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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豐螺絲廠股份有限公司 

一O四年股東常會議事錄 

 

時間：一O四年六月十一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整 

地點：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路700號(高雄大學育成中心)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理人所代表之股份總數23,550,789股，合計佔本公司

已發行股份總數29,193,220股(扣除依公司法176條之1買回之庫藏股

806,780股)之80.67%。 

列席：黃孝信審計委員、陳駿彥總經理、關春修會計師、吳小燕律師 

主席：陳得麟                                            紀錄：王新元 

主席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數已達法定股數，依法宣佈開會。 

主席致詞：(略) 

 

一、報告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由：一０三年度營業報告，報請  鑒察。 

說明：檢附營業報告書(請參閱附件一)。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由：審計委員會審查一０三年度決算表冊，報請  鑒察。 

說明：本公司一０三年度決算表冊，業經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關春

修、呂莉莉會計師查核簽證及審計委員會查核竣事，分別提出查核

報告(請參閱附件二及三)。 

 

二、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由：一０三年度決算表冊，提請  承認案。 

說明：１、本公司一０三年度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

過，並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竣事(盈餘分配案列承認事項二)。 

２、檢附財務報表（請參閱附件四）、營業報告書（請參閱附件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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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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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由：一０三年度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案。 

說明：一、本公司一百零三年度稅後純益為新台幣45,007,887元，累積可

供分配盈餘計新台幣210,203,432元，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

規定提列法定公積後，擬提撥新台幣43,789,830元配發現金股

利。依目前流通在外發行股數29,193,220股計算，每股擬配發

現金股利1.5元。 

二、嗣後如因將庫藏股轉讓員工，致影響流通在外股數，致股東配

息比率發生變動者，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調整之。 

三、擬分派董、監事酬勞新台幣1,440,000元，員工紅利新台幣

500,000元。一百零三年度盈餘分配表詳如附件。 

四、本案決議通過後，擬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息基準日，謹提請  承

認。 

 
世豐螺絲廠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103年度 

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金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   165,429,586

加：民國103年度稅後淨利 45,007,887

民國103年度其他綜合損益 (234,041)

可供分配盈餘 210,203,432

分配項目 

  1、提列法定盈餘公積(10%) 4,500,789

2、提列股東現金股利(1.5元/股) 43,789,830

期末未分配盈餘 $  161,912,813 

附註：配發員工紅利500,000元；董監事酬勞1,440,000元。 

 

   董事長：          經理人：          主辦會計：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三、討論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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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擬修訂本公司「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請  公決案。 

說明：一、為配合主管機關法令修正，擬修訂「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部份條文。 

二、檢附修訂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五)。謹提請  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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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擬解除董事其競業禁止限制，請  公決案。 

說明：一、因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類

似之公司並擔任董事之行為，在無損及本公司利益前提下，爰

依公司法第 209條規定，擬請股東會解除董事之競業禁止，連

任時亦同。  

二、截至104年01月31日止，本公司董事新增兼任其他企業之職務

明細如下，謹提請  公決。 

本公司董事新增兼任他公司職務明細表 

本公司職務 姓名 他公司名稱 他公司職務 

獨立董事 黃孝信 安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獨立董事 

獨立董事 侯榮顯 
鈦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隆大營建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獨立董事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四、臨時動議：無。 

 

五、散會：同日上午9時10分 

 

 

主席：陳得麟                                紀錄：王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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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世豐螺絲廠股份有限公司 

103年度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先生、女士： 

首先歡迎各位在百忙之中撥冗前來參加本公司104年的股東常會，在此謹代表本公司對

各位股東的支持與鼓勵，表達最崇高之謝意。茲將本公司103年度之經營狀況及未來展望目

標報告如下： 

一、 103 年度營業報告 

1. 103 年度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103年由於美國貨幣寬鬆政策效益持續顯現，當地景氣持續緩步回暖，客戶訂

單需求有所成長，唯103年上半年國內螺絲產業因受到環保議題影響，導致於公司

內部生產狀況頓時失序，無法如期配合客戶所要求之交期，雖然於下半年整體生

產秩序已慢慢回到正常軌道，但因受制於產品交期無法確切掌握，因此上半年度

公司不敢貿然積極爭取訂單，因此全年度營運狀況並無法達到預期之結果。然而

公司全體同仁仍盡最大之努力，盡力朝預定目標邁進。103年度營業收入淨額為新

台幣1,017,615千元，較102年度減少10.84%。 

2. 預算執行情形 

本公司103年度並未公開財務預測，故無預算達成情形。 

3. 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分析 

(1) 財務收支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103年度 102年度 增(減)金額 增(減)比率%

營業活動現金流量 122,388 171,010 (48,662) (28.46)

投資活動現金流量 (156,302) (88,496) (67,806) 76.62

融資活動現金流量 26,380 (83,178) 109,558 (131.72)

(2) 獲利能力 

項目 103年度 102年度 

資產報酬率(%) 4.40 7.91 

股東權益報酬率(%) 5.81 10.26 

佔實收資本比率 
營業利益 14.77 30.30 

稅前純益 18.46 31.24 

純益(損)率(%) 4.42 6.87 

每股盈餘(元) 
調整前 1.53 2.61 

調整後 1.53 2.61 



5 

4. 研究發展狀況 

103年現有產品上持續開發新的相關衍生性功能與製程技術： 

(1) 多功能複合針具開發專案 

(2) 低階替代鋼材測試與導入 

(3) 環保鈍化劑測試與導入 

(4) 高倍數白鐵螺絲開發 

(5) 新型木螺絲開發專案 

二、 104 年度營業計劃概要 

1. 經營方針 

(1)營運管理上將持續生產設備優化並強化生產排程掌控，提升產出規模與效能、

改善出貨時效，縮短生產週期，提升出貨達成率，並快速回應客戶需求。 

(2)加速執行新產品、功能開發專案，朝向全方位解決方案的服務領域發展。 

2. 預期銷售數量及其依據 

(1)本公司預估 104 年度銷售數量 

本公司104年出貨目標為1萬6仟公噸。 

(2) 104 年度預期銷售數量之依據 

A. 北美區域經濟復甦情況樂觀，客戶需求增長。 

B. 歐洲地區景氣逐步回穩，客戶需求穩定。 

C. 大洋洲客戶需求持續成長。 

D. 泛亞洲新興市場需求增長幅度加溫。 

3. 重要之產銷政策 

(1)客戶開發策略 

- 持續加強與客戶間的合作開發模式。 

- 採適當的價格策略、高標準品質保證及準確的交貨時間以爭取訂單。 

(2) 生產策略 

- 結合優良協力及設備廠商，共同改進生產模式以提高生產良率與降低

生產成本。 

- 擴增廠內生產設備，開發延伸性產品，開拓新的產品領域。 

- 加強自動化程度，持續提高生產力及生產效率以降低生產成本。 

三、 未來公司發展策略 

1. 增強與主要外包廠商於技術升級及產能支配的合作關係，並同步進行廠內擴廠
計畫，以便獲得穩定充足之產能與技術服務。 

2. 提高整體生產規模與效能，改善生產品質與出貨時程，縮短產品生產週期，提
升出貨達成率，並快速回應客戶需求。 

3. 持續與客戶合作開發客製化產品，提出領先同業且具競爭力之方案。 
4. 建立健全之管理制度，落實公司經營理念，塑造卓越之企業文化，實現企業永

續經營的遠景。 

四、受到外部競爭、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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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104年美國經濟景氣已有回穩之跡象，唯整體外在經濟環境發展受到各國政府

政策高度干擾下，仍具有極高之不確定因素，尤其是歐洲及亞洲地區，所以104年的發

展態勢仍無法完全掌握。另一方面雖然面臨歐美地區仍不斷對亞洲同業提出反傾銷調

查，但亦可適度抑止不正常之低價競爭商業行為。隨著公司已於103年度逐步調整公司

經營體質及適度擴增生產設備，對於產品品質及交期的掌握會有很大的助益，對於今

年度營運要達到經營團隊所設定之預期目標具有高度信心。 

敬祝各位股東女士、先生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7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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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茲    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０三年度(自103年1月1日至103年

12月31日止)之資產負債表、綜合損益表、權益變動表及現

金流量表，業經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關春修、呂莉莉

會計師查核竣事，連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案，經本委員

會審核，認為符合公司法等相關法令，報請  鑒察。 

 

 

 

世豐螺絲廠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                    

                             

            

 

 

 

 

 

 

 

中 華 民 國 一 Ｏ 四 年 四 月 二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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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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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第二次) 

 

條次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依據 

第七條 貸放期限：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來及有短

期融通資金之必要者，其

貸放期限每次不得超過六

個月。如因業務需要得報

請董事會同意後延期，但

延長期限以不超過六個

月，並以一次為限。 

二、本公司對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百分之百之子公司，

其貸放期間每次不得超過

一年。 

貸放期限：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來及有短

期融通資金之必要者，其

貸放期限每次不得超過六

個月。如因業務需要得報

請董事會同意後延期，但

延長期限以六個月為限。 

二、本公司對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百分之百之子公司，

其貸放期間每次不得超過

一年。 

配合主關機關

要求修訂 

第十條 
逾期債權之處理 

一、逾期債權係指已屆清償期

限，而未受清償（含本金及

利息）或未經第七條之規定

辦理展延者。 

二、若有逾期債權發生時，財務

部門應即通知業務經辦單位

及行政部門，並應會同相關

部門共同評估債務人之財

務、業務狀況。如認為其資

金流量尚足支應還款者，應

呈報董事會核准後，得酌予

變更原授信案件之還款約

定，必要時應取得相當之擔

保。 

三、除前項情事外，財務部門應

即採取下列措施： 

1、清查可供執行之財產，於必

要時依法申請保全措施。 

2、逾期債權具有下列情事之一

者，應扣除估計可收回部份

後轉銷為呆帳，並報告最近

一次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

(1) 債務人因解散、逃匿、

和解、破產之宣告或其

他原因，致債權之全部

或部份不能收回，經取

逾期債權之處理 

一、逾期債權係指已屆清償期

限，而未受清償（含本金及

利息）或未經第七條之規定

辦理展延者。 

二、若有逾期債權發生時，財務

部門應即通知業務經辦單位

及行政部門，並應會同相關

部門共同評估債務人之財

務、業務狀況。如認為其資

金流量尚足支應還款者，應

呈報董事會核准後，得酌予

變更原授信案件之還款約

定，必要時應取得相當之擔

保。 

三、除前項情事外，財務部門應

即採取下列措施： 

1、清查可供執行之財產，於必

要時依法申請保全措施。 

2、國外債權因外國政府變更外

匯法令而無法如期清償者，

得專案報經董事會核定辦

理。 

3、逾期債權具有下列情事之一

者，應扣除估計可收回部份

後轉銷為呆帳，並報告最近

一次董事會及監察人。 

配合主關機關

要求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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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依據 

得有關機關之證明文

件。 

(2) 擔保品經鑑定價值甚

低，或扣除先順位抵押

權後，已無法受償，或

執行費用接近或可能超

過本公司可受償金額，

執行無實益者。 

(3) 擔保品之財產經多次減

價拍賣無人應買，且本

公司無承受實益者。 

(4) 逾期債權逾清償期二

年，經催收仍未收回

者。 

(1) 債務人因解散、逃匿、

和解、破產之宣告或其

他原因，致債權之全部

或部份不能收回，經取

得有關機關之證明文

件。 

(2) 擔保品經鑑定價值甚

低，或扣除先順位抵押

權後，已無法受償，或

執行費用接近或可能超

過本公司可受償金額，

執行無實益者。 

(3) 擔保品之財產經多次減

價拍賣無人應買，且本

公司無承受實益者。 

(4) 逾期債權逾清償期二

年，經催收仍未收回

者。 

第十五條   附則 

本作業程序於中華民國九十九

年六月二十六日經董事會決議

通過及中華民國九十九年六月

二十六日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後

實施。 

本作業程序第一次修訂於中華

民國一0二年三月十一日並經董

事會決議通過及中華民國一0二

年六月二十六日經股東會決議

通過後實施。 

本作業程序第二次修訂於中華

民國一0三年十二月十七日並經

董事會決議通過及中華民國一0

四年六月十一日經股東會決議

通過後實施。 

附則 

本作業程序於中華民國九十九

年六月二十六日經董事會決議

通過及中華民國九十九年六月

二十六日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後

實施。 

本作業程序第一次修訂於中華

民國一0二年三月十一日並經董

事會決議通過及中華民國一0二

年六月二十六日經股東會決議

通過後實施。 

增列修訂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