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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一 O 七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11 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正 

地 點：新北巿板橋區大觀路三段 240 號（崑崙公園活動中心） 

出 席：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159,899,311 股，出席股東及委託代理人代表

之出席股數（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為 6,096,908 股）合計 

98,686,312 股，出席比率為 61.71﹪。 

出席董事：曹月霞、賴進財、彭錢塘 

出席獨立董事：蔡麗雲、張蕙、洪如美 

出席監察人：戴水泉、林俊豪 

主 席：曹董事長月霞                                                 記 錄：王淑真 

 

主席致開會詞（略） 

 

 

報告事項： 

一、一O 六年度營業報告。 

說明：請參閱附錄一。 

二、監察人審查一O 六年度財務報表、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議案報告。 

說明：請參閱附錄二「監察人審查報告書」及附錄三「會計師查核報告書」。 

三、一O 六年度背書保證辦理情形報告。 

說明：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16 頁。 

四、一O 六年度資金貸與辦理情形報告。 

說明：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17 頁。 

五、一O 六年度轉投資大陸地區投資情形報告。 

說明：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18 頁。 

六、一O 六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明：一、依據公司章程第十九條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民國一O 六年度提列員工酬勞新台幣 30,491,770 元及董監

事酬勞新台幣 6,000,000 元，全數以現金發放，發放金額與認列費

用年度估列金額無差異。 

三、本案業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議，依法提請董事會決議通過。 

七、修訂「董事會議事規範」報告。 

說明：配合法令修正，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19〜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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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O 六年度財務報表暨營業報告書案，敬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O 六年度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關春修會計師及呂莉莉會計師查核完竣，併同一O 六年

度營業報告書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監察人審查竣事。 

二、前項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錄一及附錄四。 

三、謹提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 98,686,312 權。本案

贊成權數 98,040,947 權（含電子投票權數 5,451,543 權），反對權數

8,797 權（含電子投票權數 8,797 權），棄權權數 636,568 權（含電子投

票權數 636,568 權），贊成權數佔總權數 99.34%，本案照原議案表決通

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O 六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O六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以下同）272,969,663元，提

撥法定盈餘公積27,296,966元，加計期初未分配盈餘911,110,919

元，可供分配盈餘為1,128,704,974元，並依公司章程規定擬具盈

餘分配表如附表。 

二、擬分配股東現金股利每股 1.35 元（發放至元止），配發不足一元之

畸零款項金額，轉列公司其他收入處理。俟本年股東常會通過後，授

權董事會另訂配息基準日及發放日。 

三、本案業經 107 年 3 月 23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監察人審查竣事。 

四、謹提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 98,686,312 權。本案

贊成權數 98,002,933 權（含電子投票權數 5,413,529 權），反對權數

46,808 權（含電子投票權數 46,808 權），棄權權數 636,571 權（含電子

投票權數 636,571 權），贊成權數佔總權數 99.30%，本案照原議案表決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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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中華民國一O 六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餘額 911,110,919  

減：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857,040) 

加：本期稅後淨利 272,969,663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10%） (27,296,966)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7,221,602) 

可供分配盈餘 1,128,704,974 

分配項目：   

減：股東現金股利（每股 1.35 元） (215,864,070) 

期末未分配盈餘 912,840,904 

註：股東現金股利計算之股本為一O 七年三月之實收資本額

1,598,993,110 元。 

 

 
 

 

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部份條文案，敬請 決議。 

說 明：一、為配合公司業務需要，擬修訂本公司「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部份條文，請參閱「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二、本案業經 107 年 3 月 23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三、謹提請 決議。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 98,686,312 權。本案

贊成權數 98,029,703 權（含電子投票權數 5,440,299 權），反對權數

16,043 權（含電子投票權數 16,043 權），棄權權數 640,566 權（含電子

投票權數 640,566 權），贊成權數佔總權數 99.33%，本案照原議案表決

通過。 

 

「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六條 契約總額及損失上限 契約總額及損失上限 配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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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訂說明 

一、契約總額 

(一)避險性交易額度 

1.為規避外匯風險之

交易：總契約金額不得

超過當年進、出口總

額。 

2.為規避利率風險之

交易：總契約金額不得

超過總負債金額。 

3.為規避因專案所產

生之匯率及利率風險

之交易：總契約金額不

得超過專案預算總額。 

(二)非避險性交易額

度 

操作額度以其累計結

餘不超過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之15%

為限。 

二、全部與個別契約損失上

限 

(一)避險性交易乃在

規避風險，其損失總金

額以不超過總交易金

額百分之十為上限。 

(二)非避險性交易契

約，其損失總金額以不

超過總交易金額百分

之五為上限，超限時需

即刻召開相關管理階

層會議商議因應之措

施。 

(三)個別契約損失金

額以不超過壹拾萬美

元或交易金額百分之

十，以何者為低之金額

為損失上限。 

一、契約總額 

(一)避險性交易額度 

1.為規避外匯風險之

交易：總契約金額不得

超過最近期個體財務

報表資產總額之30%為

限。 

2.為規避利率風險之

交易：總契約金額不得

超過最近期個體財務

報表負債總額。 

3.為規避因專案所產

生之匯率及利率風險

之交易：總契約金額不

得超過專案預算總額。 

(二)非避險性交易額

度 

操作額度以其累計結

餘不超過最近期個體

財務報表淨值之15%為

限。 

二、全部與個別契約損失上

限 

(一)避險性交易乃在

規避風險，其損失總金

額以不超過總交易金

額百分之十為上限。 

(二)非避險性交易契

約，其損失總金額以不

超過總交易金額百分

之五為上限，超限時需

即刻召開相關管理階

層會議商議因應之措

施。 

(三)個別契約損失金

額以不超過交易金額

百分之十為上限。 

業務需要

修訂。 

 

 

臨時動議：無。 

 

散  會：同日上午 9時 2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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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O六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O六年初，雖有美國總統選舉、英國脫歐等可能影響經濟發展之變動因素，

而在需求回溫及原物料價格上漲的帶動下，使得全球經濟復甦力道逐漸加深。在印

刷電路板產業中，陸資廠商近年呈現大者快速擴張格局，加上大陸官方在新型電子

元件中納入高階印刷電路板逐年提高自給率的目標，大陸擠進全球百大印刷電路

板廠家數首度超越台廠；台資廠商皆已體認到全球競爭環境的改變，都積極尋求高

階製程技術改善與智慧製造來提升自身競爭力，進而帶動產業持續朝向高階應用

巿場去發展。 

本公司一 O 六年度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2,183,059 仟元、營業毛利為新台幣

176,250 仟元，與一O 五年度比較，營收減少 0.17%、營業毛利減少 28.15%，營收

兩年度比較差異不大，而營業毛利較一O 五年度減少，主因為新台幣持續升值，而

本公司產品主要是以美元報價，再加上各類物料成本上漲，致使營業毛利呈現衰退。 

本公司一 O 六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8,734,278 仟元，合併營業毛利為

新台幣1,250,547仟元，與一O五年度比較，營收增加1.75%、營業毛利減少13.28%；

合併營收增加主因為子公司競陸電子（昆山）有限公司營收較前一年度增加 9%，

合併營業毛利減少係因原物料成本上漲及報價以美元為主，而新台幣和人民幣對

美元升值，致使合併營業毛利因成本上揚及匯率呈現不利因素而減少。 

一O 七年全球景氣延續成長趨勢，可望支撐國內電子製造業產值成長動能。隨

著物聯網、人工智慧與自駕單相關科技產品應用之開發，對於印刷電路板產業之需

求產生很大的助力，預期本年度在延續前一年度之多階 HDI 板、WiFi 模組板、LED

車用照明散熱基板、汽車板等持續出貨下，配合新產品技術應用如類載板、Mini 

LED 持續挑戰高階產品生產策略以提升製程能力，維持競爭優勢與企業獲利。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項  目 105 年度 106 年度 差異率 

營業收入 8,583,787 8,734,278 1.75% 

營業成本 7,141,811 7,483,731 4.79% 

營業毛利 1,441,976 1,250,547 -13.28% 

營業費用 824,685 833,120 1.02% 

營業淨利 617,291 417,427 -32.38%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60,953 -13,184 -121.63% 

稅前淨利 678,244 404,243 -40.40% 

本期淨利 505,006 272,970 -45.95%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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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年  度 
項  目 

105 年度 106 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64.42% 65.88%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166.23% 152.33%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5.54% 3.18% 

權益報酬率 13.78% 7.34%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42.42% 25.28% 

純益率 5.88% 3.13% 

每股盈餘 3.16 元 1.7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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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一O 六年度營業報告書、盈餘分配議案及經安侯建業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關春修會計師及呂莉莉會計師查核簽證竣事之資產負債表、綜合損

益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及合併財務報表等決算表冊，業經本監察人審查

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報請 鑒察。 

此 致 

本公司一O 七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戴 水 泉 

 

                                      監察人：鄭 隆 賓 

 

                   監察人：林 俊 豪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3   月   2 3   日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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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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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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