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7 年股東常會各項議案參考資料
時

間：民國 107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整

地

點：彰化縣和美鎮全興工業區工一路 1 號(本公司總廠大會議室)

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
說 明：

106 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鑒察。
(一) 民國 106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議事手冊。
(二) 敬請 鑒察。

第二案
案 由：
說 明：

審計委員會審查 106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鑒察。
(一)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議事手冊。
(二) 敬請 鑒察。

第三案
案 由：
說 明：

106 年度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及認股辦法修正案，敬請 鑒察。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要求及本公司董事會決議，修訂本公司「106 年
度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及認股辦法」部分條文，請參閱議事手冊。

第四案
案 由：
說 明：

本公司所發行國內第一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報告，敬請 鑒察。
(一) 本公司民國 106 年度第一次有擔保可轉換公司債募集發行相關內
容如下所述:
1. 募集發行原因:用以支應取得錫頓金屬製品(嘉興)有限公 60%
股權之現金對價，本次計畫所需資金總金額為新台幣 665,051
千元。
2. 發行金額:發行總額為新台幣 600,000 仟元，每張面額為新台幣
100 仟元整，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募集總金額上限為新台幣
603,000 仟元，未足額部分將以自有資金或銀行借款支應。
3. 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期局金管證字發第 1060033627 號函
申報生效，並於民國 106 年 9 月 20 日募集發行完成，於民國
106 年第三季已依計劃以新台幣 665,051 仟元取得錫頓金屬製
品(嘉興)有限公 60%股權。
4. 本轉換公司債截至民國 107 年 3 月 31 日止，尚無轉換之情形。
(二) 敬請 鑒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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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案 由：
說 明：

庫藏股買回執行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一) 本公司執行庫藏股買回情形如下:
買回期次
買回目的
買回期間
買回區間價格
已買回股份種類及數量
已買回股份金額
本次平均每股買回價格
已辦理銷除及轉讓之股份數量
累計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
累計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比率(%)

第一次
轉讓股份予員工
民國 106 年 12 月 22 日至
民國 107 年 2 月 21 日
30.00~50.00 元
4,000,000 股
172,339,773 元
43.08 元
4,000,000 股
4.30

(二) 敬請 鑒察。
第六案
案 由：
說 明：

106 年度合併事項報告，敬請 鑒察。
(一) 本公司為整合集團公司資源及提升經營效益，依企業併購法第 19
條進行簡易合併，為同一集團之組織重整，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
通過簡易合併本公司之子公司詠安運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本
公司為存續公司，合併基準日為民國 107 年 1 月 1 日，本合併案
業經 107 年 2 月 2 日經授商字 第 10701009100 號核准登記完成。
(二) 敬請 鑒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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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說 明：

承認 106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一) 本公司民國 106 年度財務報表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廖婉
怡及張耿禧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併同營業報告書經監察人查核
完竣。
(二) 民國 106 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
閱議事手冊。
(三) 敬請 承認。

決 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說 明：

承認 105 年度盈餘分派案。
(一) 本公司民國 106 年度盈餘分派業經董事會依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擬
具，請參閱議事手冊。
(二) 本次配發股東紅利新台幣 44,475,112 元，每股配發現金股利新台
幣 0.50 元，分派採元以下無條件捨去計算方式，其畸零款合計數
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三) 本案俟股東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另行訂定配息基準日及發放日。
(四) 本次盈餘分派於配息基準日前，如因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變動導
致配息率發生變動時，擬請授權董事會辦理變更相關事宜。
(五) 敬請 承認。

決 議：

3

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
說 明：

擬辦理私募發行普通股案。
(一) 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以因應未來營運所需，擬視市場狀況及本
公司需求，以私募普通股方式籌資，實際發行擬提請股東會授權
董事會以不超過 9,200 仟股之普通股額度內，每股面額新台幣壹
拾元，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一次性辦理，並得暫緩、取消
發行。
(二) 爰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第 6 項規定，茲將辦理私募之發行方
式及內容說明如下：
1. 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
(1) 本次私募普通股每股價格不得低於參考價格之八成，參考
價格以下列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定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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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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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實際之發行價格於不低於股東會決議成數之範圍內授權
董事會視日後洽特定人情形及市場狀況決定之，若本次私
募增資發行普通股，依前述訂價方式，致以低於股票面額
發行時，因已依據法令規範之定價依據辦理且已反映市場
價格狀況，應屬合理，如造成累積虧損增加對股東權益產
生影響，將於未來年度股東會時，依年度營業結果由股東
評估並討論應否減資彌補虧損。
2. 特定人選擇方式：
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規定，擬視市場狀況及本公司
需求引進策略性投資人：
(1) 應募人之選擇方式與目的：
應募人之選擇以為提高本公司之獲利，藉本身經驗技術、
知識、品牌或通路等，經由產業傳直整合、水平整合或共
同研究開發商品或市場等方式，以協助本公司提升競爭優
勢。
(2) 必要性：
有鑑於近年來終端市場競爭變化，為提升本公司之競爭優
勢，擬引進對本公司未來產品與市場發展有助益之策略投
資人。
(3) 預計效益：
藉由應募人之加入，可加速本公司在產品與市場發展之契
機，並有助於公司穩定成長。
(三) 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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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採用公開募集之理由：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及償還銀行借
款，爰有資金需求，考量私募方式相對具有迅速簡便之時效性及
機動性，如透過公開募集方式籌資，除礙於時效，亦恐難迅速挹
注所需資金，再者，考量降低籌資成本，故擬以私募方式辦理現
金增資發行普通股股票，並授權董事會辦理，以提高公司籌資效
率。
2. 私募之額度：不超過 9,200 仟股之普通股額度內辦理，於股東會
決議日起一年內一次性辦理。
3. 私募資金用途及預計達成效益：將全數用以充實營運資金及償還
銀行借款。預計將提升市場競爭力並可強化整體財務結構。
(四) 本次私募有價證券之權利義務：
本次私募之普通股其權利義務，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相同，惟
本次私募新股轉讓之限制，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8 及主管機關
相關法令函釋辦理。
(五) 其他：
本次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之發行條件、計劃項目、資金運用進
度、預計可能產生效益及其他未盡事宜，未來如因經主管機關修正
或因客觀環境變更而有所修正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依規定辦
理。
(六) 敬請 決議。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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