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    間：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25 日下午一時整 

地    點：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392 號 1 樓(光寶科技大樓國際會議中心) 

出席股數：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股數計 1,984,131,996 股(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

1,478,623,571 股)，佔扣除無表決權股數 26,841,500 股後之已發行總數 2,324,025,532
股之 85.37%。 

出席董事：宋恭源董事長、陳廣中副董事長、大松投資(股)公司代表人-陳忠雄董事、薛明玲獨立董

事(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楊麒令獨立董事等 5 席董事出席，已超過董事席次 9 席之半數。 

列    席：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邱盟捷  會計師 
          中道法律事務所                  黃韻如  律師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              蕭宇傑  律師 

主    席：宋恭源 董事長                  記  錄：楊雅雯 

壹、主席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東連同委託代表股份數額，已達法定數額，謹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開會詞：(略) 

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固態儲存事業部門台灣營業分割讓與建興儲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案，敬請  公決。 
說明： 

一、 本公司擬依企業併購法第 35 條規定，將本公司固態儲存事業部門營業與資產分割予

本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建興儲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建興公司)承
受，以落實集團之專業分工，以期在獨立運作下能更多元化經營與提昇整體營運績效

及市場競爭力。 
二、 本次擬分割淨資產之帳面價值為新台幣(以下同) 4,482,404,000 元，此營業價值係以

本公司民國 108 年 6 月 30 日經會計師核閱財務報表之相關部門帳面價值為基礎計

算，由建興公司以每股面額 10 元發行新股，計發行普通股 448,240,400 股予本公司

作為移轉營業價值之對價，亦即本公司因本分割案將取得建興公司發行之新股股數為

448,240,400 股，每股面額 10 元，共計 4,482,404,000 元。本次分割讓與之營業價

值並已洽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書成會計師出具合理性意見書，請參閱附件一

分割計畫書內之附表二。 
三、 依企業併購法、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做成「分割計畫書」，請參閱附件一。 
四、 本公司擬分割上述事業之相關營業之範圍、金額(包含資產及負債與營業)，及本分割

案之其他相關事宜或未盡事宜，在法令許可內擬提請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五、 擬暫訂民國 108 年 12 月 12 日為分割基準日，惟若因作業時程之需要而有必要調整

分割基準日時，擬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六、 敬請 公決。 

 

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 八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議事錄 



 

發言摘要： 
(一) 股東戶號 111992、530256、530984，問答內容略，關於股東之提問及相關建議，主席及相

關人員已於股東會中充分說明，詢答事項本公司並已建檔備查。 
(二) 股東戶號 211436，提議有鑑於本案有異議股東，本股東建議將說明四修改如下： 

說明四、本公司擬分割上述事業之相關營業之範圍、金額(包含資產及負債與營業)，及本分割

案之其他相關事宜或未盡事宜(包括但不限於對本分割案依企業併購法第12條規定提出異議股

東之股份買回相關事宜)，在法令許可內擬提請董事長或其指定之人全權處理。 
主席：是否有股東覆議? 
股東戶號 166279：覆議。 
主席：本案就戶號 211436 股東所提出的修改進行。 

決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83.19%，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

案通過。 
項    目 權 數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比例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917,342,610 權 (1,478,623,571 權)   100%
贊成權數 1,595,105,282 權 (1,159,508,147 權) 83.19%
反對權數 0,005,981,562 權 (0,005,981,562 權) 0.31%

棄權/未投票權數 0,316,255,766 權 (0,313,133,862 權) 16.49%
無效權數 0,000,000,000 權 (0,000,000,000 權)     0%

 
肆、臨時動議：無。 
伍、 散  會：在主席徵詢無其他臨時動議後，主席宣佈議畢散會。 

(本次股東會記錄僅載明會議進行之要旨，詳盡內容仍以會議影音記錄為準) 

 
     主 席：宋 恭 源          記 錄：楊 雅 雯  
 
 



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興儲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分割計畫書 

立計畫書人：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

建興儲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乙方)

甲方為因應集團未來發展方向及以期提昇營運績效及市場競爭力，擬將固態儲

存事業部門之台灣營業(含資產、負債及營業)分割移轉予其百分之百持股

之乙方，作為乙方發行新股予甲方之對價（以下簡稱「本分割案」）。爰

依企業併購法、公司法與中華民國之相關法令，訂立分割計畫書(以下簡

稱「本計畫書」)如下：

第 一 條 參與分割之公司：

一、 被分割公司

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 23357403），額定資本額

為新台幣（以下同）35,000,000,000 元，分為 3,500,000,000

股，每股面額 10元，實收資本額為 23,508,670,320元，分為

2,350,867,032股。

二、 承受營業之既存公司

建興儲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 82834183），額定資本

額為 50,000 元，分為 5,000 股，每股面額 10 元，實收資本額

50,000 元，分為 5,000 股。

第 二 條 承受營業之既存公司章程須變更事項：

附件一



乙方因本分割案，如需修改公司章程，則應配合辦理。

第 三 條 分割方式：

本分割案係依企業併購法第 35 條規定辦理，採取母子既存分割之方

式，即甲方將固態儲存事業部門之台灣營業(含資產、負債及營業)於

分割基準日分割移轉予既存之乙方概括承受，作為乙方發行新股予甲

方之對價。

第 四 條 被分割公司分割讓與之營業範圍、營業價值、資產及負債：

一、 本分割計畫被分割公司分割讓與之營業範圍

   1. 甲方固態儲存事業部門之台灣營業。

   2. 甲方固態儲存事業部門之台灣營業所需之相關資產及負

債。

   3. 甲方固態儲存事業部門之台灣營業之相關契約（包括但不

限於：買賣契約、租賃契約、借貸契約及其他相關契約）、

訴訟案件、法律關係、法律地位、執照、許可與相關權益。

契約之移轉依法令或依契約規定應徵得原契約相對人或其

他第三人之同意者，需經該相對人或第三人同意後始生效

力。

   4. 甲方於分割基準日前所擁有固態儲存事業部門之台灣營業

之智慧財產權，包括專利、商標、技術及營業秘密等，專

利及商標清單。甲方及乙方應相互配合辦理前揭智慧財產

權之權利移轉手續、技術轉移手續、權利維護手續及相關

資料、文件、程式之提供，以使另一方得以行使相關權利；

分割基準日後權利維護費用由乙方負擔。本項智慧財產權

之分割不影響分割前已授權他人之權利及應負擔之保密

義務。



   5. 其他與甲方固態儲存事業部門之台灣營業有關之資產、負

債、權利義務關係、權益、分割讓與之營業或財產已享有

而尚未屆滿或尚未抵減之租稅獎勵、執照、許可及相關之

法律關係、事實關係及地位。

二、 分割讓與之營業價值

以分割讓與之資產減負債計算之，預計為新台幣 4,482,404,000

元，詳附表一。

三、 分割讓與之資產

分割讓與之資產預計為新台幣 7,034,678,967 元。

四、 分割讓與之負債

分割讓與之負債預計為新台幣 2,552,274,967 元。

五、 前揭分割讓與之營業價值、資產及負債，暫以甲方民國 108 年

6 月 30 日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表帳面價值計算之，並考量折

舊、資本支出計畫及預估至分割基準日相關科目之價值變化等

因素進行預估，惟實際金額仍應以分割基準日帳面價值為準。

六、 就前揭所定之分割讓與資產及負債倘有調整之必要時，得由甲

方及乙方雙方董事會授權雙方之董事長協商調整之，如因此需

調整營業價值或既存公司發行股數之比例者，亦同。

第 五 條 被分割公司（甲方）因分割讓與之營業價值、資產及負債而取得承受

營業之既存公司發行新股股數之比例及其計算方式：

一、 取得發行股數之比例

甲方預計分割讓與之固態儲存事業部門營業價值為

新台幣 4,482,404,000 元，按每營業價值新台幣 10 元換取乙方

發行之普通股 1 股，甲方共換取乙方發行之普通股新股

448,240,400 股，每股面額 10 元。若甲方於分割基準日實際分



割讓與之營業價值與原預計分割讓與價值有差額部分，由甲方

及乙方以現金相互找補。

二、 計算方式

前揭換股比例係參酌甲方擬分割讓與之資產及負債之帳面價

值、每股淨值及分割換股比例之專家意見訂定之，其內容詳附

表二。

第 六 條 被分割公司因分割讓與之營業價值、資產、負債及換取承受營業之既

存公司預定發行股數之調整：

本分割案所定換取乙方發行新股比例於下列情形發生時，得由甲方及

乙方之董事會授權雙方之董事長共同協商變更發行股數及/或每股價

格，而乙方因分割所取得之營業價值亦隨同調整之： 

一、 本計畫書簽訂後甲方所取得之資產，擬加入分割讓與之資產範

圍者。 

二、 甲方擬分割讓與之資產及負債，隨營業活動、投資或融資行為，

或因資產重估、折舊、攤銷、增添或減損，致明細或金額有所

變動。 

三、 於分割基準日時，依本分割案讓與之營業，因資產或負債範圍

變動或其他原因，致營業價值有重大增減而有調整之必要者。 

四、 其他因法令變更或相關主管機關核示而有調整第五條乙方發行

股數之比例之必要者。 

第 七 條 承受營業之既存公司發行新股之總數、種類及數量：

一、 乙方就本分割計畫所承受之營業價值，計應發行普通股

448,240,400 股予甲方。

二、 乙方應於分割基準日後依法完成變更登記並發行普通股股票予

甲方。



三、 本分割案完成後，乙方實收資本額增為 4,482,454,000

元，分為 448,245,400 股，每股面額 10 元，甲方仍持有乙方 100%

股份。

第 八 條 概括承受權利義務及相關事項：

一、 就本分割計畫甲方分割讓與予乙方之資產及負債，其權利義務

自分割基準日起，由乙方概括承受，如需辦理相關讓與手續，

甲方應配合為之。

二、 除分割讓與之負債與分割前甲方之債務係為可分者外，乙方應

就分割前甲方所負債務於其受讓營業之出資範圍內，依企業併

購法第 35 條第 6 項規定與甲方負連帶清償責任。但債權人之連

帶清償責任請求權，自分割基準日起二年內不行使而消滅。

第 九 條 員工轉任雇用之處理：

甲方及乙方將依企業併購法及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商定留用之員

工，同意留用之員工將由乙方承認其於分割基準日前任職於甲方之年

資，或於符合勞動基準法之前提下，由甲方與員工協商足以保障員工

既有權益之方式。

第 十 條 分割基準日、計畫執行進度、預計完成日程與逾期處理

一. 本分割案獲甲方、乙方董事會決議通過後，授權雙方董事會協議

訂定基準日。目前暫訂為民國 108 年 12 月 12 日，倘因踐行相關

法定程序或實務需求，而有調整分割基準日之必要時，授權由雙

方董事長協議調整之。

二. 本計畫書及其預定執行進度如有逾期未完成之情事時，由雙方董

事會視實際情形及需求為其他必要之處理。

第 十 一 條 異議股東股份收買及銷除：

甲方之股東就本分割案有關事項或本分割計畫書於決議分割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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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放棄表決權者，得請求買回股份，甲方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買回該

異議股東所持有股份。

第 十二 條 債權人之通知及公告義務與相關事項：

一、 本分割案經甲方及乙方董事會決議通過後，應即各自編造資產

負債表及財產目錄，分別向其債權人通知及公告，指定三十日

以上之期限，聲明債權人得於期限內提出異議。倘各該公司之

債權人於指定之期限內提出異議，各該公司應依相關法令規定

處理之。

二、 若甲方依前項規定對提出異議之債權人清償之債務，係屬本計

畫分割讓與範圍，則由甲方及乙方董事會調整第四條所定之營

業範圍、營業價值、資產及負債。如因此需調整乙方發行股數

之比例或價格者，亦同。

第 十三 條 稅捐及費用之分擔：

一、 除本分割計畫另有約定外，因本分割計畫之簽訂或履行所生之

一切稅捐或費用，除合於免稅或免徵規定者外，均由甲方及乙

方各負擔二分之一。若本分割計畫因故未獲相關主管機關核准

或其他事由發生而不生效力，則已發生之律師、會計師及相關

費用由甲方負擔。

二、 本分割計畫得申請適用之相關租稅獎勵，甲方及乙方應相互配

合爭取之。

第 十四 條 違約處理：

一、 甲方或乙方違反本計畫書相關規定，經一方以書面通知他方限

期三十天內補正而未補正者，得以書面通知他方而終止本計畫

書。



二、 倘任一方當事人有違反本計畫書之情事，經任何他方通知改正

而逾期未改正或違反情節重大，致任何他方當事人受有損害

者，違約當事人應向受損害之當事人賠償其因此所生之任何費

用(包括但不限於因本分割案所生之律師、會計師等相關費用、

損失或其他損害)。雙方並同意，於履行本計畫書相關事項時，

倘因可歸責於己方之事由而造成任何他方當事人遭受任何損失

(包括但不限於第三人之求償)，可歸責之當事人應補償該當事

人之損失。

第 十五 條 適用法律：

一、 本分割計畫依企業併購法行之，倘有新訂法律公布實施（包括

分割基準日後公布者）且較有利者，並得適用該最有利之相關

法律規定處理之。

二、 本計畫書應依中華民國法律解釋之，倘本計畫書有任何爭議，

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 十六 條 其他事項：

一、 本計畫書之任何條款如與相關法令有所牴觸而歸於無效者，僅

該牴觸之部份無效，但其他條款依然有效。至於因牴觸相關法

令而歸於無效之部分條款，逕依相關法令之規定由甲方董事會

及乙方董事會於合法範圍內另行議定之。

二、 本計畫書之任何條款如依相關主管機關之核示而有變更必要

者，逕依相關主管機關核示之內容或由甲方及乙方董事會另行

依相關主管機關之核示修訂之。

三、 本計畫書如未能取得相關主管機關之核准或許可，則本計畫書

自始不生效力。

四、 本分割計畫中，甲方分割讓與予乙方之財產，其權利之變更登



【★】

記除其他法令另有更長期間之規定或不可抗力之因素外，應於

乙方完成分割登記起六個月內辦理完成。

五、 如本分割案因參與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或變動時，所有現行

已完成之法定程序應全部重行為之。

六、 本計畫書若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及主管機關之規定

辦理，法令及主管機關未規定時，由甲方及乙方董事會全權處

理。 

本計畫書正本一式二份，由甲乙雙方各執正本一份為憑。 

立計畫書人： 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薛明玲

 建興儲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宋恭源

中 華 民 國 一 ○ 八 年 八 月 三 十 日

 



分割讓與之資產負債帳面價值

計算換股比例基準日:民國 108 年  6  月  30 日

單位：新台幣元

資產及負債名稱 營業價值（帳面價值） 備註

現金及銀行存款 1,000,000,330  

存貨-扣除備抵跌價損失 2,272,632,947  

應收票據及應收帳款-淨額 2,905,090,231  

其他應收款 4,921,469  

其他流動資產 152,416,369  

固定資產-淨額 629,307,320  

使用權資產 58,462,161  

其他非流動資產 11,848,140  

總資產(A) 7,034,678,967 

應付帳款 2,158,171,933  

其他應付款 323,842,877  

預收款項 8,774,573  

其他流動資產 4,763,568  

其他非流動負債 56,722,016  

存入保證金 

保固維護準備 

總負債(B) 2,552,274,967 

分割讓與之營業價值(A-B) 4,482,404,000 

附表一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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