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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魏宏名先生、井田純一郎先生、魏宏丞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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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李長福先生及深田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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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39. (A) The Board may from time to time

備註 1 : 1)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pay to the members such interim dividends

日止年度派付本公司末期股息，

as appear to the Board to be justified by the

每股普通股 4.24 美仙，每單位

position of the Company and, in particular

TDR 配發 NTD0.6356 元(每單位

(but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generality of

TDR 表彰 0.5 原股)；2)截至 2019

the foregoing), if at any time the capital of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派付本公司

(元/單
位)
位)

108

1

109/03/23

109/06/08 66,963,332,000 14,339,873,000 69,323,583,000 69,323,583,000 1.27120

4,305,137,000

0.00000 0.00000

0

the Company is divided into different

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 4.24 美

classes, the Board may pay such interim

仙，每單位 TDR 配發特別股息

dividends in respect of those shares in the

NTD0.6356 元(每單位 TDR 表彰

capital of the Company which confer on the

0.5 原股)。派息建議待股東於股

holders thereof deferred or non-preferential

東週年大會通過。 備註 2: 實際

rights as well as in respect of those shares

金額應以存託機構收到現金股利

which confer on the holders thereof

後扣除相關費用，依當時匯率換

preferential rights with regard to dividend

成新台幣之金額為準，1)末期股

but no interim dividend shall be paid on

息原股 4.24 美仙 2)特別股息原股

shares carrying deferred or non-preferential
rights if, at the time of payment, any

4.24 美仙，新台幣之參考匯率
29.98。

preferential dividend is in arrear provided
that if the Board acts bona fide the
Directors shall not incur any responsibility
to the holders of shares conferring any
preference for any damage that they may
suffer by reason of the lawful payment of
an interim dividend on any shares having
deferred or non-preferential rights. (B) The
Board may also pay half-yearly or at other
suitable intervals to be settled by them any
dividend which may be payable at a fixed
rate if the Board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position of the Company justifies the
payment.
註 1：實際股利以扣除存託費用、匯款手續費等相關支出，並依當時匯率兌換成新台幣之金額為準。
註 2：現金股利總金額及股票股利總金額包含配發原股股東與 TDR 股東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