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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八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開會程序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四、討論事項 

五、臨時動議 

六、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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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八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開會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地點：桃園市平鎮區南豐路 261 號 2 樓(平鎮工業區管理中心會議室) 

 

一、主席宣佈開會及致詞 

二、報告事項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就與統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轉換案之審議結果報

告。 

 

三、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以現金為對價之股份轉換方式取得子公司統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百分之百股份案。 

 

四、臨時動議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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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案由：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就與統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轉換案之審議結果報

告，報請 鑒核。 

說明：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經參酌委任之獨立專家所出具之價格合理性意見書，

本次股份轉換價格為每股現金 15.5 元，落於獨立專家建議之每股價格合

理區間內，本審計委員會認為股份轉換價格尚屬合理。經審閱「股份轉

換協議書」係依據相關法律規範訂定，其股份轉換對價及條件尚符合公

平之原則，審計委員會審議結果議事錄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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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案由：本公司擬以現金為對價之股份轉換方式取得子公司統盟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百分之百股份案，敬請 決議。                        (董事會提) 

說明：1.為推動雙方之資源有效整合、提升企業分工效率，擴大營運規模，以提

升營運效能及增強競爭力，本公司擬依企業併購法等規定與統盟電子簽

訂「股份轉換協議書」，約定由本公司與統盟電子進行以現金為對價之

股份轉換（下稱「本股份轉換案」），股份轉換完成後，統盟電子將成為

本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 

2.本公司取得統盟電子每 1 股普通股股份之對價為現金新台幣 15.5 元。

統盟電子股東（本公司除外）轉讓予本公司之股份預計為86,676,157股，

本公司預計支付給統盟電子股東（本公司除外）之現金對價合計為

1,343,480,434 元。惟本公司實際支付之現金對價總數，仍應以統盟電子

於股份轉換基準日已發行股份總數扣減本公司所持有統盟電子股份

87,421,673 股，再減去統盟電子依法買回異議股東股份數後之股份數額，

按每股現金對價計算，並按個別股東配發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 

3.為進行本股份轉換案，本公司與統盟電子經協商相關交易條件及執行細

節後，擬簽署「股份轉換協議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二。 

4.本股份轉換案擬以每股現金 15.5 元支付予統盟電子其餘股東，作為股

份轉換對價，以取得統盟電子全數已發行之股份。股份轉換對價之合理

性，業經獨立專家黃國師會計師出具合理性意見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

三。 

5.本股份轉換案完成之日(股份轉換基準日)暫訂為民國 108年 3月 29日，

若因實際情況有調整股份轉換基準日之必要，提請股東會授權本公司董

事會與統盟電子共同協商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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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股份轉換案經董事會討論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長代表本公司簽屬股

份轉換協議書及其他相關文件；另本股份轉換案未盡事宜，除法令及股

份轉換協議書另有規定者外，授權董事長及/或其指定之人全權處理，

並得代表本公司處理與本股份轉換案有關之一切必要或相關程序並採

取一切必要或相關之行為。如因相關主管機關指示或其他正當理由致本

股份轉換案需修正或調整時，授權董事長及/或其指定之人全權處理

之。 

7.依企業併購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公司進行併購時，公司董事就併購

交易有自身利害關係時，應向董事會及股東會說明其自身利害關係之重

要內容及贊成或反對併購決議之理由。」兹就本公司董事對本股份轉換

案可能涉及利害關係之情況說明如下： 

(1) 因本公司徐正民董事之配偶陳惠瑤女士所擔任董事之惠民投資

有限公司，同時為本公司及統盟電子之前十大股東，徐正民董事

對本股份轉換案可能涉及利害關係，故徐正民董事於董事會時自

請迴避討論及表決。另徐正民董事贊成本股份轉換案之理由為：

從公司的長遠策略來看，本股份轉換案對雙方資源將可有效整合，

且能擴大本公司之營運規模，進而增強市場競爭力。 

(2) 因獨立董事黃麗美女士兼任併購交易相對人（統盟電子）之獨立

董事，黃麗美董事對本股份轉換案可能涉及利害關係，故黃麗美

董事於董事會時自請迴避討論及表決。另黃麗美董事贊成本股份

轉換案之理由為：從公司的長遠策略評估，本股份轉換案對雙方

資源整合面有正面助益及增強營運效能。 

決議： 

【臨時動議】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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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八十八年四月三十日 

八十八年 股東臨時會通過 

九十一年   股東常會通過 

九十五年   股東常會通過 

一○四年   股東常會通過 

第一條： 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範辦理。 

第二條： 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第三條：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

加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第四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

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

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第五條： 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六條： 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 

第七條：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佈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

席時，主席得宣佈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

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

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

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第八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

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股東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

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

佈散會。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 

第九條： 除議程所列議案外，股東提出之其他議案或原議案之修正案或替代案，應有其他

股東附議，提案人連同附議人代表之股權，應達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總數百分之

一。 

第十條： 非為議案，不予討論或表決。討論議案時，主席得於適當時機宣告討論終結，必

要時並得宣告停止討論。 

第十一條：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佈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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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另有規定者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

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出席股東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相同。 

第十三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

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

以發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

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第十四條：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

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不服主席糾正，

妨礙議場秩序者，主席得停止其出席。 

第十五條： 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

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第十六條：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七條：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份。表決

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記錄。 

第十八條：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

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第十九條：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人員（或保全人員）

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 

第二十條： 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告休息。 

第二十一條： 會議進行時如遇空襲警報，即停止開會各自疏散，俟警報解除後一小時繼續開

會。 

第二十二條： 本規則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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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 
摘要說明 

 
依企業併購法第 12條第1項第 5款之規定：「公司於進行併購而有下列情形之一，

股東得請求公司按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持有之股份：……五、公司進行第二十九條

之股份轉換時，進行轉換股份之公司股東及受讓股份之既存公司股東於決議股份轉換

之股東會集會前或集會中，以書面表示異議，或以口頭表示異議經記錄，放棄表決權

者。」 

 
依照前開規定，股東對於本股份轉換案如有異議，得行使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

權，請求本公司收買股份及支付股份之公平價格。 

 
謹將異議股東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之程序摘要說明如下：  

 
一、股東如擬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應於本次股東臨時會前以書面表示異議，或於本

次股東臨時會開會時以口頭表示異議經記錄，並放棄表決權。 

 
二、異議股東如已完成前項之程序，應於本次股東臨時會決議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提

出，並列明請求收買全部股份價格及至往來券商辦理交存股票之憑證；逾期未辦

理前開作業者，將喪失股份收買請求權之權利。 

 
三、如異議股東已完成前項之作業，且異議股東與本公司就收買價格達成協議者，本

公司將自本次股東臨時會決議日起九十日內支付價款。未達成協議者，本公司將

自本次股東臨時會決議日起九十日內，依本公司所認為之公平價格支付價款予未

達成協議之異議股東。 

 
四、如異議股東與本公司間就收買價格自本次股東臨時會決議日起六十日內未達成協

議者，本公司依法將於此期間經過後三十日內，以全體未達成協議之異議股東為

相對人，聲請法院為價格之裁定。 

 
提醒股東注意，股東行使異議股份收買請求權後，如本公司與異議股東就股份收

買價格未達成協議時，本公司將自本次股東臨時會決議日起九十日內，依本公司所認

為之公平價格支付價款予未達成協議之異議股東，故股東依法令行使異議股東股份收

買請求權取得本公司所認為之公平價格之時間，有可能晚於本公司在預定股份轉換基

準日（即 108 年 3 月 29 日）後支付現金對價予其他未行使異議股份收買請求權股東之

時間。至於法院對於公平價格之認定，將取決於法院之裁定程序，如法院裁定之公平

價格高於本公司所認為之公平價格，其差額將於法院裁定確定後才能依法給付。 



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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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持股情形 
一、本公司截至 107年 12月 27日實收資本額為 2,712,429,380元，已發行股數計 271,242,938
股。 

二、本公司獨立董事三席，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第二

條規定，公開發行公司選任之獨立董事，其持股不計入計算總額。選任獨立董事二人以

上者，其全體董事法定持股成數應以獨立董事以外之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持股成數計算降

為百分之八十。 
三、本公司全體董事法定最低應持有股數：12,000,000股。 
四、截至本次股東臨時會停止過戶日(107年 12月 27日)股東名簿記載之個別及全體董事持有
股數狀況如下表所列； 

 

職 稱 戶 名 選任日期 
選任當時持有股份 停止過戶日股東名

簿記載之持有股份 
備 註 

股 數 比 率 股 數 比 率 

董事長 徐正民 107.6.8 1,486,183 0.55% 1,486,183 0.55%  

董事 李明熹 107.6.8 1,356,189 0.50% 1,356,189 0.50%  

董事 陳志弘 107.6.8 2,541,216 0.94% 2,358,216 0.87%   

董事 林振旻 107.6.8 599,550 0.22% 599,550 0.22%  

董事 江榮國 107.6.8 800,000 0.29% 800,000 0.29%  

董事 徐銘杰 107.6.8 661,226 0.25% 726,226 0.27%  

董事 徐銘鴻 107.6.8 757,592 0.28% 782,592 0.29%  

董事 藍英瑛 107.6.8 244,709 0.09% 400,709 0.15%  

董事 李政信 107.6.8 518,330 0.19% 518,330 0.19%  

董事 后祥雯 107.6.8 38,216 0.01% 38,216 0.01%  

董事 和成欣業(股)公司 107.6.8 6,575,315 2.42% 6,575,315 2.42% 代表人： 
邱啟新 

董事 亞達投資有限公司 107.6.8 680,936 0.25% 680,936 0.25% 代表人： 
邱亭文 

獨立董事 黃麗美 107.6.8 124,546 0.05% 124,546 0.05%  

獨立董事 黃寬模 107.6.8 0 0.00% 0 0.00%  

獨立董事 蕭世棋 107.6.8 0 0.00% 0 0.00%  

全 體 董 事 合 計  16,384,008 6.04% 16,447,008 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