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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10034136號令發佈之修正「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
部分條文之規定辦理。 

二、本案業經 102年 2月 25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在案。 
三、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及運作管理辦法」部分條文，其

修訂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27~30頁。(附件四) 
 

 
七、承認事項：   

第一案：承認 101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民國 101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以下

同)已造具，其中民國 101年度財務報表並委託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曾惠瑾會計師及周筱姿會計師查核完竣。 

二、本案業經 102年 3月 18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在案，並送請監察人審
查竣事。 

三、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書，請參閱議事手冊

第 9頁(附件一)及第 12~26頁(附件三)。 
四、敬請 承認。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虧損撥補及盈餘分配案，敬請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 101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以下同)76,154,323元，於彌補

101年 1月 1日之累積虧損 16,316,322元及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5,983,800元後，可分配保留盈餘計 53,854,201元。可分配盈餘擬配
發普通股現金股利每股新台幣 0.8元，股票股利每股 0.8元，合計
40,000,000元，虧損彌補及盈餘分配表如下： 

 
華研國際音樂股份有限公司 
虧損撥補及盈餘分配表 

101年 1月 1日累積虧損 (16,316,322) 
加：101年度稅後淨利(註) 76,154,323 

 59,838,001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5,983,800) 

減：股息          0 
累積可分配保留盈餘 53,854,201 

分派項目:  

普通股現金股利 (25,000,000 股×0.8 (20,000,000) 

普通股股票股利 (25,000,000 股×0.8 (20,000,000) 
未分配保留盈餘  13,854,201 

負責人：        經理人：    主辦會計： 
註：已扣除員工現金紅利1,263,158元及董監酬勞842,105元。 

二、本案業經 102年 3月 18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在案，並送請監察人審
查竣事。 

三、本案俟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後，擬授權董事會訂定配息基準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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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宜。 
四、敬請 承認。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八、討論事項： 

第一案：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敬請核議。(董事會提) 
說  明：一、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102 年 3 月 4 日證櫃監字

第 1020003572 號發佈之修正「○○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參考範例部分條文，修訂本公司之「股東會議事規則」。 

二、本案業經 102年 3月 18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在案。 
三、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其修訂對照表，請參閱

議事手冊第 31~32頁。(附件五) 
四、敬請 討論公決。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敬請核議。(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所需，擬自 101 年度累積可分配盈餘中提撥

股東股票股利 20,000,000 元，每股面額十元，發行新股 2,000,000
股。 

二、本案業經 102年 3月 18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在案。 
三、股票股利分配方式為按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股東持有股數，每

仟股無償配發 80股，配發不足一股之畸零股，由股東自除權停止過
戶日起五日內，辦理自行合併湊成一股之登記，其併湊不足一股之畸

零股，依公司法 240條規定，依面額折付現金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
捨去），並由股東會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購之。 

四、本次增資發行之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發行股份相同。 
五、有關本次發行新股之相關發行細節，若因主管機關要求或因應實際

情況需要變更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六、增資發行之新股，股東會決議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

事會另訂配股基準日事宜。 
七、敬請 討論公決。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擬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以供股票初次申請上櫃公開承銷案。敬請核議。

(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案業經 102年 3月 18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在案。 

二、茲為符合申請股票為櫃檯買賣時須提撥一定比率之股份，委託推薦

證券商辦理上櫃前股票公開承銷之規定，本公司擬辦理現金增資發行

新股作為初次上櫃前提出公開承銷之股份來源，其中除依公司法第

267條規定提撥 10〜15%供員工認購外，其餘原股東認購部分全數放
棄認購，委由推薦券商辦理上櫃承銷事宜。 

三、員工認購不足或放棄認購部分，擬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購之。 
四、有關增資發行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原有股份相同。 
五、有關增資相關事項，如經主管機關修正或為因應客觀環境而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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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擬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六、敬請 討論公決。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九、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無。 
十、散  會。(民國 102年 6月 26日(星期三) 上午十時十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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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根據經建會的報告，過去一年裡，受歐債危機蔓延、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減速，

以及美國面臨財政懸崖等因素的影響，全球景氣持續走緩。在多數公司呈現業績趨

緩甚至下滑之情況下，本公司整體經營成果仍呈穩定成長。綜觀 101年度營業狀況，

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 650,442仟元，較前一年度的 643,042仟元表現穩定，在營業淨

利方面，由前一年度的 54,110仟元上升至 77,411仟元，上升幅度為 43%，在稅後純

益方面，則由前一年度的 43,978 仟元上升至 76,154 仟元，上升幅度為 73%，每股

稅後純益為 3.17元。 

整體而言，華語唱片市場持續受到網路充斥未經授權數位音樂，消費者太容易

取得免付費音樂，致使實體專輯的銷售未見回溫。根據 RIT財團法人台灣唱片出版

事業基金會之報告，正版唱片市場持續萎縮，民國 101年的總銷售金額為 10億 5400

萬，較民國 100年的總銷售金額為 13億 3060萬，減少了 20.8%，僅有民國 86年的

10%左右。實體專輯銷售的減少未能全部反應在數位音樂收入的成長，許多僅仰賴

實體專輯銷售的唱片公司，未能轉型或開拓其他收入來源，退出市場。本公司之實

體專輯銷售受整體唱片市場環境影響未能成長，惟本公司用心經營，累積量多質精

的音樂版權及積極開拓演藝經紀工作，豐富收入來源，實體專輯銷售近年均佔公司

整體營收不到 20%，本公司能夠在市場實體專輯銷售衰退情況下，穩定獲利與成長。 

根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民國 101年 7月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台灣已

有 77.55%的民眾使用寬頻上網，平板電腦及智慧型手機的普及，行動上網的比重亦

逐年上升，使用行動上網的比重約為 37.02%。網路已經成為民眾獲取資訊的主要來

源。綜觀民眾生活型態，音樂並未從生活中消失，音樂是生活中必要元素，實體音

樂產品銷售的減少，並非音樂產業的沒落，而是科技的便利性讓聽音樂的需求轉換

滿足的方式，民眾使用網路串流或下載收聽音樂的比重持續成長。依 IFPI國際總會

2013年數位音樂報告，2012年全球唱片公司的數位音樂收入增長 9%，相較於 2011

年增長 8%、2010年增長 5%，全球民眾對數位音樂的需求，逐年成長。如何將網路

上未經授權音樂的散播轉換成合法版權音樂，保護音樂創作人及唱片公司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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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為音樂產業重要議題，尤其是華語音樂。本公司持續開發數位市場及談判網路業

者付費取得授權，來彌補流失的實體專輯銷售收入，惟尚有部分網路業者拒絕付費，

致使著作權人的收入受到侵蝕。本公司將持續與網路平台經營業者談判，要求下架

未經授權使用本公司之錄音著作及視聽著作，或建立使用者付費機制談判取得本公

司之授權，以保護著作權創作者應有之權利。 

除了音樂產品經營外，本公司積極開拓藝人表演市場，除了參與商業演出外，

亦舉辦多場現場演唱會，2012年舉辦了林宥嘉神遊巡迴演唱會、田馥甄 To My Love

音樂會、倪安東Wake up音樂會、Olivia Romance愛的羅曼史音樂會等，讓藝人有

更多表演空間，也鼓勵消費者從事健康休閒娛樂。2013年更將舉辦 S.H.E巡迴演唱

會，為現場演出市場注入更多活力。另本公司持續舉辦詞曲創作大賽，目前已至第

八屆，鼓勵創作的投入，為業界罕見，亦為本公司能源源不絕推出創新的音樂產品

重要原因。本公司積極從事新人開發等工作，2012年推出 PopuLady女子團體，推

出音樂寫真書，廣獲市場好評，演出邀約不斷，持續壯大公司陣容。 

本公司於 2012年依計畫順利完成股票公開發行與興櫃掛牌，預計於 2013年進

行股票上櫃申請，期盼今年之營運績效能再創歷史佳績，敬請大家期待。 

  敬祝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事長  呂燕清 

經理人  何燕玲 

會計主管 蘇雅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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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華研國際音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範及運作管理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作業程序 

 

5. 董事會參考資料、列席人
員與董事會召開 
(2)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
內容通知相關部門非

擔任董事之經理人列

席。必要時，亦得邀請

會計師、律師或其他專

業人士列席會議。 

5. 董事會參考資料、列席人
員與董事會召開 
(2)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
內容通知相關部門或子

公司之人員列席。必要

時，亦得邀請會計師、

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列

席會議及說明。但討論

及表決時應離席。 
 

1. 為強化公司對
子公司業務之

監理，增訂公

司召開董事

會，得視議案

內容通知部門

或子公司之人

員列席；另為

強化公司治

理，避免會計

師、律師或其

他專業人士等

列席人員不當

影響董事會之

決策，明定該

等列席人員，

應於討論及表

決時離席之規

定。 

2.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董事會

議事辦法」第

十一條之修

正，爰修訂本

項文字。 

第五條   
作業程序 

8. 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應提董
事會討論： 
(1) 公司之營運計畫。 

(2) 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
度財務報告。 

(3)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
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

部控制制度。 

(4) 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
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

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

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

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

8. 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應提董
事會討論： 
(1) 公司之營運計畫。 

(2) 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
財務報告。但半年度財

務報告依法令規定無須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

不在此限。 

(3)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
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

制制度。 

(4) 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
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

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

1. 證券交易法第
三十六條第一

項第二款修正

期中財務報告

經會計師核閱

及應提報董事

會，爰配合增

訂依法令規

定，財務報告

無須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者，

無需提董事會

討論。 
2. 對關係人或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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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

序。 

(5)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
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6)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
主管之任免。 

(7)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
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

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

或董事會決議之事項

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

大事項。 

公司設有獨立董事者，對

於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應

提董事會之事項，獨立董

事應親自出席，或委由其

他獨立董事代理出席。獨

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

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

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

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

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

錄。 

 

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

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

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

行為之處理程序。 

(5)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
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6)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
主管之任免。 

(7) 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
關係人之重大捐贈。但

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

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

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

認。 

(8)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
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

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

董事會決議之事項或主

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

項。 

第(7)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所規範之關係人；所稱對

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

每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累

積對同一對象捐贈金額達

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或達

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

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

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五以上者。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

董事會召開日期為基準，

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提

董事會決議通過部分免再

計入。 

公司設有獨立董事者，對

於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應

提董事會之事項，獨立董

事應親自出席，或委由其

他獨立董事代理出席。獨

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

關係人之捐

贈，可能影響

公司股東權

益，爰增訂公

司對關係人之

捐贈或對非關

係人之重大捐

贈事項應提董

事會討論。 

3.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董事會

議事辦法」第

七條之修正，

爰修訂本項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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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

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

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

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

錄。 

第五條  
作業程序 

 

11. 董事之利益迴避 
(1)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
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

人有利害關係，致有害

於公司利益之虞者，不

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

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

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

事行使其表決權。 
(2) 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
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

權之董事，依公司法第

二百零六條第二項準

用第一百八十條第二

項規定辦理。 

11. 董事之利益迴避 
(1)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
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

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

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

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

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

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

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

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

事行使其表決權。 
(2) 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
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

之董事，依公司法第二

百零六條第三項準用第

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

辦理。 

1. 配合公司法第
二百零六條第

二項之修正，

增訂與自身或

其代表之法人

有利害關係之

董事應於董事

會說明其利害

關係之重要內

容。 

2.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董事會

議事辦法」第

十六條及公司

法第二百零六

條之修正，爰

修訂本項文

字。 

第五條  
作業程序 

12. 會議紀錄及簽署事項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

應作成議事錄，議事錄

應詳實記載下列事項： 

(1) 會議屆次(或年次)及

時間地點。 

(2) 主席之姓名。 

(3) 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
席、請假及缺席者之姓

名與人數。 

(4) 列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5) 記錄之姓名。 

(6) 報告事項。 

(7) 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
議方法與結果、董事、

監察人、專家及其他人

員發言摘要、反對或保

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

面聲明暨獨立董事本

條第八項規定出具之

12. 會議紀錄及簽署事項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應

作成議事錄，議事錄應詳

實記載下列事項： 

(1) 會議屆次(或年次)及時

間地點。 

(2) 主席之姓名。 

(3) 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
席、請假及缺席者之姓

名與人數。 

(4) 列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5) 記錄之姓名。 

(6) 報告事項。 

(7) 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
議方法與結果、董事、

監察人、專家及其他人

員發言摘要、依本條第

11項第(1)款規定涉及
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

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

1. 為強化揭露董
事對涉及自身

利害關係之議

案參與情形，

爰增訂應詳實

記載於議事錄

之事項，應包

含涉及利害關

係之董事姓

名、利害關係

重要內容之說

明、其應迴避

或不迴避理由

及迴避情形。 

2.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董事會

議事辦法」第

十七條之修

正，爰修訂本

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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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書面意見。 

(8) 臨時動議：提案人姓
名、議案之決議方法

與結果、董事、監察

人、專家及其他人員

發言摘要、反對或保

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

面聲明。 

(9) 其他應記載事項。 

 

明、其應迴避或不迴避

理由、迴避情形、反對

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

書面聲明暨獨立董事本

條第八項規定出具之書

面意見。 

(8) 臨時動議：提案人姓
名、議案之決議方法與

結果、董事、監察人、

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

要、依本條第11項第(1)
款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之

董事姓名、利害關係重

要內容之說明、其應迴

避或不迴避理由、迴避

情形及反對或保留意見

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9) 其他應記載事項。 

 
第七條  
控制重點 

4. 關於公司之營運計畫、年
度及半年度財報、內控制

度、取得或處分資產、從

事衍生性商品、資金貸與

他人、背書保證、募集發

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

有價證券、財務會計或內

部稽核主管之任免、其他

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應經董事會討論。 

4. 關於公司之營運計畫、年度
及半年度財報、內控制度、

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

性商品、資金貸與他人、背

書保證、募集發行或私募具

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財

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

任免、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

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其他

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應經董事會討論。 

配合第五條第8
項文字所作之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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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華研國際音樂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五條 

本公司受理股東報到時間

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

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

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

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

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

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

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

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

件，以備核對。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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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

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

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

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

監察人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

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

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

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五條 

本項新增 

 

 

 

 

本項新增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

人(以下稱股東)簽到，或由出

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

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

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

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

監察人者，應另附選舉票。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

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

會；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

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

對。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

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

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

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一、避免股東會報到時間不

足、報到處設置地點不明

將導致股東無法準時入場

參與會議，與鼓勵股東參

與股東會、實踐股東行動

主義有違，為強化股東會

作業，以保障股東權益，

爰新增第一項文字。 

二、修正條文第二項因現行條

文第一項移列至修正條文

第三項，爰文字配合酌予

修正。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配合移

列為修正條文第三項，且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項文字

酌予修正。 

四、現行條文第二項文字配合

移列為修正條文第四項。 

五、現行條文第四項，配合移

列為修正條文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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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第一項略) 

前項主席係由常務董事或

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

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

之常務董事或董事擔任之。主

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

亦同。 

(第三到五項略) 

第六條 

(第一項略) 

 

 

 

 

 

 

(第三項到第五項略) 

股東會主席係主持股東會之

人，其須於股東會現場對議案

及其他公司重要事項作必要之

說明，並回應股東之詢問，倘

對公司狀況所知有限之情形

下，似難期待其對股東的提問

為清楚具體的回答。爰新增第

二項文字。 

第七條 

本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

過程全程錄音及錄影，並至少

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

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七條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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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經股東依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

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避免股東會開會發生相關爭

議情事，為使股東會開會全貌

能完整重現，以助釐清事實，

爰將現行條文第一項後段文

字，擇一實施錄音錄影之「或」

改為「及」。 

第十二條 

(第一至七項略)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

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

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

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

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第十二條 

(第一至七項略) 

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

為之，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

告，並作成紀錄。 

鑑於股東會開票之計票、監

票、宣讀表決內容宜公開、公

正，為使股東能充分、即時掌

握議案表決結果及統計權數，

爰修正現行條文第八項文字，

以資明確。 

第十三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

人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

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

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監察

人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第二項略) 

第十三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

人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

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

舉結果。 

 

(第二項略) 

為使股東能充分、即時掌握選

舉董事、監察人之表決結果，

及瞭解當選名單與當選權數，

爰修正現行條文第一項文字，

以資明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