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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三年股東會議事錄 

 

時間：民國九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上午九點 

地點：桃園市興華路 21 巷 1 號 

出席人員：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37,780,000 股，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

總數計 29,674,414 股，佔已發行股數之比例為 78.55%。 

主席：鍾董事長聰明                   紀錄：劉嬿鈴 

一、主席致開會詞：略。 

二、報告事項 

(一)九十二年度營業報告，詳附件一。 

(二)監察人審查九十二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詳附件二。 

三、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由：本公司九十二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謹提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九十二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范有偉、王小

蕙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書。 

2、上述財務報表暨營業報告書，經監察人審核完竣，提出審核報告書，

請詳附件一、二及三。 

3、謹提請  承認。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均無異議後，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由：本公司九十二年度盈餘分配案，謹提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九十二年度營業結果為稅後純益新台幣 125,179,689 元，加上期

初未分配盈餘新台幣 83,219 元，共計新台幣 125,262,908 元，依公司章

程之規定擬具盈餘分配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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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九十二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額 

小計 合計 

期初未分配盈餘  83,219 

本期稅後純益  125,179,689 

減：提列法定公積  (  12,517,969) 

可供分配盈餘  112,744,939 

分配項目   

股息  0 

    員工紅利-5% 

-股票 

-現金 

 

5,082,000 

551,086 

5,633,086 

 

    董事監察人酬勞- 2.5%，現金  2,816,543 

股東紅利-股票   103,895,000 

分配合計  112,344,629 

保留未分配盈餘  400,310 

註：於計算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未分配盈餘時，採個別辨認式，優先 

分配最近年度盈餘。 

2、擬配發員工股票紅利計 508,200 股，占盈餘轉增資之 4.66%。 

3、若上述配發之董監酬勞及員工紅利視為盈餘所屬年度之費用時，該年

度設算之基本每股稅後盈餘為 3.56 元。 

4、本次盈餘分派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項，俟本次股東會承認後，授權董

事會依相關規定擇期另訂之。 

5、謹提請  承認。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均無異議後，照案通過。 



- 3 - 

第三案 

案由：變更九十三度年現金增資計劃項目金額，謹提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為因應資金需求，經董事會 92 年 8 月 29 日決議通過，辦理現

金增資發行新股 4,980,000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每股發行價格

為新台幣 30 元，合計新台幣 149,400,000 元。 

業經呈奉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92年 12月 19日台財證一字第

0920159657 號函核准在案。 

2、因配合公司資金流量，擬變更現金增資計劃項目，償還銀行借款之金

額，變更前後之資金運用進度及預計可能產生之效益如下： 

(一)變更前之資金來源、計劃項目、運用進度及預計可能產生之效益 
單位：新台幣仟元 

 
計劃項目 

 
資金來源 

 
預定完成日期 

 
所需資金總額 

預定資金運用進度 
93 年第 1 季 

償還銀行借款 現金增資 93 年 1 月 100,000 100,000 
充實營運資金 現金增資 93 年 1 月 49,400 49,400 

合     計  149,400 149,400 

預計可能產生效益 

1、償還銀行借款預計可以減少 93 年度利息支出 140 仟元。 
2、充實營運資金預計使 93 年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大幅提升、負債

比率大幅下降，使財務結構更趨穩健如下： 
 93 年流動比率   250﹪      速動比率  167﹪ 

負債比率   36﹪ 
(二)變更後之資金來源、計劃項目、運用進度及預計可能產生之效益 

單位：新台幣仟元 
 

計劃項目 
 

資金來源 
 

預定完成日期 
 
所需資金總額 

預定資金運用進度 
93 年第 1 季 

償還銀行借款 現金增資 93 年 2 月 57,000 57,000 
充實營運資金 現金增資 93 年 2 月 92,400 92,400 

合     計   149,400 149,400 

預計可能產生效益 

1、償還銀行借款預計可以減少 93 年度利息支出 109 仟元。 
2、充實營運資金預計使 93 年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大幅提升、負債

比率大幅下降，使財務結構更趨穩健如下： 
 93 年流動比率  162﹪ 

速動比率  134﹪ 
負債比率  58﹪ 

3、謹提請  承認。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均無異議後，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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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由：本公司為配合業務需要，擬辦理股東紅利、員工紅利及資本公積轉增資，

謹提請  討論。 
說明：1、本公司擬增資新台幣 122,200,000 元，發行新股 12,220,000 股，每股面

額新台幣 10 元，其中包括： 
(1) 自九十二年度盈餘分配項下提撥股東紅利新台幣 103,895,000 元轉

增資，發行新股 10,389,500 股。 

(2) 自九十二年度盈餘分配項下提撥員工紅利新台幣 5,082,000 元轉增

資，發行新股 508,200 股。 

(3) 自現金增資股本溢價之資本公積提撥新台幣 13,223,000 元轉增

資，發行新股 1,322,300 股。 

2、以上(1)、(3)兩項依配股除權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股東姓名及持股比例

配發，盈餘轉增資每仟股無償配發 275 股，資本公積轉增資每仟股無

償配發 35 股，配發不足 1 股之畸零股由各股東自配股基準日前 5 日

內，辦理自行拼湊足整股之登記，倘有剩餘之畸零股按股票面額折付

現金，其所餘股份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認購之。 
3、上述(2)員工紅利轉增資股無償配發予公司員工，其分配辦法授權董事

長訂定。 
4、本次增資發行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有股份相同。 
5、有關本次增資配股除權基準日及其他事項俟九十三年股東常會決議通

過並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決定。 
6、謹提請 討論。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均無異議後，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由：本公司股票擬申請上櫃案，謹提請  討論。 
說明：1、為配合公司長期經營發展之目標，並響應政府資本大眾化之政策，擬

於九十三年依有關法令之規定，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申請股票上櫃。 
2、為祈能掌握市場契機，擬授權董事長於適當時機，正式提出上櫃申請。 
3、謹提請  討論。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均無異議後，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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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案由：擬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謹提請  討論。 

說明：1、為配合本公司業務發展需要，擬修訂本公司章程，修訂前後對照表如

下： 

條  次 修正前 條文 修正後 條文 修正說明 

第六條 

 

 

 

 

本公司之資本總額為新台幣四五○、○○ 

○、○○○元，分為記名之普通股四五、

○○○、○○○股，每股面額為新台幣一○

元，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之。其中二五、

○○○、○○○元，分為二、五○○、○○○

股，每股面額為新台幣一○元，係保留供員

工認股權憑證使用。 

本公司之資本總額為新台幣七五○、○○ 

○、○○○元，分為記名之普通股七五、

○○○、○○○股

配合盈餘及資

本公積轉增資

修訂額定股本 ，每股面額為新台幣一○

元，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之。其中二五、

○○○、○○○元，分為二、五○○、○○○

股，每股面額為新台幣一○元，係保留供員

工認股權憑證使用。 

第卅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十四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七月三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三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十月一日，並呈

請主管機關辦理變更登記。以後倘修改章

程，亦應經股東會決議呈報主管機關辦理變

更登記。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十四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七月三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三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十月一日。 

增列修訂日期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2、謹提請  討論。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均無異議後，照案通過。 

 

五、選舉事項 

第一案 

案由：補選一席董事，謹提請  選舉。 

說明：1、本公司董事溫敦舜先生，因個人因素，請辭本公司董事，為符合本公司

章程及上櫃相關法規之規定，擬補選董事一席。 

2、本次擬補選之董事任期自 93 年 4 月 26 日至 94 年 6 月 12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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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擬補選之董事，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之規定選舉之。 

決議暨選舉結果：董事當選名單：李香雲 (得票權數 29,674,414 權)。 

六、其他議案或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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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順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二年度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非常感謝各位股東在百忙之中蒞臨參加本公司九十三年股東常會。 

九十二年度國際經濟景氣雖已逐漸回升， 由於同業間競爭激烈，電池組裝業已步

入微利時代；本公司在客戶支持及同仁努力下，營收及獲利較九十一年度均有成長。在

此感謝全體同仁的努力及各位股東、董監事的支持與信任。茲將九十二年度經營結果及

九十三年度營業展望報告如下： 
一、營收及獲利能力方面 

九十二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 28.5 億元，較九十一年度 14.7 億元成長 93%；

稅前利益為新台幣 1.6 億元，較九十一年度 1.27 億元成長 27%；九十二年度每股稅後

盈餘為新台幣 3.82 元。 
 
二、研究開發方面 

研究發展費用佔九十二年度營業收入 1.4%，較上年度增加 109%，產品開發數量較

上年度增加 40%，研發團隊人數較上年度增加 45%。本公司除了在可攜式筆記型電腦

電池智能模組開發上精益求精外，並積極開發資訊產品週邊可攜式電源產品之電池智能

模組，應用在智慧型手機/個人數位助理及數位影音光碟機等產品上且都已導入量產。 
 
三、經營管理方面 

九十二年度完成事項如下： 
1. 強化經營團隊陣容。 
2. 通過 ISO 14001 環境管理認證。 
3. 獲得 Sony GP (Green Partner)認證，可以成為其 OEM/ODM 夥伴。 

 
四、九十三年度營運重點如下： 

1. 穩定原客戶、拓展新客戶、提升客戶服務品質。 
2. 擴大大陸廠產能就近供貨並降低成本。 
3. 強化與國際知名客戶及供應商之關係。 
4. 開發有潛力的利基產品、提高生產力及產品品質。 

 
   本人預期九十三年度營收仍將持續成長，每股獲利於增資後，希望能維持九十二年

度之水準；九十三年度內並將申請股票上櫃買賣，提高股東持股之流動性，實現投資價

值。今天承蒙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在百忙之中蒞臨參加股東常會，往後尚請各位股東繼

續給予支持及鼓勵。 
敬 祝 各位股東 
 
      身 體 健 康   萬 事 如 意 

                                       董事長  鍾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