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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程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一○六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地點：新北市三重區興德路 111 之 2 號 9 樓(本公司員工教育訓練室)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計 46,521,690 股，佔本公司已

發行股份 60,181,447 股之 77.30%。 

出席董事：邑融(股)公司-呂谷清董事長、葉慶發董事、李承達董事、洪明

洲獨立董事，實際出席率為 66.67%。 

出席監察人：何如祥。 

主席：董事長 呂谷清 記錄：潘芳昇 

宣佈開會：出席股東代表股份數已達法定股數，主席宣佈開會。 

主席致詞：（略） 

一一一一、、、、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鑒核。 

說 明：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10-11頁(附錄一)。 

 

第二案 

案 由：一○五年度監察人查核報告，敬請 鑒核。 
說 明：一○五年度監察人查核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12頁(附錄二)。 
    

案 由：一○五年度員工及董監酬勞分配情形報告，敬請 鑒核。 

說 明：(一)擬依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規定，針對本公司105年度員工及董監

酬勞分配情形提股東常會報告。 

(二)本公司105年度稅前純益未扣除董監酬勞及員工酬勞為新台

幣238,337,934元，依公司章程規定，應提撥5%至15%為員工

酬勞分派基準並經董事會決議以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

為本公司正職人員及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本次提

列8.52%共計新台幣20,316,617元作為員工酬勞分配金額。 

(三)本公司105年度稅前純益未扣除董監酬勞及員工酬勞為新台

幣238,337,934元，依公司章程規定，應提撥不高於2%為董監

酬勞分派基準，本次提列1.02%共計新台幣2,426,157元作為

董監酬勞分配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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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案業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事會同意通過在案並依決議情
形辦理。 

二二二二、、、、承認事項承認事項承認事項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 由：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暨合併財務報表(資產負

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本公司董

事會編造完竣。其中個體暨合併財務報表經勤業眾信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鄭旭然會計師及陳麗琦會計師共同查核簽證竣

事，併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案送請監察人查核完畢。 

(二)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個體暨合併財務報表請參閱

本手冊第10~11頁(附錄一）、第13~34頁(附錄三）。 

(三)敬請  承認。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本本本本案案案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46464646,,,,521521521521,,,,691691691691權權權權((((其中電子投票行其中電子投票行其中電子投票行其中電子投票行

使表決權數使表決權數使表決權數使表決權數230230230230,,,,850850850850權權權權))))；；；；贊成贊成贊成贊成46464646,,,,514514514514,,,,072072072072權權權權((((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

決權數決權數決權數決權數223223223223,,,,232232232232權權權權))))，，，，反對反對反對反對1111,577,577,577,577權權權權((((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1111,,,,577577577577權權權權))))，，，，無效票權數無效票權數無效票權數無效票權數0000權權權權，，，，棄權棄權棄權棄權////未投票權數未投票權數未投票權數未投票權數6666,,,,042042042042權權權權((((其中電子其中電子其中電子其中電子

投票行使表決權數投票行使表決權數投票行使表決權數投票行使表決權數6666,,,,041041041041權權權權))))，，，，贊成比率贊成比率贊成比率贊成比率99999999....98989898%%%%，，，，本案照案通過本案照案通過本案照案通過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五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五年度經調整後期初未分配盈餘計新台幣

20,948,739 元 ，加計 一 ○ 五 年 度 稅 後純 益 新 台 幣

184,347,873元；並提撥10%法定盈餘公積18,434,787元後，

合計一○五年度可供分配盈餘為新台幣186,861,825元。一

○五年度盈餘分配表如下： 

 

融程電訊股份有限公司融程電訊股份有限公司融程電訊股份有限公司融程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一一○○○○五年度盈餘分配表五年度盈餘分配表五年度盈餘分配表五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23,168,586 

減：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認列

於保留盈餘 
  (2,219,847)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20,948,739 

一○五年度稅後純益  184,347,873 

減：提列一○五年度法定盈餘公積（10%） (18,434,787) 

可供分配盈餘   186,86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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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分配項目：    

現金股利（每股 3.0 元） 180,544,341 

期末未分配盈餘   6,317,484 

    

期初股數  60,181,447 

分配後股數  60,181,447 

     

一○五年度未分配盈餘   0 

未分配盈餘加徵 10%稅   0 

    

                                        

董事長：李益仁       經理人：呂谷清       會計主管：焉芝福 

 

(二)擬配發股東現金股利新台幣180,544,341元，每股配發現金股

利3元，現金股利計算至元為止，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列入公

司之其他收入。俟本次股東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配息基

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三)如嗣後本公司已發行且流通在外股份數量、因買回本公司股

份、庫藏股轉讓或註銷、員工認股權憑證行使或可轉換公司

債轉換等因素，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其股東配息率因此而

發生變動時，由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四)敬請  承認。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46464646,,,,521521521521,,,,691691691691權權權權((((其中電子投票行其中電子投票行其中電子投票行其中電子投票行

使表決權數使表決權數使表決權數使表決權數230230230230,,,,850850850850權權權權))))；；；；贊成贊成贊成贊成46464646,,,,514514514514,,,,097097097097權權權權((((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

決權數決權數決權數決權數222222223,3,3,3,257257257257權權權權))))，，，，反對反對反對反對1111,,,,552552552552權權權權((((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1111,,,,552552552552權權權權))))，，，，無效票權數無效票權數無效票權數無效票權數0000權權權權，，，，棄權棄權棄權棄權////未投票權數未投票權數未投票權數未投票權數6666,,,,042042042042權權權權((((其中電子其中電子其中電子其中電子

投票行使表決權數投票行使表決權數投票行使表決權數投票行使表決權數6666,,,,041041041041權權權權))))，，，，贊成比率贊成比率贊成比率贊成比率99999999....98989898%%%%，，，，本案照案通過本案照案通過本案照案通過本案照案通過。。。。    

 

三三三三、、、、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配合主管機關發佈之我國公司治理藍圖，擴大實施電子投票

及保護股東權益之政策；預計將於一○七年度起針對上市櫃

公司股東會議案決議事項；全面實施電子投票方式進行，為

因應其相關制度修正與配合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有關董監事

候選人應採提名制度規定，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 

(二)因應公司歷年股本增加，擬依實務需求修訂增加有關員工認

股權證發行單位數，以符現況。。。。    

(三)有關「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及修訂前之「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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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請參閱本手冊第 35~36 頁(附錄四)及第 37-40 頁(附錄

五)。 

        (四)敬請  討論。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46464646,,,,521521521521,,,,691691691691權權權權((((其中電子投票行其中電子投票行其中電子投票行其中電子投票行

使表決權數使表決權數使表決權數使表決權數230230230230,,,,850850850850權權權權))))；；；；贊成贊成贊成贊成46464646,,,,514514514514,,,,024024024024權權權權((((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

決權數決權數決權數決權數223223223223,,,,184184184184權權權權))))，，，，反對反對反對反對1111,,,,625625625625權權權權((((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1111,,,,625625625625權權權權))))，，，，無效票權數無效票權數無效票權數無效票權數0000權權權權，，，，棄權棄權棄權棄權////未投票權數未投票權數未投票權數未投票權數6666,,,,042042042042權權權權((((其中電子其中電子其中電子其中電子

投票行使表決權數投票行使表決權數投票行使表決權數投票行使表決權數6666,,,,041041041041權權權權))))，，，，贊成比率贊成比率贊成比率贊成比率99999999....98989898%%%%，，，，本案照案通過本案照案通過本案照案通過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管理辦法」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為配合主管機關並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6 年 2 月 9 日金

管證發字第 10600012965 號函辦理，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管理辦法」相關條文內容。 

(二)有關「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管理辦法」修訂前後對照表

及修訂前之「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管理辦法」請參閱本

手冊第 41-44 頁(附錄六)及第 45-60 頁(附錄七)。 
        (三)敬請  討論。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46464646,,,,521521521521,,,,691691691691權權權權((((其中電子投票行其中電子投票行其中電子投票行其中電子投票行
使表決權數使表決權數使表決權數使表決權數230230230230,,,,850850850850權權權權))))；；；；贊成贊成贊成贊成46464646,,,,511511511511,,,,824824824824權權權權((((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

決權數決權數決權數決權數220220220220,,,,984984984984權權權權))))，，，，反對反對反對反對3333,825,825,825,825權權權權((((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3,3,3,3,825825825825權權權權))))，，，，無效票權數無效票權數無效票權數無效票權數0000權權權權，，，，棄權棄權棄權棄權////未投票權數未投票權數未投票權數未投票權數6666,,,,042042042042權權權權((((其中電子其中電子其中電子其中電子
投票行使表決權數投票行使表決權數投票行使表決權數投票行使表決權數6666,,,,041041041041權權權權))))，，，，贊成比率贊成比率贊成比率贊成比率99999999....97979797%%%%，，，，本案照案通過本案照案通過本案照案通過本案照案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辦理私募發行普通股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本公司為引進策略性投資人、滿足未來發展之資金需求，並

考量資金募集之時效性與便利性，擬採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

資發行普通股，預計私募普通股不超過 15,000仟股，每股面

額 10 元。 

(二)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 6規定，辦理私募相關說明事項如下： 

1.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 

 (1) 本次私募普通股之參考價格，係依定價日前一、三或

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數

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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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或定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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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列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為參考價格。 

(2) 實際私募價格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視日後洽特定人

情形及市場狀況，以不得低於參考價格之七成訂之。 

(3) 實際定價日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視日後洽定特定人

情形決定之。 

(4) 私募價格之訂定係依據現行法令規定辦理，參考本公

司經營績效、未來展望及最近股價；並考量私募有價

證券於交付日起三年內有轉讓之限制而訂，應有其合

理性。按法令規定，已委請獨立專家郭宗霖會計師就

本次私募訂價之依據及合理性出具意見書。「獨立專家

合理性意見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61-69 頁(附錄八)。    

2.私募對象之選擇方式與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1) 私募對象之選擇方式與目的：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相關規定辦理；應募對象之選擇條件如下： 

A.特定人本身之營運績效，如最近年度營收與獲利均優

於本公司。 

B.特定人具有產品、技術、品牌或市場通路優勢，可協

助本公司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擴大營運規模及提升

營運績效，且以符合主管機關各項規定之策略性投資

人為限，排除純財務性投資人。 

(2) 必要性：為達成本公司未來獲利成長及提升競爭力，

引進可協助本公司擴大營運規模及提升營運績效與股

東權益之策略性投資人，為本公司長期發展之必要策

略。 

(3) 預計效益：預期可強化公司競爭力並提升營運績效，

有利於整體股東權益。 

(4) 截至目前，尚無已洽定之應募人。 

3.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 

(1) 不採用公開募集之理由：考量私募具有迅速簡便之特

性，以利達成引進策略性投資人之目的，且私募有價

證券三年內不得自由轉讓之規定將更可確保公司與策

略性投資人間之長期股權關係，故擬採私募方式募集

資金。 

(2) 私募股數或張數：不超過 15,000仟股(含)，自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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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私募案之日起一年內，預計採 1~2 次辦理之。 

(3) 本次私募資金用途及預計達成效益：募集資金將用以

充實營運資金、轉投資或其他因應公司長期營運發展

資金之需求；預計可健全公司財務結構，強化公司競

爭力並提升營運績效，有利於股東權益。 

4. 本次私募新股之權利義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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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私募之普通股於交

付日起三年內，除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8規定之轉讓對

象外，其餘受限不得轉讓，並於私募普通股交付日滿三年

後，依相關法令規定取具台灣證券交易所核發符合上市標

準之同意函，並據以向主管機關完成申報補辦公開發行審

核程序後，始得提出上市交易申請。 

5. 本次私募計畫之主要內容，除私募定價成數外，包括實際

發行股數、發行價格、發行條件、計劃項目及預計達成效

益等相關事項及其他未盡事宜或未來如遇法令變更或經主

管機關指示修正或因應本案需要而須修正時，於不違反本

議案說明之原則及範圍內，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視市

場狀況調整、訂定與辦理。 

(三) 敬請  討論。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本公司接獲本公司接獲本公司接獲本公司接獲「「「「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06106106106年年年年4444月月月月28282828證保法字第證保法字第證保法字第證保法字第1060000922106000092210600009221060000922號函要求針對本次私募案補充號函要求針對本次私募案補充號函要求針對本次私募案補充號函要求針對本次私募案補充

說明如下說明如下說明如下說明如下：：：：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針對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對本公司預訂在股針對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對本公司預訂在股針對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對本公司預訂在股針對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對本公司預訂在股東常會東常會東常會東常會

提出私募發行普通股案提出說明提出私募發行普通股案提出說明提出私募發行普通股案提出說明提出私募發行普通股案提出說明。。。。        

    ((((一一一一) ) ) ) 辦理私募以募集資金之必要性與合理性辦理私募以募集資金之必要性與合理性辦理私募以募集資金之必要性與合理性辦理私募以募集資金之必要性與合理性。。。。    

1111、、、、辦理私募之必要性辦理私募之必要性辦理私募之必要性辦理私募之必要性        

本公司專注研發工業電腦之強固型系統解決方案本公司專注研發工業電腦之強固型系統解決方案本公司專注研發工業電腦之強固型系統解決方案本公司專注研發工業電腦之強固型系統解決方案，，，，包包包包

括強固型液晶螢幕括強固型液晶螢幕括強固型液晶螢幕括強固型液晶螢幕、、、、工業電腦和手持式裝置工業電腦和手持式裝置工業電腦和手持式裝置工業電腦和手持式裝置，，，，產品廣泛應產品廣泛應產品廣泛應產品廣泛應

用於物聯網用於物聯網用於物聯網用於物聯網、、、、倉庫物流倉庫物流倉庫物流倉庫物流、、、、車檢車載車檢車載車檢車載車檢車載、、、、交通運輸交通運輸交通運輸交通運輸、、、、化學製藥化學製藥化學製藥化學製藥

等利基產業等利基產業等利基產業等利基產業。。。。隨著物聯網與工業隨著物聯網與工業隨著物聯網與工業隨著物聯網與工業 4.04.04.04.0 的需求持續擴大的需求持續擴大的需求持續擴大的需求持續擴大，，，，工工工工

業電腦產業迎來多樣化的成長動能業電腦產業迎來多樣化的成長動能業電腦產業迎來多樣化的成長動能業電腦產業迎來多樣化的成長動能；；；；無論是交通運輸無論是交通運輸無論是交通運輸無論是交通運輸、、、、城城城城

市建設市建設市建設市建設、、、、智慧家庭智慧家庭智慧家庭智慧家庭與零售物流等與零售物流等與零售物流等與零售物流等，，，，甚至甚至甚至甚至農業農業農業農業、、、、醫療醫療醫療醫療，，，，都是都是都是都是

相關廠商相關廠商相關廠商相關廠商全全全全力發展的領域力發展的領域力發展的領域力發展的領域。。。。根據市場產業研究機構根據市場產業研究機構根據市場產業研究機構根據市場產業研究機構 IDCIDCIDCIDC 研研研研

究究究究，，，，2014201420142014 年全球物聯網的市值達年全球物聯網的市值達年全球物聯網的市值達年全球物聯網的市值達 6,5586,5586,5586,558 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未來隨著未來隨著未來隨著未來隨著

愈來愈多的裝置與物件可以連接網路愈來愈多的裝置與物件可以連接網路愈來愈多的裝置與物件可以連接網路愈來愈多的裝置與物件可以連接網路，，，，相關服務可望大相關服務可望大相關服務可望大相關服務可望大幅幅幅幅

成長成長成長成長，，，，至至至至 2020202020202020 年物聯網全球市場年物聯網全球市場年物聯網全球市場年物聯網全球市場價價價價值值值值將將將將可達可達可達可達 1.71.71.71.7兆兆兆兆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年年年年複複複複合成長率達合成長率達合成長率達合成長率達 16.9%16.9%16.9%16.9%。。。。因此因此因此因此各各各各家工業電腦廠商無家工業電腦廠商無家工業電腦廠商無家工業電腦廠商無不摩拳不摩拳不摩拳不摩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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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掌擦掌擦掌擦掌投投投投入入入入人力與資金人力與資金人力與資金人力與資金進進進進行產品研發行產品研發行產品研發行產品研發、、、、擴大市場通路擴大市場通路擴大市場通路擴大市場通路，，，，甚至甚至甚至甚至

透透透透過投資過投資過投資過投資、、、、購併購併購併購併來來來來進進進進行行行行策略策略策略策略聯聯聯聯盟盟盟盟，，，，以利以利以利以利在未來在未來在未來在未來商機商機商機商機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的的的的

工業電腦產業中工業電腦產業中工業電腦產業中工業電腦產業中佔佔佔佔有一席之有一席之有一席之有一席之地地地地。。。。    

如如如如前所述前所述前所述前所述，，，，因因因因應物聯網與工業應物聯網與工業應物聯網與工業應物聯網與工業 4.04.04.04.0 需求成長需求成長需求成長需求成長，，，，產業產業產業產業內內內內

廠商廠商廠商廠商策略策略策略策略聯聯聯聯盟實盟實盟實盟實為大為大為大為大勢所趨勢所趨勢所趨勢所趨，，，，為為為為掌握掌握掌握掌握商機商機商機商機、、、、穩穩穩穩固市場固市場固市場固市場地位地位地位地位

及強化及強化及強化及強化競爭競爭競爭競爭力力力力，，，，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考量考量考量考量產業產業產業產業趨勢趨勢趨勢趨勢與與與與引進引進引進引進策略策略策略策略伙伴伙伴伙伴伙伴可產可產可產可產

生生生生之之之之綜綜綜綜效效效效，，，，並考量並考量並考量並考量私募之時效性與私募之時效性與私募之時效性與私募之時效性與便便便便利性利性利性利性，，，，故擬故擬故擬故擬辦理私募辦理私募辦理私募辦理私募

發行普通股發行普通股發行普通股發行普通股引進策引進策引進策引進策略略略略伙伴伙伴伙伴伙伴，，，，以以以以推升推升推升推升公司之公司之公司之公司之營收營收營收營收獲利成長動獲利成長動獲利成長動獲利成長動

能能能能。。。。    

由由由由於本公司為獲利公司於本公司為獲利公司於本公司為獲利公司於本公司為獲利公司，，，，依依依依據公據公據公據公開開開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發行公司辦理私募發行公司辦理私募發行公司辦理私募

有有有有價價價價證券應注證券應注證券應注證券應注意意意意事項第事項第事項第事項第3333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公公公公開開開開發行公司發行公司發行公司發行公司最近最近最近最近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為為為為稅後純益且稅後純益且稅後純益且稅後純益且無無無無累積虧損累積虧損累積虧損累積虧損，，，，因此得因此得因此得因此得辦理私募之資金用辦理私募之資金用辦理私募之資金用辦理私募之資金用途係途係途係途係

全全全全部引進策略部引進策略部引進策略部引進策略性投資人性投資人性投資人性投資人。。。。因此因此因此因此，，，，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希希希希望望望望藉由策略藉由策略藉由策略藉由策略性投性投性投性投

資人之資人之資人之資人之生生生生產產產產技術或技術或技術或技術或品品品品牌知名牌知名牌知名牌知名度及市場通路度及市場通路度及市場通路度及市場通路，，，，以提以提以提以提升升升升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製製製製造造造造品品品品質質質質與與與與降低降低降低降低成本成本成本成本，，，，透透透透過過過過雙雙雙雙方合方合方合方合作亦作亦作亦作亦可可可可拓拓拓拓展展展展海外海外海外海外市市市市佔佔佔佔及及及及

品品品品牌佈局牌佈局牌佈局牌佈局等擴大等擴大等擴大等擴大營營營營運運運運規模規模規模規模及提及提及提及提升營升營升營升營運運運運績績績績效效效效，，，，期能在期能在期能在期能在產品產品產品產品技技技技

術術術術或或或或品品品品牌牌牌牌市場等市場等市場等市場等面向面向面向面向創造綜創造綜創造綜創造綜效效效效。。。。本公司本次本公司本次本公司本次本公司本次引進策略引進策略引進策略引進策略性投性投性投性投
資人資人資人資人後後後後，，，，預期預期預期預期將帶將帶將帶將帶動未來動未來動未來動未來營營營營運動能運動能運動能運動能，，，，為為為為因因因因應未來應未來應未來應未來營營營營運成長運成長運成長運成長

所所所所需之資金需求需之資金需求需之資金需求需之資金需求，，，，且且且且私募有私募有私募有私募有價價價價證券三年證券三年證券三年證券三年內不內不內不內不可可可可自由轉讓自由轉讓自由轉讓自由轉讓之之之之

規定亦將更規定亦將更規定亦將更規定亦將更可可可可確確確確保公司與保公司與保公司與保公司與策略策略策略策略性投資性投資性投資性投資夥伴間夥伴間夥伴間夥伴間之長期合之長期合之長期合之長期合作作作作
關關關關係係係係，，，，因此因此因此因此本次本次本次本次採採採採私募方式辦理發行普通股募集資金私募方式辦理發行普通股募集資金私募方式辦理發行普通股募集資金私募方式辦理發行普通股募集資金實實實實有有有有

其必要性其必要性其必要性其必要性。。。。    

    

2222、、、、辦理私募之合理性辦理私募之合理性辦理私募之合理性辦理私募之合理性    

本次本次本次本次私募私募私募私募之發行之發行之發行之發行價格價格價格價格以以以以不得低不得低不得低不得低於於於於參考價格參考價格參考價格參考價格之之之之七七七七成成成成，，，，已已已已

委請委請委請委請獨立獨立獨立獨立專家專家專家專家郭宗霖郭宗霖郭宗霖郭宗霖會會會會計師計師計師計師就就就就本次私募本次私募本次私募本次私募訂訂訂訂價價價價之之之之依依依依據及合據及合據及合據及合

理性理性理性理性出出出出具具具具意見意見意見意見書書書書，，，，係依係依係依係依據據據據現現現現行法行法行法行法令規定令規定令規定令規定辦理辦理辦理辦理，，，，符符符符合相關法合相關法合相關法合相關法

令規定令規定令規定令規定。。。。若若若若以以以以 106106106106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13131313日日日日為訂為訂為訂為訂價日價日價日價日，，，，本公司普通股本公司普通股本公司普通股本公司普通股

參考價格參考價格參考價格參考價格為為為為 57.1357.1357.1357.13 元元元元，，，，以以以以不不不不低低低低於於於於參考價格參考價格參考價格參考價格之之之之七七七七成成成成訂訂訂訂價價價價，，，，亦亦亦亦

即每即每即每即每股私募股私募股私募股私募價格價格價格價格為為為為 39.9939.9939.9939.99 元元元元，，，，在在在在私募普通股股數私募普通股股數私募普通股股數私募普通股股數 11115,05,05,05,000000000

仟仟仟仟股股股股額額額額度度度度內內內內，，，，預預預預計計計計私募募集金私募募集金私募募集金私募募集金額額額額為為為為 599,850599,850599,850599,850仟仟仟仟元元元元。。。。以本公以本公以本公以本公

司司司司目前銀目前銀目前銀目前銀行行行行借款借款借款借款利率利率利率利率 1.7%1.7%1.7%1.7%估算估算估算估算，，，，預預預預計每計每計每計每年度可年度可年度可年度可節省約節省約節省約節省約

10,19710,19710,19710,197仟仟仟仟元之利元之利元之利元之利息支息支息支息支出出出出，，，，其效其效其效其效益尚屬益尚屬益尚屬益尚屬合理合理合理合理。。。。    

本公司為求本公司為求本公司為求本公司為求突破突破突破突破與與與與轉轉轉轉型型型型，，，，擬借助外部策略擬借助外部策略擬借助外部策略擬借助外部策略性投資人性投資人性投資人性投資人，，，，

期能期能期能期能藉由藉由藉由藉由產業產業產業產業垂直整垂直整垂直整垂直整合合合合、、、、水平整水平整水平整水平整合合合合或共同或共同或共同或共同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或開或開或開或開發產發產發產發產

品品品品、、、、市場等市場等市場等市場等各種各種各種各種方式方式方式方式，，，，來來來來協助協助協助協助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降低降低降低降低成本成本成本成本、、、、改良改良改良改良品品品品

質質質質、、、、擴大市場通路擴大市場通路擴大市場通路擴大市場通路，，，，產產產產生生生生在產品在產品在產品在產品技術技術技術技術或或或或品品品品牌牌牌牌市場等市場等市場等市場等面向面向面向面向之之之之

相關相關相關相關綜綜綜綜效效效效，，，，以擴大以擴大以擴大以擴大營營營營運運運運規模規模規模規模及提及提及提及提升營升營升營升營運運運運績績績績效效效效，，，，提提提提升整體升整體升整體升整體股股股股

東權東權東權東權益益益益。。。。因此因此因此因此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董董董董事會事會事會事會擇定擇定擇定擇定本次私募案之應募人本次私募案之應募人本次私募案之應募人本次私募案之應募人條條條條件件件件

為其為其為其為其營營營營運運運運績績績績效效效效優優優優於本公司於本公司於本公司於本公司，，，，以及以及以及以及具具具具有產品有產品有產品有產品、、、、技術技術技術技術、、、、品品品品牌或牌或牌或牌或



~ 8 ~ 
 

市場市場市場市場通路通路通路通路優勢優勢優勢優勢，，，，有有有有助助助助於於於於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降低降低降低降低成本成本成本成本、、、、改良改良改良改良品品品品質質質質、、、、擴大擴大擴大擴大

營營營營運運運運規模規模規模規模及提及提及提及提升營升營升營升營運運運運績績績績效效效效。。。。    

本次私募普通股本次私募普通股本次私募普通股本次私募普通股除了除了除了除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取得穩定取得穩定取得穩定取得穩定之長期資金之長期資金之長期資金之長期資金並維並維並維並維

持財務持財務持財務持財務彈彈彈彈性性性性外外外外，，，，與公與公與公與公開開開開募集比募集比募集比募集比較較較較，，，，由由由由於於於於私募發行之股份私募發行之股份私募發行之股份私募發行之股份有有有有

三年三年三年三年內不得自由轉讓內不得自由轉讓內不得自由轉讓內不得自由轉讓之之之之規定規定規定規定，，，，將將將將可可可可確確確確保本公司與保本公司與保本公司與保本公司與上述上述上述上述應募應募應募應募

之之之之策略策略策略策略性投資人性投資人性投資人性投資人間間間間之長期合之長期合之長期合之長期合作作作作關關關關係係係係，，，，將將將將有有有有助助助助強化公司強化公司強化公司強化公司競爭競爭競爭競爭

力力力力並並並並提提提提升營升營升營升營運運運運績績績績效效效效，，，，有利於有利於有利於有利於整體整體整體整體股東權股東權股東權股東權益益益益。。。。    

綜上所述綜上所述綜上所述綜上所述，，，，本公司本次私募普通股之資金用本公司本次私募普通股之資金用本公司本次私募普通股之資金用本公司本次私募普通股之資金用途途途途及預及預及預及預計計計計

效效效效益益益益、、、、私募私募私募私募價格價格價格價格訂訂訂訂定定定定方式及應募人之方式及應募人之方式及應募人之方式及應募人之選擇選擇選擇選擇方式等應方式等應方式等應方式等應具具具具其合其合其合其合

理性理性理性理性。。。。    

((((二二二二))))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經營經營經營經營權權權權已已已已發發發發生重生重生重生重大大大大變變變變動動動動詳見詳見詳見詳見證券承證券承證券承證券承銷銷銷銷商出商出商出商出具具具具之之之之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書書書書。。。。    

((((三三三三) ) ) ) 本次本次本次本次擬就擬就擬就擬就普通股以普通股以普通股以普通股以不超不超不超不超過過過過 15,00015,00015,00015,000仟仟仟仟股股股股額額額額度度度度內內內內辦理辦理辦理辦理私募私募私募私募，，，，

然前揭然前揭然前揭然前揭私募私募私募私募額額額額度度度度逾貴逾貴逾貴逾貴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實收實收實收實收資本資本資本資本額額額額 24.92%24.92%24.92%24.92%以以以以上上上上，，，，請審慎請審慎請審慎請審慎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私募之私募之私募之私募之目目目目的的的的、、、、對對對對經營經營經營經營權之權之權之權之影響影響影響影響((((應應應應就就就就本次私募股份本次私募股份本次私募股份本次私募股份所所所所

佔佔佔佔股權比股權比股權比股權比例例例例、、、、應募人應募人應募人應募人特特特特性性性性、、、、辦理私募之辦理私募之辦理私募之辦理私募之目目目目的等的等的等的等原因綜原因綜原因綜原因綜合合合合考考考考

量量量量))))及對股東權及對股東權及對股東權及對股東權益益益益之之之之影響影響影響影響，，，，如如如如評估評估評估評估私募私募私募私募後後後後可能可能可能可能造造造造成成成成經營經營經營經營權權權權

重重重重大大大大變變變變動動動動，，，，應應應應洽請洽請洽請洽請證券承證券承證券承證券承銷銷銷銷商對私募商對私募商對私募商對私募造造造造成成成成經營經營經營經營權權權權移轉移轉移轉移轉之合之合之合之合

理性及必要性出理性及必要性出理性及必要性出理性及必要性出具詳細且具體具詳細且具體具詳細且具體具詳細且具體之之之之評估意見評估意見評估意見評估意見。。。。    

            回覆回覆回覆回覆投保中心說明如下投保中心說明如下投保中心說明如下投保中心說明如下：：：：因因因因應產業應產業應產業應產業趨勢趨勢趨勢趨勢，，，，為強化本公為強化本公為強化本公為強化本公

司長期司長期司長期司長期競爭競爭競爭競爭力力力力並並並並提提提提升營升營升營升營運運運運績績績績效效效效，，，，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擬擬擬擬辦理私募辦理私募辦理私募辦理私募引進策引進策引進策引進策

略略略略投資人投資人投資人投資人，，，，私募對私募對私募對私募對象擬洽定象擬洽定象擬洽定象擬洽定之應募人之應募人之應募人之應募人將將將將以以以以具具具具有產品有產品有產品有產品、、、、技技技技

術術術術、、、、品品品品牌或牌或牌或牌或市場通路市場通路市場通路市場通路優勢優勢優勢優勢，，，，預期可預期可預期可預期可協助協助協助協助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降低降低降低降低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改良改良改良改良品品品品質質質質、、、、擴大擴大擴大擴大營營營營運運運運規模規模規模規模及提及提及提及提升營升營升營升營運運運運績績績績效效效效，，，，若若若若本次私募普本次私募普本次私募普本次私募普

通股以通股以通股以通股以不超不超不超不超過過過過 11115555,000,000,000,000仟仟仟仟股股股股，，，，若若若若全數募全數募全數募全數募足足足足以以以以目前實收目前實收目前實收目前實收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計算計算計算計算，，，，預預預預計增計增計增計增資資資資後後後後股本為股本為股本為股本為 751,814751,814751,814751,814仟仟仟仟元元元元，，，，稀釋稀釋稀釋稀釋股本比率為股本比率為股本比率為股本比率為

19.95%19.95%19.95%19.95%，，，，預預預預計各計各計各計各應募人應募人應募人應募人佔佔佔佔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實收實收實收實收資本資本資本資本額將低額將低額將低額將低於於於於 20%20%20%20%，，，，

對本公司對本公司對本公司對本公司經營經營經營經營權權權權並並並並無發無發無發無發生重生重生重生重大大大大變變變變動之動之動之動之虞虞虞虞，，，，且引進策略且引進策略且引進策略且引進策略性投性投性投性投

資人資人資人資人後亦後亦後亦後亦可強化公司可強化公司可強化公司可強化公司競爭競爭競爭競爭力力力力並並並並提提提提升營升營升營升營運運運運績績績績效效效效，，，，對本公司股對本公司股對本公司股對本公司股

東權東權東權東權益影響實屬正面益影響實屬正面益影響實屬正面益影響實屬正面。。。。關於關於關於關於經營經營經營經營權發權發權發權發生重生重生重生重大大大大變變變變動動動動評估請詳評估請詳評估請詳評估請詳

見見見見證券承證券承證券承證券承銷銷銷銷商出商出商出商出具具具具之之之之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    

((((四四四四))))    依依依依證券交易法第證券交易法第證券交易法第證券交易法第 26262626條條條條之之之之 1111規定規定規定規定，，，，關於公司法第關於公司法第關於公司法第關於公司法第 209209209209    

條條條條第第第第 1111 項之決議事項項之決議事項項之決議事項項之決議事項，，，，應於應於應於應於召召召召集事集事集事集事由由由由中中中中列舉並列舉並列舉並列舉並說明其主要說明其主要說明其主要說明其主要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為保為保為保為保障障障障股股股股東權東權東權東權益益益益，，，，請就請就請就請就本次股東會說明本次股東會說明本次股東會說明本次股東會說明「「「「解解解解除新任除新任除新任除新任

董董董董事事事事競競競競業業業業禁止禁止禁止禁止之限之限之限之限制制制制案案案案」，」，」，」，增述讓董增述讓董增述讓董增述讓董事事事事擔任何擔任何擔任何擔任何公司之公司之公司之公司之何職何職何職何職

務務務務，，，，及及及及該該該該等公司之主要等公司之主要等公司之主要等公司之主要營營營營業業業業內容內容內容內容，，，，俾俾俾俾利全利全利全利全體體體體股東股東股東股東瞭瞭瞭瞭解解解解。。。。    

    回覆回覆回覆回覆投保中心說明如下投保中心說明如下投保中心說明如下投保中心說明如下：：：：    

1111、、、、本公司於本公司於本公司於本公司於 106106106106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7777日董日董日董日董事會通過補事會通過補事會通過補事會通過補選獨立董選獨立董選獨立董選獨立董事案事案事案事案、、、、

解解解解除新任董除新任董除新任董除新任董事事事事競競競競業業業業禁止禁止禁止禁止之限之限之限之限制制制制案案案案，，，，並並並並在股東會在股東會在股東會在股東會召召召召集事集事集事集事由由由由

也也也也明明明明列選舉列選舉列選舉列選舉事項事項事項事項----補補補補選獨立董選獨立董選獨立董選獨立董事案及其事案及其事案及其事案及其他他他他議案議案議案議案－－－－解解解解除新除新除新除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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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董任董任董任董事事事事競競競競業業業業禁止禁止禁止禁止之限之限之限之限制制制制案案案案。。。。    

2222、、、、經經經經 106106106106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20202020日起日起日起日起至至至至 106106106106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30303030日止日止日止日止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受受受受理理理理

持股持股持股持股百百百百分之一分之一分之一分之一以以以以上上上上股東之提股東之提股東之提股東之提名名單名名單名名單名名單，，，，經查並經查並經查並經查並無公司法第無公司法第無公司法第無公司法第

209209209209條條條條第第第第 1111 項項項項規定董規定董規定董規定董事為事為事為事為自己或他自己或他自己或他自己或他人為人為人為人為屬屬屬屬於公司於公司於公司於公司營營營營業業業業範範範範

圍內圍內圍內圍內之行之行之行之行為為為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重重重要要要要內容並取得內容並取得內容並取得內容並取得

其其其其許許許許可之可之可之可之情情情情事事事事。。。。    

3333、、、、為為為為讓讓讓讓全全全全體體體體股東股東股東股東瞭瞭瞭瞭解本次股東會解本次股東會解本次股東會解本次股東會「「「「解解解解除新任董除新任董除新任董除新任董事事事事競競競競業業業業禁止禁止禁止禁止

之限之限之限之限制制制制案案案案」，」，」，」，在股東會討論在股東會討論在股東會討論在股東會討論此此此此案時案時案時案時由由由由主席說明本次主席說明本次主席說明本次主席說明本次新選新選新選新選
任任任任之之之之獨立董獨立董獨立董獨立董事是事是事是事是否否否否與本公司有與本公司有與本公司有與本公司有競競競競業之行為業之行為業之行為業之行為，，，，若若若若無無無無則則則則本案本案本案本案

將不予將不予將不予將不予討論表決討論表決討論表決討論表決。。。。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本公司接獲本公司接獲本公司接獲本公司接獲「「「「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06106106106年年年年5555月月月月3333日日日日證保法字第證保法字第證保法字第證保法字第1060000931106000093110600009311060000931號函號函號函號函，，，，要求針對本次私募案補要求針對本次私募案補要求針對本次私募案補要求針對本次私募案補

充說明如下充說明如下充說明如下充說明如下：：：：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針對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對本公司私募發行普通股針對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對本公司私募發行普通股針對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對本公司私募發行普通股針對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對本公司私募發行普通股

每每每每股股股股價格低價格低價格低價格低於於於於參考價格參考價格參考價格參考價格之之之之八八八八成提出說明成提出說明成提出說明成提出說明。。。。        
    ((((一一一一))))會會會會計師計師計師計師在在在在同同同同業之業之業之業之選選選選案案案案標準標準標準標準會會會會計師同計師同計師同計師同業之業之業之業之選選選選案案案案標準標準標準標準主主主主係係係係與融與融與融與融

程電充分討論公司之主要產品程電充分討論公司之主要產品程電充分討論公司之主要產品程電充分討論公司之主要產品、、、、競爭競爭競爭競爭對手對手對手對手、、、、經營經營經營經營效率效率效率效率、、、、產業產業產業產業
地位地位地位地位、、、、資本資本資本資本規模規模規模規模、、、、營營營營運運運運狀況狀況狀況狀況及財務及財務及財務及財務結結結結構等全構等全構等全構等全盤考量後所選盤考量後所選盤考量後所選盤考量後所選出出出出
之樣本之樣本之樣本之樣本。。。。    

融程電及融程電及融程電及融程電及同同同同業之業之業之業之上上上上市市市市或上櫃或上櫃或上櫃或上櫃資本資本資本資本規模規模規模規模、、、、營營營營運運運運狀況狀況狀況狀況及財務及財務及財務及財務結結結結構等構等構等構等彚彚彚彚總如下總如下總如下總如下：：：：    

    上述上述上述上述資資資資料料料料來來來來源源源源為為為為 105105105105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公公公公開開開開資訊資訊資訊資訊觀測站觀測站觀測站觀測站、、、、年報及年報及年報及年報及台灣經濟新台灣經濟新台灣經濟新台灣經濟新報資報資報資報資料料料料庫庫庫庫
((((TEJTEJTEJTEJ))))    

1111、、、、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公司在公司在公司在公司在上上上上市市市市或上櫃或上櫃或上櫃或上櫃之交易方式之交易方式之交易方式之交易方式、、、、本本本本益益益益比及股比及股比及股比及股價價價價淨淨淨淨值比值比值比值比，，，，

相相相相同同同同產業產業產業產業間間間間差差差差異異異異不不不不大大大大，，，，故同故同故同故同業之業之業之業之選選選選案案案案標準係將上標準係將上標準係將上標準係將上市及市及市及市及上櫃上櫃上櫃上櫃

公司全數公司全數公司全數公司全數納納納納入考量入考量入考量入考量，，，，以以以以將最將最將最將最    適適適適之可比之可比之可比之可比較較較較樣本全數樣本全數樣本全數樣本全數納納納納入入入入以求以求以求以求

客客客客觀觀觀觀，，，，尚屬尚屬尚屬尚屬合理合理合理合理。。。。    

2222、、、、融程電之主要融程電之主要融程電之主要融程電之主要經營經營經營經營項項項項目目目目為為為為嵌嵌嵌嵌入入入入式系統式系統式系統式系統模模模模組組組組、、、、工業用液晶工業用液晶工業用液晶工業用液晶顯顯顯顯

示示示示應用應用應用應用模模模模組組組組、、、、強強強強固手持設固手持設固手持設固手持設備備備備之設之設之設之設計計計計、、、、研發與製研發與製研發與製研發與製造造造造，，，，屬屬屬屬電腦電腦電腦電腦

及及及及週邊週邊週邊週邊設設設設備備備備業業業業，，，，一一一一般稱般稱般稱般稱之為之為之為之為「「「「工工工工業電腦業電腦業電腦業電腦」」」」產業產業產業產業。。。。報告中報告中報告中報告中將將將將

各各各各可比可比可比可比較較較較樣本公司之產業樣本公司之產業樣本公司之產業樣本公司之產業概概概概況況況況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彚整彚整彚整彚整於第於第於第於第 6666    頁頁頁頁。。。。由由由由於工業於工業於工業於工業

電腦產業之產品大多電腦產業之產品大多電腦產業之產品大多電腦產業之產品大多係屬係屬係屬係屬少少少少量量量量多樣之多樣之多樣之多樣之特特特特殊殊殊殊型產品型產品型產品型產品，，，，各各各各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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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間間間沒沒沒沒有有有有絕絕絕絕對相對相對相對相似似似似之產品之產品之產品之產品組組組組合合合合，，，，故故故故在在在在選選選選樣時與融程電充分討樣時與融程電充分討樣時與融程電充分討樣時與融程電充分討

論論論論並考量同並考量同並考量同並考量同產產產產業業業業間間間間公司之主要產品及公司之主要產品及公司之主要產品及公司之主要產品及競爭競爭競爭競爭力力力力，，，，將最具將最具將最具將最具產業產業產業產業

地位地位地位地位比比比比較較較較性之公司性之公司性之公司性之公司納納納納入入入入可比可比可比可比    較較較較樣本樣本樣本樣本，，，，尚屬尚屬尚屬尚屬合理合理合理合理。。。。    

3333、、、、從從從從資本資本資本資本規模規模規模規模來來來來看看看看，，，，融程電之股本為融程電之股本為融程電之股本為融程電之股本為 601601601601,,,,815815815815仟仟仟仟元元元元，，，，符符符符合合合合上上上上

市市市市規範規範規範規範。。。。每每每每股股股股淨淨淨淨值值值值則則則則為為為為 26.926.926.926.94444 元元元元，，，，落落落落於可比於可比於可比於可比較較較較樣本樣本樣本樣本每每每每股股股股淨淨淨淨

值值值值 17.2717.2717.2717.27 元元元元～～～～38.1738.1738.1738.17 元元元元間間間間，，，，尚尚尚尚屬屬屬屬合理合理合理合理。。。。    

4444、、、、從從從從營營營營運運運運狀況狀況狀況狀況來來來來看看看看，，，，融程電之融程電之融程電之融程電之每每每每股盈餘為股盈餘為股盈餘為股盈餘為 3.063.063.063.06 元元元元，，，，落落落落於可比於可比於可比於可比

較較較較樣本樣本樣本樣本每每每每股盈股盈股盈股盈餘餘餘餘 1.611.611.611.61 元元元元～～～～4.744.744.744.74 元元元元間間間間，，，，尚屬尚屬尚屬尚屬合理合理合理合理。。。。    

5555、、、、從從從從財務財務財務財務結結結結構來構來構來構來看看看看，，，，融程電長期資金融程電長期資金融程電長期資金融程電長期資金適適適適合率為合率為合率為合率為 317.19317.19317.19317.19，，，，落落落落於於於於

可比可比可比可比較較較較樣本長樣本長樣本長樣本長期資金期資金期資金期資金適適適適合率合率合率合率 185.54185.54185.54185.54～～～～627.34627.34627.34627.34間間間間。。。。本案融程本案融程本案融程本案融程

電之私募資金電之私募資金電之私募資金電之私募資金將將將將用以充用以充用以充用以充實營實營實營實營    運資金運資金運資金運資金、、、、轉轉轉轉投資投資投資投資或或或或其其其其他因他因他因他因應公應公應公應公

司長期司長期司長期司長期營營營營運之資金需求運之資金需求運之資金需求運之資金需求，，，，擬擬擬擬於於於於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股股股股額額額額度度度度內內內內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私募私募私募私募現現現現金金金金增增增增資發行普通股資發行普通股資發行普通股資發行普通股，，，，強化長期發展資金強化長期發展資金強化長期發展資金強化長期發展資金，，，，尚屬尚屬尚屬尚屬合理合理合理合理。。。。    

綜綜綜綜合合合合上述上述上述上述，，，，可比可比可比可比較較較較樣本之樣本之樣本之樣本之選擇選擇選擇選擇均均均均將上將上將上將上市市市市或上櫃或上櫃或上櫃或上櫃、、、、主要產品主要產品主要產品主要產品、、、、

競爭競爭競爭競爭對手對手對手對手、、、、經營經營經營經營效率效率效率效率、、、、產業產業產業產業地位地位地位地位、、、、資本資本資本資本規模規模規模規模、、、、營營營營運運運運狀況狀況狀況狀況及及及及

財務財務財務財務結結結結構等構等構等構等綜綜綜綜合合合合考量考量考量考量，，，，尚屬尚屬尚屬尚屬合理合理合理合理。。。。    

    

((((二二二二) ) ) ) 會會會會計師計師計師計師在流動性在流動性在流動性在流動性折折折折價價價價之之之之調調調調整整整整比率比率比率比率    

1111、、、、本案本案本案本案擬擬擬擬發行之普通股股票發行之普通股股票發行之普通股股票發行之普通股股票，，，，其應募人及其應募人及其應募人及其應募人及購購購購買買買買人人人人除符除符除符除符合證合證合證合證

券交易法第券交易法第券交易法第券交易法第四四四四十十十十三三三三條條條條之之之之八八八八第一項第一第一項第一第一項第一第一項第一款款款款、、、、第二第二第二第二款款款款、、、、第第第第四四四四

款款款款、、、、第五第五第五第五款款款款及第及第及第及第六六六六款款款款者者者者，，，，得自由轉得自由轉得自由轉得自由轉讓讓讓讓本私募案普通股本私募案普通股本私募案普通股本私募案普通股

股票股票股票股票外外外外，，，，其餘應募人及其餘應募人及其餘應募人及其餘應募人及購購購購買買買買人人人人所所所所持有本私募案普通股持有本私募案普通股持有本私募案普通股持有本私募案普通股

股票股票股票股票，，，，自自自自交交交交付付付付日起日起日起日起未未未未滿滿滿滿三年三年三年三年者者者者，，，，不得不得不得不得賣賣賣賣出出出出。。。。所所所所私募之普私募之普私募之普私募之普

通股股票通股股票通股股票通股股票依依依依證券證券證券證券交易法第交易法第交易法第交易法第四四四四十十十十三三三三條條條條之之之之八規定八規定八規定八規定屆滿屆滿屆滿屆滿後後後後，，，，尚尚尚尚

需需需需符符符符合合合合台灣台灣台灣台灣證券交易證券交易證券交易證券交易所所所所相關相關相關相關規定規定規定規定，，，，並依並依並依並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人募集與發行人募集與發行人募集與

發行有發行有發行有發行有價價價價證券證券證券證券處處處處理理理理準則準則準則準則」」」」規定規定規定規定完完完完成補辦公成補辦公成補辦公成補辦公開開開開發行程發行程發行程發行程序序序序

後後後後，，，，方方方方得得得得申申申申請請請請股票股票股票股票上上上上市流通市流通市流通市流通買賣買賣買賣買賣。。。。因此因此因此因此本私募案之普通本私募案之普通本私募案之普通本私募案之普通

股股票流通股股票流通股股票流通股股票流通轉轉轉轉讓讓讓讓性性性性差差差差，，，，預期應募人及預期應募人及預期應募人及預期應募人及購購購購買買買買人人人人將將將將要求必要要求必要要求必要要求必要

之流動性之流動性之流動性之流動性貼貼貼貼水水水水補補補補償償償償，，，，而而而而本私募本私募本私募本私募案私募案私募案私募案私募價格係考量價格係考量價格係考量價格係考量私募私募私募私募

股票流動性股票流動性股票流動性股票流動性不不不不佳佳佳佳之之之之風險而給風險而給風險而給風險而給予予予予折折折折價價價價，，，，已已已已於報告第於報告第於報告第於報告第4444頁加頁加頁加頁加

以說明以說明以說明以說明。。。。因此實因此實因此實因此實務務務務上上上上，，，，應應應應考量考量考量考量流動性流動性流動性流動性問題問題問題問題並予並予並予並予以以以以折折折折價價價價，，，，

即所即所即所即所謂缺謂缺謂缺謂缺乏乏乏乏市場性市場性市場性市場性折折折折價價價價（（（（LackLackLackLack    OfOfOfOf    MarketabilityMarketabilityMarketabilityMarketability    

DDDDiscountiscountiscountiscount,,,,LOMLOMLOMLOMDDDD）））），，，，國國國國內實內實內實內實務一務一務一務一般缺乏般缺乏般缺乏般缺乏市場性市場性市場性市場性折折折折價採價採價採價採用用用用

10101010~~~~30%30%30%30%折折折折價價價價，，，，若若若若私募私募私募私募係係係係以以以以策略策略策略策略性投資人為限性投資人為限性投資人為限性投資人為限，，，，將將將將會會會會給給給給

予較予較予較予較高高高高的的的的折折折折價價價價，，，，而而而而美國美國美國美國稅稅稅稅務法庭務法庭務法庭務法庭亦採亦採亦採亦採用用用用 30%30%30%30%折折折折價價價價。。。。本案本案本案本案

為充為充為充為充實實實實營營營營運運運運資金及資金及資金及資金及因因因因應融程電未來發展之資金需求應融程電未來發展之資金需求應融程電未來發展之資金需求應融程電未來發展之資金需求，，，，擬擬擬擬

於於於於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股股股股額額額額度度度度內內內內辦辦辦辦理私募理私募理私募理私募現現現現金金金金增增增增資發行普通資發行普通資發行普通資發行普通

股股股股，，，，本案融程電之私募資金本案融程電之私募資金本案融程電之私募資金本案融程電之私募資金將將將將用以充用以充用以充用以充實營實營實營實營運資運資運資運資金金金金、、、、轉轉轉轉投投投投

資資資資或或或或其其其其他因他因他因他因應公司長期應公司長期應公司長期應公司長期營營營營運之資金需求運之資金需求運之資金需求運之資金需求，，，，並並並並以以以以策略策略策略策略性投性投性投性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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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人為資人為資人為資人為限限限限，，，，因此因此因此因此給給給給予予予予必要之流動性必要之流動性必要之流動性必要之流動性貼貼貼貼水水水水補補補補償償償償，，，，採採採採用用用用 30%30%30%30%

折折折折價價價價，，，，尚屬尚屬尚屬尚屬合理合理合理合理。。。。    

2222、、、、公司股票公司股票公司股票公司股票價價價價值之值之值之值之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方法方法方法方法眾眾眾眾多多多多，，，，諸諸諸諸如成本法如成本法如成本法如成本法、、、、現現現現金流金流金流金流量量量量

折折折折現現現現法法法法（（（（以以以以選定選定選定選定之之之之折折折折現現現現率率率率，，，，將標將標將標將標的公司未來的公司未來的公司未來的公司未來營營營營運運運運所所所所產產產產生生生生

之之之之現現現現金流金流金流金流量量量量折折折折算算算算成成成成現現現現值值值值，，，，以決以決以決以決定定定定其其其其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價價價價值值值值））））及市場比及市場比及市場比及市場比

較較較較法法法法（（（（以以以以類似類似類似類似公司之交易公司之交易公司之交易公司之交易價格價格價格價格換換換換算算算算為為為為價價價價值值值值乘乘乘乘數數數數，，，，再再再再    配配配配

合合合合標標標標的公司之財務的公司之財務的公司之財務的公司之財務狀況狀況狀況狀況，，，，取得取得取得取得可可可可供供供供參考參考參考參考的股票的股票的股票的股票價價價價值值值值區區區區

間間間間））））等等等等。。。。基於行基於行基於行基於行業業業業特特特特性性性性考量考量考量考量，，，，本案本案本案本案較不較不較不較不適適適適用成本法用成本法用成本法用成本法進進進進行行行行

衡衡衡衡量量量量；；；；另另另另因現因現因現因現金流金流金流金流量量量量折折折折現現現現法法法法涉涉涉涉及及及及多項多項多項多項假假假假設設設設參參參參數設數設數設數設定定定定，，，，不不不不

確定確定確定確定性性性性較較較較高高高高。。。。故故故故本案本案本案本案乃乃乃乃採採採採用市場法中之可用市場法中之可用市場法中之可用市場法中之可類類類類比比比比上上上上    市市市市上上上上

櫃櫃櫃櫃公司法公司法公司法公司法，，，，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方法之方法之方法之方法之採採採採用用用用，，，，已已已已於報告第於報告第於報告第於報告第5555頁加頁加頁加頁加以以以以敘敘敘敘明明明明。。。。

在可在可在可在可類類類類比比比比上上上上市市市市上櫃上櫃上櫃上櫃公司法中公司法中公司法中公司法中，，，，又又又又為為為為避免避免避免避免單採單採單採單採一一一一種計算種計算種計算種計算方方方方

法法法法造造造造成成成成偏誤偏誤偏誤偏誤，，，，故故故故本案本案本案本案同同同同時時時時    採採採採用本用本用本用本益益益益比及股比及股比及股比及股價價價價淨淨淨淨值比值比值比值比加加加加

以以以以評估評估評估評估。。。。融程電本融程電本融程電本融程電本係穩係穩係穩係穩健健健健經營經營經營經營之公司之公司之公司之公司，，，，為為為為避避避避    免免免免過多專過多專過多專過多專

家家家家參參參參數數數數影響估價影響估價影響估價影響估價之公之公之公之公允允允允性性性性，，，，故故故故本案以可本案以可本案以可本案以可驗驗驗驗證程度證程度證程度證程度最最最最高高高高之之之之

可可可可類類類類比比比比上上上上市市市市上櫃上櫃上櫃上櫃公司法公司法公司法公司法，，，，並同並同並同並同時時時時採採採採用本用本用本用本益益益益比及股比及股比及股比及股價價價價淨淨淨淨值值值值

比比比比加加加加以以以以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本次融程本次融程本次融程本次融程    電電電電擬擬擬擬以以以以不低不低不低不低於於於於參考價格參考價格參考價格參考價格之之之之七七七七成成成成

訂訂訂訂價價價價，，，，亦即不低亦即不低亦即不低亦即不低於於於於33339.999.999.999.99（（（（除息前除息前除息前除息前））））及及及及37.8937.8937.8937.89    元元元元（（（（除息除息除息除息

後後後後））））元訂元訂元訂元訂價價價價，，，，因因因因落落落落於本於本於本於本益益益益比法比法比法比法所推估所推估所推估所推估之之之之36.0236.0236.0236.02至至至至66663.83.83.83.83333元元元元

之之之之間間間間，，，，亦亦亦亦落落落落於股於股於股於股價價價價淨淨淨淨值法值法值法值法所推估所推估所推估所推估之之之之27.7527.7527.7527.75至至至至72.4772.4772.4772.47元之元之元之元之

間間間間，，，，尚屬尚屬尚屬尚屬合理合理合理合理。。。。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46464646,,,,521521521521,,,,691691691691權權權權((((其中電子其中電子其中電子其中電子
投票行使表決權數投票行使表決權數投票行使表決權數投票行使表決權數230230230230,,,,850850850850權權權權))))；；；；贊成贊成贊成贊成46464646,,,,511511511511,,,,822822822822權權權權((((其中電子投票其中電子投票其中電子投票其中電子投票

行使表決權數行使表決權數行使表決權數行使表決權數220220220220,,,,982982982982權權權權))))，，，，反對反對反對反對3333,,,,827827827827權權權權((((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

權數權數權數權數3,3,3,3,827827827827權權權權))))，，，，無效票權數無效票權數無效票權數無效票權數0000權權權權，，，，棄權棄權棄權棄權////未投票權數未投票權數未投票權數未投票權數6666,,,,042042042042權權權權((((其中其中其中其中
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6666,,,,041041041041權權權權))))，，，，贊成比率贊成比率贊成比率贊成比率99999999....97979797%%%%，，，，本案照案通本案照案通本案照案通本案照案通

過過過過。。。。    

 

四四四四、、、、選舉選舉選舉選舉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補選獨立董事案，提請  選舉。 

說  明：(一)本公司獨立董事王耀興先生辭任，依董事會決議補選獨立董

事一席。 

(二)依據本公司「公司章程」及「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之規

定，進行補選相關事宜，獨立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三)新任獨立董事之任期係補足原任獨立董事任期，自一○六年

五月二十六日起至一○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止。 

(四)獨立董事候選人其資格條件，業經本公司第十屆第六次董事

會審查通過，本次選舉之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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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程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持股1%股東提名)    

姓名 學歷 主要經歷 
現

職 

持有

股數 

謝發達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畢業 

駐新加坡代表處代表 

駐瑞士代表處代表 

經濟部常務次長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經濟部主任秘書 

經濟部國際合作處處長 

國際貿易局第三組組長 

駐澳大利亞代表處經濟組組長 

無 0 

(五)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 

身身身身分證字號分證字號分證字號分證字號    戶戶戶戶            名名名名    得得得得票權數票權數票權數票權數    備備備備        註註註註    

BBBB111100772007720077200772XXXXXXXXXXXX    謝謝謝謝發達發達發達發達    46,488,74746,488,74746,488,74746,488,747    當選獨立董事當選獨立董事當選獨立董事當選獨立董事    

  

五五五五、、、、其其其其他他他他議案議案議案議案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依據公司法第二○九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本公

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經股東會同意。據此，為使本公司
董事因實際需要，並借助其相關專才與經驗，擬解除新任董
事從事與本公司營業範圍內相同事業之競業行為。 

        (二)敬請  討論。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由由由由於本次於本次於本次於本次新任獨立董新任獨立董新任獨立董新任獨立董事事事事截截截截至提案時至提案時至提案時至提案時並並並並無無無無兼兼兼兼任任任任其其其其他他他他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屬屬屬屬於本公司於本公司於本公司於本公司

營營營營業業業業範圍內範圍內範圍內範圍內之行為之行為之行為之行為，，，，故故故故本案本案本案本案經經經經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裁示裁示裁示裁示不予不予不予不予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六六六六、、、、臨臨臨臨時動議時動議時動議時動議：：：：無 

 
七七七七、、、、散散散散會會會會：：：：同日上午九時四十六分，主席宣佈散會。 

 

 

 

 

主席：呂谷清                          記錄：潘芳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