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鈺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０七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一０七年六月十四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正 

地 點：桃園市龜山區華亞二路 222 號 

出 席：本公司己發行股份為 145,984,450 股，出席股東代表股份總數 92,502,643 股（其

中以電子方式出席股數 3,841,816 股），佔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 63.36%。 

出席董監事：葉垂景董事、李靖文獨立董事、葉垂昇董事、楊慰芬董事、潘燕民董事、簡

慶文監察人 

列 席：張志銘會計師、李貞儀律師 

主 席：葉垂景             記錄：黃雅秋 

 

一、宣佈開會：出席股份已達法定數額，依法宣佈開會。 

二、行禮如儀：（略） 

三、主席致開會詞：（略） 

四、報告事項： 

1. 一０六年度營業概況報告。（請參閱附件一） 

2. 一０六年度監察人審查決算表冊報告。（請參閱附件二） 

3. 一０六年度員工酬勞與董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請參閱附件三） 

五、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 由：一０六年度決算表冊案，謹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 本公司一０六年度財務報表暨合併報表業已編妥，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且

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洪茂益及張志銘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連同營業報

告書送請監察人審查完竣，謹提請 承認。（請參閱附件四） 

決 議：本案經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2,502,643 權票決後，贊成 89,939,277 權（其

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682,450 權），反對 59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數 593 權），棄權及未投票 2,562,77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數 2,158,773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 97.22%，贊成權數

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 由：一０六年度盈餘分派案，謹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一、依本公司章程第三十二條規定擬具盈餘分派案，本次擬配發普通股每股

現金股利 0.6 元，一０六年度盈餘分派表請參閱下表。 

二、俟經 107 年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另訂配息基準日及發放日。嗣

後如因本公司買回庫藏股，或因員工認股權之行使，而須註銷股份或發

行新股，致影響本公司流通在外股份總數時，請授權董事長依本次股東

會決議之普通股擬分配盈餘總額，按配息基準日本公司實際流通在外股

份之數量，調整分配比率。 

三、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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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四、謹提請 承認。 

鈺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０六年度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餘額  $37,234,094 

加：106 年確定福利計劃之精算損益 967,847 

減：採權益法認列關聯企業及合資之變動數 (763,145)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128,804,074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0% (12,880,407) 

可供分配盈餘 153,362,463 

分配項目：  

股東現金紅利（每股 0.6 元） 87,590,670 

期末未分配盈餘 $65,771,793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決 議：本案經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2,502,643 權票決後，贊成 89,939,277 權（其

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682,450 權），反對 59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數 593 權），棄權及未投票 2,562,77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數 2,158,773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 97.22%，贊成權數

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六、討論事項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謹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 配合公司實務需要，擬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

附件五），謹提請 討論。 

決 議：本案經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2,502,643 權票決後，贊成 89,938,150 權（其

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681,323 權），反對 59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數 593 權），棄權及未投票 2,563,90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數 2,159,000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 97.22%，贊成權數

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七、選舉事項 

案 由：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董事會提） 

說 明：(1) 本公司現任董事及監察人任期於 107 年 6 月 23 日屆滿，擬於本次股東常

會全面改選。 

(2) 依本公司公司章程規定，應選董事七席(含二席獨立董事，採候選人提名

制)、監察人三席，任期三年，自 107 年 6 月 14 日至 110 年 6 月 13 日

止。 

(3)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方式採單記名累積選舉法。 

(4) 獨立董事二人依本公司章程第十八條之一規定採侯選人提名制度，經

107 年 4 月 24 日董事會議審查通過「獨立董事侯選人名單」如附表，謹

提請 選舉。 

附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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鈺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1%股東提名) 

 

姓名 學歷 經歷 持有股數 

李靖文 澳門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博士 台南晶英酒店總經理 0 

吳榮生 逢甲大學企業管理學士 渣打銀行副總裁 0 

以上獨立董事被提名人之資格條件，業經本公司 107 年 4 月 24 日董事會議審

查通過。 

當選名單： 

職稱 ID/戶號 戶名 當選權數 備註

董  事 15 
錸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葉垂景 
121,887,454 當選

董  事 15 
錸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葉垂昇 
112,325,508 當選

董  事 H221490XXX 楊慰芬 112,051,402 當選

董  事 15 
錸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潘燕民 
103,963,331 當選

董  事 A100405XXX 黃國興 102,354,588 當選

獨立董事 R220490XXX 李靖文 34,361,779 當選

獨立董事 P102060XXX 吳榮生 34,266,934 當選

監 察 人 Y100809XXX 簡慶文 89,382,173 當選

監 察 人 1645 葉垂蕉 88,301,472 當選

監 察 人 52313 林青蓉 87,086,836 當選

 

八、其他議案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公決。(董事會提) 

說 明：為配合實際需要，擬請股東會同意解除本次新選任之董事及其代表人為自己

或他人從事屬於本公司業務範圍以內之行為，不受公司法第二０九條之限

制。 

董事競業情形 

職 稱 姓 名 目前兼任本公司及其他公司之職務 

董  事
錸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原國際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富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太陽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合利能源

有限公司董事、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博錸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錸工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錸洋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錸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錸

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Affluence Internsyionsl 

Co., Led. 董事、ART Management Ltd.(B.V.I.) 董

事、 GoldenRiver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Corp. 

(BVI) 董事、Max Online Ltd. 董事、Ritek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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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 名 目前兼任本公司及其他公司之職務 

Inc. (Cayman) 董事、Ritrax Corp Ltd. (U.K) 董

事 、 Score High Group Ltd.(B.V.I.) 董 事 、 Sky 

Chance Intermational Ltd. 董事 

董  事

錸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葉垂景 

錸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暨執行長、中富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法人董長代表、中原國際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法人董事長代表、一詮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錸工場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方禧居家股份有限

公司法人董事代表、凱恩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

代表、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太陽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錸寶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錸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錸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長代表、育陞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凱恩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Ritek Vietnam 

Company.Ltd.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 Ritek Group 

Inc,(Cayman)法人董事代表暨總經理、ART Management 

Ltd.(B.V.I.)之法人董事代表暨總經理、Affluence 

Internsyionsl Co., Led.法人董事代表暨總經理、

Score High Group Ltd.(B.V.I.)法人董事代表暨總經理

Sky Chance Intermational Ltd.法人董事代表暨總經

理、Max Online Ltd.法人董事代表暨總經理、RIC 

Corp. Ltd.(Vietnam)法人董事代表 

董  事 楊慰芬 

錸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副執行長暨董事、中原國際創

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法人董事代表、錸寶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之法人董事代表、博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法人

董事代表、華仕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法人董事代表、

力錸光電科技(揚州)有限公司之法人董事代表、安可光

電股份有限公司之法人董事代表、漢大創業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之法人董事代表、萬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法

人董事代表、方禧居家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暨

總經理、錸工場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暨總經

理、大樂司文創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凱恩斯

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育陞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財團法人錸德文教基金會董事長、Advanced Media 

Inc.財務長、ART Management Ltd.(B.V.I.)之法人董

事代表、Ritdisplay Global Corporation 法人董事代

表、Jade Investment Services Ltd.法人董事代表、

Crystal Investment Services Ltd.法人董事代表 

董  事

錸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葉

垂昇 

U-Tech Media Korea Co., Ltd.法人董事長代表、大樂

司文創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昭富興業股份有限

公司之法人董事長代表、力錸光電科技(揚州)有限公司

之法人董事代表 

董  事

錸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潘燕民 

錸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中富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法人董事代表、力錸光電科技(揚州)有限公司之法人董

事長代表暨總經理、安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

表、錸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錸寶科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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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 名 目前兼任本公司及其他公司之職務 

份有限公司之法人董事代表、錸洋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

事代表、祥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華志創

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法人監察人代表、兆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博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

代表、太陽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監察代表、錸工場

股份有限公司法人監察人代表、方禧居家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監察人代表、昆山昆錸貿易有限公司法人監察人代

表、昆山滬錸光電科技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虹冠

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華仕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監察人代表 

獨立董事 李靖文 台南晶英酒店總經理 

獨立董事 吳榮生 
謚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暨薪酬委員、麗清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決 議：本案經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2,502,643 權票決後，贊成 89,884,987 權（其

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628,160 權），反對 46,43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數 46,438 權），棄權及未投票 2,571,21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數 2,167,218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 97.17%，贊成

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九、臨時動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臨時動議提出。 

十、散  會。同日上午九時二十七分，主席宣佈散會，獲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 

 

主 席：葉 垂 景  

 

 

記 錄：黃 雅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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ȱȱ一０六年度營業概況報告 

以下謹向各位股東報告本公司一０六年度之營業狀況：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如下： 

一０六年度全年合併營業收入新台幣 815,563 仟元，營業毛利為

242,609 仟元，本期淨利 128,804 仟元。 

(二)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財務收支情形： 

本公司一０六年度本期淨利 128,804 仟元。全年度營業活動之淨現

金流入 91,385 仟元、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405,070 仟元、籌資

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23,404 仟元。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數

376,660 仟元。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1,055,435 仟元。 

2.獲利能力分析： 

 

年  度

分析項目 

財務分析 

106 年 105 年 

財務

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23.46 23.62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283.19 250.67 

償債

能力

流動比率(%) 308.60 187.23 

速動比率(%) 296.45 178.06 

利息保障倍數 18.39 11.76 

獲利

能力

資產報酬率(%) 4.55 3.15 

權益報酬率(%) 5.66 3.88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9.69 6.40 

純益率(%) 15.79 9.21 

每股盈餘 0.86 0.57 

6

USER
打字機文字
【附件一】



 

(三)研究發展狀況： 

LIGA 製程包含三大技術 X 光曝光微影技術、微電鑄技術、微成形技
術，這項技術可運用於資訊電子、光電通訊、生化科技、半導體、精
密儀器…等產業。優點在於高精度、次微米解析度和高深寬比..等，
一直是本公司產品發展及改良的主要方向，是公司核心競爭能力，創
造價值的技術能力之一；我們一直保有這樣的技術，只要市場上存在
供給需求，在產品應用上公司具有快速發展的能力，可投入研究發
展。 

預錄媒體產業在科技發展快速遞變影響下，公司對於現有產品發展之
研究支出，趨於保守態度，將資金運用於設備維護以滿足客戶對產品
之交期約定為主。另一方面公司支持新銳新創，投入一部分資金運用
於文化創新思維之轉型。目前成功的案例，就是於 106 年開始營運之
美軍俱樂部(陽明山美軍宿舍群)，營運主題與特色大致有音樂活動、
戶外舞台、展演活動、黑膠故事館、老屋再生、社區經營、紐奧良美
食..等。這是公司與北市文化局合作之老屋活化運動第一個案例，推
廣屬於文創第二類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公司並計畫從建置一個成功
的經驗進而複製下一個合作專案。並努力將這裡推廣成為北市觀傳網
站主要宣傳重點，甚至成為台北另一個文創園區。 

另外進行中的美軍宿舍群開發，計有 2 個區塊共 6 個單位，預計於
107 年中投入營運，著重在文創創意產業概念之商務(場)經營，在結
合現有美軍俱樂部串連區域發展，創造區域經濟之綜效與最大化，在
滿足及解決繁忙的都會人休閒之需求與不足。 

  

  

董事長：葉垂景          經理人：羅宜富         會計主管：顏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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ȱȱ一０六年度監察人審查決算表冊報告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茲  准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民國一０六年度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

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洪茂益及張志銘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認為足以允當

表達本公司之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及現金流量。連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

配之議案，經本監察人查核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

規定，繕具報告，敬請鑒核。 

 
 

此  上 

 

本公司一０七年股東常會 

 

 

 

 

 

鈺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 察 人：葉 垂 蕉 

 

監 察 人：簡 慶 文 

 

監 察 人：林 青 蓉 

 

中華民國一０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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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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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ȱ

ȱȱ一０六年度員工酬勞與董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說明：本公司 106 年度提列董監酬勞新台幣 7,845,236 元及員工酬勞新台

幣 7,845,237 元，均以現金方式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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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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鈺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修正理由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1. C805030 塑膠日用品製造業。

2. C805050 工業用塑膠製品製造業。

3. 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

造業。 

4.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5. 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

備批發業。 

6. 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7. F113020 電器批發業。 

8.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9. I401010 一般廣告服務業。 

10.JE01010 租賃業。 

11.C701010 印刷業。 

12.CB01020 事務機器製造業。 

13.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

製造業。 

14.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15.F21303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

備零售業。 

16.CE01010 一般儀器製造業。 

17.F207200 化學原料零售業。 

18.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19.F109070 文教、樂器、育樂用

品批發業。 

20.F209060 文教、樂器、育樂用

品零售業。 

21.F213010 電器零售業。 

22.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23.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24.J303010 雜誌（期刊）出版業。

25.J304010 圖書出版業。 

26.J305010 有聲出版業。 

27.CC01120 資料儲存媒體製造及

複製業。 

28.F401010 國際貿易業。 

29.F501030 飲料店業。 

30.F501060 餐館業。 

31.H701010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32.H701020 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33.H703100 不動產租賃業。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1. 電腦資訊系統之設計及其技術

諮詢顧問業務。 

2. 電腦軟、硬體及其零組件之買

賣、研究、開發、經銷及進出

口業務。 

3. 電子音響器材及其零組件之買

賣進出口業務。 

4. 光碟片、影碟片之製作、發

行、銷售。 

5. 前各項有關國內外產品之代

理、報價、投標業務。 

6. C805030 塑膠日用品製造業。 

7. C805050 工業用塑膠製品製造業。 

8. CC01050 資料儲存及處理設備

製造業。 

9.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10.F113050 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11.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12.F113020 電器批發業。 

13.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14.I401010 一般廣告服務業。 

15.I601010 租賃業。 

16.C701010 印刷業。 

17.CB01020 事務機器製造業。 

18.CC01030 家用電器製造業。 

19.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20.F213030 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 

21.CE01010 一般儀器製造業。 

22.F207140 塑膠原料零售業。 

23.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24.F109040 玩具、娛樂用品批發業。 

25.F209030 玩具、娛樂用品零售業。 

26.F213010 電器零售業。 

27.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28.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29.J303010 雜誌業。 

30.J304010 圖書出版業。 

31.J305010 有聲出版業。 

32.F209050 包裝材料零售業。 

33.F109060 包裝材料批發業。 

配合主管機

關營業代碼

化、標準分

類重編及依

公司實務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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鈺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修正理由 

34.IZ06010 理貨包裝業。 

35.J399010 軟體出版業。 

36.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

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34.H703010 廠房出租業。 

35.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

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十八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九人(含獨立董

事二人以上)，監察人二至三人，

採候選人提名制，均由股東會就

有行為能力之人中選任之，任期

均為三年，連選均得連任。 

本公司設董事七人，監察人二至

三人，均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

之人中選任之，任期均為三年，

連選均得連任。 

依公司實務

需要。 

第十八條 

之一 

刪除。 依證交法第一四條之二，前項董

事名額，其中二名為獨立董事。

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就獨

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提

名方式依公司法第一九二條之一

規定。 

依公司實務

需要。 

第三十二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

分之三至十為員工酬勞，由董事

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

其發給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

之從屬公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

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

不高於百分之五為董監事酬勞。

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派案應提

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

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

撥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本公司每年決算後若有盈餘，除

依法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及彌補

以往年度虧損外，應先提存百分

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

餘公積累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

額時，不在此限。再依法令或主

管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

公積，如尚有盈餘，連同累積未

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

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

東股息紅利。 

本公司所處產業環境變化迅速，

考量本公司未來資金需求、長期

財務規劃及公司盈餘的成長性。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

分之三至十為員工酬勞，由董事

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

其發給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

之從屬公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

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

不高於百分之五為董監事酬勞。

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派案應提

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

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

撥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本公司每年決算後若有盈餘，除

依法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及彌補

以往年度虧損外，應先提存百分

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

餘公積累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

額時，不在此限。再依法令或主

管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

公積，如尚有盈餘，連同累積未

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

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

東股息紅利。 

本公司所處產業環境變化迅速，

考量本公司未來資金需求、長期

財務規劃及公司盈餘的成長性。

依公司實務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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鈺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修正理由 

依上項可供分配盈餘提撥分派股

東股利時，其中現金股利為股利

總額之 10%~100%，股票股利為股

利總額之 0%~90%。 

依上項可供分配盈餘提撥百分之

五十至百分之百做為股東股利，

其中現金股利所佔比例不低於百

分之十。 

第三十五條 （原條文增列）第二十次修訂於

民國一 0七年六月十四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三年五月

九日。（餘略）第十九次修訂於

民國一 0六年六月十四日。 

增列修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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