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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民國一○六年六月十六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 

地點：台北市忠孝東路一段八十五號十五樓本公司會議室 

出席：股東及委託代理人代表股份總計 40,732,901 股，佔公司發行股份扣除無

表決權股份後總股數 60,858,100 股之 66.93% 

主席：陳勝雄                    紀錄：蕭湘潾  

一、宣布開會(報告出席股份總數)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本公司民國 105 年度營業報告案，敬請 公鑒。 

說明：(一)本公司民國 105 年度營業報告書，請參閱【附件一】。 

(二)報請 鑒核。 

第二案  

案由：監察人審查民國 105 年度決算表冊報告案，敬請 公鑒。 

說明：(一)本公司民國 105 年度監察人查核報告書，請參閱【附件二】。 

(二)報請 鑒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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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由：本公司民國 105 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謹提請  承認。 

說明：(一)本公司民國 105 年度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聯合

會計師事務所楊清鎮會計師、龔則立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查核

報告書。 

(二)上述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本公司民國 106

年 04 月 27 日董事會通過在案，並經監察人審查完竣，請參閱【附

件三】。 

(三)敬請  承認。 

決議：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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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本公司民國 105 年度盈虧撥補案，謹提請  承認。 

說明：(一)本公司民國 105 年度盈虧撥補案，業經本公司民國 106 年 04 月 27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二)本公司截至民國105年12月31日止期初累積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以下同)53,083,651 元，減本公司民國 105 年度稅後純損

54,292,696 元，再減精算損失列入保留盈餘 499,369 元後，本年

度待彌補虧損為新台幣 1,708,414 元，擬依公司法規定，以法定盈

餘公積 1,708,414 元彌補虧損 

(三)本公司民國 105 年度盈虧撥補表，請參閱【附件四】。 

(四)敬請  承認。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雅士晶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六年度股東常會議事錄 

3 

五、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由：全面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謹提請  選舉。 

說明：(一)因本屆董監事任期即將屆滿，擬全面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本次選舉

董事七席(含獨立董事二席)及監察人三席，提請股東會選舉之，以

符合相關法令規定。 

(二)新任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自民國 106 年 06 月 16 日至民國 109 年 06

月 15 日止，任期三年，得連選連任。 

(三)本公司獨立董事之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度，候選人名單業經本公司

106 年 04 月 27 日董事會審查通過，相關資料載明如下： 

候選人名

單 
獨立候選人一 獨立候選人二 

姓名 蔡中元 王佑生 

學歷 國立中興大學會計學士 國立政治大學研究所經營
管理碩士 

現職 
資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會
計師 

旭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
立董事 
六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獨
立董事 
匯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
立董事 
弘帆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耀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監
察人 

經歷 

佳格食品公司財務總監 
佳格食品公司財務處長、
稽核處長 
台育證券公司承銷部協
理、副總 
台灣證券交易所上市部專
員 

佳穎精密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財務長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 上櫃審查專
員 

持有股數 0 股 0 股 

 (四)謹提請  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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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結果：  

身份 戶號 戶名(姓名) 當選權數 備註 

董事 062 陳勝雄 40,678,018 當選 

董事 849 陳勝輝 37,957,384 當選 

董事 114 方志彰 37,833,001 當選 

董事 001 嵩益實業(股)公司 35,650,471 當選 

董事 137 宏達電投資(股)公司 34,558,835 當選 

獨立董事 681 蔡中元 34,507,938 當選 

獨立董事 683 王佑生 33,634,835 當選 

監察人 313 林政寬 36,402,926 當選 

監察人 64 李世銓 36,402,926 當選 

監察人 63 薛昭斌 36,402,926 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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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討論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由：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謹提請  討論。 

說明：(一)依公司法第二○九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運範

圍內之行為，應對股東會說明其行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許可」。 

(二)為借助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之專才與相關經驗，爰依法提請

股東會，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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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明細如

下： 

職稱 姓名 解除競業禁止內容 

董事 
嵩益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合機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洋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台灣軟電股分有限公司 董事 

建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董事 陳勝雄 

Elegant Art Technology Corp. 

(塞席爾)董事長(法人代表) 

JOY OCEAN CORP.(模里西斯)董事長

(法人代表) 

董事 陳勝輝 洋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云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台新橡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獨立董事 蔡中元 資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獨立董事 王佑生 旭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獨立董事 

六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獨立董事 

弘帆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匯鑽科技(股)公司獨立董事 

耀勝電子(股)公司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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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謹提請  討論。 

說明：(一)為配合法令修訂及公司營運需要，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

序」。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

五】。 

(三)敬請  討論。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七、臨時動議：無。 

八、散會：同日上午09: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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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會議附件 

附件一、營業報告書 

雅士晶業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一、105 年度營業結果 

(一)105 年度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105年度營收總計新台幣1,047,509仟元，相較於104年度營收淨額新台幣

1,058,780仟元，衰退了1.06%，稅後淨損新台幣54,292仟元，每股稅後淨損0.89元。本公

司設有光電事業處及貿易業務部。光電事業處主要生產及銷售觸控面板所用的保護玻璃；

貿易業務部主要承接依各別客戶之需求訂單而買賣之橡塑膠零件等製品。 

(二)營業收支預算執行情形 

本公司105年度未公開財務預測，故不適用。 

(三)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二、106 年度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及實施概況 

1.光電事業： 

主要產品為保護玻璃，屬於觸控手機及平面電腦之上游關鍵零組件。近幾年來智慧

型手機及平板電腦市場已接近飽和，全螢幕觸控面板雖為可攜式電子產品之必要零組

件，且為保護面板上之精密零件，然保護玻璃面板亦已進入發展瓶頸期。再加上全球經

濟不景氣，故本公司光電事業團隊將掌握市場趨勢，憑藉多年來在玻璃強化、絲印、切

割工藝等豐富技術及管理經驗，產品品質深獲國際大廠肯定，努力使得本公司保護玻璃

產品之營業額得以穩定成長。 

104年度 105年度

1,058,780 1,047,509

58,160 137,722

(59,352) 53,279

197,657 11,292

142 116,315

138,163 (51,744)

8.92 (3.87)

營業利益 (9.75) 8.75

稅前純益 22.70 (8.50)

2.07 (0.89)

股東權益報酬率(%)

佔實收資本

額比率(%)

每股稅後盈餘(元)

營業外收入

營業外支出

獲利能力

項目/年度

營業收入

營業毛利

稅前淨利

營業淨利
財務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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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貿易業務： 

因橡塑膠產品之應用範圍相當廣泛，不僅是支援工業、國防及汽車產業發展的重要

工業，同時橡膠所特有的彈性特色更非其他物料可取代，再加上科技的進步，將刺激創

新與需求，未來橡塑膠產品的市場需求必然隨人類文明的繼續繁榮而持續成長。本公司

主要係經營橡塑膠產品之貿易業務，主要係因國內製造廠商因成本考量將生產線外移，

且本公司擁有穩定之客戶，在業界擁有較高之競爭優勢，預期未來之業績仍將繼續成長。 

(二)研究發展狀況 

光電產品 

本公司早於2008年即開始投入玻璃面板的研發製造，一向以自主研發及技術合作並

進，以開發自有技術為主。在加工設備方面，成功改進現有的生產效能與技術，並在玻

璃強化、絲印、電鍍工藝逹業界頂尖水平，實現低成本高品質的玻璃加工技術能力。 

一直以來，本公司與台韓等多家觸控面板廠商，持續保持新材料開發、製程改進和

良率提升等不同領域的技術開發及合作關係。目前除致力於2.5D玻璃市場產品的持續開

發外，並加強投入研發新型產品，如3D玻璃之開發等。創立至今，生產技術及質量已取

得國內外多家大廠的認證出貨。本公司將持續提供更具市場區隔的客製化服務，擴大服

務客層及深耕客戶關係。 

所屬的玻璃加工廠從開廠營運以來，除致力於產品開發，部份設備並結合設備廠商

共同開發，在短時間之內便可滿足市場端的需求。尤其是樣品階段，密切的與客戶端配

合，縮短了產品的開發週期，得到客戶對公司百分百的肯定。 

為了達到持續降低生產成本符合市場的期待，技術開發以高性能加工為主，並以半

自化設備取代人工製程。經過多年的努力，開發優良品質且領先市場的加工產品及工

藝，已有多樣式產品能用於觸控面板的組裝中，持續滿足客戶端對觸控面板的嚴苛要求。 

 

 

董事長：陳勝雄              總經理：黃明志              會計主管：陳淑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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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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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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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盈虧撥補表 

 

 

雅士晶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五年度盈虧撥補表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累積未分配盈餘 53,083,651 

減：105 年度稅後純損 (54,292,696) 

減：精算損失列入保留盈餘 (499,369) 

本年度待彌補虧損 (1,708,414) 

  

本年度彌補虧損項目：  

加：法定盈餘公積 1,708,414 

期末累計未分配盈餘 0 

 

 

董事長：陳勝雄 經理人：黃明志 會計主管：陳淑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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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說明 

第四條 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

之處理程序  

(一) 評估及作業程序  

略 

(二) 交易條件之決定程序  

略 

(三) 執行單位 

略。 

(四) 取得資產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其他固

定資產，除向政府機構取得、自地委

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

設備外，交易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專業估價機

構出具估價報告，估價報告應符合下

列規定： 

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之

處理程序  

(一) 評估及作業程序  

略 

(二) 交易條件之決定程序  

略 

(三) 執行單位 

略。 

(四) 取得資產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其他固定

資產，除向政府機關構取得、自地委

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

備外，交易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洽請專業估價機構出具估

價報告，估價報告應符合下列規定： 

配合法

令修訂

第九條 辦理企業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處理程序 

(一)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辦理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時宜委請律師、會計師及承銷商

等共同研議法定程序預計時間表，且

組織專案小組依照法定程序執行

之。並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

計師、律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

例、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金或其

他財產之合理性表示意見，提報董事

會討論通過。 

辦理企業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之處理程序 

(一)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辦理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時宜委請律師、會計師及承銷商等共

同研議法定程序預計時間表，且組織專

案小組依照法定程序執行之。並於召開

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師、律師或證

券承銷商就換股比例、收購價格或配發

股東之現金或其他財產之合理性表示

意見，提報董事會討論通過。但合併直

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行股份或

資本總額之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

有百分之百已發行股份或資本總額之

子公司間之合併，得免取得前開專家出

具之合理性意見。 

配合法

令修訂

第十一

條 

資訊公開 

(一) 應公告申報項目 

1.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

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產外

之其他資產且交易金額達公司

資訊公開 

(一) 應公告申報項目 

1.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與

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易金額達公司實收資

配合法

令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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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說明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

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但買賣公債或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不在此限。 

2. 進行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 

3.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損失達所

訂處理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

契約損失上限金額。  

4. 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易或金

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陸地

區投資，其交易金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但下列情形不在此

限：  

(1) 買賣公債。  

(2) 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

證券交易所或證券商營業處

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  

(3)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  

(4)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類屬

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且其

交易對象非為關係人，交易金

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5) 經營營建業務之本公司取

得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不動

產且其交易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易金額未達新臺幣五億

元以上。  

(6) 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

售方式取得不動產，公司預計

投入之交易金額未達新臺幣

五億元以上。 

(二) 公告及申報標準 略 

(三) 辦理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略 

(四) 公告申報程序 略 

(五) 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

有錯誤或缺漏而應予補正時，

應將全部項目重行公告申報。 

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

公債或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發行之貨幣市場基金，不

在此限。 

2. 進行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 

3.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損失達所訂

處理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契約

損失上限金額。 

4.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類屬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且其交易對象非為

關係人，交易金額並達下列規定

之一： 

（1） 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一百

億元之公開發行公司，交易金

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2）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

元以上之公開發行公司，交易

金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5. 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行公司取

得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不動產且

其交易對象非為關係人，交易金

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6. 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

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

得不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易

金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7.4.除前三六款以外之資產交易或

金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陸地

區投資，其交易金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但下列情形不在此限： 

(1) 買賣公債。 

(2) 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證

券交易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

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於國內

初級市場認購募集發行之普通

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一般金

融債券，或證券商因承銷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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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說明 

需要、擔任興櫃公司輔導推薦

證券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

價證券。 

(3)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發行之貨幣市場基

金。。  

(4)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類屬供

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且其交易

對象非為關係人，交易金額未

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5) 經營營建業務之本公司取得

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不動產且

其交易對象非為關係人，交易

金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6) 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

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

式取得不動產，公司預計投入

之交易金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 

(二) 公告及申報標準 略 

(三) 辦理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略 

(四) 公告申報程序 略 

(五) 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

錯誤或缺漏而應予補正時，應於

知悉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

目重行公告申報。 

第十七

條 

修訂程序  

(一) 略。  

(二) 略 

(三) 本辦法訂立於民國九十三年六

月二十九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年九

月二十四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年三

月十五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一年六

月十五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二年六

月二十八日 

修訂程序  

(一) 略。  

(二) 略 

(三) 本辦法訂立於民國九十三年六

月二十九日、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九十九年九月二十四日、第二次

修訂於民國一○○年三月十五

日、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一年

六月十五日、第四次修訂於民國

一○二年六月二十八日、第四次

修訂於民國一○二年六月二十

八日、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六

年六月十六日 

增列本

次修訂

日期及

次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