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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yde Software Corp. 

 

 

 111年股東常會各項議案參考資料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時間：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14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正 

地點：台北市松江路 350號（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一樓演講廳）  



 

 

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本公司 110 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 1.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第 9-12 頁 (附件一 )。  

2.謹報請  鑒核備查。  

 

第二案  

案由：監察人查核 110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 1.本公司 110 年度財務報表等決算表冊業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竣事

並經監察人審查畢事，分別提出查核報告書及審查報告書，請

參閱第 13-26 頁 (附件二 )及第 27 頁 (附件三 )。  

2.謹報請  鑒核備查。  

 

第三案  

案由： 110 年度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 1.依本公司公司章程第 28 條之規定，本公司年度結算如有獲利，

應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三為董事、監察人酬勞及百分之十至十五為

員工酬勞。  

    2.經結算 110 年度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之分派數額為新台幣

7,898,326 元及 110 年度員工酬勞之分派數額為新台幣

39,491,629 元，上述董監事及員工酬勞全數擬以現金方式發

放。  

3.謹報請  鑒核備查。  

 

第四案  

案由：國內私募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發行狀況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 1.民國 110 年第一次國內私募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  

(1)本公司為充實營運長遠發展及引進長期合作之策略性投資夥

伴，於民國 110 年 7 月 22 日股東會通過之 110 年第 1 次國內

私募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可募集金額新台幣陸仟萬元整，

截至目前，尚未募集發行。  

(2)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第 7 項規定，私募案應於股東會決議

後一年內辦理完成，依此該私募案一年期限至民國 110 年 7

月 21 日屆滿。逾期若未募集則應屬停止辦理，俾維護股東權

益。  

2.謹報請  鑒核備查。  

 



 

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承認 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明： 1.本公司 110 年度決算表冊，包括營業報告書請參閱第 9-12

頁 (附件一 )、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請參閱第 13-26

頁 (附件二 )，業經本公司監察人審查完竣，認為尚無不

合，並出具書面審查報告在案請參閱第 27 頁 (附件三 )。  

2.敬請  承認。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承認 110 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明： 1.本公司 110 年度盈餘分配表，業經民國 111 年 2 月 21 日董

事會決議通過。  

     2.110 年度盈餘分配表如下列：  

 

  系微股份有限公司 

110 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加 (減 )：民國 110 年確定福利計劃精算損失  

調整後期初未分配盈餘  

$  23,346,448 

2,507,880 

25,854,328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225,899,281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本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22,840,716) 

(2,687,300) 

 

 226,225,593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每股 5.20 元）  (197,826,138)  

期末未分配盈餘  $  28,399,455  

   

 

        

董事長：王志高         經理人：莊鈴文         會計主管：徐心吾  

 

   3.本次現金股利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

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列入股東權益項下。   



 

4.上述股利於提報股東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配息基準

日。若因本公司買回股份、國內可轉換公司債轉換為普通

股或員工執行認股權憑證，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

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5.本案內容如因法令規定或因主管機關核示而必須變更時，

授權董事會辦理。  

     6.敬請   承認。  



 

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擬以私募方式辦理 111 年度第 1 次國內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

發行案，敬請  決議。  

說明：為充實公司營運長遠發展及引進長期合作之策略性投資夥

伴，擬以私募方式辦理 111 年度第 1 次國內無擔保可轉換公

司債，其相關資料請參閱第 28-30 頁 (附件四 )及第 31-35 頁

(附件五 )。  

決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敬請  決議。  

說明：配合法令修訂，於民國 111 年 2 月 21 日董事會通過修訂本公

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請參閱原條文第 36-39 頁 (附件

六 )及修訂條文對照表第 40-41 頁 (附件七 )。  

決議：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敬請  決議。  

說明：配合法令修訂，於民國 111 年 2 月 21 日與民國 111 年 5 月 5

日董事會通過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請

參閱原條文第 42-46 頁 (附件八 )及修訂條文對照表第 47-58

頁 (附件九 )。  

決議：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程序」案，敬請  決議。  

說明：配合法令修訂，於民國 111 年 2 月 21 日董事會通過修訂本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產程序」部分條文，請參閱原條文第 59-70

頁 (附件十 )及修訂條文對照表第 71-74 頁 (附件十一 )。  

決議：  



 

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董事 (含獨立董事 )選舉案，提請  選舉。  

說明：  

1.  依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設置董事 7~11 人，董事名額中，獨

立董事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  

本公司董事任期屆滿，經本公司民國 111 年 4 月 1 日董事會

決議，本次股東常會改選 11 名董事 (含獨立董事 4 人 )。當

選董事任期三年，任期自民國 111 年 6 月 14 日起至民國

114 年 6 月 13 日止。  

2.  本公司依公告受理董事 (含獨立董事 )提名，公告期間股東提

名相關候選人，經民國 111 年 4 月 28 日董事會完成資格審

查，其學歷、經歷及其他相關資料，請參閱第 77-78 頁 (附

件十三 )。  

提請選舉：  

 

 



 

其他議案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擬解除新任董事 (含獨立董事 )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敬請  決議。  

說明：鑑於本公司選任之董事 (含獨立董事 )及其代表人，可能同時

發生擔任與本公司營業範圍類同之他公司董事或經理人情

形；為由於其參與經營對公司多角化、國際化之發展有益，

配合事實需要，在無損及公司利益之前提下，爰依公司法第

二〇九條之規定，自就任日起，解除其競業禁止之限制。  

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