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率訂定及發放方式。 

         2.「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一) 

         3.本次修訂章程內容經 股東會通過後據以修訂本公司「董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核 

           發辦法」，104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並依新章程規定辦理。 

   4.敬請 公決。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通過。 

四、報告事項： 

第一案：104 年度董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分配情形報告。(詳議事手冊第3頁) 

第二案：104 年度營運狀況報告。(詳議事手冊附件二~附件三，第6頁~20頁) 

第三案：監察人審查104 年度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報告。(詳議事手冊附件二~附件  

        五，第6頁~21頁) 

   

五、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案) 

  案由：104 年度營業報告、財務報表及與轉投資公司合併財務報表，敬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104 年度營業報告、個體財務報表及與轉投資公司之合併財務報表，業   

         經  富鋒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顏國裕會計師及 紀嘉祐會計師及監察人審查，認 

         無不合。(詳如附件二~ 五)  

        2.敬請 承認。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案) 

案由：104 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104 年度稅前純益計為新台幣(以下同) 298,600,802元，除依法扣除 

         所得稅費用47,096,953元，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25,150,385元，再加上累  

         積103 年度前未分配盈餘701,008,344元，加104 年度稅後其他綜合損益計入 

         保留盈餘(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之淨額) -6,935,516元，合計可供分派數 

         為920,426,292元，擬依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規定分配，提議分配案： 

         擬議分派普通股現金股利每股2.25元計170,238,915元，合計分配總金額為  

         170,238,915元。 

        2.擬具之盈餘分配表(詳如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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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內容 

修訂依據及理由 
修正前 修正後 

第 六 章  會    計 

第 廿 三

條 

本公司屬汽機車零件業，產
業環境多變，企業正處成長
階段，為考量資本支出需
求、實際營運需要及健全財
務結構，故本公司於年底決
算後，當期淨利先彌補虧
損，並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
積、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
積，其餘額提撥員工紅利及
董監事酬勞費用比例為員工
紅利至少百分之三及董監事
酬勞不得高於百分之五。上
述餘額加回年度決算中已作
為費用之員工紅利暨董監事
酬勞，並加計以前年度累計
未分配盈餘及當年度未分配
盈餘調整數額作為可分配盈
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派
議案，經股東會決議提列分
配之。股東股息紅利應為當
年度可分配盈餘百分之十以
上，其中現金股息不低於百
分之二十，惟公司可視當年
度公司實際獲利及資金狀
況，由董事會彈性調整，提
請股東會決議變更之。 

本公司屬汽機車零件業，產業
環境多變，企業正處成長階
段，為考量資本支出需求、實
際營運需要及健全財務結
構，故本公司於年底總決算
後，若有獲利，應先提撥至少
百分之二以上為員工酬勞及
不得高於百分之五之董監事
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
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當
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
繳稅額、彌補累積虧損，並依
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提列或
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其餘額提
撥員工紅利及董監事酬勞費
用比例為員工紅利至少百分
之三及董監事酬勞不得高於
百分之五。上述餘額加回年度
決算中已作為費用之員工紅
利暨董監事酬勞，並加計以前
年度累計未分配盈餘及當年
度未分配盈餘調整數額作為
可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
餘分派議案，經股東會決議提
列分配之。股東股息紅利應為
當年度可分配盈餘百分之十
以上，其中現金股息不低於百
分之二十，惟公司可視當年度
公司實際獲利及資金狀況，由
董事會彈性調整，提請股東會
決議變更之。 

1. 依據金管會 104. 
05.25 經商字第
10400600940 號
函及 104.06.11
經商字第 
10402413890 號
函 公 司 法 增 訂
235條之1並修正
235條及240條條
文。 

2. 依公司法第 235
條 之 1第 1項規
定:「公司應於章
程訂明以當年度
獲利狀況之定額
或比率，分派員
工酬勞。…」 
依公司法 235 條
條文刪除第 2~4
項員工紅利之規
定，盈餘分配表
不得再有員工紅
利之項目…，爰
以修訂本公司章
程。 

第 七 章  附    則 

第 廿 六

條 

…………………………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
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
年六月十六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
年六月十七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 0 一
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 0 二
年六月十七日。 

…………………………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
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
年六月十六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
年六月十七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 0 一
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 0 二
年六月十七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 0 五

年六月十四日。 

增列本次章程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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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4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4年度

合併預算

104年度

合併實際
達成率%

營業收入淨額 3,649,952 3,354,698 91.91%

營業成本 (3,089,423) (2,790,524) 90.33%

營業毛利 560,529 564,174 100.65%

營業費用 (237,791) (233,864) 98.35%

營業淨利 322,738 330,310 102.3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9,913 4,158 41.95%

稅前淨利 332,651 334,468 100.55%

所得稅費用 (65,064) (56,572) 86.95%

本期淨利 267,587 277,896 103.85%

其他綜合損益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0 (8,356)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0 1,42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淨額) 0 (6,935)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國外營運機構財報換算之兌換差額 11,729       (18,639) -258.91%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11,729       (25,574) -318.04%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279,316 252,322 90.34%

淨利歸屬予：

母公司業主 246,332      251,503 102.10%

非控制權益 21,255       26,393 124.17%

267,587      277,896 103.85%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予：

母公司業主 253,034 228,968 90.49%

非控制權益 26,282 23,354 88.86%

279,316 252,322 90.34%

普通股每股盈餘 3.26        3.32        102.10%  

      註：本公司編製之104 年度財務預算僅為內部管理用並未對外公告財務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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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收支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3年度

合併實際

104年度

合併實際

增加或減少

比例

營業收入淨額 3,448,658 3,354,698 -2.72%

營業成本 (2,910,773) (2,790,524) -4.13%

營業毛利 537,885 564,174 4.89%

營業費用 (252,391) (233,864) -7.34%

營業淨利 285,494 330,310 15.7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26,796 4,158 -84.48%

稅前淨利 312,290 334,468 7.10%

所得稅費用 (68,351) (56,572) -17.23%

本期淨利 243,939 277,896 13.92%

其他綜合損益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273           (8,356) -3160.81%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47) 1,421 3123.40%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淨額) 226 (6,935) -3168.58%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國外營運機構財報換算之兌換差額 53,848 (18,639) -134.61%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54,074 (25,574) -147.29%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298,013 252,322 -15.33%

淨利歸屬予：

母公司業主 224,488       251,503 12.03%

非控制權益 19,451        26,393 35.69%

243,939 277,896 13.92%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予：

母公司業主 267,253 228,968 -14.33%

非控制權益 30,760 23,354 -24.08%

298,013 252,322 -15.33%

普通股每股盈餘 2.97 3.32 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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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獲利能力分析(合併財報) 

                   年度

項目

103年度

(A)

104年度

(B)

增加或減少

比率/金額

(B-A)

資產報酬率（％） 7.17 8.52 1.35

股東權益報酬率（％） 10.16 11.16 1.00

營業利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37.73 43.66 5.93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41.27 44.21 2.94

純益率（％） 7.07 8.28 1.21

每股稅後盈餘（元）(註) 2.97 3.32 0.35
 

 
 
 

四、研究發展成果(新送樣) 

產   品 用途 

傳動系統－前固定蓋、墊片、齒板、止動棒總成、 
          制轉桿、凸輪、推板、齒盤、墊圈、 
          包膠活塞、左外後連動板、計時碟、 
          止動棒總成 
內裝系統－升降齒板、調角器、前升降齒板、小鎖閂、 
          連動桿總成、調角器總成、左支架、二排 
          仰臥器總成、鉸鏈支架總成 
安全系統－包膠安全帶舌片 
引擎系統－25T鏈輪 

汽車零件 

傳動系統－變速桿總成、填隙片、挺筒、夾環、 
          45T鏈輪、46T齒輪分離器、計時承軸 
安全系統－碟煞盤、浮動碟總成 
車體系統－墊片、固定夾、固定架 

機車零件 
重型機車 
零件 

ATV－ 46T齒輪分離器 
高爾夫球車－踏板總成 

其他 

 

負責人：吳崇儀       經理人：吳宗明       主辦會計：劉美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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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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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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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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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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