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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五 

案由：限制員工權利新股發行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說明：本公司於民國一○三年六月二十三日股東常會決議通過發行限制員工權利新

股，業經金管會中華民國一○四年四月十六日金管證發字第 1040012414 號函申

報生效，以每股新台幣 0元配發予員工，發行總額為貳佰萬股，公司將於申報

生效日起一年內發行。 

洽悉。 

 

四、承認事項： 

承認案一          （董事會提） 

案由：承認本公司民國一○三年度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

認。 

說明：一、本公司民國一○三年度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永聯合會計師事

務所涂嘉玲會計師及王金來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 

二、民國一○三年度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本公司第五

屆第十四次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出具審查報告

書在案，民國一○三年度營業報告書請參閱附件一；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

報表請參閱附件四。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承認。 

 

承認案二          （董事會提） 

案由：承認本公司民國一○三年度盈餘分派案，敬請 承認。 

說明：一、本公司民國一○三年度稅後淨利為新台幣 30,564,844 元，盈餘分派表請參

閱附件五。 

二、擬提撥新台幣 25,215,788 元分派股東現金股利，預計每股配發現金股利約

0.12 元，以除息基準日股東名簿之股東持股數配發。 

三、本次現金股利按分配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四捨五入，差額由公司列為其

他收入。 

四、配息基準日前，本公司若因增資、買回股份、辦理庫藏股、員工認股權憑

證或公司債之轉換、發行限制員工權利新股或註銷等事項，致影響流通在

外股份數量，配息率因此發生變動時，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調整之。 

五、現金股利之分配俟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配息基準日、發放

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六、敬請  承認。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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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論及選舉事項： 

選舉事項          （董事會提） 

案由：選舉本公司第六屆董事案，敬請 選舉。 

說明：一、本公司於本年度股東常會全面改選第六屆董事(含獨立董事)。應選董事九

名，當選之董事(含獨立董事)之任期自民國一○四年六月十八日起至民國

一○七年六月十七日止，共計三年。舊任董事於新任董事選出後隨即卸任。 

      二、因本公司依證券交易法設置審計委員會，依法應不設置監察人。審計委員

會由全體獨立董事組成。 

三、前述董事名額中，獨立董事人數訂為三人，採候選人提名制度，股東應就

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其學經歷及其他相關資料，請參閱附件六。 

選舉結果： 

     兆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六屆董事當選名單 

身份 戶號 姓名 當選權數 

董事 14551 姚宕梁先生 133,518,532

董事 346 彭志強先生 113,879,049

董事 14561 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 113,639,589

董事 F22048**** 徐秀蘭小姐 113,580,059

董事 142 陳志育先生 113,521,811

董事 917 宏誠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13,436,087

獨立董事 J12004**** 廖明政先生 113,237,366

獨立董事 J12038**** 朱志勳先生 112,878,826

獨立董事 E22190**** 吳玲玲小姐 112,878,739

 

討論事項 

討論案一          （董事會提） 

案由：討論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之競業禁止案，提請 核議。 

說明：一、依公司法第二○九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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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取得其許可。」 

二、本公司董事或有為自己或他人為屬公司業務範圍內之行為，擬提請同意解 

除新任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 

三、有關新任董事兼任情形將依選舉結果於股東常會議案決議前補充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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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任董事擔任他公司職務之情形 

身份 姓名 擔任他公司職務 

董事 姚宕梁先生 

中美矽晶製品(股)公司副董事長兼副執行長、
昆山中辰矽晶有限公司董事長、GlobiTech 
Incorporated 董事、GlobalWafers Japan Co., 
Ltd 董事、朋程科技(股)公司董事、巨鎵科技
(股)公司監察人、嵩隆電子(股)公司董事、環
球晶圓(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昇陽光電科
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元鴻(山東)光電
材料有限公司董事、SY Company LLC 董事、上
海召業申凱電子材料有限公司董事、中美材料
(股)公司監察人 

董事 彭志強先生 

欣興電子(股)公司獨立董事、聯陽半導體(股)
公司獨立董事、Crystalwise Technology (HK) 
Limited 董事長、SY Company LLC 董事、上海
召業申凱電子材料有限公司董事、元鴻(山東)
光電材料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

昇陽光電科技(股)公司董事、環球晶圓(股)公
司董事、真美晶能源(股)公司董事、朋程科技
(股)公司董事、中美材料(股)公司董事及監察
人 

董事 徐秀蘭小姐 

中美矽晶製品(股)公司董事兼任總經理、環球
晶圓(股)公司董事長及執行長、GlobiTech 
Incorporated 董事長及執行長、GlobalWafers 
Japan Co.,Ltd.董事長、昆山中辰矽晶有限公
司副董事長、GWafers Inc.董事、中美材料股
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董事 陳志育先生 億森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 宏誠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尖點科技(股)公司董事、清惠光電(股)公司董
事、盟智科技(股)公司董事、建騰創達科技(股)
公司董事 

獨立 

董事 
廖明政先生 敦泰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任總經理、敦泰

電子(深圳)有限公司董事          

獨立 

董事 
朱志勳先生 閎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兼任技

術長、亞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獨立 

董事 
吳玲玲小姐 

台灣大學管理學院資訊管理學系教授、欣興電
子(股)公司獨立董事、聯陽半導體(股)公司獨
立董事、智原科技(股)公司獨立董事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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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案二          （董事會提） 

案由：討論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核議。 

說明：本公司爲配合金管會推動自民國一○五年起實收資本額 20 億元以上、且股東人

數達 1萬人以上的上市/櫃公司，需強制採行電子投票，故擬修訂本公司『公司

章程』部分條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兆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正前 修正後 說明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
司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兆遠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
司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兆遠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為
Crystalwise Technology Inc.。 

新增英文名
稱。 

第九條 股東因故不能出席股東會時，應
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
權範圍，簽名或蓋章委託代理人
出席股東會，其代理出席規範依
照公司法第一七七條規定辦理。

股東因故不能出席股東會時，應
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
權範圍，簽名或蓋章委託代理人
出席股東會，其代理出席規範依
照公司法第一七七條規定辦
理。依主管機關規定，本公司股
東得選擇採行以電子或現場投
票方式之一行使其表決權，以電
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
親自出席，其相關事宜悉依法令
規定辦理。 

配合金管會
推動電子投
票，故新增
股東會投票
方式。 

 

 

第十三條 本公司設董事九至十一人，任期
三年，由股東會就有行為能力者
中選任，連選得連任。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用複記名
累積選舉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
出董事人數相同之選舉權，得集
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數人，
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
者，當選為董事，該方法有修正
之必要時，除應依公司法第 172 
條等規定辦理外，應於召集事由
中列舉並說明其主要內容。 

本公司設董事九至十一人，任期
三年，採候選人提名制度，由股
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連選
得連任。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用複記名
累積選舉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
出董事人數相同之選舉權，得集
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數人，
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
者，當選為董事，該方法有修正
之必要時，除應依公司法第 172 
條等規定辦理外，應於召集事由
中列舉並說明其主要內容。 

董事選舉採
候選人提名
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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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
條 

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八十九
年十月十七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九
年十二月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年六月
十六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年十
一月十五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年六
月二十五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年六
月一日。 
第六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
年一月三十一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六
年二月九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六
年六月二十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
年六月二十六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
年三月十六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
九年六月八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
九年十月二十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一年六月十三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二年六月十四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三年六月二十三日。 

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八十九
年十月十七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九
年十二月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年六月
十六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年十
一月十五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年六
月二十五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年六
月一日。 
第六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
年一月三十一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六
年二月九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六
年六月二十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
年六月二十六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
年三月十六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
九年六月八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
九年十月二十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一年六月十三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二年六月十四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三年六月二十三日。 
第十六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四年六月十八日。 

增訂本次修
正日期。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討論案三          （董事會提） 

案由：討論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提請 核議。 

說明：爲配合本公司修改『公司章程』，新增股東會採電子投票方式，故擬修訂本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兆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正前 修正後 說明 

第二條 出席股東或其代理人請佩戴
出席證，繳交簽到卡以代簽
到，並憑計算股權。 

 

出席股東或其代理人請佩戴
出席證，繳交簽到卡以代簽
到，出席股數以繳交之簽到
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
使表決權之股數計算之。 

配合本公司
新增股東會
採電子投票
方式故修正
之。 

第十六條 -- 

 

本程序訂立於民國九十七 
年六月十三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一○四 
年六月十八日。 

增訂訂立及
本次修正日
期。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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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案四          （董事會提） 

案由：討論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案，提請 核議。 

說明：爲配合本公司修改『公司章程』，董事改採候選人提名制度，故擬修訂本公司『董

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兆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正前 修正後 說明 

第九條 本公司董事，由股東會就有行為
能力之人選任之，並依本公司章
程所定之名額，依選舉票統計結
果，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數
較多者，依次分別當選為獨立董
事或非獨立董事。如有二人或二
人以上所得權數相同而超過規
定名額時，由得權數相同者抽籤
決定，未在場者由主席代為抽
籤。 

 
依第一項當選之董事經查核確
認其個人資料不符或依相關法
令規定當選失其效力者，其缺額
由原選次多數之被選舉人於當
次股東會中宣佈遞充。 

本公司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
度，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
選任，連選得連任，並依本公
司章程所定之名額，依選舉票
統計結果，由所得選舉票代表
選舉權數較多者，依次分別當
選為獨立董事或非獨立董事。
如有二人或二人以上所得權數
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
權數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在場
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依第一項當選之董事經查核確

認其個人資料不符或依相關法

令規定當選失其效力者，其缺

額由原選次多數之被選舉人於

當次股東會中宣佈遞充。 

配合本公司
董事改採候
選人提名制
度故修正
之。 

第十五
條 

本程序訂立於民國九十九年三
月十六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年十
月二十日。 
 

本程序訂立於民國九十九年三
月十六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年十
月二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一○四年六
月十八日。 

增訂本次修
正日期。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討論案五          （董事會提） 

案由：討論為因應本公司資金需求，擬辦理公開募集或私募有價證券案，提請 核議。 

說明：一、本公司為因應策略聯盟發展或充實營運資金或償還銀行借款或購置機器設備

或轉投資或其他因應本公司未來發展之資金需求，以強化公司競爭力，擬提

請本年度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於適當時機，視當時金融市場狀況，於普通股

不超過 62,500 仟股額度內，採擇一或搭配方式，一次或分次依下列原則辦

理國內現金增資發行普通股及/或現金增資發行普通股參與發行海外存託憑

證及/或現金增資私募普通股及/或私募海外或國內轉換公司債。 

二、籌資方式和辦理之原則： 

(一)國內辦理現金增資發行普通股： 

擬請股東會依證券交易法第二十八條之一規定，授權董事會決議採詢價

圈購或公開申購方式進行。 

1.如以詢價圈購方式辦理者： 

除依公司法第 267 條規定，保留發行新股總數 10%～15%由本公司員

工認購外，其餘 85%～90%依證券交易法第 28 條之 1規定，由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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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原股東放棄優先認購權利，全數提撥以詢價圈購方式辦理對外公

開承銷，員工若有認購不足部分，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發行價格認

購之，並依「中華民國證券商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行銷售有價證

券處理辦法」辦理。 

發行價格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會員輔導發行公司募

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自律規則（以下簡稱「自律規則」）之規定，於向

金管會申報案件、向券商公會申報詢價圈購約定書及向券商公會申報

承銷契約時，皆不得低於訂價日本公司普通股於台灣證券交易所前

一、三、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數扣除

無償配股除權(或減資除權)及除息後平均股價之九成。實際發行價格

授權董事會於圈購期間完畢後，與主辦承銷商參考彙總圈購情形及發

行市場狀況後共同議定。 

2.如以公開申購方式辦理者： 

除依公司法第 267 條規定，保留發行新股總數 10%～15%由本公司員

工認購外，並依證券交易法第 28 條之 1規定，提撥公開承銷比例為

發行新股總數 10%，其餘 75%～80%由原股東按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

載之持股比例認購，認購股份不足一股或認購不足之部分，授權董事

長洽特定人按發行價格認購之。其發行價格依自律規則之規定，於向

金管會申報案件及除權交易日前五個營業日，皆不得低於其前一、

三、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數扣除無償配

股除權(或減資除權)及除息後平均股價之七成。 

 (二)辦理現金增資發行普通股參與發行海外存託憑證： 

1.除依公司法第 267 條之規定，保留發行新股總數之 10%至 15%由本公

司員工認購外，其餘 85%至 90%依證券交易法第 28 條之 1規定，由股

東會決議原股東放棄優先認購權利，全數提撥以參與發行海外存託憑

證方式對外公開發行。員工若有認購不足部分，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

按發行價格認購之，或視市場需要列入參與發行海外存託憑證之原有

價證券，並依「中華民國證券商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行銷售有價

證券處理辦法」辦理。 

2.現金增資發行普通股參與發行海外存託憑證之發行價格將依國際慣

例定價，以不影響原股東權益為原則，實際發行價格授權董事會洽證

券承銷商訂定之，然須符合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A.發行價格依自律規則之規定，不得低於訂價日本公司普通股於台灣

證券交易所之收盤價、訂價日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

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數扣除無償配股除權(或減資除權)及

除息後平均股價之九成。 

惟若國內相關法令發生變動時，亦得配合法令規定調整訂價方式，

而鑒於國內股價常有劇烈短期波動，故其實際發行價格於前述範圍

內，授權由董事長依國際慣例、並參考國際資本市場、國內市價及

彙總圈購情形等，洽證券承銷商訂定之。 

B.對原股東之權益而言，若以上限 62,500 仟股全數辦理現金增資發

行普通股參與發行海外存託憑證計算，對原股東股權稀釋比例最高

為 29.74%，且增資效益顯現後，可提昇公司競爭力以嘉惠股東；

另海外存託憑證發行價格的決定方式，係以普通股在台灣證券交易

所形成之公平市價為依據，原股東仍得以接近海外存託憑證之發行

價格，於國內股市購入普通股股票，且無需承擔匯兌風險及流動性

風險，故應不致對原股東權益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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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金增資私募普通股： 

本次私募普通股依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6 及「公開發行公司辦理私募

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規定辦理。 

1.辦理私募之必要理由 

(1).不採取公開募集之理由： 

考量資本市場狀況、籌募資本之時效性、可行性、發行成本及

引進策略性投資人之實際需求；而私募有價證券受限於三年內

不得自由轉讓之規定，可確保公司與策略性投資夥伴間之長期

合作關係；另透過授權董事會視公司營運實際需求辦理私募，

亦將有效提高本公司籌資之機動性與靈活性。 

(2).私募額度：以不超過普通股 62,500 仟股額度之範圍內。 

 (3).辦理私募之資金用途及預計達成效益： 

本公司將視市場及洽特定人之狀況，一次或二次辦理。 

次數 一次 
二次 

第一次 第二次 

預計 
額度 

不超過 62,500 仟股 
5,000 仟股 
~30,000 仟股 

5,000 仟股 
~32,500 仟股 

用途 
策略聯盟發展 
相關事務使用 

策略聯盟發展 
相關事務使用 

策略聯盟發展 
相關事務使用 

預計 
效益 

強化公司競爭力、提升
營運效能及強化財務
結構之效益，對股東權
益有正面助益 

強化公司競爭力、提升
營運效能及強化財務
結構之效益，對股東權
益有正面助益 

強化公司競爭力、提升
營運效能及強化財務
結構之效益，對股東權
益有正面助益 

2.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理性： 

本普通股發行價格之訂定，考量其有限制轉讓之情形，擬以不低於下

列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之八成訂定之： 

(1).定價日前一、三或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數

平均數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2).定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數平均數扣除無償

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惟實際定價日及實際發行價格，在不違反上開原則下，擬提請

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視當時市場狀況及在符 合上述規定為依據

下訂定之。 

3.特定人選擇之方式及目的： 

以符合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6第 1項規定之資格條件，且能協助本

公司提高技術、改良品質、降低成本、增進效率、擴大市場等效益，

並認同本公司經營理念之策略性投資人為限。洽定特定人之相關事宜

擬提請股東會全權授權董事會為之。 

4.應募人為策略性投資人之必要性及預計效益： 

為因應本公司長期發展之需，擬藉由該等策略性投資人之技術、知

識、品牌或通路等，以協助本公司提高技術、改良品質、降低成本、

穩定關鍵零組件供貨來源、增進效率、擴大市場等效益。 

5.本次私募普通股之權利義務，原則上與本公司已發行之普通股相

同。惟依據證券交易法規定，本次私募之普通股於發行後三年內原

則上不得自由轉讓，本公司於發行滿三年後，擬依證券交易法等相

關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本次私募之普通股公開發行及上櫃(市)交

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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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私募普通股案之發行價格（除私募訂價成數外）、發行條件、發行

辦法及其他事項，如因法令變更、主管機關意見或市場狀況變化，

而有變更之必要時，擬併提請授權董事會全權處理。 

(四)私募海外或國內轉換公司債： 

本次私募海外或國內轉換公司債依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6及「公開發

行公司辦理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規定辦理。 

1.辦理私募之必要理由 

(1).不採取公開募集之理由： 

考量資本市場狀況、籌募資本之時效性、可行性、發行成本及

引進策略性投資人之實際需求；而私募有價證券受限於三年內

不得自由轉讓之規定，可確保公司與策略性投資夥伴間之長期

合作關係；另透過授權董事會視公司營運實際需求辦理私募，

亦將有效提高本公司籌資之機動性與靈活性。 

(2).私募額度：私募金額上限為新台幣 15 億元。每張面額為新台幣

10 萬元整。 

(3).辦理私募之資金用途及預計達成效益： 

本公司將視市場及洽特定人之狀況，一次或二次辦理。 

次數 一次 
二次 

第一次 第二次 
預計 
額度 

上限為新台幣 15 億 
新台幣 1億~ 
新台幣 7億 

新台幣 1億~ 
新台幣 8億 

用途 
策略聯盟發展 
相關事務使用 

策略聯盟發展 
相關事務使用 

策略聯盟發展 
相關事務使用 

預計 
效益 

強化公司競爭力、提升
營運效能及強化財務
結構之效益，對股東權
益有正面助益 

強化公司競爭力、提升
營運效能及強化財務
結構之效益，對股東權
益有正面助益 

強化公司競爭力、提升
營運效能及強化財務
結構之效益，對股東權
益有正面助益 

2.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理性： 

本次私募海外或國內轉換公司債之發行價格，不得低於參考價格之

八成。本次私募海外或國內可轉換公司債用以計算暫訂及實際轉換

價格之基準價格，應以定價日前一、三或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普通

股收盤價簡單算數平均數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

除權後之股價，或定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數平

均數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惟實際定價日及實際發行價格，在不違反上開原則下，擬提請股東

會授權董事會視當時市場狀況及在符合上述規定為依據下訂定之。 

3.特定人選擇之方式及目的： 

以符合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6第 1項規定之資格條件，且能協助本

公司提高技術、改良品質、降低成本、增進效率、擴大市場等效益，

並認同本公司經營理念之策略性投資人為限。洽定特定人之相關事宜

擬提請股東會全權授權董事會為之。 

4.應募人為策略性投資人之必要性及預計效益： 

為因應本公司長期發展之需，擬藉由該等策略性投資人之技術、知

識、品牌或通路等，以協助本公司提高技術、改良品質、降低成本、

穩定關鍵零組件供貨來源、增進效率、擴大市場等效益。 

5.依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8規定，本次私募海外或國內轉換公司債，

除符合特定情形外，於交付日起滿三年始得自由轉讓。另本次私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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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或國內轉換公司債嗣後所轉換之普通股，自該私募海外或國內

轉換公司債交付日起滿三年後，依相關法令規定申報股票公開發行

及上櫃(市)交易。 

6.本次私募海外或國內轉換公司債之發行條件、發行及轉換辦法、計劃

項目、預定資金運用進度、預計可能產生效益及其他未盡事宜等，若

因法令修正、主管機關規定、基於營運評估或客觀環境之影響須變更

或修正時，擬請授權董事會全權處理之。 

7.除以上所述授權範圍外，擬請授權董事長或其指定之人士代表本公司

簽署、商議一切有關本次私募海外或國內轉換公司債之契約及文件，

並為本公司辦理一切有關私募海外或國內轉換公司債所需事宜。 

三、本次國內現金增資發行普通股及/或現金增資發行普通股參與發行海外

存託憑證及/或現金增資私募普通股及/或私募海外或國內轉換公司

債。經股東會通過後，公募或私募普通股之發行計畫、發行條件、數量、

價格、金額，私募轉換公司債之發行及轉換辦法，資金用途、計畫項目、

預定進度、預計可能產生效益、增資基準日及其他相關事宜，包括依主

管機關指示或因應市場狀況及客觀環境變動而須修正者，或本案其他未

盡事宜，擬授權董事會全權處理之。 

四、本次發行新股，其權利義務與已發行之原有股份相同。 

五、前述未盡事宜，擬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依法全權處理之。 

補充說明：一、前述(四)私募海外或國內轉換公司債第 2 點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理性，

發行價格不得低於參考價格之八成，依投保中心中華民國 104 年 5 月 14

日證保法字第 1041001050 號函更正為不低於「理論價格」。 

二、辦理私募可於適當時機快速引進長期資金，除可取得充足資金支應企業

發展之所需及健全財務結構，降低對銀行借款的依存度及利息費用的支

出外，並預留未來資金運用之調度空間，對公司營運狀況將有所助益，

本次預計於額度內一次或分二次辦理，期望能引進不同之策略性投資

人，降低因辦理私募案而發行經營權變動之機會，未來公司尋找策略性

投資人時亦會與應募人協商以不發生經營權重大變動為原則，公司基於

對業務有助益、財務穩定、保障股東權益及所投資之資金應產生相當之

效益等具可行性及必要性前提下洽詢有意投資之策略性投資人，以保障

公司業務、財務及股東權益。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六、臨時動議：無。 

七、散會(上午九時二十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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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兆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三年度營業報告書 

一、民國一○三年度營業結果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1、營業淨收入： 

103年度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2,522,921仟元，較102年度
的新台幣1,960,487仟元，增加新台幣562,434仟元，成長
28.69%。 

2、本期淨利： 

103年度本期淨利新台幣30,565仟元，較102年度本期淨損新
台幣452,732仟元，獲利能力大幅改善。 

(二)、營業收支預算執行情形：本集團一○三年無公告財務預測。 

(三)、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分析： 

項目 103年度 102年度

財務

結構

負債佔資產比率(%) 27.77 32.72 

長期資金占不動產、廠房及設 

備比率(%) 
147.52 163.04 

獲利
能力
分析

資產報酬率(%) 0.85 (11.99)

股東權益報酬率(%) 0.88 (20.86)

稅前純益占實收比率(%) 1.89 (26.14)

純益率(%) 1.21 (23.09)

稅後每股盈餘(元) 0.15 (2.68) 

(四)、研究發展狀況 

本集團一○三年度重要研發成果： 

1.LED 磊晶應用之4＂圖案化藍寶石基板量產完成。 

2.GaAs晶圓薄化製程應用之6＂高精度藍寶石載板製程技術開發
驗證完成。 

3.LED 磊晶應用之6＂圖案化藍寶石基板製程技術開發完成。 

4.於山東建廠研發關鍵之藍寶石晶圓生長技術完成。 

二、一○四年度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 

1.持續深耕發展產品附加價值及多元化訴求，滿足市場需求的多
樣性及變化性。 

2.全面提升各產線產能利用，以加速營業收入成長與競爭力提升。 

3.提供客戶多元化及全面性之解決方案，並與主要客戶建立夥伴
關係，以贏得雙方長久的信賴和忠誠度。 

4.廣納優秀人才以提高公司競爭力及生產力，並定期培訓專業能
力及技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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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健全營運計劃執行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年度合計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實際數 第四季(F) 年度合計實際數

營業收入 417,348 583,794 508,956 450,389 1,960,487 611,832 697,176 740,677 473,236 686,552 2,522,921

營業成本 (666,098) (574,423) (506,960) (509,447) (2,256,928) (595,759) (620,755) (662,030) (478,787) (600,681) (2,357,331)

營業毛利 (248,750) 9,371 1,996 (59,058) (296,441) 16,073 76,421 78,647 (5,551) 85,872 165,590

營業費用 (93,323) (85,516) (108,447) (64,758) (352,044) (85,373) (75,746) (68,924) (63,667) (89,435) (293,710)

推銷費用 (25,153) (16,852) (35,780) 22,259 (55,526) (5,716) (2,531) (4,159) (5,658) (13,398) (18,064)

管理費用 (37,736) (41,319) (32,893) (37,056) (149,004) (40,335) (31,857) (31,320) (30,939) (38,515) (134,451)

研發費用 (30,434) (27,345) (39,774) (49,961) (147,514) (39,322) (41,358) (33,445) (27,070) (37,521) (141,195)

營業利益 (342,073) (76,145) (106,451) (123,816) (648,485) (69,300) 675 9,723 (69,218) (3,563) (128,120)

營業外收支淨額 244,979 (14,336) 13,669 (41,694) 202,618 32,646 63,247 27,955 55,678 9,166 179,526

稅前淨利 (97,094) (90,481) (92,782) (165,510) (445,867) (36,654) 63,922 37,678 (13,540) 5,603 51,406

所得稅費用 (545) (1,312) 8 (3,794) (5,643) (1,565) (3,282) (2,806) (1,474) 497 (9,127)

本期淨利 (97,639) (91,793) (92,774) (169,304) (451,510) (38,219) 60,640 34,872 (15,014) 6,101 42,279

歸屬予母公司業主之

淨利
(98,033) (94,728) (93,522) (166,449) (452,732) (39,787) 56,691 31,919 (18,258) 5,106 30,565

期末股數(仟股) 168,568 168,616 168,997 168,840 168,840 180,560 208,394 208,394 201,241 169,008 201,241

稅前EPS (0.58) (0.56) (0.55) (1.00) (2.68) (0.22) 0.27 0.15 (0.09) 0.03 0.15

稅後EPS (0.58) (0.56) (0.55) (1.00) (2.68) (0.22) 0.27 0.15 (0.09) 0.03 0.15

102年 103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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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兆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 

 

姓名 主要學歷、經歷 持有股數 

廖明政 

輔仁大學企業管理系學士 

凌陽科技(股)公司財會處處長 

旭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 

敦泰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 

0 股 

朱志勳 

清華大學材料科學工程研究所博士 

茂德科技前瞻技術研發中心處長 

台灣茂矽電子太陽能事業處處長 

閎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術長 

0 股 

吳玲玲 
美國芝加哥大學心理學博士 

台灣大學管理學院資訊管理學系教授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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