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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開會議程 
 

倍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七年股東常會會議議程 
 

開會時間：一○七年六月五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整。 

開會地點：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236號福容大飯店台北二館 

開會程序： 

壹、會議開始(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 

參、報告事項： 

(一).106 年度營業報告。 

(二).監察人審查 106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三).106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況報告案。 

(四).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 

 

肆、承認事項： 

(一).106 年度決算表冊案。 

(二).106 年度盈餘分配案。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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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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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    目 105 年度 106 年度 

資產報酬率﹪ 1.52% 1.40% 

股東權益報酬率﹪ 2.08% 1.94% 

占實收資本

比率﹪ 
營業利益 1.16% 0.92% 
稅前純益 3.00% 3.11% 

純益率﹪ 1.09% 0.89% 
每股盈餘（當期） 0.36 0.33 
每股盈餘（追溯後） 0.35 0.33 

 
註 1：上列係合併財務數字。 
註 2：106 年度盈餘分配尚待股東常會決議分配。 
 

 
 (三)、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設有軟、硬體開發及研究發展部門，進行軟硬體產品的開發設計及測試，協

助客戶排除應用上所產生的問題強化產品之整合，有效擴大本公司產品的應用層面。 
最近三年度研發費用列示如下: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一○四年  一○五年  一○六年 
研究發展費用 39,368 37,172 40,652 
占營業收入比例 1.76% 1.58% 1.50% 

註：上列係合併財務數字 
 
 
二、一○七年度預期銷售數量及依據 

本次預測係由本公司業務單位參酌產品市場之需求景氣、客戶營運狀況及實際接單情

形估列之，預期年度銷售數量為 144,198,401 PCS。今年將更積極擴展工業電腦衍伸應用、

智能家庭及非標準無線應用產品、消費性電子、安全監控、車用電子及健康照護等應用產

品市場。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本公司所代理產品經全體同仁努力，目前在數位家電、健康照護、車用電子、行動裝

置、戶外休閒及安全監控等應用產品市場，皆有不錯成績展現。未來面對全球化競爭及科

技產業結構轉型的挑戰，公司已具備好面臨挑戰的能力以及經驗，將有助於營運漸入佳境。 

此外在產品代理發展上，將持續開發策略合作夥伴，爭取更多不同性質的客戶及供應

商，並提供整合性的資源及服務以提升公司績效。 

在未來營運策略方面，公司除持續強化產品廣度和深度外，將更積極鎖定毛利率較高

的市場以及技術門檻較高的產品銷售，追求公司獲利穩健成長。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就外部競爭環境而言，過去台灣半導體零組件通路商的營收多來自於電腦與周邊應用

產業，通路商普遍面臨擴展營運資金短缺、原廠代理線的更迭以及產品過度集中化等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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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此風險,本公司一向採取嚴謹管控進銷存來避免營運資金的短缺，維持公司高現金水位

來應對多變的科技產業。 

近年來本公司也積極投入工業電腦衍伸應用、智能家庭及非標準無線應用產品、健康

醫療照護、車用電子、行動電子裝置、戶外休閒及安全監控等應用產品市場，期望今年有

更好的成績表現。而在產品線代理部分，本公司設有市場開發處，負責洽談具有潛力及未

來性產品，以擴充公司代理線，讓公司經營更多元化。 

以製造出口為導向的台灣科技產業，特別是半導體元件通路商受到台幣美元匯率升貶

的影響甚鉅，因此未來一年經濟展望,關注國際匯市走勢,掌控好公司應收、應付帳款以降

低美元匯率波動影響，將是公司在總體經營環境影響中最重要的課程。 
 

五、當年度經營方針、重要產銷政策 

(1)本公司與所代理產品原廠來往多年，保有良好且穩定之合作關係，供貨情形穩定。本公

司擁有專業經營團隊與行銷業務人才，配合即時之售後服務與技術支援等優勢，掌握半

導體零組件之行銷通路，期望能將所代理之新產品快速導入市場，擴大產品市場占有率。 

(2)今年將持續開發新市場，引進更具潛力之產品線，積極擴展數位家電、健康醫療、車用

電子、可攜式電子裝置、戶外休閒及安全監控市場應用產品市場。 

(3)強化 FAE 技術支援與設計開發，與客戶更密切合作開發新產品及產品解決方案，進而鞏

固產品代理線及客戶關係。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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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六年度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一

帆會計師、鄧聖偉會計師及本監察人等查核完竣，認為足以允當表達本公司之

財務狀況、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情形。連同營業報告書、盈餘分配之議案，經

本監察人等查核，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規定，繕具報告，敬

請 鑒核。 
 
此致 
 

倍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七年度股東常會 

 
 
 
 
 

監察人：吳鴻祺 

 

監察人：明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 王建智 

 

監察人：倍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 周錦標 

 

 

 

 
 

中   華   民   國   一○七 年 三 月 十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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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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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倍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第七條 

（應經董事會

討論事項）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

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

務報告。但半年度財務報

告依法令規定無須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者，不在此

限。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

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

定或修訂內部控制制度。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

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

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

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

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

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

權性質之有價證 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

管之任免。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

   係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

大天然災害所為急難救

助之公益性質捐贈，得提

下次董事會追認。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

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

應由股東會決議或提董

事會決議之事項或主管

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所規範之關係人；所稱對非關

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

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對

象捐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

以上，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

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

務報告。但半年度財務報

告依法令規定無須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者，不在此

限。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

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

定或修訂內部控制制

度，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

性之考核。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

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

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

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

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

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

權性質之有價證 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

管之任免。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

係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

大天然災害所為急難救

助之公益性質捐贈，得提

下次董事會追認。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

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

應由股東會決議或提董

事會決議之事項或主管

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所規範之關係人；所稱對非關

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

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對

象捐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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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五以上者。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

事會召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

溯推算一年，已提董事會決議

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

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第二

項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

之金額，以股東權益百分之二

點五計算之。 

獨立董事對於證交法第十四

條之三應經董事會決議之事

項，應親自出席或委由其他獨

立董事代理出席。獨立董事如

有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

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

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

或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

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

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以上，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

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五以上者。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

事會召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

溯推算一年，已提董事會決議

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

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第二

項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

之金額，以股東權益百分之二

點五計算之。 

獨立董事應有至少一席親自

出席董事會，獨立董事對於第

一項應提董事會決議事項，應

有全體獨立董事親自出席董

事會，獨立董事如有無法親自

出席，應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

理出席。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

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

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

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

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

事會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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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倍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上市上櫃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 
第三條：（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

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事項等各項議案

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

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

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

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

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五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

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

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

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受理處所及

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

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

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

理由。 

第四條：（委託出席股東會及授權）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

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

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

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五條：（召開股東會地點及時間之原則）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

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

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 34 -



- 35 -

 

¸¹º¸

»¼½¾¿ÀÁÂÃÄÅÆÇÈÉ
ÊËÌÍÎÏÐÑÒÓÔÕÖ×ØÙÚÛÜÝÞÚÛßàáâãäåÍæçèéê
ëéÖ×ØÙÚÛÜÝìíÍÎÐîÏïëðñòóô×ÆõÚÛßÍöÕ÷øù
âúûüýüþÿAô×Æê
ØÙÊÿ�ØÙ���Æ�×ÿMN��ØÙQÍ����Þ��ÀÛS�äå��
�Å��ØÙÐâÊËÌWØÙ����	Æ�ÕÄÅ
�þç�����äå
�ÕÄÅõa����ÓÆ��ÿúÍcd�ò�ÕÄÅâNÇ�Wê
ÊËÌÍ�ÀÁÂ���ØÙÀÛâ�H��ØÙ��ÀÛSN�ÀÛê
ÊËÌÍ�îè��ÞnÚÞ���Þo�½Þq��ãäåÐî !â�j"�
�ØÙÐÆØÙõö=#$èÞ{%ÿ&âÍ'(=#�ê
�)�*ÿ+ØÙÜâ��ØÙÐÆ�qÿ
,Î-ÿê*ÿÖ���ØÙÐÜâ
��.û-ÿ�q��ê

»/½¾¿ØÙÐ0�Þ�ÿAÉ
ØÙÐ1H$èÐ23&âä0�H$è45þÆâ$è4z6�78
9:;<
�ÜâHh$è4�×Æâ�h$è4�h$è4>z6�78
9:;<�Üâ
H$è4.?@B$è-ÿ�×ÆõäC�@B$è&â.?$è-ÿ�×Æâ$
è4C.?�×ÿ&âH@B$è�$èDE-ÿ�×Æê
ëé0�FH@B$è�$è�×&âNþ<¼GINJâúKLËÌOBPBR
ªÆ@B$è�$è5þÆê0�1+*ÿ$èÆ�qÿ&â>�ê
$èÐ�23ÆØÙÐâ$è4TUV0Xâ°Tö$èÐYZ[Æ$èÞìí-
�{%ÿUV��âã\]^9_�AÐ`Aìí-ÿ�q��âú���bef
ÔÎØÙÐîègê
ØÙÐ1H$èÐNiÆäå23�ÿ23&â0�H�23�ÿ5þÆâ23�
ÿökÿNJÜâÍDE-ÿ5þÆê
ÊËÌ�.û��þÆlmÞÐpm�rsÿA�ØÙÐê

»t½¾¿ØÙÐÏÐYugv�gwÆx�É
ÊËÌÍÎÖ×ØÙÚÛÜy�ØÙÚÛYuÞÐî|:YuÞÌ�p�Yu±u
Î}
Ý~gvãgwê
ëéwv !Íìí�x-nêÒ�ØÙ	ËÌ*»-�tñ�½�y��&âÍ
�xì��Ñ�+�ê

»�½¾¿ØÙÐ��Ø[Æp��ÏÐÉ
ØÙÐÆ��âÍNØ�+p���ê��Ø[	ÀÁÂ���ÆÀÛSâàpN
Ó������:;q��ÆØ[p�Æê
æ�ÏÐÜÝâ0�Í���ÏÐâëCö�qæo:Ø��[YZ[ÆØÙ��
Üâ0������ÏÐâä���[Nk�+,â��ÜÝíp
��Y- Üê
��k�¡
ýö�qæo:Ø��[ðòÆ-NJØÙ��ÜâH0���¢
Ðê
ëé��k�¡
ý£¤ö�qæo:Ø��[ðòÆ-NJØÙ��Üâ�	Ë
Ì*»-�/ñ¥½»-é¦?+6�îâú�6�îÑÒ\ØÙÎ-GI§¨:
23ØÙÐê
Î©�ÐîC�«ëâ1��ØÙ��qØ[¬æo:Ø��[YZ[Üâ0��
�`Æ6�îâ	ËÌ*»-�/ñ®½¦?¯²�zØÙÐq�ê

»ñ½¾¿î³´µÉ
ØÙÐ1H$èÐ23&âäîuH$èÐ¶?ÆâÐîÍ	·?Æîu|:â¸
�ØÙÐ�î
�¹ºÆê

Leefan
矩形



- 36 -

 

¸¹»¸

ØÙÐ1H$èÐNiÆäåö23�ÿ23&â�¼ëéÆ¦?ê
ëké·?ÆîuÎîè M½¾Ü¿îQ CÑ�ëâ¸��îâ0�
�À:��
ÁÐõ0�ÂÃîè¦Äâ��ÁÐ&â$èÐäå`AÍÅÆÇÈ��ØÙ	*
?uÉâN��ØÙq��YZ[Æ�çE=-ÿ5þ0�âÊ}ÏÐê
0�WÎî³ãØÙ��ÆËÍ³�¾Ü¿îâÍÏ"ÐòÓÕã´µÆÔÐâÕ
+æ¬Öjq�Æu×Üâ���Ø�´µâ�jq�ê
ÐîÁÐ�âØÙ
�'E=0�ÎÙÚ�'ÛÜ�}:ÏÐê

»ñ-½¾¿ØÙo�É
��ØÙo�ëâÝÞßáo�½ÔÕo��âÞØÙãä M����åäQ ãã
ÁâH0�?äo�çÉê
��ØÙ��o�½¤Co�&âè+Co�êo�§é�o�½fÔ
ê&âN
o�§é+�ê
�-î³ì-ØÙo�â¸�0�Æ�ç
��Yî�âì�
��Y¥òóâë
ØÙo�ÂÃ¦?���îïðñ&â0��ò�äo�ê
��ØÙo�ÜâäåØÙó���0�ão�ØÙ�çiâ
�o�ôõâÂÃ
&0�Í"ò�ê
*ÿØÙ.ûkÿNJÆ�q��ØÙÐÜâ�-î³��EH-ÿo�ê
��ØÙo��â0��UV�.?rsÿAö÷ê

»ñk½¾¿q�Ø[Æp�Þøùò×É
ØÙÐÆq�âÍNØ�+p���ê
ØÙÐÆ�îâW�q��ØÙÆØ�[â
�úæo:Ø�Æ�[ê
ØÙWÎÐîÆèéâöV�ûüsFýöüÎÊËÌûþÆÿÜâ
�àúq�
âú
��×åØÙ:;äq��ê
ëé
�:;q��ÆØ�[â
�úæ��ØÙÆq��[ê
ó;�èP���I0JÔs�KÆØB�×Ô iâ-ÿ�ÜÖkÿNJØÙ�
�Üâä�×Æq��
��Yæo:Ø��[q��Æ�òÆðâ�YÜä�Y
Æq��â
"p�ê

»ñð½¾¿î³q�Þ{�ãp���É
ØÙìØö-q��õÒÖ,ò�ËÌ*» M��½» Pé��q��&â
Q�
,ê
ÊËÌ2ÏØÙÐÜâ�S:NÓ������:;äq��¿	ËÌ*»-�/
ñ/½Æ-»-éÒÓÍS:��Ì�ÆËÌ¾ÊËÌ2ÏØÙÐÜâÍS:N�
���ú�S:NÓ���:;äq��ÉõäNÓ������:;q��Üâ
ä:;�*ÍÔÕÎØÙÐ23ÑÒêNÓ������:;q��ÆØÙâè+
UV��ØÙÐêÒT��ØÙÐÆ¾Ü¿îãÙî³ÆËÍâè+U�â8ÊË
ÌTùA��¾Ü¿îãÙî³ÆËÍê
ëéNÓ������:;q��&âäçWqùÍÎØÙÐÏÐkXëY¬Ë
ÌâçWqùö¯�ÜâN[ÞY¬&+�êÒ\Õ]�ëçWqù&â
Q�,ê
ØÙNÓ������:;q���â1_UV��ØÙÐ&âÍÎØÙÐÏÐk
XëN�:;q��r�Æ��]�ëé:;q��ÆçWqùõ`�]�&âN
Ó������:;Æq��+�ê1NÓ������:;q��úN��Ó�
��×ÿ��ØÙÐ&âN���×ÿ��:;Æq��+�ê
î³Æq�âóËÌ*ãÊËÌbu'ö¦?iâN��ØÙq��YZ[Æ�ç
ÑYÆêq�ÜâÍc³H0��ä.?ÿA�d��ØÙÆq���[�âHØ
Ùc³|:Ì�q�âúÎØÙÐ2Ï�©Xâ�ØÙ�çÞÃWãU�Æ�e�

Leefan
矩形



- 37 -

 

¸¹�¸

úËÏ g�	
ê
î³�0��k±l��ØÙ�mî&âè+ÑYâän��Ì�q��õömî
&âÍ	ëé¦?S�Ì���q�ê óîu�î³iâØÙ��Æäåî³
�Ùî³ÆËÍ³�q�³âÍöäåØÙ(îâ�³ÿÎ�(îÿ�qÆØ�â
Í¬æo:Ø�q���[�òÆ-ê
�-î³öËÍ³�q�³ÜâH0�r�Ù³?äq�ÆçÉê1äs-³æt
ÑYÜâäåî³�è+u�âv¨:q�ê
î³q�Æ{�ãp�ÿAâH0�.?ÆâÒ{�ÿAÍáöØÙ��ê
ØÙÐq��=#î³Æp�PÍÎØÙÐÜ§ËÏß+Æâ°ÍÎp�x`�
â©Ü��q��eây½�pÆ�[ú`{gê

»ñ®½¾¿=#èéÉ
ØÙÐö=#$èÞ{%ÿÜâÍ	ÊËÌ�¶rs=þ¦ðô×âúÍ©Ü��
=#�eây½©=$èÞ{%ÿÆÁ|�ä©=�[ê
ëé=#èéÆ=#�âÍH{�A}�À��â���Jâúìí�x-nêÒ
�ØÙ	ËÌ*»-�tñ�½�y��&âÍ�xì��Ñ�+�ê

»ñ¥½¾¿Ðî{gãÀ�èéÉ
ØÙÐÆî�èéâÍ`îègâH0�ÀÁ��bâúÎÐ�kñX§â�î
ègòo\ØÙêîègÆ�ãòoâ�N����+Æê
ëéîègÆòoâÊËÌ�N�úËÏ g�	
ÆË���+Æê
îègÍ÷�	ÐîÆnÞIÞXÞÜ�Þ0��ÁÞ�î�*Þîè�YÆ��
ãä�efÔÆâQÊËÌx}�ÝâÍ���xê
ëé�î�*âF�0��kØÙç�âØÙWî³�mî&âÍfÔ��0��
k±l��ØÙ�mîÑY�õëØÙWî³ömîÜâÍÔÕS����ãÑY
q��[��[��ê

»ñ¼½¾¿WiË�É
��ÿ��ÆØ[ãÖ��×ÿ�×ÆØ[âÊËÌÍÎØÙÐÏÐ©Xâ	¦?
��å0Æ�pqâÎØÙÐÜ§+Õ÷Æ�ùê
ØÙÐ�îèéâ1öa*�¦?Þ���I���Ø�ö,ËÌ¿O�*ÿs�
���I����s�É¦?Æ¯�g�&âÊËÌÍÎ¦?ÜÝ§â�§é3�
ìËÏ g�	
ê

»ñ/½¾¿ÐÜ(ÉÆ¤�É
ô×ØÙÐÆÐBÿAÍ¦d§���©bê
0��.ª�%A��±ÿAÇÈ¤XÐÜ(Éê�%A��±ÿAQÜÇÈ¤X
(ÉÜâÍ¦!��%A��"©b�§��ê
ÐÜÇö®v�Ç&âØÙ¸NÊËÌ¯ÈÆ�Ço�Üâ0��ò�Æê
ØÙÂÃîè¦Ä
°#0��Íâ²$ÐîÆ|:�ò�
#&â�H0�.ª
�%A��±ÿAzä´ÏÐÜê

»ñt½¾¿µ�Þ}:3ÐÉ
Ðî|:Üâ0��¶?ÜÝ��µ�âo·
Ö%&ÆbèÜâ0��º?»Ü
Ø�Ðîâúèbª��}:ÏÐÆÜÝê
ØÙÐ·?ÆîuÎîè M½¾Ü¿îQ CÑ�ëâÏÐÆÜà�ÜC9Ê};¼
â�HØÙÐ�î'ÛÜàÊ}ÏÐê
ØÙÐ�	ËÌ*»-�tñk½Æ¦?â�îQ¥X§���}:3Ðê

»ñ�½¾Ê¦Ä�ØÙÐÑY�¼:âËÍÜ>�ê
»kñ½¾Êô*¶'Î���ñ-ntIkñðXê»k�Ë¶Î���ñ¼n¼Iñ®

Leefan
矩形



- 38 -

 

¸¹)¸

Xê»ð�Ë¶Î���ñ/n¼Ikñ/Xê»®�Ë¶Î��-¾-n¼I¼
Xê»¥�Ë¶Î��-¾kn¼IkñXê»¼�Ë¶Î��-¾®n¼Ikñ
¥Xê

Leefan
矩形



- 39 -

 

¸¹*¸

++++,-.,-.,-.,-.////

1 2 4 5 6 7 8 9 : < = >

?@= B C

» - ½ ¾ÊËÌ	¿ËÌ*¦?ÀDÆâ?Á+ÂEFGØ�ö,ËÌê
» k ½ ¾ÊËÌÆëÇf�ÈèP1É¾

-Þ�ÊHÀÅÆÌgÞàÍã	iê
kÞ�Ê��M�¿LáóiQÐNãHÅÆ��ê
ðÞ�ÊPÒ�Í¼OlÆ�p����×�^ê
®ÞÕl�ÖÞ�ÖRÆ�pÞÌgÞàÍã	iê
¥Þ�;�ÊVÖÐNãäHÅÆ��ê
¼Þ\éÙZ�ÇÆ��MÛaã×fhjoóiQê
/Þ-á|�âp�MoÖPBóiQê
tÞ�×�§iäwë\éösÐNÌøÚæPBê
�Þë\éösÐNÆ|�âp�ê
ñÞçç�����óoÖPBiâ��È*�¸z��,òÆPBê

» ð ½ ¾ÊËÌ�Wi��ê
» ® ½ ¾ÊËÌéÌ �£��YÊËÌ�~ Ê£�òÆ®ñê
» ¥ ½ ¾ÊËÌ��ËÌÎ²����Ü�$èÐÆ�î�Q�§i�'�¹ºãî

�òïÔ ê
» ¼ ½ ¾ÊËÌÆË��*	¿ËÌ*»ðt½¦?ô×ê

»kb Ø �
» / ½ ¾ÊËÌ Ê�£?+²��������âò+���ó�ØâìØ�£²

�����âäsCo:Ø�âû�$èÐò�o:ê»-é Ê£§�ü
²�� ó���o:AÍÕØ���âþpo: ¡�ØâìØ�£²�
�����â�	$èÐ�îò�o:ê

»/½Æ -¾ÊËÌ¢Úo:AÍÕØ���âäÕØæ�N£Îo:XÆ~¥æÜâ
Íö�qæo:Ø��[YZ[Ø
ÙÆ��â��ØÙq��ðòÆkNJ�ç;�o:ê

»/½Æ k¾ÊËÌN£Î�¨�«Ø�Æ¬æ�é±"AÍëâÍ�[³-�ØÙ
Ðö�qæo:Ø��[YZ[ØÙ
Æ��â��ØÙq��ðòÆkNJÆ�ç:Æê

» t ½ ¾ÊËÌØ�¸+fÁ�H$èðÿNJÀÁ��bâ�	*À��o:Æâ
ÊËÌo:²ØÜ�T��o:�[ír¹�Ø�âÒÍ½�I3s�Jè
PÔ �Jõ>�A¹�Ø�âÒÍ½�I3s�JèPÔ Çgê

»t½Æ -¾Ø�é±ÍHé±ÿ�Ö±ÿßá¢zÓú�Á�bâÁÊËÌ¢zYãõ

Leefan
矩形



 

 

 

在轉讓手續完成之前，不得以其轉讓對抗本公司。 

第八條之 二 ：刪除。 

第 九 條 ： 股票之更名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

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它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 

 

                     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 十 條 ：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兩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

月內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十一條 ：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

代理人出席。 

第十二條 ：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公司依法自己持有之股份，無表決權。 

第十三條 ： 股東會之決議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

親自或代理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有購買或合併國

內外其他企業或解散、清算、分割之情事者，其表決權應有已發行股份總數

三分之二股東之親自或代理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四條 ：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以董事長為主席，遇董事長缺席時，由董事長指定董

事一人代理，未指定時，由董事推選一人代理；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

人召集，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

 

第十五條 ：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

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前項議事

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第四章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第十六條 ： 本公司設董事五人，監察人三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中

選任，連選得連任。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其全體董事及監察人合計持股

比例，依證券管理機關之規定。 

第十六條

之 一 

： 本公司上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五分之一，董事、獨立董事及監察人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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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及其他應遵循事項，悉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之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

互推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 

第十七條

之 一 

：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其通知得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為之 。

第十八條 ：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由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

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九條 ： 董事長為董事會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

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董事應親

- 40 -



- 41 -

 

¸ÃÄ¸

V��$èÐâ$è78
9��&â���äå$è�×Æâëé�×ÿ
NÖ-ÿÆ��+,ê
$èÐÏÐ�NègÐî+Æâ$èNègÅ�Ðî&âè+UV��ê

» ð ½ ¾$è4Þ$èã{%ÿÆÚËâHØÙÐ?Æê
»ð-½ ¾$èÞ{%ÿÆÎÏÑã$è4Ó âH$èÐÅ¿rs�PÔ�î?ê$

è4ú�¿#PÿAÓÏ×ØÆrs¦?âïÏäåÏ�ê'�Î${èþ
�§TäÚ:PBðñ+äÌ�Üþ�Ýê

»¥b � × ÿ
»ðk½ ¾ÊËÌ���×ÿÞôâä�×ÿ�þÞLþãÚË	¿ËÌ*»ð�½¦

?ô×ê

»¼b Ð p
»ðð½ ¾ÊËÌÍÎìÐpn×ÑßâH$èÐ0áM-QÈPÚ�ÓêMkQOBÚqê

MðQàãòû�åèêëÆî³Ã\éq�ÎØÙ@ÐÏÐðñXë�{%
ÿì�â��ØÙ@Ðz�íÕê

»ð®½ ¾ÊËÌn×1ötûâÍ�ñ
£Î òô+AÍËõâH$èÐ�îâNØ�
�ö÷òûoøâÊËÌAÍËõoøWùóÊËÌAÍiâ>yúÊËÌ
ýÿ�ÝÿXöØ�¬�òÆ¥ñNJ#aËÌÆAÍõÊËÌ�NJÏt
û[£0H$èÐ�î�ñ
1Î 2ô+${ËõêAÍËõã${Ëõòû³
Í�ØÙÐÚ�êÒËÌ3ö4ÕåèÜâÍ5Þ�üêë[£â¨	ëé
���ñAÍËõã${Ëõê
»-é��n×1ötûâF.©n×6ëûþ7óòûAÍËõã${è
ËõëÆûþê

»ð®½
Æ -

¾ÊËÌìn×��töàãÜâó	*�ñÍ8ÈûèP��6âúêë!
nåèiâÎòûàãÜâÍÞ��6�àã�òÆñ+*?àãËÕâú
	*��0JÔs¦?��øéj�àãËÕâäã£óûjØ�iâ1
3öàã¨HØÙÐ�îòûØÙ:ûâØûoøÆ��	ÊËÌbu¦?
H$èÐ;?àãòûâúèÊËÌ©ÜÆØÊÞOB� ÞÈ<Rªãà
ãÆ=fâSàãé� �ö÷Øû>¯â�ØÙÐ�î�ô×âN¬`¬
h??ÆØû�@êÊËÌØÙØûÆoøäsö÷Øûoø
£Î;oø
ØûÆ�òÆñê

»ð®½
Æ k

¾Aóê

»/b ( Ä

»ð¥½ ¾ÊbuCBèTC	¿ËÌ*Æ¦?ô×ê
»ð¼½ ¾Êbu¶'Îs���tñ-nñIñ¥Xâ»-�Ë¶Î��tñkn¥

IñtXâ»k�Ë¶Î��tñkn¼IðXâ»ð�Ë¶Î��tñð

Leefan
矩形



- 42 -

 

¸Ã	¸

n�Ikñ/Xâ»®�Ë¶Î��tñ®nñkIñ-Xâ»¥�Ë¶Î
��tñ¥nñkI¥Xâ»¼�Ë¶Î��tñ¼n�Iñ-Xâ»/�
Ë¶Î��tñ/n�I�Xâ»t�Ë¶Î��tñ�n/Ikñ/Xâ
»��Ë¶Î��tñ�n�I-Xâ»ñ�Ë¶Î��tñ�nñkIñ
�Xê»ñ-�Ë?Î���ñn®IðñXâ»ñk�Ë¶Î���ñ-
nðI¼Xâ»ñð�Ë¶Î���ñ-ntIððXâ»ñ®�Ë¶Î�
��ñkn¥ItXâ»ñ¥�Ë¶Î���ñðn¼Iñ¥Xâ»ñ¼�
Ë¶Î���ñ®n¼Iñ®Xâ»ñ/�Ë¶Î���ñ¥n¼Iñ¥X
â»ñt�Ë¶Î���ñ/n¼Ikñ/Xâ»ñ��Ë¶Î���ñt
n¼Iñ�Xâ»kñ�Ë¶Î���ñ�n¼Iñ/Xê»kñ-�Ë¶
Î��-¾¾n¼IkñkXâ»kñk�Ë¶Î��-¾-n¼I¼Xê
»kñð�Ë¶Î��-¾¥n¼IkñtXê

Leefan
矩形



 

 

 

                       【附錄三】 

倍 微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會 議 事 規 則 (修 正 前 )  

           

第一條 (本規則訂定依據)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董事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

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二條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 （本規則規範之範圍）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規則，其主要議事內容、作業程序、議事錄應載明

事項、公告及其他應遵循事項，應依本規則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董事會召集及會議通知) 

本公司董事會每季召集一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遇有緊

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董事會之召集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本規則第七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除有突發緊急情事或正當理由外，應

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第四條 （董事會開會地點及時間之原則）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之地點與時間，應於本公司所在地及辦公時間或便於

董事出席且適合董事會召開之地點及時間為之。 

第五條 (會議通知及會議資料)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議事單位為總管理處。 

議事單位應擬訂董事會議事內容，並提供足夠之會議資料，於召集通知

時一併寄送。 

董事如認為會議資料不充足，得向議事單位請求補足。董事如認為議案

資料不充足，得經董事會決議後延期審議之。 

第六條 （議事內容） 

本公司定期性董事會之議事內容，至少包括下列各事項： 

一、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二)重要財務業務報告。 

(三)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四)其他重要報告事項。 

二、討論事項： 

(一)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 

(二)本次會議預定討論事項。 

三、臨時動議。 

 

第七條 （應經董事會討論事項）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  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  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但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規

  定無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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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倍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監察人持股情形 

 
一、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 721,457,590 元，已發行股數計 72,145,759 股。 
二、依證券交易法第廿六條之規定，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計 5,771,660 股，全體監察人 

最低應持有股數計 577,166 股。 

三、截至本次股東會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之個別及全體董事、監察人持有股數狀況如下表所

列，已符合證券交易法第廿六條規定成數標準。 

 

職 稱 戶 名 持 有 股 數 持股比例 

董 事 傅江松 6,329,265 8.77% 

董 事 王志高 2,409,733 3.34% 

董 事 Bing Yeh - - 

獨立董事 劉學愚 - - 

獨立董事 陳伯榕 - - 

全 體 董 事 合 計 8,738,998 12.11% 

監察人 明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933,815 4.07% 

監察人 倍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783,437 2.47% 

監察人 吳鴻祺 - - 

全 體 監 察 人 合 計 4,717,252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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