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07 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民國 107 年 6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整 

地  點：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738 號 18 樓（文曄科技會議室） 

出席股數：出席股東暨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總數計 413,779,013 股（含以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股數 238,765,234 股），佔本公司流通在外股份總數 552,569,108 股之

74.88%，已達法定出席股數。 

列席人員：鄭更義董事、高新明董事、程天縱獨立董事、龔汝沁獨立董事、胡秀杏監察人、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徐永堅會計師、會計主管楊幸瑜及財務主管呂勇宏 

主  席：鄭文宗董事長   紀錄：吳佳萍 

宣佈開會：出席股東暨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總數已逾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主席致詞：（略） 

一、報告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06 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公鑑。 

說  明：本公司 106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監察人審查報告，敬請  公鑑。 

說  明：監察人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06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敬請  公鑑。 

說  明： 依據公司章程第 19 條規定辦理，本公司依 106 年度獲利提撥員工酬勞新台幣

28,740,000 元及董事監察人酬勞新台幣 12,000,000 元，均以現金方式發放。 

二、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06 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  明：1. 本公司 106 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決議

通過，其中財務報表並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徐永堅會計師及徐聖忠會計

師查核竣事。上述財務報表併同營業報告書已送請監察人審查完竣，出具審

查報告在案。 

2.106 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三

至附件四。 

決  議：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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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時出席股

東 表 決 權 數
表 決 結 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413,596,904 權 

贊成權數：361,262,434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186,737,229 權) 
87.34% 

反對權數：16,609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16,609 權) 
0.00% 

無效權數：0 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52,317,861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52,011,396 權) 
12.64% 

贊成權數已逾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06 年度盈餘分派案，敬請  承認。 

說  明：1. 106 年度盈餘分派議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監察人審查完竣，盈餘分派

表，請參閱附件五。 

2.現金股利每股配發新台幣 2.5 元，計新台幣 1,381,422,770 元，計算至元為

止，元以下捨去，配發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由小數點以下之金額由大

至小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額。 

3.本次盈餘分派案經股東常會通過後，由董事會另訂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

他相關事宜。 

4.嗣後如因本公司普通股之流通在外股數變動，致使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時，

由董事會全權調整之。 

決  議：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

東 表 決 權 數
表 決 結 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413,596,904 權 

贊成權數：360,958,076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186,659,153 權) 
87.27% 

反對權數：325,969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99,687 權) 
0.07%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52,312,859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52,006,394 權) 
12.64% 

贊成權數已逾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三、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公司章程」修正案，提請 公決。 

說 明： 配合公司營運需要，擬修正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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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

東 表 決 權 數
表 決 結 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413,596,904 權 

贊成權數：358,236,120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183,713,194 權) 
86.61% 

反對權數：16,639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16,639 權) 
0.00%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55,344,145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55,035,401 權) 
13.38% 

贊成權數已逾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  會：主席宣佈散會（上午 9 點 37 分）。 

【本議事錄僅就議事經過要領記載，股東提問暨公司答覆略，惟仍以會議現場影音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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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一、106 年度營業報告 

（一）營運計劃實施成果： 
本集團 106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新台幣 189,419,235 千元，較 105 年度合

併營業收入新台幣 144,147,461 千元成長 31.41%，106 年度稅後淨利新台幣

2,520,136 千元，較 105 年度稅後淨利新台幣 1,699,670 千元增加新台幣 820,466
千元，成長 48.27%。106 年各產品應用別皆呈現大幅成長趨勢，成長動能來自於

通訊領域新增產品代理線、個人電腦及消費性電子受惠於物聯網趨勢與宣昶併購

案助益、工業用產品自動化強勁需求提升及汽車電子持續受惠於半導體內容增

加。除了各產品應用別高成長之外，持續提升營運效率、優化營運管理系統、增

強財務管控制度、強化人力資源管理，以深化在半導體產業鏈上提供附加價值的

能力，進而提升長期股東權益報酬率。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105 年度 106 年度 增(減)金額 增(減)% 

營業收入 144,147,461 189,419,235 45,271,774 31.41% 

營業利益 2,460,528 3,918,170 1,457,642 59.24% 

稅後淨利 1,699,670 2,520,136 820,466 48.27% 

（二）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    目 105 年度 106 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72.47 73.28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3,928.30 2,890.21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133.59 134.13

速動比率(%) 81.43 70.34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3.56 4.34

股東權益報酬率(%) 10.05 13.63

純益率(%) 1.18 1.33

基本每股盈餘(元)(註) 3.61 5.26

註： 係以當年度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並追朔調整因現金增資而增加之加權

流通在外股數計算基礎。 

（三）研究發展狀況： 
由於半導體技術與製程的大幅演進，計算機處理能力的提升，新一代網路即

將到來以及更多樣化的感測元件的推出；使得近來市場孕育出許多智能產品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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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應用滿足人們需求，如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生物辨識、物聯網、智慧

家庭、光學測距及眾多智能元件應用，成為下一世代半導體產業的亮點，本集團

除了代理關鍵電子零件，例如：高效能射頻功率元件、紅外線雷射和紅外線發光

二極體、微機電元件、高性能微處理器、高效能功率元件、高速網路交換處理

器、高精密類比元件等，更投入無數系統整合人員實際開發參與設計及完整解決

方案，以期掌握此行動世代所衍生之龐大商機。例如：開發物聯網閘道器參考設

計方案、穿戴科技相關的智慧心電圖模組參考設計方案，及個人終端手機 App 解

決方案。為了能提供足夠技術以支持在上述新平台的系統設計及產品開發，本集

團持續投資及累積系統整合知識及技術，以提高整體研發之技術質量深度，並持

續與世界級晶片設計廠商合作，以期提供客戶高品質之技術服務與整體解決方

案。以下為最近三年度研究發展支出：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營業收入淨額 113,598,195 144,147,461 189,419,235

研發費用 325,245 304,838 318,726

研發費用占營收比例 0.29% 0.21% 0.17%

二、107 年度營運計劃 

2018 年，本公司將根據整體經濟情勢及市場狀況擬定業務策略，持續增加新產品

線、拓展新應用市場領域，進而提升產品結構及獲利水準；同時對內繼續加強營運風險

管理、提升營運效率、優化營運管理系統、增強財務管控制度、強化人力資源管理，以

深化在半導體產業鏈上提供附加價值的能力，進而持續提升股東權益報酬率。 

（一）業務策略： 

引進新產品線、拓展新應用市場—優化產品組合，引進符合市場需求且具有較

高毛利率的新產品線，加強產品與市場規劃能力，完善在非傳統 3C 市場的佈

局，透過擴大汽車電子、雲端資料中心、綠色能源、工業控制、智慧物聯網、

醫療儀器等相關市場的滲透率，強化這幾類產品出貨之比重，來持續改善產品

組合和毛利率。

客戶滲透與拓展—針對現有客戶群，優化管理能力，提升服務品質，持續增加

本公司產品對其滲透率；同時拓展優質新客戶及舊產品的新應用機會，尤其是

在公司策略性發展的汽車電子、工業控制、智慧物聯網等領域，爭取與各領域

的領導廠商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為客戶提供高品質之專業技術支援服務及

完整解決方案，協助其以更快速之時效將產品推廣至市場，藉由良好互動過程

開發出新客戶並培養長期合作關係。

完善加值服務—藉由厚實的客戶關係及迅速的市場反應協助原廠創造需求；藉

由強力的技術支援以及協助客戶研發新產品提高產品銷售之附加價值，增加公

司整體之獲利。

（二）營運管理： 

加強營運風險管理，穩健經營—持續在存貨水位、客戶帳期、應收帳款、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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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險、營運資金、合約風險辨識及銀行額度等方面更加深化管控，並建立異常

管理機制以降低公司營運風險。 
持續致力於營運效率改善，提升獲利水準—透過作業流程的優化及營運管理系

統平台的增強，提升自身營運管理能力；同時持續提升員工生產力，調整費用

支出，致力稅後獲利的提升；持續以營運資金報酬率（ROWC）和股東權益報

酬率（ROE）作為公司重點財務指標。

加強財務管控，建立穩當而靈活的財務制度—本公司與子公司採用全面風險管

理與控制系統，使管理階層能有效辨識並控制衡量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流動

性風險及現金流量風險。透過穩健的內部控管制度與作業流程，適時考量經濟

環境、競爭狀況及市場價值風險之影響，由業務與財務主管定期追蹤應收帳款

收現進度，達到最佳化之風險部位及維持適當的流動性部位，並透過多元化的

資金取得管道，增加資金運用的靈活性，以降低資金取得成本及經營風險。

（三）人力資源： 

強化組織管理：

視外部市場環境變化、內部運營狀況及未來發展需要，適時調整組織架構及人

員配置，使其更加合理、彈性，從而在面對持續變動的市場時，可以迅速有效

的反應以順利因應市場的挑戰。

健全人才素質：

 長期人才儲備—為配合公司長期發展策略，從優招聘優秀青年人才，從層

次、數量、結構上優化公司的人員組合，使公司在未來競爭上更具整體優

勢。

 新進員工培訓—加強新進員工之教育訓練，使其充分熟悉各經銷品牌之產品

與相對應之應用技術，以滿足客戶服務要求，提供專業的加值服務。同時，

營造管理者和員工之間和睦的溝通管道，有效傳達企業文化與經營理念。

 潛力人才發展—發掘高潛力人才，客製化其發展計劃，因材施教，給予最佳

化在職培訓及客製化個人能力升級，加強培養未來各個階層管理幹部。

強化績效管理：

 加強讓員工更深入瞭解個人職責與使命，並層層往下扎根，達成貫徹一致的

目標。

 檢視營運成果與人員生產力，並根據現況設定更為務實、具體的績效目標及

衡量指標。

董事長：鄭文宗 經理人：鄭文宗 會計主管：楊幸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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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ㄧ】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民國106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徐永堅會計師及徐聖忠會計師查核竣事，併同民國106年度營業報告書，復經本監察人等審

查完峻，認為尚無不合，爰依公司法第219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 鑒察。 

此致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7 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胡  秀  杏 

監察人：唐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志雄 

中 華 民 國 一 ○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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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二】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民國106年度盈餘分派議案，復經本監察人等審查完峻，認為尚無不合，

爰依公司法第219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 鑒察。 

此致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7 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胡  秀  杏 

監察人：唐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志雄 

中 華 民 國 一 ○ 七 年 五 月 十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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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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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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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派表 

106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 2,003,960,154

減：民國106年度保留盈餘調整數 (7,154,700)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1,996,805,454

加：民國106年度本期淨利 $ 2,519,897,246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10%） (251,989,725)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109,102,321)

106年度可分配盈餘 2,158,805,200

截至106年底累積可分配盈餘 4,155,610,654

減：分配項目 

現金股利（每股2.5元） (1,381,422,770)

期末未分配盈餘 $   2,774,187,884

註一：優先分派106年度盈餘。 

註二：股利配發係以民國107年5月11日董事會決議時已發行可參與權利分派股數 

552,569,108股計算之。 

董事長：鄭文宗 經理人：鄭文宗 會計主管：楊幸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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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文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壹佰億元，
分為壹拾億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
元，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前項資本總額中保留新台幣捌億貳仟萬
元，分為捌仟貳佰萬股，每股金額新台
幣壹拾元，供認股權憑證、附認股權特
別股或附認股權公司債行使認股權使
用。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壹佰億元，
分為壹拾億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
元，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前項資本總額中保留新台幣壹億玖仟萬
元，分為壹仟玖佰萬股，每股面額新台
幣壹拾元，供認股權憑證、附認股權特
別股或附認股權公司債行使認股權使
用。

配合公司營運

需求並酌作文

字修正。

第七條之二：
本公司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
轉讓予員工，或發行認股價格低於發行
日本公司普通股股票收盤價之員工認股
權憑證，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
二以上之同意後行之。

第七條之二：
本公司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
轉讓予員工，或發行認股價格低於發行
日普通股股票收盤價之員工認股權憑
證，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
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之。

第八條：
股票名簿記載之變更，自股東常會開會
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
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
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

第八條：
股票之更名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
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
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
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

第十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應依據主
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
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辦理。

第十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依據主
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
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辦理。

第二十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
二十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五月二
十三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八月五
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
十一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一月十
三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十
七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八
日。

第二十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
二十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五月二
十三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八月五
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
十一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一月十
三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十
七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八
日。

增列修正次數

及日期。

酌作文字修正。

酌作文字修正。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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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三
十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三
十一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九月十
五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六
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二
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一月
六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
十七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
十五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五月
二十五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五月
二十五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十四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
十五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
十六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十五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年六月
十五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
六月十三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
六月十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
六月三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
六月二十八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三
十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三
十一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九月十
五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六
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二
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一月
六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
十七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
十五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五月
二十五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五月
二十五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十四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
十五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
十六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十五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年六月
十五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
六月十三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
六月十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
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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