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擬自 93 年度之盈餘中提撥 78,690,000 元為股東股利，其中 39,345,000 元為股票股利，計 3,934,500 股轉增資配股，每股面額

新台幣 10 元，按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股東持股比例，每仟股無償配發 150 股。 100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10 號 11 樓           3.上述股東紅利轉增資分配不滿一股之畸零股，得由股東自行拼湊成一股並於停止過戶五日內辦理併湊整股之登記，尚有剩之

畸零股按股票面額折付現金（至元為止），其所剩餘股份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認購。 至寶電腦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人 
4.本次發行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原有股份相同。 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5.本案俟股東會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權基準日分配之。 

電話：（02）2382-6789（服務專線）  6.依公司法第一六五條規定，自九十四年四月十八日至九十四年六月十六日為停止股票過戶期間。 
辦理時間：週一∼週五上午8：30∼中午12：00下午1：30∼4：00 

7.以上增資相關事宜，如因事實需要或經主管機關審核必須變更時，擬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決  議：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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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 刷 品  案  由：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提請  核議。 

說  明：為配合公司經營管理需要，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訂前後之對照表請詳議事手冊 P.19~P.20。 

 決  議：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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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股利政策」案，提請  核議。 
說  明：為配合公司經營管理需要，擬修訂「股利政策」部分條文，修訂前後之對照表請詳。 

 至寶電腦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利政策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內容 

為因應整體環境發展及產業成長特性，且由於本公司正處於成長期，在業務擴

充階段對資金需求較為殷切，因此公司股利政策以優先滿足未來營運發展需求

及健全財務結構為原則，視投資資金需求及對每股盈餘之稀釋程度，適度採股

票股利及現金股利發放，股票股利之發放比例不得超過百分之七十，現金股利

之發放比例則以不低於百分之三十為原則。前項所列股利發放額度僅供參考，

本公司得依當年度實際營運狀況，並考量次一年度之資本預算規劃，決定最適

股利政策。 

第二條  內容 
為因應整體環境發展及產業成長特性，且由於本公司正處於成長期，在

業務擴充階段對資金需求較為殷切，因此公司股利政策以優先滿足未來

營運發展需求及健全財務結構為原則，視投資資金需求及對每股盈餘之

稀釋程度，適度採股票股利及現金股利發放，現金股利之發放比例，不

得超過百分之五十。前項所列股利發放額度僅供參考，本公司得依當年

度實際營運狀況，並考量次一年度之資本預算規劃，決定最適股利政策。

因應主管機關之要

求，並考量公司發展

之成長性，具體明訂

股票股利與現金股利

發放比例。 

第三條  實施與修訂 
3.2 修訂日期 

本辦法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六日。 

第三條  實施與修訂 
3.2 修訂日期 

本辦法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內容變動。 

 
股東 台啟 

 

 至寶電腦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九十四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董事會提） 時  間：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六日 上午九時整 
案  由：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核議。 地    點：台北縣新店市民族路 7 號 5 樓 
說  明：為配合公司經營管理需要及推行公司治理制度，擬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前後之對照表請詳。 出  席：出席股東所持股數：15,048,088 股，出席股數佔全部已發行股數：57.37%。 

至寶電腦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主  席：董事長周青麟  記錄：林儀青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宣佈開會：出席股東代表股數已達法定數，主席宣佈本會議開始。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廿四條： 
董事會為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得設置「審計委員

會」，由一名以上獨立董事參與，並由獨立董事擔任召集人。

開會時宜邀請獨立監察人列席。 
前項之獨立董事應至少有一名具有會計或財務專業背景。

 本條新增。 

第廿五條∼第廿七條：略。 第廿四條∼第廿六條：略。 僅條號變動，內容不變。 
第廿八條： 

本公司處於企業成長階段，股利政策係考量公司之投資資金

需求，財務結構及盈餘等情形，由董事會擬定盈餘分配案，

經股東會同意辦理。本公司考量平衡穩定股利政策，並將視

投資資金需求及對每股盈餘之稀釋程度，適度採股票股利及

現金股利發放，股票股利之發放比例不得超過百分之七十，

現金股利之發放比例則以不低於百分之三十為原則。前項所

列股利發放額度僅供參考，本公司得依當年度實際營運狀

況，並考量次一年度之資本預算規劃，決定最適股利政策。

第廿七條： 
本公司處於企業成長階段，股利政策係考量公司之投資

資金需求，財務結構及盈餘等情形，由董事會擬定盈餘

分配案，經股東會同意辦理。本公司考量平衡穩定股利

政策，並將視投資資金需求及對每股盈餘之稀釋程度，

適度採股票股利及現金股利發放，現金股利之發放比

例，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前項所列股利發放額度僅供

參考，本公司得依當年度實際營運狀況，並考量次一年

度之資本預算規劃，決定最適股利政策。 

配合股利政策之修訂。 

第廿九條：略 第廿八條：略 僅條號變動，內容不變。 
第三十條：  

訂立日期至第十次修正日期：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六日。 

第廿九條：  
訂立日期至第十次修正日期：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內容變動。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一) 九十三年度營業報告書【略】。 
(二) 監察人審查九十三年度決算報告【請詳附件】。 

參、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九十三年度決算表冊案，提請 承認。 

說  明：本公司九十三年度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陳杰忠、林谷同會計師查

核竣事，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監察人審查完竣，謹提請  承認。上述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之內容請詳【請詳附

件】。 
決  議：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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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本公司九十三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至寶電腦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九十三年度 
項目 小計 金額 備註 

期初未分配盈餘 ＄1,265,916  
 102,904,363  
本期可供分配總額 ＄104,170,279  
  提列 10%法定盈餘公債 10,290,436   
  提列特別盈餘公債 1,293,242  註一 
  員工紅利-8% 7,305,655   
董監事酬勞-0.8% 730,565   

  普通股股東股利-（股票股利 1.5 元/股、現金股利 1.5 元/股） 78,690,000  註二 
分配總額 98,309,898  
期末未分配盈餘 ＄5,860,381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董事會提） 

案  由：「經由第三地轉投資大陸」案，提請  核議。 

說  明：一、依據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91 年 12 月 10 日修訂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指依經濟部投

資審議委員會（以下以簡稱投審會）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規定從事之大陸投資。 
二、本公司於 92 年間經由第三地投資事業 INFOTEX ENTERPRISE LTD.轉投資 LEADING GROUP L.L.C.間接對大陸投資東莞

至寶電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莞至寶）。董事會於 94 年 4 月 26 日決議通過經由第三地增加對東莞至寶之投資案，預計

投入之金額為港幣 550 萬元，依東莞至寶擴展進度分階段投入，提請股東會討論公決，並擬於股東會決議通過後依法向主

管機關提出申請。      註一：依證券交易法第 41 及相關函令規定，就當年度發生之帳列股東權益減項金額，自當年度稅後盈餘與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之特別盈餘公債。 
三、截至 94 年 3 月 31 日止對大陸投資資訊：             本公司於 93 年度新增發生之股東權益減項金額 1,293,242 元。故自 93 年度稅後淨利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債。 

單位：美金仟元；新台幣仟元          註二：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76 條第 4 項第 4 款之規定，上市或上櫃公司員工紅利以現金支付及配發新股依市價計算之合計總額 
高於本期稅後純益之百分之五十，或可分配盈餘（扣除法定盈餘公債、特別盈餘公債及彌補虧損後餘額）之百分之五十。其辦理無償配發新 

大陸被投資公司名稱 主要營業項目 投資方式 累計自台灣匯出赴大陸地區投資金額 依經濟部投審會規定赴大

陸地區投資限額 

東莞至寶電子有限公司 電源供應器及其他電子產品 透過第三地區投資設立公司再

投資大陸公司 
18,270 

(USD 534) 167,771 

股申請案會被證期局退回或不核准。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肆、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九十三年度盈餘暨員工紅利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說  明：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及健全資本結構，擬增資 46,345,000 元，計發行新股 4,634,500 股，其來源等事項分述如下： 伍、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 無  

1.員工紅利 7,305,655 元，其中 7,000,000 元配發員工股票股利，計 700,000 股轉增資發行新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並依

本公司員工紅利辦法分配之。 
陸、散會:  

主席：周 青 麟                 記錄：林儀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