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民國一○○年六月十日（星期五）上午九點

地點：桃園縣龜山鄉華亞科技園區華亞一路66號1樓

出席股數：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總數計80,449,844股，

佔本公司流通在外股份總數129,816,479股之61.97%。

主席：鍾董事長聰明                   紀錄：劉嬿鈴

一、宣布開會：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代表之股份總數已達法定開會

股數，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開會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 九十九年度營業報告，詳附件一。

 (二) 監察人審查九十九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詳附件二。

 (三) 本公司與加百裕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轉換案解除情形報

告。

本公司與加百裕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加百裕公司)前

於九十九年八月五日經雙方董事會決議進行股份轉換並簽署股

份轉換契約，雙方股東臨時會並於九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同意

進行股份轉換，以加百裕公司1.7股普通股換發本公司普通股1股

之比例，由本公司取得加百裕公司之所有股權。惟嗣後因情事

變更，致雙方無法依原訂時程暨原訂換股比例完成股份轉換。

茲因雙方於多次會商後仍無法就股份轉換案之繼續進行達成共

識，為避免時間延宕影響雙方對整體產業之佈局與損及股東權

益，於九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經雙方董事會決議依股份轉換契

約第20條第1項第1款規定合意解除股份轉換契約並停止股份轉換

案之進行，雙方並於九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簽署解約協議書。

股東戶號2533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就本案

提問，經主席及主席指定人員說明如下：

提問：

(1)貴公司係如何計算出當初之換股比例?如何進行此股份轉換契

約案之前置評估與查核作業? 

(2)貴公司發現加百裕公司具有股份轉換契約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所規定應協議調整換股比率之情事，其詳細內容為何?並說明

該情事發生後至解除此次股份轉換契約期間，貴公司之決策過

程與理由?

(3)貴公司與加百裕公司間之股份轉換契約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

規定應協議調整換股比例之情事，何以貴公司於99年8月15日

與99年9月28日為此股份轉換案等相關重大訊息公布時，卻未

將此一契約條款敘明?理由何在?

回覆：

(1)民國99年9月28日股東臨時會所通過之換股比率雙方公司同意

係以民國99年6月30日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為計算基

礎，並參酌雙方股票市價、每股盈餘、每股淨值、98年度盈餘

分配、轉換公司債及員工認股權憑證等其他相關因素及獨立專

家之換股比例合理性意見書計算得之，雙方公司並於該次股東

臨時會通過如因股份轉換契約所訂有調整換股比例之必要者，

由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另行調整之。此部分主要包括兩個部分，

第一是發行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第二是立約人有發生重

大事由，其結果足以重大影響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基於保障

雙方投資人，則須調整換股比例。

本公司在股東臨時會前，實地訪查工作為覆核會計師工作底稿

及財務面之查核等，在股東臨時會後方展開實際營運面之瞭解

。至於執行業務查證程序，主要係透過訪談加百裕公司及其重

要客戶之高階管理階層，以瞭解其未來之業務發展狀況。

(2)本公司於10月間發現加百裕公司具有股份轉換契約所規定應協

議調整換股比例之情事後，於99年10月28日召開董事會決議雙

方應協議調整換股比例，並於會後發佈重大訊息，經99年11月

11日及99年12月2日二次協商，雙方對股份轉換案之進行無法

達成共識，乃於99年12月15日董事會討論並決議解除股份轉換

契約並發佈重大訊息及召開記者會。

至於應協議調整換股比率之情事，即加百裕公司於99年12月23

日所發佈之重大訊息內稱「最近一會計年度佔公司銷售金額比

例合計58%國際品牌電腦客戶採購政策調整，預計自民國100

年1月份起，訂單將大幅減少」。

(3)本公司於99年8月5日董事會與99年9月28日股東臨時會後發佈

之股份轉換案相關重大訊息，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對上櫃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相關

規定及格式辦理。此外，股東臨時會議事手冊及議事錄亦載明

，換股比例雙方原則上不得變更，但如因股份轉換契約所訂有

調整換股比例之必要者，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另行調整之，並

將完整之股份轉換契約內容，依法刊載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

股東會議事手冊及股東會議事錄。

 (四) 修訂「董事會議事規範」報告，詳議事手冊。

 (五) 訂定「道德行為準則」報告，詳議事手冊。

 (六) 大陸投資情形報告，詳議事手冊。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案

案由：九十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謹提請  承認。

說明：

1、本公司九十九年度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郭慈容會計師及王小蕙會計師查核竣事，並

出具標準式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書。

2、上述財務報表連同營業報告書，經監察人查核完竣，提出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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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案

案由：九十九年度盈餘分配案，謹提請  承認。

說明：

1、本公司九十九年度營業結果為稅後純益新台幣1,155,900,699元

，加上期初未分配盈餘新台幣721,427,716元，共計新台幣

1,877,328,415元，依公司章程之規定擬具盈餘分配議案如下：

2、九十九年度擬配發員工紅利80,110,050元及董事監察人酬勞

14,200,240元，其中員工紅利全數配發現金紅利。

3、本次盈餘分派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項，俟股東會承認後，授

權董事會依相關規定擇期另訂之。

4、本次現金股利依本公司100年1月31日流通在外股數129,758,979

股計算，嗣後如因本公司員工執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或已發行

之可轉換公司債經持有人請求轉換成普通股，致影響流通在

外股份數量，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擬提請股東會授

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5、謹提請  承認。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案

案由：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謹提請　討

論。

說明：

1、依據九十九年三月十九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

審字第0990011375號函之規定，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

作業程序」，修正前後對照表如下：

2、謹提請　討論。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六、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案

案由：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

說明：

1、本公司第五屆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之任期於100年6月12日屆滿

，擬於本次股東常會依公司章程第17條及第23條改選董事7席

(含獨立董事2席)及監察人3席。

2、本次擬改選之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自100年6月13日至103年6月

12日止共計三年。

3、本次擬改選之董事及監察人，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

辦法」之規定選舉之，獨立董事就候選人名單選任之。

4、本次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如下：

5、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進行選舉。

選舉結果：選舉案時之出席股數為90,661,079股，當選董事及監

察人名單及所得權數如下：

(1)當選董事

(2)當選監察人

七、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案

案由：擬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謹提請  討論。

說明：

1、為配合實際需求，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之前提下，擬提請股

東會解除本公司董事同時擔任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其他公

司董事或經理人職務者，有關其競業禁止之限制。

2、謹提請  討論。

主席報告：

(1) 新當選之董事有兩位兼任子公司董事、經理人職務：董事鍾

聰明擔任順達電子科技(蘇州)有限公司、昆山順陽電子科技

有限公司及Dynapack Technologies (Cayman) Corporation之董

事長兼執行長；董事楊照民擔任順達電子科技(蘇州)有限公

司及昆山順陽電子科技有限公司之董事兼總經理，請股東解

除其競業禁止之限制。

(2) 除上述說明外，新當選之董事無競業之情況，其目前兼任其

他公司名稱及職稱說明如下：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案

案由：擬解除本公司監察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謹提請  討論。

說明：

1、為配合實際需求，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之前提下，擬提請股

東會解除本公司監察人同時擔任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其他

公司董事或經理人職務者，有關其競業禁止之限制。

2、謹提請  討論。

主席報告：

(1) 新當選之監察人無競業之情況，其目前兼任其他公司名稱及

職稱說明如下：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八、其他議案或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上午十時十分。

主席：鍾董事長聰明                                  紀錄：劉嬿鈴

附件一：九十九年度營業報告

順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九年度營業報告書

茲將九十九年度營業結果及一○○年度展望報告如下：
一、九十九年度營業報告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1、九十九年度全球經濟緩慢復甦，本公司受惠於平板電腦出

貨增加，營收頗有成長；圓型電池組之銷售單價降幅頗大
，幸成本及費用控制得宜，獲利金額與九十八年度相當。

2、九十九年度產銷數量成長約60%，間接人員並未增加，得
利於資訊系統、產線自動化及管理改進；人力資源政策，
包括僱用、調薪及福利等之決策適時且正確，使得直接人
工尚無短缺問題。

3、九十九年度由於研發、製造工程、供應鏈及品質管理均有
良好表現，因是客戶滿意度頗高。

(二)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九十九年度未公告財務預測。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九十九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177.95億元，較九

十八年度新台幣154.43億元增加15%；九十九年度合併稅後利
益為新台幣11.56億元，較九十八年度新台幣11.26億元增加
2.7%；九十九年度每股稅後盈餘為新台幣8.94元，較九十八
年度新台幣8.86元增加0.9%。

(四)研究發展狀況
1、開發多功能測試，循序導入產線作業。
2、研究改進現行電池組結構，提升產品附加價值。
3、完成UN38.3實驗室認證，並持續提升實驗室認證等級、驗

證方法與效益。
4、導入視覺型自動辨識系統及開發智慧型無人工作自動化模

組以提升作業品質。
5、持續鑽研新電池模組相關應用產品。

二、一○○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及重要產銷政策 

1、因應訂單持續成長繼續擴充產能確保產品品質。
2、提升員工對工作環境的滿意程度，包括有形和無形之措施

，以降低人員流動率之影響。
3、協助供應商提升管理能力，包括材料品質及材料數量供應

能力，以支應本公司之成長需求。
4、提高生產自動化及資訊電腦化深度及廣度，以提高整體生

產力並節省人力。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一○○年度全球行動運算之市場持續成長，除了筆記型
電腦可能有10%以上之成長外，平板電腦市場需求估計可望
達到二~三倍以上的增加。本公司除了與現有客戶保持穩定
的業務關係外，也積極的開發新客戶；預計一○○年度筆記
型電腦電池組方面的出貨量能小幅成長，而平板電腦電池組
方面可望有顯著增加。一○○年度出貨量可望樂觀。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
境之影響

(一)未來發展策略 
1、追求雙贏，包括即時雙向溝通及彈性配合管理，使客戶和

主要供應商形成長期堅實的夥伴關係，提高公司競爭地位。
2、持續評估購併機會及其可行性。

(二)受到外部競爭、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預期一○○年度產品及主要原料單價下降有限，但其他

材料及費用有上漲壓力，預估一○○年度營收可維持成長，
仍可能維持相當合理利潤。

董 事 長：鍾聰明

經 理 人：楊照民

會計主管：林郁蕙

中 華 民 國 一 ○ ○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附件二：監察人審查九十九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順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之本公司九十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議案，暨經勤
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郭慈容會計師及王小蕙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
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本監察人查核完竣，尚無不合，爰依公
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
　　此致
順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年度股東常會

監　察　人 ：
 
　　華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中 華 民 國 一 ○ ○ 年 四 月 七 日

順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之本公司九十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議案，暨經勤
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郭慈容會計師及王小蕙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
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本監察人查核完竣，尚無不合，爰依公
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
　　此致
順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年度股東常會

監　察　人：

中 華 民 國 一 ○ ○ 年 四 月 七 日

順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之本公司九十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議案，暨經勤
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郭慈容會計師及王小蕙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
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本監察人查核完竣，尚無不合，爰依公
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
　　此致
順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年度股東常會

               監　察　人：

中 華 民 國 一 ○ ○ 年 四 月 十 一 日

附件三-1：九十九年度財務報表及會計師查核報告

會計師查核報告

順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順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九年及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九十九年及九十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上開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
查核結果對上開財務報表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
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
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
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
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
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中與
財務會計準則相關之規定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順
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九年及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
狀況，暨民國九十九及九十八年度之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
　　順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九十九及九十八年度之合併財
務報表，業經本會計師出具標準式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
考。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郭　慈　容　　　　　　　會計師　王　小　蕙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台財證六字第0920123784號　　              台財證六字第0920123784號

中　　華　　民　　國　一○○　年　　二　　月　　一　　日

附件三-2：九十九年度合併財務報表及會計師查核報告

會計師查核報告

順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順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民國九十九年及九十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九十九年及九十八年一月一日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損益表、合併股東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
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合併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
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合併財務報表表示意
見。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
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合併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
。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合併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
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
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合併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
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所述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
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
當表達順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民國九十九年及九十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民國九十九年及九十八年一月一日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經營成果與合併現金流量。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郭　慈　容　　　　　　　會計師　王　小　蕙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台財證六字第0920123784號　　              台財證六字第0920123784號

中　　華　　民　　國　一○○　年　　二　　月　　一　　日

順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ＯＯ年股東會議事錄

1505

1 0 6 0 1

8 : 3 0 4 : 3 0
24 (02)2702-3999 3211

agency.capital.com.tw

9 7

金          額
721,427,716

1,155,900,699
(  115,590,070)

(41,440,807)
1,720,297,538

778,553,874
941,743,664

項                    目
1.期初未分配盈餘
2.本期稅後純益
3.減：提列法定公積
           累積換算調整數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4.可供分配盈餘
5.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按129,758,979股數計算)
       －現金股利(每股6元)
6.保留未分配盈餘

順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九年度盈餘分配議案
單位：新台幣元

順達科技
100.6.10



順達科技
100.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