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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剛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2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2年 6月 24日(星期一) 上午 9時正 

地    點：台南市柳營區工一路 15號 (本公司 1F會議室) 

出    席：本公司總發行股份爲 83,470,533股，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

股數共計 43,510,656股，占本公司應出席股份總數 82,470,533股(已

扣除庫藏股 1,000,000股)之 52.76%。 

 

主席：陳興時                       記錄：趙惠珍 

  

壹、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 101年度營業報告案，謹報請  公鑒。 

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6頁至第 8頁。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 101年度決算報告案，謹報請 公鑒。 

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9頁。 

三、本公司國內第二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及執行報告，謹報請 公鑒。 

說明：(1)本公司於 101.04.24發行國內第二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計新台幣

287,000,000元，發行期間 3年，自民國 101年 4月 24日開始發

行至 104年 4月 24日到期。 

(2)本次募集資金主要用於償還銀行借款以改善財務結構及充實營

運資金，並強化資金調度之靈活，以提昇公司營運競爭力。 

(3)截至 102年 4月底止，尚未有執行轉換普通股之情事，轉換公司

債餘額為新台幣 287,000,000元。 

四、庫藏股買回執行情形報告。 

說明：本公司業經第 5屆第 2次董事會決議通過買回本公司股票案，惟 為

維護股東權益與兼顧市場機制，並考量後續資金運用之效益，故未

予以全部執行完畢，本案並依規定公告及申報主關機關(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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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公司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對保留盈餘之影響及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數額之報告，謹報請 公鑒。 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10頁。 

六、本公司通過 CG6007通用版公司治理制度評量認證報告，謹報請 公鑒。 

說 明：1.本公司上櫃承諾事項中承諾上櫃掛牌後，每三年應參加財團法人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辦理之「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制度評量」。 

2.本公司參加財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之 CG6007 通用版公司治

理制度評量並通過認證。 

承認事項： 

案由一：本公司101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謹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1)本公司101年度之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清福

會計師、柯志賢會計師查核完竣，連同101年度營業報告書經審計委

員會及董事會決議通過。 

(2)請參閱議事手冊第11頁至第17頁。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案由二：本公司101年度盈虧撥補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1)本公司101年度稅後淨損為新台幣83,019,752元，加計期初累積保留

盈餘新台幣7,693,054元及減除長期股權投資持股比例變動調整新台

幣36,929元，總計期末待撥補虧損為新台幣75,363,627元，依本公司

章程，本年度不分配股東紅利、董監酬勞及員工紅利。 

(2)101年度盈虧撥補表，請參閱議事手冊第18頁。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討論事項： 

案由一：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1)依101年7月6日 金管證審字第1010029874號函，配合適用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IFRSs）與配合實務運作等需求，爰修正本程序。 

(2)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前後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19頁至第22頁。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擬修訂本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1)依經濟部營業項目異動及本公司業務需求，增修本公司營業項目，

修訂公司章程第二條。 

(2)除上述，餘 依本公司業務需求、文字稍做修正及依據公司法第183

條，議事錄之分發規範等，修訂公司章程第三條、第九條、第十四

條、第四章及第二十七條。 

(3)本公司章程修訂前後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第23頁至第24頁。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無。 

散會：上午9點21分。 



 3 

 

 



 4 



 5 

  
 



 6 

 

 

 

 



 7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對本公司可分配盈餘之調整情形及所提列之特別

盈餘公積數額 

說明：一、依金管會 101年 4月 6日金管證發字第 1010012865號函說明三之規定辦

理。 

      二、本公司因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致 101 年 1 月 1 日轉換日保留盈餘淨

減少新臺幣 9,230,802 元，累積至 102 年 1 月 1 日則為淨減少新臺幣

13,005,559元。 

           

 
101/12/31 

 
ROC IFRS 

待彌補虧損 (75,363,627)  (75,363,627)  

 100/12/31調整金額 
  

     1.退休金一次認列過渡性淨負債金額 
 

(6,637,350) 

     2.未休假薪資估列金額 
 

(2,593,452) 

 101年度調整金額 
  

     1.退休金費用減少 
 

255,364  

     2.未休假薪資費用增加 
 

(438,942) 

     3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項下之精算損益 
 

(3,591,179) 

 合計 (75,363,627)  (88,369,186)  

     

  三、依金管會於 101年 4月 6日發布之金管證發字第 1010012865號函令規

定，本公司於首次採用 IFRSs，無需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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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修正前後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理由 

第二條 本公司之資金除有下列情形

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一、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業務往來

者。 

二、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

通資金之必要者。融資金額

不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之百

分之四十。 

前項所稱短期，係指一年。但公

司之營業週期長於一年者，以營

業週期為準。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融資金額，係

指本公司短期融通資金之累計

餘額。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百分之一百之國外公司

間，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一項

第二款之限制。但仍應依第七條

及第八條規定訂定資金貸與之

限額及期限。 

 

第二條 本公司之資金除有下列情形

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

人： 

一、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業務往

來者。 

二、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

融通資金之必要者。融資

金額不得超過貸與企業

淨值之百分之四十。 

前項所稱短期，係指一年。但

公司之營業週期長於一年

者，以營業週期為準。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融資金

額，係指本公司短期融通資金

之累計餘額。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一百之國外公

司間，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

一項第二款之限制。 

依 101年 7月

6日金管證審

字第

1010029874號

函，配合「公

開發行公司資

金貸與及背書

保證處理準

則」部分條文

酌作修正。 

第四條 本公司得對下列公司為背書保

證：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

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

股份超過百之五十之公司。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

書保證，且其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

值之百分之十。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

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

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

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

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出資股東依

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

證，或同業間依消費者保護法規範從

事預售屋銷售合約之履約保證連帶

擔保者，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得

為背書保證。 

第四條 本公司得對下列公司為背書

保證：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

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

決權之股份超過百之五十

之公司。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

公司間，得為背書保證，且其

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

百分之十。但本公司直接及間

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

之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

限。 

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

同業間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

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

係由全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

同上所述。 



 

17 

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

者，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得為背書保證。 

第五條 本程序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應

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之規定認定之。 

本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編製，本程序所稱之淨

值，係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

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第五條 本程序所稱子公司及母公

司，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

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布之財

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五號及第

七號之規定認定之。 

 

第十四條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程序

如下： 

第一~五項：略。 

六、本公司或子公司為淨值

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之

一之子公司背書保證

時，除應依本程序規定

辦理外，本公司內部稽

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

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

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

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

審計委員會。 

七、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

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

依前項第六款規定計算之

實收資本額，應以股本加

計資本公積-發行溢價之

合計數為之。 

第十四條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程

序如下： 

第一~五項：略。 

六、本公司或子公司為淨

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

分之一之子公司背書

保證時，除應依本程

序規定辦理外，本公

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

少每季稽核背書保證

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

形，並作成書面紀

錄，如發現重大違規

情事，應即以書面通

知監察人。 

 

一、第十四條

第六項監

察人修正

為審計委

員會 

二、第七項本

次新増。 

三、修正原因

同上所

述。 

第十九之一條 本程序所稱之公告申

報，係指輸入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

報網站。 

本程序所稱事實發生

日，係指交易簽約日、付

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

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

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

前者。 

 

 

 一、本條新

増。 

二、修正原因

同上所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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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本公司資金貸與餘額達下列

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

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第一~三項：略。 

 

 

 

第二十條 本公司資金貸與餘額達下

列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

生之日起二日內公告申報： 

第一~三項：略。 

同上所述。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下

列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

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公

告申報： 

第一~二項：略。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

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對

其背書保證、長期性質

之投資及資金貸與餘額

合計數達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

十以上。 

第四項：略。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

下列標準之一者，應於事

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公

告申報： 

第一~二項：略。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

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

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

上且對其背書保證、

長期投資及資金貸與

餘額合計數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三十以上。 

第四項：略。 

同上所述。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應評估資金貸與情

形並提列適足之備抵壞

帳，及評估或認列背書保證

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

中適當揭露有關資訊，並提

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

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應依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規定，評估資金貸

與情形並提列適足之備

抵壞帳，及依財務會計準

則公報第九號之規定，評

估或認列背書保證之或

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

適當揭露有關資訊，並提

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

師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同上所述。 

第二十五條  本程序之訂定，經經董事

會通過後，送審計委員會

時，則經審計委員會同

意，再提董事會通過並提

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

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

聲明者，公司應將其異議

併送各審計委員會及提報

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前項規定將本程序提報董

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

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

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

第二十五條  本程序之訂定，經經董

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

人或已成立審計委員會

時，則經審計委員會同

意，再提董事會通過並

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

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

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

將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

或審計委員會及提報股

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前項規定將本程序提報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

本公司已成立

審計委員會，

故將監察人字

眼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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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

紀錄。 

 

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

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

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第二十六條 本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九

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一次修訂於九十八年六月十六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二十二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六月

二十一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六月

二十四日。 

 

第二十六條 本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

九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一次修訂於九十八年六月十六

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

月二十二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六

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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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章程修正前後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備註 

第二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CA01010 鋼鐵冶鍊業。 

2、CA01030 鋼鐵鑄造業。 

3、CA01050 鋼材二次加工業。 

4、CA03010 熱處理業。 

5、CA04010 表面處理業。 

6、CA05010 粉末冶金業。 

7、CB01030 污染防治設備製造業。 

8、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9、CD01060 航空器及其零件製造業。 

10、CQ01010 模具製造業。 

11、F113010 機械批發業。 

12、E604010 機械安裝業。 

13、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14、F213080 機械器具零售業。 

15、F113100 污染防治設備批發業。 

16、F213100 污染防治設備零售業。 

17、F401010 國際貿易業。 

18、F214070 航空器及其零件零售業。 

19、EZ13010 核子工程業 

20、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

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21、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22、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23、CF01011 醫療器材製造業。 

24、C802990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25、CA01020 鋼鐵軋延及擠型業。 

26、CA02010 金屬結構及建築組件製

造業。 

27、CB01010 機器設備製造業。 

28、I103010管理顧問業。  

29、CA01990 其他非鐵金屬基本工業。 

30、CA02080 金屬鍛造業。 

 

 

第二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CA01010 鋼鐵冶鍊業。 

2、CA01020 軋鋼業。 

3、CA01030 鋼鐵鑄造業。 

4、CA01040 鋼鐵鍛造業。 

5、CA01050 鋼材二次加工業。 

6、CA02010 金屬建築結構及組件製

造業。 

7、CA03010 熱處理業。 

8、CA04010 表面處理業。 

9、CA05010 粉末冶金業。 

10、CB01010 機器設備製造業。 

11、CB01030 污染防治設備製造業。 

12、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13、CD01060 航空器及其零件製造業。 

14、CQ01010 模具製造業 

15、F113010 機械批發業。 

16、E604010 機械安裝業。 

17、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18、F213080 機械器具零售業。 

19、F113100 污染防治設備批發業。 

20、F213100 污染防治設備零售業。 

21、F401010 國際貿易業。 

22、F214070 航空器及其零件零售業。 

23、I103010 企業經營管理顧問業。  

24、EZ13010 核子工程業 

25、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

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26、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27、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28、CF01011 醫療器材製造業。 

1.依經濟部

營業項目

異動及本

公司業務

需求增修

本公司營

業項目。 

2.條號順 

序異動。 

第三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灣省台南市，必

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

分公司、工廠或辦事處。 

第三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灣省台南市，必

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

立分公司。、 

 

1.依據公司

法第 183

條，議事

錄之分

發，公開

發行股票

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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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 

一、股東常會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

六個月內召開之。 

二、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依相關法

令召開之。 

第九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

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

個月內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相關

法令召集之。股東會之召集通知經股

東同意者，得以書面或電子方式為

之。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之股

東，前項召集通知，得以公告方式為

之。 

得以公告

方式為

之。 

 

2.依本公司

業務需求

及文字稍

做修正。 

第十四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

錄，由股東會主席簽名或蓋章，並

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

股東。 

前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

子方式為之。 

第一項議事錄之分發，公開發行股

票之公司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本公司召開股東常會時得由有權

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股東常

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

一項者，均不列作議案，其相關作

業皆依公司及相關規定辦理。並於

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

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受理

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

少於十日。 

第十四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

錄，由股東會主席簽名或蓋章，並

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

股東。 

前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為之。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對於持

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之股東，

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本公司召開股東常會時得由有權

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股東

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

超過一項者，均不列作議案，其

相關作業皆依公司及相關規定辦

理。並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

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

提案、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

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第 四 章  董事 

 

 

第 四 章  董事及監察人 

第二十七條：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月二十四

日。(新增) 

 

第二十七條：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