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一 Ο 年股東常會議案參考資料
報告事項
第一案：本公司 109 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說

鑒察。

明：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議事手冊。

第二案：審計委員會審查 109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說

鑒察。

明：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議事手冊。

第三案：109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三明：一、 本公司擬配發 109 年度員工酬勞為新台幣 72,645,000 元，董事酬勞為新台幣
36,322,000 元。
二、 依本公司章程第 25 條規定，以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
百分之二至十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二為董事酬勞。本公司 109 年度稅前
利益為新台幣 2,223,041,936 元，調整回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之金額為新台幣
2,332,008,936 元；上述擬配發員工酬勞佔其 3.12%，擬配發董事酬勞佔其 1.56%。
三、 本公司 109 年帳載數員工酬勞為新台幣 72,645,474 元，董事酬勞為新台幣
36,322,737

元，擬配發數與帳載數差異金額分別為新台幣-474 元及-737 元整，

此乃會計估計之差異所致，爰依會計估計變動處理。

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

【董事會提】

由：本公司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提請

承認。

說一明：本公司 109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業已自行編製完竣，並委請「安侯建業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吳美萍會計師及于紀隆會計師查核竣事，上述財務報告連同營業
報告書，請參閱議事手冊。
第二案
案

【董事會提】

由：本公司 109 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說一明：一、本公司 109 年度稅後淨利新台幣 1,919,265,157 元，減本年度精算損益變動數新台
幣 4,532,818 元，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 191,473,234 元，加提列股東權益減
項特別盈餘公積(迴轉)新台幣 12,580,756 元，加期初累積盈餘新台幣 3,818,726,134
元，可供分配保留盈餘為新台幣 5,554,565,995 元，依公司章程之規定擬具 109 年
度盈餘分派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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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109年度
項

單位：新台幣元

目

金

期初餘額

額
3,818,726,134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1,919,265,157

減：本年度精算損益變動數

4,532,818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91,473,234

加：提列股東權益減項特別盈餘公積(迴轉)

12,580,756

可供分配保留盈餘

5,554,565,995

分配項目：
預計發放現金股利每股新台幣3元

1,354,872,972

期末未分配保留盈餘
董事長：梁立省

4,199,693,023
經理人：梁立省

會計主管：張淑娟

註：1. 上述每股股利係以 110 年 2 月 18 日之實際流通在外總股數 451,624,324 股計算。
2.本次現金股利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股款列入公司其他收入。
3.本次盈餘分配之預計股息支付率為 70%。

二、本次盈餘分配優先分配 109 年度盈餘。
三、本次股東現金股利計新台幣 1,354,872,972 元，每股預計配發新台幣 3 元，依除息
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之股東及其持有股份分配之；上述配發比率係依本公司截至
110 年 2 月 18 日之實際流通在外總股數 451,624,324 股計算，待股東常會通過後，
擬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息基準日及相關事宜。
四、本次盈餘分派案若遇有限制員工權利新股達成既得條件、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
股轉讓或註銷等，致影響股東每股分配之股利比率時，則股東之配息比例，擬由
股東會授權董事會決議按除息基準日流通在外股數，依比例再行調整。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董事會提】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決議。

說一明：一、因應本公司營運所需，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
二、「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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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提請

決議。

說

明：一、擬依據公司法第 267 條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佈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
證券處理準則」等規定，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二、預計發行總額：4,000,000股。
三、預計發行價格：每股新台幣0元。
四、發行條件：
(一) 既得條件:區分為A、B、C、D類四種，以績效達成為既得條件。
1. A 類既得條件
(1)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期滿一年仍在本公司或國內外控制或從屬公司
任職、期滿日前一年度個人績效與營運績效達發行辦法訂定之目標績
效，得既得百分之三十股份。
(2)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期滿二年仍在本公司或國內外控制或從屬公司
任職、期滿日前一年度個人績效與營運績效達發行辦法訂定之目標績
效，得既得百分之三十股份。
(3)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期滿三年仍在本公司或國內外控制或從屬公司
任職、期滿日前一年度個人績效與營運績效達發行辦法訂定之目標績
效，得既得百分之四十股份。
2. B 類既得條件
(1)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期滿一年仍在本公司或國內外控制或從屬公司
任職、期滿日前一年度個人績效與營運績效達發行辦法訂定之目標績
效，得既得百分之五十股份。
(2)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期滿二年仍在本公司或國內外控制或從屬公司
任職、期滿日前一年度個人績效與營運績效達發行辦法訂定之目標績
效，得既得百分之五十股份。
3. C 類既得條件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期滿一年仍在本公司或國內外控制或從屬公司任
職、期滿日前一年度個人績效與營運績效達發行辦法訂定之目標績效，得
既得百分之一百股份。
4. D類既得條件
(1)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期滿一年仍在本公司或國內外控制或從屬公司
任職、期滿日前一年度個人績效與營運績效達發行辦法訂定之目標績
效，得既得百分之十五股份。
(2)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期滿二年仍在本公司或國內外控制或從屬公司
任職、期滿日前一年度個人績效與營運績效達發行辦法訂定之目標績
效，得既得百分之十五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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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期滿三年仍在本公司或國內外控制或從屬公司
任職、期滿日前一年度個人績效與營運績效達發行辦法訂定之目標績
效，得既得百分之二十股份。
(4)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期滿四年仍在本公司或國內外控制或從屬公司
任職、期滿日前一年度個人績效與營運績效達發行辦法訂定之目標績
效，得既得百分之二十股份。
(5)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期滿五年仍在本公司或國內外控制或從屬公司
任職、期滿日前一年度個人績效與營運績效達發行辦法訂定之目標績
效，得既得百分之三十股份。
5. 前述「個人績效」係指員工各任職期間達到任職公司績效評估與發展辦法
之績效，包含達到應有貢獻度及特殊功績，評核分數3以上。
6. 前述「營運目標績效」係為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各階段預定之既得日前一年
度本公司每股盈餘不低於 NT$ 3 元，及股東權益報酬率不低於 12%。
(二) 發行股份之種類：本公司普通股新股。
(三) 員工未符既得條件或發生繼承之處理：獲配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遇有未達
既得條件者，其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股份全數由本公司無償收回並予以註
銷。
五、 員工資格條件及獲配之股數：
(一) 以本公司正式編制之全職員工及國內外控制或從屬公司全職員工為限。符合
發放資格之員工將限於與本公司未來成功發展相關之關鍵人員、個人表現對
公司具相當價值、核心新進員工等。但不包含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10%以
上員工。
(二) 實際獲配之股數，將參酌職級、績效表現、整體貢獻及其它因素等，並考量
公司營運需求及業務發展策略所需。具經理人身份者，應先提報薪酬委員會
同意。
(三) 單一員工累計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股數，加計其認購本公司依「發行人募
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發行之員工認股權憑證
之合計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0.3%。且加計本公司依「發行人募集
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累計
給予單一認股權人得認購股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1%。
辦理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必要理由：為吸引及留任公司所需之優秀專業人
才，以共創公司成長、員工及股東長期利益。
六、 可能費用化之金額：若以110年1月5日前60個交易日最高股價每股49.75元考量精
算假設預估，每年分攤之費用化金額，於110年度、111年度、112年度、113年
度、 114年度、115 年 度，其金額分別為

22,301,128 元、100,681,563 元 、

50,154,219 元、22,774,444 元、2,218,021元、870,625元，合計共199,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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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及其他對股東權益影響事項: 若以近60交易日最高股
價每股49.75元考量精算假設預估，每年對每股盈餘稀釋情形於110年度、 111
年度、112年度、113年度、114年度、115年度分別為0.05元、0.22元、0.11元、
0.05元、0.005元、0.002元；對現有股東權益亦無重大影響。
八、 員工獲配或認購新股後未達既得條件前受限制之權利：本次發行之限制員工權
利股票 ，相關限制及重要約定事項或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及本公司訂定之
發行辦法辦理。
九、 其他重要約定事項(含股票信託保管等)：本公司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得以
股票信託保管之方式辦理。
十、

其他應敘明事項：
(一) 本公司為長期留才考量，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以A、D類既得條件為主，
除非因符合下列因素始得發行B、C類既得條件，並均需經由薪酬委員會同
意。
1.關鍵人才聘僱約定。
2.特殊緊急留才目的(留任與公司發展相關之關鍵技術或製程相關的技術人
才、與公司發展相關且具高度營運影響力之管理者)
本公司最近五次(107 年~109 年)所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其中 A 類及 D
類占發行總數之 83 %、B 類及 C 類僅分別占 9%及 8%。
(二) 本次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所訂各項條件，如經主管機關指示、相關法令
規則修正，或因應金融市場狀況或客觀環境需修訂或修正時，授權董事長
修訂發行辦法，並報提董事會追認後始得發行。
(三) 以110年1月5日已發行股份總數450,898,324股計算，此4,000,000股將占本公
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0.89。

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全面改選董事案，提請

決議。

說

明：一、本公司現任董事任期將於110年5月29日屆滿，擬於110年股東常會辦理全面改選。
二、依據公司章程之規定，應選董事五～九人，本次擬選任董事九席（含獨立董事五
席）。
三、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任期三年，自110年5月28日起至113年5月27日止。
四、董事（含獨立董事）選舉依公司章程之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董事候選人名單及
其學歷、經歷、持股數等資料，請參閱議事手冊。
五、本次改選依照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進行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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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議案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競業行為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決議。

說

明：一、依公司法209條之規定，董事有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時，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為借助董事之專才與相關經驗，擬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擔任其他
事業有關本公司營業範圍相關業務競業行為禁止之限制，詳細內容請參閱議事手
冊。

臨時動議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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