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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附件三

附件六

時間：中華民國一○七年六月十三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正。 
地點：新竹市埔頂路19號9樓(本公司9樓會議室)。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理人所代表之股數計40,244,761股，佔本公司已

發行股份總數63,575,121股之63.30%。 
列席：陳勁卓董事、劉復漢董事、劉錦龍監察人、勤業眾信聯合會計師事

務所黃裕峰會計師、益思科技法律事務所劉承慶律師、林榆桑財務
長 

 
主席：董事長余維斌                        記錄：田翠芬  
 
壹、宣佈開會：出席股東及股東代理人所代表之股數已達法定數額，依法
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略） 
叁、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壹佰零陸年度營業報告，請參閱【附件一】。 
二、監察人審查壹佰零陸年度決算表冊報告，請參閱【附件二】。 
三、壹佰零陸年度員工及董監酬勞分配情形報告，請參閱【附件三

】。 
四、修訂「董事會議事規則」作業程序案，請參閱【附件四】。 
五、本公司發行國內第五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執行情形報告，請參

閱【附件五】。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壹佰零陸年度決算表冊案，提請 承認。 
說明：1、本公司壹佰零陸年度財務報表（含資產負債表、綜合損益

表、權益變動表及現金流量表等），經本公司107年3月21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並業經勤業眾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葉
東煇會計師及蔡美貞會計師查核完竣併同營業報告書送交
監察人查核完竣，依法提請 承認。 

2、會計師查核報告及壹佰零陸年度財務報表請參閱【附件六
】。 

決議：經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數：38,128,533權，佔表決總權數
95.15%(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8,299,681權)，反對
權數：5,614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5,614權)，
無效權數：0權，電子投票棄權權數/未投票權數：1,936,434
權，本案依董事會所提議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壹佰零陸年度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說明：1、本公司壹佰零陸年度稅後純益計新台幣190,690,584元，

擬具盈餘分配表提請 議決後，並提報股東會承認。  
2、本盈餘分配案如嗣後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股轉讓或註

銷、可轉換公司債及員工認股權憑證轉換普通股等影響流
通在外股份數量，致股東配息率因此發生變動者，擬請股
東會授權董事會辦理相關調整事宜。 

3、本案俟本次股東常會通過後，擬授權董事會訂定配息基準
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4、配發現金股利不足壹元之畸零股款合計數授權董事長處理。 
5、盈餘分配表請參閱【附件七】。 

決議：經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數：37,590,086權，佔表決總權數
93.80%(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8,299,682權)，反對
權數：5,614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5,614權)，
無效權數：0權，電子投票棄權權數/未投票權數：2,474,881
權，本案依董事會所提議案照案通過。 

伍、討論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提請 討論，提請 討論。 
說明：1、為配合公司實際需要及相關法令規範，擬修訂『公司章程

』部份條文。 
2、『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八】。 

決議：經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數：38,128,518權，佔表決總權數
95.15%(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8,299,666權)，反對
權數：5,632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5,632權)，
無效權數：0權，電子投票棄權權數/未投票權數：1,936,431
權，本案依董事會所提議案照案通過。 

陸、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董事監察人選舉案，提請 選舉。 
說明：1.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任期於107年6月10日屆滿，依公司

章程規定，應選董事七席，含獨立董事二席，及監察人三
席，提請股東會全面改選。 

2.新任董事及監察人自選任後即予就任，任期三年，自107年
6月13日起至110年6月12日止，舊任董事及監察人於新任
董事及監察人當選日起卸任。 

3、檢附獨立董事侯選人名單請參閱【附件九】。 
 選舉結果：新任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當選身份 
戶號或身份

證字號 
姓名 當選權數(含電子方式)

董事 191 
漢勝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余維斌 
48,217,916權 

董事 14 杜忠哲 43,692,300權 
董事 43169 劉復漢 43,692,300權 

董事 193 
慧龍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勁卓 

42,777,340權 

董事 34205 
凱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陽光 
42,777,340權 

獨立董事 F12162xxxx 王志鴻 10,280,209權 
獨立董事 H10177xxxx 洪文明 10,226,394權 
監察人 13 杜青峰 31,307,684權 
監察人 307 劉錦龍 31,306,121權 
監察人 306 管康彥 31,303,121權 

柒、其他議案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提請 討論。 
說明：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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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許可。 

2、本公司選任董事，若兼任與本公司所營事業範圍相同者，
為配合實際需要，在無損及公司之利益之下，擬同意解除
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3、如法人董事因業務需求，法人代表人當選時，亦併此解除
該法人董事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現任董事新增競業禁止限制範圍之明
細如下： 

職稱 姓名 解除競業禁止範圍之公司 所擔任之職務 

董事 余維斌

標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宜特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董事長) 

創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宜特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董事長) 

高博思股份有限公司 
宜特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董事) 

創銷股份有限公司 
高博思(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董事) 

環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品文(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董事長) 

易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品文(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董事長) 

方城記數位影像股份 
有限公司 

品文(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董事長) 

董事 陳勁卓

標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宜特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董事) 

創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宜特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董事) 

德凱宜特股份有限公司 
宜特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董事) 

環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品文(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董事) 

董事 杜忠哲
宜特(上海)檢測技術有限 
公司 

宜特科技(昆山)電子有限公司法人
董事代表人(董事) 

董事 劉復漢

高博思股份有限公司 
宜特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董事) 

創銷股份有限公司 
高博思(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董事) 

雙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獨立董事 
賀田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獨立
董事

王志鴻

穎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穎台投資控股(股)公司法人董事代
表人(董事) 

穎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穎台投資控股(股)公司法人董事代
表人(董事) 

穎台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穎台投資控股(股)公司法人董事代
表人(董事) 

哲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穎華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董事) 

謝謝你好朋友股份有限公
司 

億宣投資(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董事) 

台灣新磐股份有限公司 
薩摩亞商SING PEN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CO., LTD.法人董事代
表人(董事長) 

高祐精化股份有限公司 
億宣投資(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董事長) 

蘇州友宏科技有限公司 
新磐薩摩亞商SING PEN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CO., 
LTD.法人董事代表人(董事長) 

蘇州新磐塑膠科技有限公
司 

新磐薩摩亞商SING PEN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CO., 
LTD.法人董事代表人(董事長) 

上海新磐塑化科技有限公
司 

新磐薩摩亞商SING PEN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CO., 
LTD.法人董事代表人(董事長) 

Wavelock Holdings Co., 
Ltd.(日本) 

穎台投資控股(股)公司法人董事代
表人(董事) 

Sing Pen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Co., 
Ltd.(Anguilla) 

董事 

Polymer Asia 
Investment Limited 

董事 

E-Shap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Limited. 

董事 

Sky Grant Enterprises 
Limited 

董事 

決議：經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數：35,038,587權，佔表決總權數
87.44%(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5,209,735權)，反對
權數：337,679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337,679權
)，無效權數：0權，電子投票棄權權數/未投票權數：
4,694,315權，本案依董事會所提議案照案通過。 

捌、臨時動議：無 
玖、散會：主席宣佈散會(散會時間一○七年六月十三日上午九時二十六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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