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欣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同欣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同欣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同欣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股東常會股東常會股東常會股東常會議事錄議事錄議事錄議事錄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中華民國一一○年七月七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整。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108號(尊爵大飯店二館紫雲廳)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出席股東及委託代理出席總股數為 95,773,668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者為83,096,526股)，發行總股數為 178,708,282 股，出席比率為53.59% 。 

列席列席列席列席：：：：副董事長賴錫湖、董事暨總經理呂紹萍、獨立董事林宗聖、董事陳本記(視訊)、

董事陳淑慧(視訊) 、黃嘉麗財務長、簡思娟會計師、陳維鈞律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賴錫湖                                       記錄記錄記錄記錄：：：：譚若嫺  
一一一一、、、、宣佈開會宣佈開會宣佈開會宣佈開會：：：：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 178,708,282 股，截至上午九時正，出席股東及股

東代理之持有股數 95,769,668 股，已超過法定出席股數，主席依法宣

佈開會。 

二二二二、、、、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略) 

 

三三三三、、、、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109年度營運狀況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本公司109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    

案  由：本公司109年度員工、董事酬勞分配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一、依本公司公司章程第 19 條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獲利係指稅前利益

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五為員工

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二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

彌補數額。



二、擬依公司章程規定及 110 年 3 月 11 日薪資報酬委員會提出建議，提撥

員工酬勞新台幣 106,720 仟元、董事酬勞新台幣 38,354 仟元，均以現金

方式發放。 

 

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    

案  由：本公司109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    

    

四四四四、、、、承認事項承認事項承認事項承認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109109109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敬請敬請敬請        承認承認承認承認。。。。    

((((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 109 年度財務報表(含個體及合併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查核簽證竣事，連同營業報告書經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 

 二、上述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及會計師查核報

告，請參閱附件。 

        三、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 

        四、敬請  承認。 

決  議：贊成權數88,430,464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75,757,322權)，反對權

數62,776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62,776權) ，無效權數0權，棄權/

未投票權數7,278,428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7,276,428權) ，出席

股東表決權數95,771,668權，贊成比例權數92.33%，本案經投票表決後照案通

過。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109109109109 年度盈餘分配案年度盈餘分配案年度盈餘分配案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敬請敬請敬請    承認承認承認承認。。。。((((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109年度盈餘分配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擬具分配案，每股

擬配發現金股利5.5元，股東紅利擬配發現金股利新台幣982,895,551元，



本次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 

二、本次現金股利案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無條件捨去，分配未滿

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三、本盈餘分配案業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發

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如嗣後因買回公司股份或買回股份轉讓、轉換及

註銷、員工認股權憑證執行、法令變更、主管機關核示，或為因應其他

客觀環境修正，致影響除息基準日本公司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發

現金比率因此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之。 

        四、敬請  承認。 

決  議：贊成權數88,428,28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75,755,139權)，反對權

數64,982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64,982權) ，無效權數0權，棄權/

未投票權數7,278,405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7,276,405權) ，出席

股東表決權數95,771,668權，贊成比例權數92.33%，本案經投票表決後照案通

過。 

    

五五五五、、、、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修訂本公司修訂本公司修訂本公司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董事選任程序董事選任程序董事選任程序」」」」部分條文部分條文部分條文部分條文案案案案，，，，敬請敬請敬請敬請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    

說  明：一、為配合金管會 2019 年 4 月 25 日發布金管證交字第 1080311451 號令，擬

修改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部分條文。 

   二、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本案補充說明，因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0 年 5 月 20 日公告之「因應

疫情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延期召開相關措施」，公開發行公司自 110 年 5

月 24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一律停止召開股東會，本公司 110 年股東常會經

董事會決議通過延至 110 年 7 月 7 日召開。董事選任程序修訂日期修正為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110 年 7 月 7 日。 



   三、敬請 討論。 

決  議：贊成權數86,607,480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73,934,338權)，反對權

數65,097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65,097權) ，無效權數0權，棄權/

未投票權數9,099,09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9,097,091權) ，出席

股東表決權數95,771,668權，贊成比例權數90.43%，本案經投票表決後照案通

過。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 : : : 修訂本公司修訂本公司修訂本公司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部分條文案部分條文案部分條文案，，，，敬請敬請敬請敬請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

提提提提))))    

說  明：一、為配合本公司實際營運之必要，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分條文。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本案補充說明，因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0 年 5 月 20 日公告之「因應

疫情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延期召開相關措施」，公開發行公司自 110 年 5

月 24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一律停止召開股東會，本公司 110 年股東常會

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延至 110 年 7 月 7 日召開。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修訂日期修正為第十次修訂於民國 110 年 7 月 7 日。 

三、敬請 討論。 

決  議：贊成權數86,608,759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73,935,617權)，反對權

數63,806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63,806權) ，無效權數0權，棄權/

未投票權數9,099,103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9,097,103權) ，出席

股東表決權數95,771,668權，贊成比例權數90.43%，本案經投票表決後照案通

過。 

八八八八、、、、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    

九九九九、、、、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上午 09 點 32 分整。 

(本次股東常會記錄僅載明議事進行要旨，會議進行內容及程序以會議影音記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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