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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ation Technology, Inc. 

2016年股東常會 

議 事 錄 

          

 

 

 

 

 

 

 

 

 

 

日期：2016年6月8日（星期三） 

地點：基隆市七堵區工建北路1之2號2樓 

（基隆就業中心六堵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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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報告事項 

第一案 ：2015年度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分配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說   明：  

1、依中華民國經濟部104/6/11經商字第10402413890號函及104/10/15經
商字第10402427800號函辦理。 

2、依本公司董事會提請股東會決議修正後章程第100條，本公司應以當年

度稅前利益扣除分配員工酬勞與董事酬勞前之利益於保留彌補累積虧

損數額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員工酬勞不高於15%及董事酬勞不高於

5%。 
3、經薪酬委員會建議，提列員工酬勞4.78%計新台幣4,280,265元(人民幣

842,767.48元)與董事酬勞2.72%計新台幣2,433,335元(人民幣479,125.60
元)，以2016年2月29日台灣銀行買入賣出人民幣即期外匯收盤價之平均

數計算，均以現金方式發放。 
4、本案經本次股東會通過修正章程後，始得執行發放作業。 

 

第二案 ：2015年度營業報告，報請  公鑒。 
說   明：本公司2015年度營業報告書，請參閱附件二。 

 
第三案 ：審計委員會審查2015年度決算表冊報告，報請  公鑑。 
說  明：審計委員會報告書，請參閱附件三。 
 
伍、 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2015年度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案，敬請  承認。 
說  明： 

1、2015年度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已編製完竣，業經2016年3月16日
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勤業眾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郭慈容、簡明彥會計

師出具書面查核報告，併同營業報告書送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 
2、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參閱本手冊第16至18頁

及第20至26頁，附件二及附件四。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13,454,788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贊成權數   13,410,782 權(含電子投票   16,035 權) 99.67 

反對權數        1,000 權(含電子投票   1,000 權) 0.01 

棄權權數       43,006 權(含電子投票   1,006 權) 0.32 

本案照原案以特別決議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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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2015年度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說  明： 

1、本公司2015年度稅後純益為人民幣13,931,320.78元，依本公司章程規定

於彌補以往虧損人民幣1,187,786.40元後，提撥法定盈餘公積人民幣

1,274,353.44元後，可供分配盈餘為人民幣11,469,180.94元，按公司章

程規定分配之，2015年度盈餘分配表，請參閱本手冊第27頁，附件五。 
2、2015年度盈餘分配案，按本公司2016年2月29日流通在外普通股股數計

算，每股擬配發股票股利新台幣1.0元與現金股利新台幣1.9元（計算至

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零款合計數計入本公司其他收入），分別

為股票股利新台幣19,417,000元以及現金股利新台幣36,892,300元，共

計新台幣56,309,300元。目前暫以105年2月29日新台幣5.0787元兌換1
人民幣設算，合計擬分配之盈餘約為人民幣11,087,345.19元；正確配發

之股票股利與現金股利人民幣金額，將以股東會前一營業日之台灣銀

行買入賣出人民幣即期外匯收盤價之平均數計算為準。 
3、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配息、增資基準日、發放日

及其他相關事宜。 
4、嗣後如因現金增資發行新股、員工認股權執行、買回本公司股票、或

將庫藏股轉讓及註銷等，造成本公司配息、增資基準日之流通在外股

數變動致配股、配息率發生變動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理

之。 
5、提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13,454,788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贊成權數   13,411,782 權(含電子投票   17,035 權) 99.68 

反對權數           0 權(含電子投票       0 權) 0 

棄權權數       43,006 權(含電子投票   1,006 權) 0.32 

本案照原案以特別決議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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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討論事項二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辦理盈餘轉增資發行新股案，謹提請  討論公決。 

說  明：   

1、本公司考量未來業務發展需要，擬自2015年度可分配盈餘中提撥股東股

票股利新臺幣19,417,000元，共發行新股1,941,700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元，均為普通股，原股東按增資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之持有股數，每

仟股無償配發100股。 

2、股東股利配發不足壹股之畸零股，得由股東自配股基準日起五日內，辦

理自行合併湊成壹股之登記。逾期未辦理者，其股份授權董事長洽特定

人承購。 

3、本次增資發行新股案，其權利義務與原有股份相同，擬於股東常會通過，

呈報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另訂增資基準日。 

4、如嗣後本公司因股本變動以致影響流通在外股量，而需配合變更股東配

股率者，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理。 

5、有關本次增資相關事宜，如因事實需要或經主管機關審核必要變更時，

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理。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13,454,788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贊成權數   13,409,782 權(含電子投票   15,035 權) 99.67 

反對權數        2,000 權(含電子投票   2,000 權) 0.01 

棄權權數       43,006 權(含電子投票   1,006 權) 0.32 

本案照原案以特別決議表決通過。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謹提請  討論公決。 

說  明：   

1、依公司法第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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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公司董事如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類似之公司擔

任董事之行為，爰依法提請股東會同意。本公司之董事長吳東義先生擔

任以下公司職務，有上述情事時，同意解除該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禁

止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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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   名 擔任同業他公司職務 

董事長 

吳東義 

(UMT Holdings (Samoa) Ltd.之法人

代表人) 

利滙科技(股)公司 

代表人及董事長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13,454,788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贊成權數   13,409,782 權(含電子投票   15,035 權) 99.67 

反對權數        2,000 權(含電子投票   2,000 權) 0.01 

棄權權數       43,006 權(含電子投票   1,006 權) 0.32 

本案照原案以特別決議表決通過。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部分條文案，謹提請  討論公決。 

說  明： 

1、本公司依據櫃檯買賣中心104年8月31日證櫃字第1040101631號來函應辦

理事項，承諾於「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增訂所要求之事項，擬修

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部分條文。 
2、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參閱本手冊

第28頁，附件六。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13,454,788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贊成權數   13,409,782 權(含電子投票   15,035 權) 99.67 

反對權數        2,000 權(含電子投票   2,000 權) 0.01 

棄權權數       43,006 權(含電子投票   1,006 權) 0.32 

本案照原案以特別決議表決通過。 

 

 

柒、 臨時動議 

      (股東提問及發言內容暨公司之答覆略) 

經詢無其他臨時動議，主席宣布議畢散會。 

捌、 散會：(同日)上午十時整 

（本股東會議事錄記載發言內容僅為摘要，實際發言情形以現場錄音、錄影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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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修訂組織備忘錄 

9.  

本備忘錄未定義之大寫詞彙與本公司章

程中使用者具有相同意義，本公司章程

規定之用辭解釋章節亦適用於本備忘

錄。 

 

9. 

本公司得於英屬開曼群島境外之任

何法域以股份有限公司之主體延續

之，並於英屬開曼群島註銷註冊登

記。 

10. 本備忘錄未定義之大寫詞彙與本

公司章程中使用者具有相同意

義，本公司章程規定之用辭解釋

章節亦適用於本備忘錄。 

 

刪除原第 9 條

內容 

修訂章程 

23. 
(1)本公司應登記於股東名簿為庫藏股

之持有人，但除開曼法令另有規定外，

凡於本公司持有庫藏股之期間： 
…………………………………………. 
(d) 庫藏股不得受股息或紅利之分派或

支付，或其他本公司資產(包括解散

時分配予股東之剩餘資產) 之分配

(無論係現金或其他)。 

23. 

(1)本公司應登記於股東名簿為庫藏

股之持有人，但除開曼法令另有規定

外，凡於本公司持有庫藏股之期間： 
…………………………………… 
(d)庫藏股不得受股息之分派或支

付，或其他本公司資產(包括解散

時分配予股東之剩餘資產) 之分

配(無論係現金或其他)。 

文字說明調整

其他條次一併

增加 

95. 
於掛牌期間，本公司應於每會計年度之

盈餘中提撥一定金額用於下列目的：(i) 
繳納該會計年度之應納稅捐；(ii) 彌補

以往年度之虧損；於提撥該等金額後分

派股利前，董事會得將剩餘部分提為特

別盈餘公積（下稱「特別盈餘公積」），

用於任何得以盈餘支應之目的。 

95. 

於掛牌期間，本公司應於每會計年度

之盈餘中提撥一定金額用於下列目

的：(i) 繳納該會計年度之應納稅捐；

(ii) 彌補以往年度之虧損；(iii)依據上

市（櫃）規範提撥法定盈餘公積；於

提撥該等金額後分派股利前，董事會

得將剩餘部分提為特別盈餘公積，用

於任何得以盈餘支應之目的。 

刪除提撥法定

盈餘公積條款 

98. 

當股東因持有畸零股致依本章程規定分

派股息、紅利或其他利益有困難時，董

事會得為權宜之處理，而以現金代替股

98. 

當股東因持有零股致依本章程規定

分派股息、紅利或其他利益有困難

時，董事會得為權宜之處理，而以現

新增文字說明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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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票股息、股票紅利或其他相類似利益之

全部或一部給付予該股東。該等董事會

之決定應有效力且對於股東具有拘束

力。 

金代替股息、紅利或其他利益之全部

或一部給付予該股東。該等董事會之

決定應有效力且對於股東具有拘束

力。 

酬勞、股息及紅利 

99. 

於非掛牌期間，除開曼法令或本章程另

有規定或附於股份之權利另有規範外，

董事會得根據股東所享有之權利及利益

分派股息/紅利，包括董事會認為依本公

司之狀況為合理之期中股息/紅利。 

股息及紅利 

99. 

於非掛牌期間，除開曼法令或本章程

另有規定或附於股份之權利另有規

範外，董事會得根據股東所享有之權

利及利益分派股息，包括董事會認為

依本公司之狀況為合理之期中股息。 

新增文字說明 

100. 

(1)本公司現處於成長階段，本公司之股

利得以現金或/及股份方式配發予本公

司股東，且本公司股利之配發應考量本

公司資本支出、未來業務擴充計畫、財

務規劃及其他為求永續發展需求之計

畫。 

(2) 於掛牌期間，除開曼法令、上市（櫃）

規範或本章程另有規定外，本公司年度

如有獲利（所謂獲利係指尚未扣除分派

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之稅前利益），應經

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數之決議，提撥不超過當年度

獲利百分之十五為員工酬勞，以發行股

票及/或現金方式分派予員工（除開曼法

令或上市（櫃）規範另有規定外，該等

員工之資格應由董事會定之）；並得經董

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

事過半數之決議提撥不高於當年度盈餘

百分之五作為董事酬勞分派予董事。但

本公司尚有累積虧損（包括調整未分配

盈餘金額）時，應預先保留彌補數額，

再就其剩餘數額依前述比例提撥員工及

董事酬勞。員工及董事酬勞分配案應提

股東會報告。除上市（櫃）規範另有規

定外，董事酬勞不應以發行新股之方式

為之。 

(3) 於掛牌期間，除開曼法令、上市（櫃）

100. 

(1)本公司現處於成長階段，本公司之

股利得以現金或/及股份方式配發予

本公司股東，且本公司股利之配發應

考量本公司資本支出、未來業務擴充

計畫、財務規劃及其他為求永續發展

需求之計畫。於掛牌期間，除開曼法

令、上市（櫃）規範或本章程另有規

定，或附於股份之權利另有規範外，

凡本公司於一會計年度終了時有盈

餘，董事會可依下列程序及順序提出

盈餘分配提案：  

本公司於提繳所有相關稅款、彌補虧

損（包括先前年度之虧損）、按照上

市（櫃）規範提撥法定盈餘公積（但

若法定盈餘公積合計已達本公司已

發行資本總額者不適用之），次提特

別盈餘公積（如有）後，剩餘者（下

稱「可分配盈餘」）得由股東常會以

普通決議，依下列方式分派之： 

(a)不超過百分之十五之可分配盈餘

作為員工紅利； 

(b)不超過百分之五之可分配盈餘作

為董事酬勞； 

(c)不低於扣除分派員工紅利及董事

酬勞數額之可分配盈餘之百分之十

加計經本公司股東常會以普通決議

所定以前年度之未分配盈餘之全部

配合中華民國

法令修改及公

司實務運作，修

改員工紅利與

董事酬勞相關

條款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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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規範或本章程另有規定，或附於股份之

權利另有規範外，凡本公司於一會計年

度終了時如有本期稅後淨利，應先彌補

虧損（包括先前年度之虧損及調整未分

配盈餘金額），次提特別盈餘公積（如有）

後，得由股東常會以普通決議，以不低

於剩餘之可分配盈餘（包括經迴轉之特

別盈餘公積）之百分之十，加計經本公

司股東常會以普通決議所定以前年度未

分配盈餘（包括調整未分配盈餘金額）

之全部或一部，依股東持股比例，派付

股息/紅利予股東，其中現金股利之數

額，不得低於該次派付股息/紅利總額之

百分之十。  

(4) 董事會得自任何股息、紅利或其他

與股份有關之應付款中，抵扣股東當時

到期應給付予本公司之任何款項（如

有）。 

(5) 任何股息、紅利或其他與股份有關

之應付款均得以電匯至股東指定之銀行

帳戶，或直接將支票或匯票郵寄至股東

登記地址，或至持有人以書面指定之人

或地址之方式給付之。在共同持股之情

形下，任一持有人均得有效收受股息、

紅利或其他與股份有關之應付款。 

(6) 除開曼法令、上市（櫃）規範另有

規定者外，任何特別盈餘公積得迴轉為

本公司之未分配盈餘。 

或一部，依股東持股比例，派付股息

予股東，其中現金股利之數額，不得

低於該次派付股息總額之百分之十。 

(2) 董事會得自任何股息或其他與

股份有關之應付款中，抵扣股東當時

到期應給付予本公司之任何款項（如

有）。 

(3) 任何股息或其他與股份有關之

應付款均得以電匯至股東指定之銀

行帳戶，或直接將支票或匯票郵寄至

股東登記地址，或至持有人以書面指

定之人或地址之方式給付之。在共同

持股之情形下，任一持有人均得有效

收受股息或其他與股份有關之應付

款。 

(4) 除開曼法令、上市（櫃）規範另

有規定者外，任何特別盈餘公積得迴

轉為本公司之未分配盈餘。 

101. 於掛牌期間，除開曼法令、上市（櫃）

規範或本章程另有規定外，依本章程應

分派予股東之股息或紅利，得經股東會

特別決議將其全部或一部，以發行新股

方式為之。 

101. 於掛牌期間，除開曼法令、上市

（櫃）規範或本章程另有規定外，依

本章程應分派予股東之股息與應分

派予員工及董事之紅利，得經股東會

特別決議將其全部或一部，以發行新

股方式為之。 

同 100 條修訂

內容調整。 

註：本中譯文僅供參考之用，實際內容應以英文版公司章程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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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Chart：AMENDED AND RESTATED 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Radiation Technology, Inc. 

Revised Version Current Version Explanation 

AMENDED AND RESTATED 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 

9. 
Capitalised terms that are not defined in 
this 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 bear the 
same meaning as those given in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Company 
and the interpretations section of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Company 
shall apply to this 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 

9.  
The Company has power to register by 
way of continuation as a body corporate 
limited by shares under the laws of any 
jurisdiction outside the Cayman Islands 
and to be deregistered in the Cayman 
Islands. 
10.  
Capitalised terms that are not defined in 
this 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 bear 
the same meaning as those given in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Company 
and the interpretations section of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Company 
shall apply to this 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 

This article has 
been deleted. 

AMENDED AND RESTATE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23. 
(1)Subject to the Law, for so long as the 

Company holds Treasury Shares, the 
Company shall be entered in the 
Register as the holder of the 
Treasury Shares, provided that: 

………………………………………………. 
 (d) no dividend or bonus may be 

declared or paid, and no other 
distribution (whether in cash or 
otherwise) of the Company’s assets 
(including any distribution of assets 
to Members on a winding up) may 
be made to the Company, in respect 
of a Treasury Share. 

23.  
(1) Subject to the Law, for so long as the 

Company holds Treasury Shares, the 
Company shall be entered in the 
Register as the holder of the 
Treasury Shares, provided that: 

……………………………………………. 
 (d) no dividend may be declared or 

paid, and no other distribution 
(whether in cash or otherwise) of the 
Company’s assets (including any 
distribution of assets to Members on 
a winding up) may be made to the 
Company, in respect of a Treasury 
Share. 

Revision of 
wording. 

95.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the 
Company shall set aside out of the profits 
of the Company for each financial year: 
(i) a reserve for payment of tax for the 
relevant financial year; and (ii) an amount 
to offset losses incurred in previous 

95.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the 
Company shall set aside out of the profits 
of the Company for each financial year: 
(i) a reserve for payment of tax for the 
relevant financial year; and (ii) an amount 
to offset losses incurred in previous 

Revision of 
w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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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ed Version Current Version Explanation 

year(s), and after the aforesaid sums as 
set aside from the profits for such 
relevant financial year, the Board may, 
before recommending any 
dividend/bonus, set aside the remaining 
profits of the Company for the relevant 
financial year as a reserve or reserves (the 
"Special Reserve") which shall,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Board, be applicable for 
any purpose to which the profits of the 
Company may be properly applied.   
 

year(s); and (iii) a statutory reserv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and after the aforesaid sums as set 
aside from the profits for such relevant 
financial year, the Board may, before 
recommending any dividend, set aside 
the remaining profits of the Company for 
the relevant financial year as a reserve or 
reserves (the "Special Reserve") which 
shall,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Board, be 
applicable for any purpose to which the 
profits of the Company may be properly 
applied.   

98. 
 Where any difficulty arises in regard to 
any declaration of share dividends or 
share bonuses or other similar 
distributions under these Articles due to 
any fraction held by Member(s), the 
Board may determine that cash payments 
should be made to any Members in full, 
or part thereof, as may seem expedient to 
the Board.  Such decision of the Board 
shall be effective and binding upon the 
Members. 

98. 
 Where any difficulty arises in regard to 
any declaration of dividends or bonuses 
or other distributions under these Articles 
due to any fraction held by Member(s), 
the Board may determine that cash 
payments should be made to any 
Members in full, or part thereof, as may 
seem expedient to the Board.  Such 
decision of the Board shall be effective 
and binding upon the Members.. 
 

Revision of 
wording. 

COMPENSATION, DIVIDENDS AND 
BONUSES 
At any time other than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subject to the Law and 
these Articles and 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by the rights attaching to any 
Shares, the Board may from time to time 
declare dividends/bonuses to be paid to 
the Members according to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including such interim 
dividends/bonuses as appear to the 
Board to be justified by the position of the 
Company. 

DIVIDENDS AND BONUSES 
At any time other than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subject to the Law and 
these Articles and 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by the rights attaching to any 
Shares, the Board may from time to time 
declare dividends to be paid to the 
Members according to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including such interim 
dividends as appear to the Board to be 
justified by the position of the Company. 
 
 

Revision of 
wording. 

100. 
(1) As the Company is in the growing 
stage, the dividend/bonus of the 
Company may be distributed in the form 
of cash dividends/bonus and/or stock 

100. 
(1) As the Company is in the growing 

stage, the dividend/bonus of the 
Company may be distributed in the form 
of cash dividends/bonus and/or stock 

To reflect the 
change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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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ed Version Current Version Explanation 

dividends/bonus and shall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Company’s capital 
expenditures, future expansion plans,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funds 
requirement and other pla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eds.  
(2)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subject to 
the Law,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and 
these Articles, where the Company has 
annual profits at the end of a financial 
year (the term "annual profits", as used 
herein, shall mean the annual profits for 
such year before tax without deducting 
the amounts distributed to the Employees 
and Directors hereunder), upon the 
approval of a majority of the Directors 
present at a meeting attended by at least 
two-thirds or more of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Directors, the Company may 
distribute not more than fifteen percent 
(15%) of the annual profits for such year 
to the Employees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by the Law and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the qualifications of such 
Employees shall be determined by the 
Board) as the Employees’ compensation 
in the form of shares or in cash and may 
distribute not more than five percent (5%) 
hereof to the Directors as the Directors’ 
compensation,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e total amount of accumulated losses of 
the Company (including adjusted 
undistributed earnings) shall be reserved 
from the said profits in advance, and the 
Company shall distribute the remaining 
balance thereof to the Employees and 
Directors in the proportion set out above. 
A report of such distribution of Employee 
and Directors’ compensation shall be 
submitted to the general meeting of the 
Company. Except otherwise set forth by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any 
Directors’ compensation shall not be paid 
in the form of shares. 
(3)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subject to 

dividends/bonus and shall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Company’s capital 
expenditures, future expansion plans,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funds 
requirement and other pla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eds.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subject to the Law,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and these 
Articles and 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by the rights attaching to any Shares, 
where the Company has profits at the end 
of a financial year, the Board may prepare 
a proposal for distribution of profits 
following the procedures and sequence 
set out below:  
 
after paying all relevant taxes, offsetting 

losses (including losses of previous 
years), setting aside a statutory reserve of 
the remaining profi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provided 
that the setting aside of the statutory 
reserve does not apply if the aggregate 
amount of the statutory reserve amounts 
to the Company’s total issued capital, and 
setting aside the Special Reserve (if any), 
the Company may distribute the balance 
left (“Surplus Profits”) by an Ordinary 
Resolution passed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Company duly convened 
and held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Articles as follows:  
(a)  not more than fifteen percent (15%) 

of Surplus Profits for bonuses of the 
Employees;  
(b)  not more than five percent (5%) of 

Surplus Profits for bonuses of the 
Directors; and/or 
(c)  not less than ten percent (10%) of the 

remaining amount of Surplus Profits after 
deducting the bonuses proposed to be 
distributed to the Employees and 
Directors, plus undistributed profits of 
previous years, in part or in whole as 
determined by an Ordinary Resolution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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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ed Version Current Version Explanation 

the Law,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and 
these Articles and 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by the rights attaching to any 
Shares, where the Company still has 
after-tax net income for the year, after 
offsetting losses (including losses of 
previous years and adjusted 
undistributed earnings) and setting aside 
the Special Reserve (if any), the Company 
may distribute not less than ten percent 
(10%) of the remaining balance (including 
the amounts reversed from the Special 
Reserve), plus undistributed earnings of 
previous years (including adjusted 
undistributed earnings) in part or in 
whole as determined by an Ordinary 
Resolution passed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Company duly convened 
and held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Articles to the Members as 
dividends/bonuses in proportion to the 
number of Shares held by them 
respectively pursuant to these Articles, 
provided that, cash dividends/bonuses 
shall not be less than ten percent (1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dividends/bonuses to 
the Members. 
(4) The Board may deduct from the 
dividend, bonuses or any other amount 
payable to the Member in respect of the 
Share any amount (if any) due by such 
Member to the Company on account of 
calls or otherwise in relation to the Share.  
(5) Any dividend, bonus or other monies 
payable on or in respect of the Share may 
be paid by wire transfer to the bank 
account nominated by the Member or by 
cheque or warrant sent through a post to 
the registered address of the Member, or 
to such Person and to such address as the 
holder may nominate in writing.  In the 
case of joint Members, any of them may 
give a valid receipt for the dividend, 
bonus or other monies payable on or in 
respect of the Share.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Company to the Members as dividends in 
proportion to the number of Shares held 
by them respectively pursuant to these 
Articles, provided that, cash dividends 
shall not be less than ten percent (10%) of 
the total amount of dividends to 
Members; and 
 
(2) The Board may deduct from the 

dividend or any other amount payable to 
the Member in respect of the Share any 
amount (if any) due by such Member to 
the Company on account of calls or 
otherwise in relation to the Share.  
(3) Any dividend or other monies 

payable on or in respect of the Share may 
be paid by wire transfer to the bank 
account nominated by the Member or by 
cheque or warrant sent through a post to 
the registered address of the Member, or 
to such Person and to such address as the 
holder may nominate in writing.  In the 
case of joint Members, any of them may 
give a valid receipt for the dividend or 
other monies payable on or in respect of 
the Share. 
(4) Subject to the Law and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any Special Reserve may be 
reversed to unappropriated profit of th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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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ed Version Current Version Explanation 

 (6) Subject to the Law and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any Special 
Reserve may be reversed to undistributed 
earnings of the Company. 

101.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subject to the 
Law,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and 
these Articles, the Company may by a 
Special Resolution distribute any part or 
all of the dividends or bonuses to the 
Members decla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eceding Article by way of applying 
such sum in paying up in full unissued 
Shares for allocation and distribution to 
the Members.  
 

101.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subject to the 
Law,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and 
these Articles, the Company may by a 
Special Resolution distribute any part or 
all of the dividends to the Members or 
bonuses to the Employees and the 
Directors decla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eceding Article by way of applying 
such sum in paying up in full unissued 
Shares for allocation and distribution to 
the Employees, the Directors and/or the 
Members 

Revision of 
w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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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年度營業報告書 

一、2015 年度營運實績 

    2015 年度公司達成營收與獲利均同步增長的營運成果，由此可見在客戶經

營上持續獲得客戶肯定與信賴。茲摘要整理 2015 年營運之具體成果如下： 
（一） 股票公開發行並完成回台 IPO 的目標，建立公開且健全的財務體質，進而

達到增進既有客戶或是潛在新客戶的信賴感，以增進雙方更多合作機會外，

同時對於人才招募與留用亦有明顯的助益，將有助於建立公司永續經營的

穩固基礎。 
（二） 完成 MES 於製造部第一條產品線的導入，並藉由系統性的監控，掌握生

產進度與持續性的效能管理，獲得明顯的管理效益。 
（三） 與主要客戶之間合作關係良好，同時不斷開發新客戶、注入業務活水，達

成連續五年營收成長。 
（四） 精實成本管控有成，因而雖在大陸人工成本不斷攀升的情況下，毛利率仍

維持穩定提升。 

二、營業實施成果 

（一） 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芮特科技 2015 年度合併營收 560,596 仟元，較 2014 年度 497,151 仟元，增

加 12.76﹪。合併營業淨利及稅後純益分別為 66,934 仟元及 71,006 仟元，較

2014 年度 6,046 仟元及 4,130 仟元，分別增加 60,888 仟元及 66,876 仟元。

2014 年度營業淨利與稅後純益較低之主因，在於回台第一上櫃之規劃，以

更保守穩健原則一次性提列社會保險費用等因素，以致抵銷獲利水準，2015
年度無此個別影響因素，公司整體獲利狀況隨著營收增長而成長。 

（二） 預算執行情形 
本公司 2015 年度並未公開財務預測，當年度營運狀況如下表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金額 % 

營 業 收 入 560,596 100.00 

營 業 成 本 407,244 72.64 

營 業 毛 利 153,352 27.36 

營 業 費 用 86,418 15.42 

營 業 淨 利 66,934 11.94 

稅 前 純 益 89,132 15.90 

稅 後 純 益 71,006 12.67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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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分析 

分 析 項 目
2015 
年度 

2014 
年度 

財 務 結 構
負債占資產比率 24.17 30.65 
長期資金占固定資產比率 378.41 284.11 

償 債 能 力
流動比率 336.14 241.00 
速動比率 293.68 188.88 
利息保障倍數(倍) - - 

獲 利 能 力

資產報酬率 11.10 0.79 
股東權益報酬率 15.22 1.08 

占實收資本比率 
營業利益 34.47 3.53 
稅前純益 45.90 7.15 

純益率 12.67 0.83 
基本每股盈餘(元) 4.10 0.24 

（四） 研究發展狀況 
本公司 2015 年度研究發展投資主要重點在於配合客戶端開發新一代的產品

應用為主，相關支出整理如下表： 

年度
項目 

2015 年度 2014 年度 

研究發展費用 24,507 21,952 
營業收入 560,596 499,574 
比率（％） 4.37 4.39 

三、2016 年度營運計畫概要 

（一） 經營方針及重要產銷政策 
1、導入自動化生產設備，提高生產效率並降低生產成本 

有鑑於全球科技製造業已進入工業 4.0 時代，高科技產業的少量多樣生產已

經無疑必須朝「智慧型自動化產業」發展。芮特在近年積極接觸具備自動化

系統技術研發能量的自動化業者，計畫能逐步導入自動化生產，不僅解決人

力成本持續升溫的問題，同時結合上、下游技術支援，進一步提升公司產品

競爭力及企業整體價值。 
2、擴大 MES 系統於不同產品並推動效率監督管理機制 

為提高產業競爭力，持續性的成本改善一直是營運的重點之一，而生產效率

的監控更是成本改善關鍵的一環，為達到此項目標，公司將延續去年成果，

繼續在 2016 年擴大 MES 在製造端各產品線的系統導入，達到更廣泛的監

管效益，相信生產效率的提升與生產成本的有效降低，當可在新年度獲致更

明顯效果。 
3、增加研發投資以掌握物聯網發展商機 

基於無線通訊運用愈趨多元，物聯網的應用將更為廣泛，不僅在通訊產業有

實質需求外，其他方面包括汽車產業、醫療產業、智能電錶等應用市場近年

來已有廣泛發展，而公司過去累積相關產品的協同開發經驗，已具有穩定的

技術與合作客戶等市場基礎，因此為了與市場之領先廠商共同合作、拓展市

場應用商機，將在接下來的年度，投入更多研發資源於開發這方面的產品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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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期銷售數量及依據 
銷售數量係依據市場需求與發展趨勢、客戶營運概況及公司目前接單情形而

定。儘管全球景氣亦是影響營收預期之重要因素，但隨著物聯網應用、智慧

型手持裝置的普及，以及無線穿戴裝置的蓬勃發展，無線通信應用已為全球

趨勢所在，因此對公司而言，正處於產業利多之際，在產能已能符合今年營

收成長動能所需前提下，預期營收躍升動能當可展現。 

四、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整體而言，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與總體經營環境上每年多少都有些許不

同，近年隨著大陸勞動成本的調整，使得經營成本逐年上升，本公司將積極導入

自動化生產設備，提高生產效率以降低生產成本。遵守國內外相關法規，並克盡

企業社會責任逐步建立良好的公司治理制度。因此，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

總體經營環境變動，對於公司營運面並不會因此產生太大影響。 

五、未來發展策略 

  無線通訊產品的日新月異已改變現今社會的生活習慣，自公司設立以來一直

秉持著『穩健踏實、專注聚焦、精益求精』的態度並獲得客戶滿意所肯定，未來

芮特科技仍將延續此項精神與客戶、供應商等合作夥伴一同努力來扮演不可或缺

的角色，達到獲利穩健成長的積極目標。 
 
 
 
 
 
 

 

 

 

董事長： 吳東義   

 

總經理： 蔣孝彥 

 

會計主管：劉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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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104年度合併財務報表、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

派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俟經董事會委任勤業眾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

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書。 

上述合併財務報表、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核

認為尚無不符，爰依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

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 鑒察。 

此致 

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5年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吳文瑜 

 

 

 

 

 

 

 

 

 

 

中 華 民 國 1 0 5 年 3 月 1 6 日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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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Radiation Technology, Inc.） 公鑒：  

 
  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Radiation Technology, Inc.）及其子公司民國

104 年及 103 年 12 月 31 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04 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及 103 年 8 月 18 日（設立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綜合損益表、合

併權益變動表及合併現金流量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合併財務報

告之編製係管理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合併

財務報告表示意見。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

並執行查核工作，以合理確信合併財務報告有無重大不實表達。此項查核工

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合併財務報告所列金額及所揭露事項之查核證據、評

估管理階層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暨

評估合併財務報告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

見提供合理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見，第一段所述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

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經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芮特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Radiation Technology, Inc.）及其子公司民國 104 年及 103 年 12 月 31

日之合併財務狀況，暨民國 104 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及 103 年 8 月 18 日

（設立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經營成果與合併現金流量。  

 
勤業眾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郭 慈 容  
  

會 計 師 簡 明 彥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核准文號

 台財證六字第 0920123784 號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核准文號 

 金管證審字第 1000028068 號  
 

中  華  民  國  105  年  3  月  16  日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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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adiation Technology, Inc.）及子公司  

合併資產負債表  

民國 104 年及 103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4年12月31日  103年12月31日 
代 碼  資 產  金 額  ％  金 額  ％ 
  流動資產         
1100  現金及約當現金（附註四及六）    $ 212,509     30    $ 92,303     16 
1147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流動（附註四及七）     121,320     17     80,172     14 
1150  應收票據（附註四、五及八）     3,365     -     917     - 
1170  應收帳款（附註四、五及八）     96,561     14     130,845     23 
1180  應收帳款－關係人（附註四、五、八及二五）     32,151     5     7,397     1 
1200  其他應收款（附註四、五、八及二五）     7,368     1     8,619     2 
1220  本期所得稅資產（附註四及二十）     -     -     794     - 
130X  存貨（附註四、五、九及二五）     62,662     9     82,829     15 
1410  預付款項（附註四及十三）     5,986     1     6,591     1 
1470  其他流動資產（附註十四）     1,443     -     2,421     1 
11XX  流動資產總計     543,365     77     412,888     73 
                       
  非流動資產         
1600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附註四、五及十一）     144,757     20     140,139     25 
1821  無形資產（附註四及十二）     4,579     1     4,982     1 
1840  遞延所得稅資產（附註四及二十）     2,377     -     3,316     - 
1985  長期預付租賃款（附註四及十三）     7,669     1     8,077     1 
1990  其他非流動資產－其他（附註十四）     6,681     1     -     - 
15XX  非流動資產總計     166,063     23     156,514     27 
                       
1XXX  資  產  總  計    $ 709,428     100    $ 569,402     100 
           
代 碼  負 債 及 權 益         
  流動負債         
2170  應付帳款（附註十五）    $ 72,037     10    $ 90,724     16 
2180  應付帳款－關係人（附註十五及二五）     1,662     -     361     - 
2200  其他應付款（附註十六）     70,844     10     74,060     13 
2220  其他應付款項－關係人（附註二五）     11,340     2     5     - 
2230  本期所得稅負債（附註四及二十）     1,567     -     -     - 
2399  其他流動負債（附註十六）     4,197     1     6,102     1 
21XX  流動負債總計     161,647     23     171,252     30 
                       
  非流動負債         
2570  遞延所得稅負債（附註四及二十）     9,807     1     3,270     1 
                       
2XXX    負債總計     171,454     24     174,522     31 
                       
  歸屬於本公司業主之權益（附註四、十八及二二）         
3100  股  本     194,170     28     171,330     30 
3200  資本公積     271,678     38     212,011     37 
3350  未分配盈餘（待彌補虧損）     65,146     9   (  5,860 )   (  1 ) 
3410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6,980     1     17,399     3 
                       
3XXX  權益總計     537,974     76     394,880     69 
                       
  負 債 與 權 益 總 計    $ 709,428     100    $ 569,402     100 
 

 

後附之附註係本合併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董事長：吳東義  經理人：蔣孝彥  會計主管：劉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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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adiation Technology, Inc.）及子公司  

合併綜合損益表  

民國 104 年度及 103 年 8 月 18 日（設立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惟每股  
盈餘（虧損）為元  

 

    104年度  
103年8月18日（設立日） 

至12月31日 
代 碼    金 額  ％  金 額  ％ 
  營業收入（附註四及二五）         
4100  銷貨收入    $ 557,969     100    $ 172,195     99 
4800  其他營業收入     2,627     -     1,154     1 
4000  營業收入合計     560,596     100     173,349     100 
                       
  營業成本（附註四、五、九、

十七、十九及二五） 
 
       

5110  銷貨成本     407,244     73     159,369     92 
                       
5950  營業毛利淨額     153,352     27     13,980     8 
                       
  營業費用（附註四、十七、

十九及二五） 
 
       

6100  推銷費用     15,227     3     6,786     4 
6200  管理費用     46,684     8     28,423     16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24,507     4     12,511     7 
6000  營業費用合計     86,418     15     47,720     27 
                       
6900  營業淨利（淨損）     66,934     12   (  33,740 )   (  19 )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101  銀行存款利息收入     3,041     -     771     - 
7110  租金收入（附註二五）     377     -     185     - 
7190  其他收入     4,207     1     1,393     1 
7230  外幣兌換利益（附註四）     26,527     5     1,176     1 
7590  什項支出   (  527 )     -   (  73 )     - 

 
 
（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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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頁）  
 

    104年度  
103年8月18日（設立日） 

至12月31日 
代 碼    金 額  ％  金 額  ％ 
7610  處分不動產、廠房及設

備損失（附註四及十

一） 

 

 ( $ 902 )     -   ( $ 111 )     - 
7630  外幣兌換損失（附註四）   (  10,525 )   (  2 )   (  2,470 )   (  2 )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合計 
 
   22,198     4     871     - 

                       
7900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利（淨

損） 
 
   89,132     16   (  32,869 )   (  19 ) 

                       
7950  所得稅費用（附註四及二十）     18,126     3     1,912     1 
                       
8200  本年度淨利（淨損）     71,006     13   (  34,781 )   (  20 ) 
                       
8300  其他綜合損益         
8310  不重分類至損益之項目         
8341  換算表達貨幣之兌

換差額 
 
 (  10,419 )   (  2 )     17,399     10 

                       
8500  本年度綜合損益總額    $ 60,587     11   ( $ 17,382 )   (  10 ) 
                       
  淨利（淨損）歸屬於：         
8610  母公司業主    $ 71,006     13   ( $ 5,860 )   (  3 ) 
8615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益     -     -   (  28,921 )   (  17 ) 
8600      $ 71,006     13   ( $ 34,781 )   (  20 ) 
                       
  綜合損益總額歸屬於：         
8710  母公司業主    $ 60,587     11    $ 11,539     7 
8715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益     -     -   (  28,921 )   (  17 ) 
8700      $ 60,587     11   ( $ 17,382 )   (  10 ) 
                       
  每股盈餘（虧損）（附註二一）         
9710  基  本    $ 4.10        ( $ 2.03 )      
9810  稀  釋    $ 4.08     ( $ 2.03 )      
 

後附之附註係本合併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董事長：吳東義  經理人：蔣孝彥  會計主管：劉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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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Radiation Technology, Inc.）及子公司  

合併權益變動表  

民國 104 年度及 103 年 8 月 18 日（設立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資 本 公 積 －  保 留 盈 餘    國 外 營 運 機 構   
      股 票 發 行 溢 價  未 分 配 盈 餘  共 同 控 制 下  財 務 報 表 換 算   
    股 本 （ 附 註 四 及 十 八 ）  （ 附 註 四 、 十 八  （ 待 彌 補 虧 損 ）  前 手 權 益  之 兌 換 差 額   

代 碼    股 數 （ 仟 股 ）  金 額  及 二 二 ）  （附註四及十八）  （附註四及十八）  （附註四及十八）  權 益 總 額 
A1  103 年 8 月 18 日（設立日）餘額     -    $ -    $ -    $ -    $ -    $ -    $ - 
                                      
T1  追溯調整共同控制下前手權益     -     -     -     -     412,262     -     412,262 
                                      
D1  設立日至重組完成日前淨損     -     -     -     -   (  28,921 )     -   (  28,921 ) 
                                      
D3  設立日至重組完成日前其他綜合損益     -     -     -     -     -     -     - 
                                      
D5  設立日至重組完成日前綜合損益總額     -     -     -     -   (  28,921 )     -   (  28,921 ) 
                                      
H3  組織架構重組     17,133     171,330     212,011     -   (  383,341 )     -     - 
                                      
D1  重組完成日至 12 月 31 日淨損     -     -     -   (  5,860 )     -     -   (  5,860 ) 
                                      
D3  重組完成日至 12 月 31 日其他綜合損益     -     -     -     -     -     17,399     17,399 
                                      
D5  重組完成日至 12 月 31 日綜合損益總額     -     -     -   (  5,860 )     -     17,399     11,539 
                                      
Z1  103 年 12 月 31 日餘額     17,133     171,330     212,011   (  5,860 )     -     17,399     394,880 
                                      
D1  104 年度淨利     -     -     -     71,006     -     -     71,006 
                                      
D3  104 年度稅後其他綜合損益     -     -     -     -     -   (  10,419 )   (  10,419 ) 
                                      
D5  104 年度綜合損益總額     -     -     -     71,006     -   (  10,419 )     60,587 
                                      
E1  現金增資     2,284     22,840     59,236     -     -     -     82,076 
                                      
N1  股份基礎給付交易     -     -     431     -     -     -     431 
                                      
Z1  104 年 12 月 31 日餘額     19,417    $ 194,170    $ 271,678    $ 65,146    $ -    $ 6,980    $ 537,974 

 
 

後附之附註係本合併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董事長：吳東義  經理人：蔣孝彥  會計主管：劉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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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adiation Technology, Inc.）及子公司  

合併現金流量表  

民國 104 年度及 103 年 8 月 18 日（設立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代 碼    104年度  

103年8月18日 
（設立日） 
至12月31日 

  營業活動之現金流量     
A10000  本年度稅前淨利（淨損）    $ 89,132   ( $ 32,869 ) 
A20010  不影響現金流量之收益費損項目     
A20100  折舊費用     18,578     5,372 
A20200  攤銷費用     1,670     522 
A20300  呆帳費用（迴轉利益）   (  3,197 )     8,318 
A29900  預付租賃款攤銷     226     74 
A21200  利息收入   (  3,041 )   (  771 ) 
A21900  股份基礎給付酬勞成本     431     - 
A23700  提列（迴轉）存貨跌價及呆滯

損失   (  4,915 )     6,744 
A22500  處分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     902     111 
A24100  未實現外幣兌換（利益）損失   (  1,586 )     547 
A30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

數     
A31130  應收票據   (  2,448 )   (  165 ) 
A31150  應收帳款     36,569   (  22,711 ) 
A31160  應收帳款－關係人   (  24,121 )   (  786 ) 
A31180  其他應收款     9,063   (  15,984 ) 
A31190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  4,512 )   (  5 ) 
A31200  存  貨     25,520   (  10,787 ) 
A31230  預付款項     787     2,861 
A31240  其他流動資產     978   (  1,907 ) 
A32150  應付帳款   (  18,748 )     20,126 
A32160  應付帳款－關係人     492     3 
A32180  其他應付款   (  3,378 )     50,239 
A32190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     11,315   (  107 ) 
A32230  其他流動負債   (  1,905 )     4,277 
A33000  營運產生之現金流入     127,812     13,102 

 

（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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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頁）  
 

代 碼    104年度  

103年8月18日 
（設立日） 
至12月31日 

A33100  收取之利息    $ 2,897    $ 28 
A33500  支付之所得稅   (  8,289 )   (  3,453 ) 
AAAA  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122,420     9,677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B00600  取得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  229,357 )     - 
B00700  處分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價

款     186,034     - 
B02700  購置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  31,159 )   (  15,823 ) 
B07100  預付設備款增加   (  6,580 )     - 
B04500  購置無形資產   (  1,378 )   (  35 ) 
B02800  處分不動產、廠房及設備價款     3,888     - 
B03700  存出保證金增加   (  101 )     - 
BBBB  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  78,653 )   (  15,858 ) 
             
  籌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C04600  現金增資     82,076     - 
CCCC  融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82,076     - 
             
DDDD  匯率變動對現金及約當現金之影響   (  5,637 )     18,344 
             
EEEE  現金及約當現金淨增加     120,206     12,163 
             
E00100  年初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92,303     80,140 
             
E00200  年底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 212,509    $ 92,303 
 
 
 

 
後附之附註係本合併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董事長：吳東義  經理人：蔣孝彥  會計主管：劉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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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4 年度盈餘分配表 

 
 金額：人民幣元 

期初待彌補虧損 (1,187,786.40) 

  

加：本年度稅後淨利 13,931,320.78 

減：提列 10%法定盈餘公積   (1,274,353.44) 
本年度可供分配盈餘 11,469,180.94 
分配項目：   

現金股利(每股配發新台幣 1.90 元）(註 1 及 2） 7,488,997.60 

股票股利(每股配發新台幣 1.00 元）(註 1 及 2） 3,941,577.69 

期末未分配盈餘 38,605.65 

附註： 
註 1：104 年度盈餘分配案，按本公司 105 年 2 月 29 日流通在外普通股股數計算，

每股擬配發股票股利新台幣 1.0 元與現金股利新台幣 1.9 元（計算至元為止，

元以下捨去，其畸零款合計數計入本公司其他收入），分別為股票股利新台幣

19,417,000 元以及現金股利新台幣 36,892,300 元，共計新台幣 56,309,300 元。 
正確配發之現金股利與股票股利之人民幣金額，以股東會前一營業日之台灣銀

行買入賣出人民幣即期外匯收盤價之平均數計算為新台幣 4.9262 元兌換 1 人

民幣設算。 
註 2：本次現金股利與股票股利依本公司 105 年 2 月 29 日流通在外股數 

19,417,000 股計算，嗣後如因現金增資發行新股、員工認股權執行、買回本公

司股票、或將庫藏股轉讓及註銷等，造成本公司除權除息基準日之流通在外股

數變動致配股配息率發生變動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理之。 
註 3：現金股利每股配發新台幣 1.90 元，股票股利每仟股無償配發 100 股，俟股東

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權除息基準日等相關事宜辦理發放。 
 

 
 

 
 
 

董事長：吳東義            經理人：蔣孝彥           會計主管：劉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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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十九條： 特別規定 

本公司不得放棄對昇達通訊(香港)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昇達通訊)未來

各年度之增資；昇達通訊不得放棄

對昆山昕芮特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未來各年度之增資，未來若各該公

司因策略聯盟考量或其他因素，而

須放棄對上開公司之增資或處分

上開公司，須先經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同意，復提經

本公司董事會特別決議通過。 

 

依據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 104/10/6 證櫃審字

第 10401019001 號文

說明辦理，新增本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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