經理 

寶雅投資(股)公司負責人 

0 

(五)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38 頁附件十。 

(六)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第六屆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當選名單如下：  

職稱 
戶號 

或身份證字號 
姓名 當選權數 

董事 11 郭嘯華 42,090,857 

董事 96 吳建忠 35,918,139 

董事 6434 
永晴管理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李佳憲 
30,071,618 

獨立董事 A1273***** 楊尚憲 6,060,096 

獨立董事 P1009***** 黃彥博 6,056,555 

監察人 10 石奉先 18,836,165 

監察人 A1202***** 葉樹訓                 18,806,852 

監察人 232 張偉創 18,58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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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討論事項(二)：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解除新任獨立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敬請 討論。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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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公司104年股東常會選任之獨立董事當選人，或有投資或有經營其

他與本公司所營事業項目相同者，為配合事實需要在無損及公司利

益下，爰依法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擬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如下： 

新當選董事 
戶號 

或身份證字號 
解除競業情形 

永晴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佳憲 

6434 

永晴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華金融人員暨投資人協會理事長 

振維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楊尚憲 A1273***** 

誠揚聯合會計師事所合夥會計師 

誠揚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董事 

F-達輝股份有限公司(開曼公司)獨立董事 

巨虹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黃彥博 P1009***** 

順發電腦(股)公司董事、副總經理 

寶雅投資(股)公司負責人 

靈動數碼(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八、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上午九點三十三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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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逸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Ｏ三年度營業報告書 

謝謝各位股東對逸昌科技的支持與愛護。一百零三年度營業收入淨額新台幣 379,731 仟

元，營業毛利 100,930 仟元，毛利率 27%，營業淨利 37,437 仟元，稅前淨利 41,037 仟

元，稅後淨利 36,171 仟元，稅後每股盈餘為 1.02 元，每股淨值為 13.14 元 。 

一、 一百零三年營運報告 

(一) 一百零三年營業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02 年度 103 年度 

增減比例

(%) 

營業收入淨額 385,794  379,731  -1.57 

營業成本 299,168  278,801  -6.81 

營業毛利 86,626  100,930  16.51 

營業費用 72,130  63,493  -11.97 

營業利益 14,496  37,437  158.26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634  3,600  -52.84 

稅前淨利 22,130  41,037  85.44 

本年度淨利 19,403  36,171  86.42 

本年度綜合損益總額 19,102  36,180  89.40 

基本每股盈餘(元) 0.53  1.02  92.45 

(二) 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無公告財務預測，故不適用。 

(三)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 財務收支：                                     

年度 

項目 
102 年度 103 年度 

增減比例

(%) 

財務

結構 

營業收入淨額 385,794  379,731  -1.57 

營業毛利 86,626  100,930  16.51 

本年度綜合損益總額 19,102  36,180  8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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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獲利能力分析： 

 

年度 

項目 
102 年度 103 年度 

增減比例

(%) 

獲利

能力 

資產報酬率(%) 3.46  6.82  97.11 

權益報酬率(%) 4.30  7.93  84.42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

本額比率(%) 
6.07  11.50  89.46 

純益率(%) 5.03  9.53  89.46 

基本每股盈餘(元) 0.53  1.02  92.45 

 

二、一百零三年營業計劃概要及實施成果 

    一百零三年營業收入淨額較一百零二年減少 1.57%，係因主要客戶受到 PC/NB

需求減緩所致。 

本公司營業收入 100%來自於測試收入，其中積體電路測試收入佔營收比重約

82%，晶圓測試收入佔營收比重約 18%；較一百零二年積體電路測試收入比重增加

約 2%，晶圓測試收入比重減少 2%。  

營業成本及費用部份，公司秉持打造精實企業之文化，透過全體員工持續改善

減少浪費之共同努力下，營業成本較一百零二年減少新台幣 20,367仟元，營業費用

較一百零二年減少新台幣 8,637 仟元。 

 

三、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濟環境之影響 

類比 IC 產業競爭激烈，雖然預計 2015 年台灣整體 IC 產業仍會溫和成長，但因

客戶端遭逢大陸類比 IC 設計廠的競爭，成長動能減緩；且全球經濟復甦的背後仍有

許多隱憂，Fed 的升息、歐洲各國存在的信貸危機；中東地區情勢的混亂、油價變

動等變數，以及同業及大陸封測廠間的競爭擠壓，因此本公司將隨時掌握景氣及產

業變化，在客戶的爭取與內部運作效能的提昇上做最佳的安排，讓公司的資源使用

發揮最大的效益。 

四、未來發展策略及展望 

(一) 經營願景： 

1. 打造精實企業。 

2. 追求服務創新。 

3. 重視員工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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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 O三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

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嗣經董事會委任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監察人查核，認

為符合相關法令規定，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 

 

此致 

逸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０四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 

 
 

 
 
 
 
 
 
 

中 華 民 國 一 ０ 四 年 三 月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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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買  回  期   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第七次 

買 回 目 的 
轉讓股份 

予員工 

轉讓股份 

予員工 

轉讓股份 

予員工 

維護公司信

用及股東權

益 

維護公司信

用及股東權

益 

維護公司信

用及股東權

益 

轉讓股份 

予員工 

買 回 期 間 
99/12/30 ~ 
100/02/25 

100/03/25~ 
100/05/24 

100/12/29~ 
101/2/24 

101/10/31~ 
101/12/28 

102/04/29~ 
102/06/28 

102/08/12~ 
102/10/11 

103/11/07~ 

104/01/06 

買 回區 間價格 
每股 

15~30 元 

每股 

13~21 元 

每股 

6~10 元 

每股 

6~12 元 

每股 

7~12 元 

每股 

7~12 元 

每股 

10~14 元 

已買回股份種類

及 數 量 

普通股； 

419,000 股 

普通股； 

387,000 股 

普通股； 

91,000 股 

普通股； 

997,000 股 

普通股； 

2,000,000股 

普通股； 

525,000 股 

普通股； 

107,000 股 

已買回股份金額 
新台幣 

8,040,581元 

新台幣 

7,030,626元 

新台幣 

724,436 元 

新台幣 

8,519,430元 

新台幣 

19,824,663元 

新台幣

5,101,521元 

新台幣

1,485,166元 

已辦理銷除及轉

讓 之股 份數量 
4,419,000股 0 

累積持有本公司

股 份 數 量 
0 107,000 

累積持有本公司

股 份 數 量 占 

已發行股份總數

比 率 （ % ） 

0%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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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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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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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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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逸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依據及理由 

第五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之處理程序 

一、 評估程序：未修改。 

二、作業程序： 

(一) 未修改。 

(二) 未修改。 

(三)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設備時，應依前述核決權限呈

核決後，由使用部門及財務部

負責執行。 

 

第五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程序：未修改。 

二、作業程序： 

(一) 未修改。 

(二) 未修改。 

(三)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設備時，應依前述核決權限

呈核決後，由使用部門及管

理部負責執行。 

配合營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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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逸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依據及理由 

第十八

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採候選人提名

制度由股東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本公司得

於董事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

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用單記

名累積投票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

事、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

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票

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或監察

人，該選舉方法有修正之必要時，除應

依公司法第 172條等規定辦理外，並應

於召集事由中列明該方法之修正對照

表。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由股東會就

有行為能力之人中選任之，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本公司得於董事之

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

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用單記

名累積投票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

董事、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

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

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

或監察人，該選舉方法有修正之必要

時，除應依公司法第 172 條等規定辦

理外，並應於召集事由中列明該方法

之修正對照表。 

為強化公司治理理

念，擬將本公司董事

選舉改採候選人提

名制度。 

第十八

條之一 

本公司公開發行後，於依法令規定、主

管機關要求，得於第十八條所述董事名

額中，設置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

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之五分之一。

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

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導行事

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本公司公開發行後，於法令規定、主

管機關要求，得於第十八條所述董事

名額中，設置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之五分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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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

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導行事

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配合公司章程第十

八條修訂刪除部份

文字。 

第廿四

條 

本公司設監察人一至三人，採候選人提

名制度由股東就監察人候選人名單中

選任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本公

司得於監察人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

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

任保險。 

本公司設監察人一至三人由股東會

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中選任之，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本公司得於監察人

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

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本公司強化公司治

理理念，擬將本公司

監察人選舉改採候

選人提名制度。 

第卅三

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八月

十八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月

十二日。 

…… 
第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Ｏ四年六

月二十五日。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八

月十八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

月十二日。 

……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Ｏ一年

六月十三日。 

增列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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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逸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依據及理由 

第六條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之選舉，均應依照

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

候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為審查董

事、監察人候選人之資格條件、學經歷

背景及有無公司法第三十條所列各款

情事等事項，不得任意增列其他資格條

件之證明文件，並應將審查結果提供股

東參考，俾選出適任之董事、監察人。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公司應

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

達章程所定席次三分之一者，公司應自

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 

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易法第十

四條之二第一項但書、臺灣證券交易所

上市審查準則相關規定或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 10條第 1項各款

不宜上櫃規定之具體認定標準」第 8款

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

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監察人因故解任，致人數不足公司章程

規定者，宜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

但監察人全體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

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 

時會補選之。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舉，均應依照公

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

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獨立董事與

非獨立董事一併進行選舉,而就獨立

董事與非獨立董事分別計算當選名

額。 

配合董事及監察人

皆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故修訂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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