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國一○五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整 

地    點：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333號 19樓(國泰大樓) 

出席股數：出席股東及股權代理人股份總數共計 9,841,625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數

15,978,196股(已依公司法第 180條規定扣除公司法第 179條無表決權之股

數 0股)之 61.59%。 

主    席：盧董事長俊賢 

出席董事：陳董事俐彣、徐董事德雄 

出席獨立董事：張獨立董事壬池 

出席監察人：陳監察人柏年 

列    席：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郭鳳薇會計師。 

記    錄：景成鈺 

壹、宣布開會：出席股份總數已逾法定股數，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叁、討論事項(一)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謹提請   討論。 

說 明：1. 配合104年5月20日華總一義字第10400058161號令，增訂公司法第235

條之1並修正第235條有關員工酬勞、董監事酬勞及盈餘分派規定，擬

修正「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2. 因應公司未來長遠營運規劃，擬辦理公司總部遷至新北市汐止區新台

五路一段97號28樓新址，相關事宜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3. 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前後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一。 

決 議：本議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9,841,625權。 

        

天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稱:天母洋蔥股份有公司)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9,841,625權 100% 

反對權數0權 0% 

無效及未投票權數0權 0% 

 

肆、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民國一○四年度營業狀況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第二案 

案 由：監察人審查民國一○四年度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監察人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三。 

 

第三案 

案 由：一○四年度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說 明：1.依修訂後公司章程第十九條規定辦理。 

       2.本公司一○四年度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及董監酬勞前之利益為32,160,725

元，提列員工酬勞1%計新台幣321,608元及董監事酬勞1%計新台幣321,608

元，均以現金發放。 

       3.上述分派之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金額與民國 104年度估列之金額並無差

異。 

 

第四案 

案 由：本公司一○四年度會計年度開始日後變動會計估計事項報告案。 

說 明：1.為使本公司財務報表能提供更可靠且攸關之資訊，提高財務報表透明度及合

理反應本公司租賃改良物之估計耐用年限，擬根據金管會於103年8月13日修

訂「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6條會計估計事項變動之規定，自民

國104年第3季起改依租約的租期年限攤提折舊。續後如有續約或是解約之情

形，造成租期變動，亦將依據IAS 8號公報「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動及錯

誤」規定辦理。 

 2.本案業已洽請簽證會計師就合理性逐項分析並出具複核意見，對財務報表之

影響數請參閱附件四。 

 

 

 



伍、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一○四年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民國 104 年度營業報告書及個體財務報告、合併財務報告業已

編製完成。 

       2.本公司民國 104 年度財務報表，包括個體及合併資產負債表、綜合損

益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馮敏娟

會計師及吳漢期會計師查核完竣出具查核報告書在案。 

       3.上開財務報表及會計師出具之查核報告書連同營業報告書，經監察人

查核竣事，並出具書面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及附件五。 

決 議：本議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9,841,625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9,841,625權 100% 

反對權數0權 0% 

無效及未投票權數0權 0%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一○四年度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1.本公司 104年度營業結算稅後純益加上期初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26,190,623元，扣除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 2,619,062元及特別盈餘公

積新台幣 40,401元後，本期可供分配盈餘計 23,531,160元。  

2.依本公司修訂後章程所訂盈餘分配原則，104 年度擬提撥新台幣

23,531,160元配發股東現金股利，每股分配約新台幣1.47270443元。

股東現金股利分派計算至元為準，未滿一元之畸零數額，列入公司

之其他收入。 

3.上述股東股利分派於股東會通過後，由董事會另訂定除息基準日。 

4.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六。 

決 議：本議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9,841,625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9,841,625權 100% 

反對權數0權 0% 

無效及未投票權數0權 0% 

        



陸、討論事項(二) 

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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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本公司致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申請上櫃時所出具之承諾

事項內容。 

  2.擬修訂本公司、子公司Mr.Onion Int'l Co.,Ltd.及子公司Mr.Onion Holding 

Co.,Ltd.「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 

決  議：本議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9,841,625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9,841,625權 100% 

反對權數0權 0% 

無效及未投票權數0權 0%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同日上午 9時 23分。 

(本公司股東常會議事錄依照公司法第 183條第 4項規定記載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 



【附件一】 

 

項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必要時

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

公司。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北市，必要時

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

公司。 

配合公司實際需

要。 

第十九條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依下

列順序分派之。 

1.依法完納一切稅捐。 

2.先彌補以往虧損。 

3.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 

4.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撥或迴

轉特別盈餘公積。 

5.就一至四款規定數額後剩餘之數

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一作為員工紅

利。 

6.董事、監察人酬勞就一至四款規

定數額後剩餘之數提撥，提撥比

例不高於百分之五。 

7.其餘由董事會擬定盈餘分派案，

提報股東會。 

上述員工分配股票紅利之發放對象

得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

員工，其條件授權公司董事會決

定之。 

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當年度

獲利之不低於百分之一為員工酬

勞，不高於百分之五為董事、監察

人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

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第一項所稱當年度獲利狀況係指當

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

董監酬勞前之利益。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應

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

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

之，並報告股東會， 

員工酬勞以股票方式為之之發放對

象得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

員工，其條件授權公司董事會決定

之。 

  配合公司法增

訂第235條之 1

並修正第 235

條及第 240 條

條文，明訂員工

已不得為盈餘

分配之對象。

第十九條之

一 
增修。 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

繳稅款、彌補累積虧損，次提 10%

為法定盈餘公積，並依法令或主管

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

積，如尚有盈餘，其餘額再加計以

前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 

擬具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後

分派之。 

本條新增。 

天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第十九條之

二 
本公司目前產業發展屬成長階段，

基於營運資金需求及長期財務規

劃，本公司擬採取平衡股利政策，

適度以股票股利及現金股利方式發

放，惟現金股利部分不得低於全部

股利總數之百分之十，其盈餘分派

之種類及比率得視公司當期資金狀

況及獲利情形，由董事會擬具盈餘

分派議案經股東會通過。 

增修第十九條之

一，原條文順延為

第十九條之二。

第二十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六年二月七

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八月三

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一月六

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年五月三

十一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年十二月

八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九月一

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月二

十八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三年六

月五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四

月十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六年二月七

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八月三

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一月六

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年五月三

十一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年十二月

八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九月一

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月二

十八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三年六

月五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四

月十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

月二十八日 

新增修訂日期。

 



【附件二】 

天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感謝各位股東持續對天蔥的支持與愛護，由於國內整體經濟不景氣，民間消費轉趨低迷，加

上原物料成本逐年的上漲，以及本公司總部人事擴編、展店及遷店及籌備上櫃等支出，使得本公

司 104 年度獲利狀況較 103 年度下滑。本公司將繼續努力，除強化經營管理追求業績同店成長外、

持續推廣新通路並爭取與知名品牌客戶合作，以追求利潤極大化。未來的的一年裡，雖然將面對

各種艱困環境，本公司有信心在全體經營團隊努力下，將朝穩定成長之路邁進，創造更好的績效。 

以下茲將營運成果及營運展望分別說明如下： 

一、營運成果 

(一) 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會計科目 

104年度 103年度(調整後) 增減變動 

金額 金額 金額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 878,239 875,568 2,671 0.31

營業成本 432,729 427,402 5,327 1.25

營業毛利 445,510 448,166 -2,656 -0.59

營業費用 405,095 361,036 44,059 12.20

營業淨利 40,415 87,130 -46,715 -53.62

稅前淨利 31,518 85,147 -53,629 -62.98

所得稅費用 5,327 14,520 -9,193 -63.31

本期淨利 26,191 70,627 -44,436 -62.92

(二)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本公司104年度的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878,239仟元，較103年度營業收入新台幣875,568

仟元成長約0.31%、104年的本期淨利為26,191仟元，較103年度本期淨利70,627仟元減少

約62.92%。獲利水準下滑，主要因素係104年度持續展店、遷店、總部人事擴編、籌備上

櫃等因素，加上各店面折舊攤提年限縮短而稀釋了公司原本獲利水準。未來公司將放慢展

店速度，追求同店成長，加強營運管理整合集團資源，並持續拓展新通路，以提高公司獲

利。 

 

二、營運展望 

    本公司民國105年的主要營運策略有三： 

(一) 集團資源整合，建立餐飲管理平台 

整合集團內資源，將內部營運管理與後勤管理系統合一，建立具彈性與擴充性的客製化營

運管理平台，持續升級管理品質與效率，透過該平台吸引其他有發展潛力之餐飲品牌。 



(二) 既有門店升級，追求同店業績成長，並持續拓展新通路 

加強營運管理整合集團資源，提升餐點附加價值，持續朝集客效益佳的百貨、以及抽成比

重較低的獨立商場布點，加強單店獲利能力，並配合衝刺電子商務與網購市場，藉由虛擬

通路開拓新客層。 

(三) 代理國外知名餐飲品牌，進一步開發國外通路 

尋求與國外知名餐飲品牌合作，以擴大市場需求與商機，並進一步拓展海外市場。

三、企業責任與社會公益 

    本公司秉持「深耕台灣、回饋社會」的理念，除了進行產學合作、落實友善餐廳之外，多年

來也持續透過不定額的捐款或物資提供，支持眾多公益團體，並透過溫暖餐點傳遞公司關懷社區

的真摯情感與熱情，顯示公司對社會公益不遺餘力。 

    民國105年本公司將持續秉持「美食饗宴、創意無限、豐富體驗、真實呈現」的企業文化，

並持續透過不斷創新與流程改善，提供每一位顧客愉悅的用餐體驗，提高經營績效與顧客的幸福

感，在全體股東大力支持、全體工作夥伴的共同努力下，必能創造共贏的局面! 

 

    

董事長：盧俊賢                 總經理：石文炳              會計主管：張謝煌  



【附件三】 

天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104年度之決算表冊包含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合併財務

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其中合併、個體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馮敏

娟、吳漢期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案之議案經

本監察人查核完竣，認為並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備具本報

告書，敬請 鑒核。 

此 致 

天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105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 : 陳柏年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3  月  2 4  日 



天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104年度之決算表冊包含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合併財務

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其中合併、個體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馮敏

娟、吳漢期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案之議案經

本監察人查核完竣，認為並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備具本報

告書，敬請 鑒核。 

此 致 

天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105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 : 呂學烱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3  月  2 4  日 



天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104年度之決算表冊包含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合併財務

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其中合併、個體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馮敏

娟、吳漢期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案之議案經

本監察人查核完竣，認為並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備具本報

告書，敬請 鑒核。 

此 致 

天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105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 : 黃寶元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3  月  2 4  日 

 



【附件四】會計師複核意見書 



【附件五】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書 



























【附件六】盈餘分配表



【附件七】取得及處分資產作業程序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天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正理由

第八條

向關係人

取得或處

分資產之

處理程序

四、本公司不得放棄對  Mr. 
Onion Int’l Co., Ltd. (以下簡稱

Mr. Onion Int’l)未來各年度之

增資；Mr. Onion Int’l 不得放棄

對 Mr. Onion Holding Co., Ltd. 
(以下簡稱 Mr. Onion Holding)未
來各年度之增資；Mr. Onion 
Holding 不得放棄對上海盈源餐

飲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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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先經櫃買中心同意，復提

經公司董事會特別決議通過。

新增 依致櫃檯買賣中心申請

上櫃時所出具之承諾事

項修訂。 

  



Mr.Onion Int'l Co.,Ltd.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正理由

第八條

向關係人

取得或處

分資產之

處理程序

本公司不得放棄對  Mr. Onion 
Holding Co., Ltd. 未來各年度之

增資，未來若因策略聯盟考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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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買中心同意，復提經母公司董

事會特別決議通過。

新增 依致櫃檯買賣中心申請

上櫃時所出具之承諾事

項修訂。 

  



Mr.Onion Holding Co.,Ltd.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正理由

第八條

向關係人

取得或處

分資產之

處理程序

本公司不得放棄對上海盈源餐

飲管理有限公司未來各年度之

增資，未來若因策略聯盟考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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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買中心同意，復提經母公司董

事會特別決議通過。

新增 依致櫃檯買賣中心申請

上櫃時所出具之承諾事

項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