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案：修訂「背書保證辦法」案。（董事會提） 

說 明： 本公司為配合法令及實際需要，擬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辦法」部份條文。（詳附件六）

決 議： 經票決結果，贊成 131,391,04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6,247,560 權)，占出

席總權數 98.04%，反對 66,48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66,482 權)，棄權/未

投票 2,551,81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2,542,321 權)，廢票 0 權。贊成權數

超過法定數額，本案照案通過。 

 

第三案：修訂「公司章程」案。（董事會提） 

說 明： 為配合法令及實際需要，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詳附件七） 

決 議： 經票決結果，贊成 131,391,04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6,247,560 權)，占出

席總權數 98.04%，反對 66,48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66,482 權)，棄權/未

投票 2,551,81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2,542,321 權)，廢票 0 權。贊成權數

超過法定數額，本案照案通過。 

 

七、臨時動議：無 

 

八、散會：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整。 

 

主席：蔡火爐                                              記錄：蔡逸人 

 

 

 

 

 

 

 

 

 

 

 

 

 

 

 

 

 

 

 

 

 

 

 

 

 

 

 

 

 

 

 



 

附件一 

壹、 本公司一○八年度營業報告。 
個體營業收支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金   額  

  營 業 收 入 5,447,897   

  營 業 成 本 4,440,553   

  營 業 毛 利 1,007,344   

  營 業 費 用 229,710   

   稅 前 淨 利 189,051   

   稅 後 淨 利 7,744   

 每股盈餘(元) 0.04   

合併營業收支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金   額  

  營 業 收 入 12,866,741   

  營 業 成 本 11,560,523   

  營 業 毛 利 1,306,218   

  營 業 費 用 1,089,334   

   稅 前 淨 利 520,403   

   稅 後 淨 利 231,653   

 每股盈餘(元) 0.04   

     108 年整體筆記型電腦市場鍵盤供應，受主要材料供應不順暢及中美貿易戰等外在因素的

影響，整體筆電鍵盤市場充滿不確定性；除了主要客戶的經營與維護，並掌握現有筆記型電腦

市場輕、薄化及交貨高彈性的走向，積極爭取訂單外，持續自行研究開發新產品外，也透過轉

投資等多種管道，讓集團的產品組合更多元，期待能擺脫營收過度集中於單一產品的現狀。 

    雖然整體市場不佳，在公司開發新機種量產挹注下，集團合併營業收入較上期成長，但在

本期淨利表現上因新機種開發初期投入費用較多，獲利狀況不如預期，今年度起新開發機種持

續投入量產，利潤預期能持續好轉；筆記型電腦整體市場已成熟穩定，在整體的成本持續上漲，

市場僅能持平下，除了持續進行自動化製程改良改善，降低對人力的依賴，及因應客戶需求環

保製程的導入外，並積極開拓包括平板電腦外接鍵盤、機械式鍵盤、觸控板及微軟筆等產品及

其他週邊商品的開發及出貨成長，相信穩健的經營規模與成本控制，能為股東創造最大利潤。

 
  

貳、總經理報告一○九年度營業計劃概要： 
  (一)經營方針 

 1.追求利潤極大化。 

2.落實品質管理，確保產品出貨品質。 

3.加強各項新產品開發，並縮短導入量產時程，滿足客戶需求。 

4.導入自動化生產設備，提升生產效率及效能。 

5.環保製程及原料的導入。 

6.平板皮套鍵盤等外接式輸入裝置開發及量產導入。 

7.開拓世界各大鍵盤通路商，共同合作開發。 

8.機械式&電競鍵盤及微軟筆的開發及銷售。 

9.相關周邊產業尋求合作或投資的契機。 

  (二)預期銷售數量及其依據 

 1. 本公司一○九年度主要產品預計銷售情形如下： 

產品項目 109 年預估銷售量 

鍵盤、觸控板及滑鼠等  8,000 萬片 



其他(註)            － 

   註：其他項目係指微軟筆等週邊產品，因數量尚少故未做數量預估。 

2. 依據本公司年度經營計畫檢討會議。 

 （三）重要之產銷政策 

 將繼續配合客戶開發機械式鍵盤、電競鍵盤及微軟筆等電腦輸入裝置，高附加價

值之超薄、冷光、藍芽鍵盤，以及相關聯資訊產品。 

  

 

 

 

 

董事長：蔡火爐  經理人：李明擇  會計主管：吳明鴻  

 
 
 
 

 

 

 

 

 

 

 

 

 

 

 

 

 

 

 

 

 

 

 

 

 

 

 

 

 

 

 



附件二 
精元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 

 茲   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八年度經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王玉

娟會計師及徐建業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含合併及個

體財務報表)、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議案，復經本監察人查

核，認為尚無不符。依照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繕具報

告。 

 敬請  鑑察 

 

    此    致 

  

 本公司一○九年股東常會 

 

精元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林惠芬  

 

 

 

 

           監察人：精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余文雄  

 中 華 民 國  一○九 年 三 月 二十 日 
  
 

 

 

 



























































附件四 

 

精元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108年度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108年度稅後淨利                                7,743,723   

提列法定公積10%                            (     774,372)  

提列特別公積                               ( 339,131,283)  

確定福利計畫之精算損益                         2,267,023 

註銷庫藏股借記保留盈餘                     (   9,509,496)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益之權益工具                 1,382,534 

期初可分配盈餘                             3,571,175,895   

累積可供分配盈餘總數                       3,233,154,024  

分派股息（現金股利）                       ( 195,251,051)  

期末未分配盈餘                             3,037,902,973   

 

 

 

 

 

 

董事長：蔡火爐  經理人：李明擇  會計主管：吳明鴻

 
 

 

 

 

 

 

 

 

 

 

 



附件五 

精元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文 原條文 修改後條文 備註 
第二條 資金貸與對象及資金貸與總額及個

別對象之限額 

(一) 依公司法規定，本公司之資

金，除有下列各款情形外，不得貸與

股東 

或任何他人： 

1.與本公司有業務往來之公司或行

號；前述所稱「業務往來」係指與本

公司有進貨或銷貨行為者。 

2.與本公司有短期融通資金必要之

公司或行號；係以本公司持股達20

﹪以上之公司或行號因業務需要而

有短期融通資金之必要者為限。融資

金額係指本公司短期融通資金之累

計餘額且不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的

百分之四十。前述所稱「短期」，依

經濟部前揭函釋，係指一年或一營業

週期 (以較長者為準) 之期間。 

3.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金

貸與，或公開發行公司直接及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

對該公開發行公司從事資金貸與，不

受本款第2 目之限制。但仍應依第九

條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訂定資金貸

與之限額及期限。 

(二)資金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

額 

1.資金貸與有業務往來公司或行號

者，貸與總金額以不超過本公司淨值

40﹪為限；而個別貸與金額以不超過

雙方間最近一年度業務 

往來金額為限。所稱業務往來金額係

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金額孰高者。

2.資金貸與有短期融通資金必要之

公司或行號者，該貸與總金額以不超

過本公司淨值40﹪為限；個別貸與金

額以不超過本公司淨值 

40﹪為限。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及前項但書

規定時，應與借用人連帶負返還責

任；如公司受有損害者，亦應由其負

損害賠償責任。 

資金貸與對象及資金貸與總額及個

別對象之限額 

(一) 依公司法規定，本公司之資

金，除有下列各款情形外，不得貸與

股東 

或任何他人： 

1.與本公司有業務往來之公司或行

號；前述所稱「業務往來」係指與本

公司有進貨或銷貨行為者。 

2.與本公司有短期融通資金必要之

公司或行號；係以本公司持股達20

﹪以上之公司或行號因業務需要而

有短期融通資金之必要者為限。融資

金額係指本公司短期融通資金之累

計餘額且不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的

百分之四十。前述所稱「短期」，依

經濟部前揭函釋，係指一年或一營業

週期 (以較長者為準) 之期間。 

3.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金

貸與，或公開發行公司直接及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

對該公開發行公司從事資金貸與，不

受本款第2 目之限制。但貸與金額不

得超過其淨值之百分之百。 

 

(二)資金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

額 

1.資金貸與有業務往來公司或行號

者，貸與總金額以不超過本公司淨值

40﹪為限；而個別貸與金額以不超過

雙方間最近一年度業務 

往來金額為限。所稱業務往來金額係

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金額孰高者。 

2.資金貸與有短期融通資金必要之

公司或行號者，該貸與總金額以不超

過本公司淨值40﹪為限；個別貸與金

額以不超過本公司淨值 

40﹪為限。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及前項但書

規定時，應與借用人連帶負返還責

任；如公司受有損害者，亦應由其負

損害賠償責任。 

明定本公司

直接及間接

持有表決權

股份百分之

百之國外公

司間，從事

資金貸與，

或公開發行

公司直接及

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百

分之百之國

外公司對該

公開發行公

司從事資金

貸與，不受

本款第2 目

之限制。但

貸與金額不

得超過其淨

值之百分之

百。 

 

第九條 對子公司資金貸與他人之控管程序 對子公司資金貸與他人之控管程序 修定本條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若擬將資金貸

與他人者，亦應訂定本作業程序並依

本作業程序辦理；惟淨值係以子公司

淨值為計算基準。 

(二)子公司應於每月10 日(不含)以

前編制上月份資金貸與其他公司明

細表，並呈閱本公司。 

(三)子公司內部稽核人員亦應至少

每季稽核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

其執行情形，並作成書面紀錄，如發

現重大違規情事，應立即以書面通知

本公司稽核單位，本公司稽核單位應

將書面資料送交各監察人。 

(四)本公司稽核人員依年度稽核計

劃至子公司進行查核時，應一併了解

子公司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執行

情形，若發現有缺失事項應持續追蹤

其改善情形，並作成追蹤報告呈報總

經理(或董事長，視稽核單位直屬於

何單位)。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若擬將資金

貸與他人者，亦應依本公司資金貸

與他人作業程序辦理；惟淨值係以

子公司淨值為計算基準。 

(二)子公司應於每月10 日(不含)

以前編制上月份資金貸與其他公

司明細表，並呈閱本公司。 

(三)子公司內部稽核人員亦應至

少每季稽核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

序及其執行情形，並作成書面紀

錄，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立即

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稽核單位，本公

司稽核單位應將書面資料送交各

監察人。 

(四)本公司稽核人員依年度稽核計

劃至子公司進行查核時，應一併了解

子公司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執行

情形，若發現有缺失事項應持續追蹤

其改善情形，並作成追蹤報告呈報總

經理(或董事長，視稽核單位直屬於

何單位)。 

文，新增子

公司若擬將

資金貸與他

人者，亦應

依本公司資

金貸與他人

作業程序辦

理。 

 

 

 

 

 

 

 

 

 

 

 

 

 

 

 

 

 

 

 

 

 

 

 

 

 

 

 

 



附件六 

 

精元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辦法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文 原條文 修改後條文 備註 
第八條 第八條 辦理背書保證應注意事項：

(一)本公司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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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

人。 

(二)本公司如因情事變更，致背書保

證對象原符合本程序第三條規定而

嗣後不符合，或背書保證金額因據以

計算限額之基礎變動致超過本辦法

第四條所訂額度時，則稽核單位應都

督促財務部對於該對象所背書保證

之金額或超限部份應於合約所訂期

限屆滿時或訂定於一定期限內全部

消除，應訂定改善計畫，並將該改善

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計畫時程完成

改善，以及報告於董事會。 

 (三)本公司辦理背書保證因業務需

要，而有超過本辦法所訂額度之必要

且符合本辦法所訂條件者，應經董事

會同意並由半數以上之董事對公司

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聯保，並修

正本辦法，報經股東會追認之；股東

會不同意時，應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

內銷除超限部分。本公司已設置獨立

董事者，於前項董事會討論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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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反對之理由

列入董事會紀錄。 

(四)本公司之子公司擬為他人背書

或提供保證者，該子公司應依法令規

定背書保證作業程式，並應依所定作

業程式辦理。 

(五)背書保證對象若為淨值低於實

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之子公司，應由會

計部門每季將該子公司的報表提報

董事會備查。 

(六)其他依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規

定應訂定事項。 

(七)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

非屬新臺幣十元者，依前項第十一款

規定計算之實收資本額，應以股本加

第八條 辦理背書保證應注意事項： 

(一)本公司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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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

人。 

(二)本公司如因情事變更，致背書保

證對象原符合本程序第三條規定而

嗣後不符合，或背書保證金額因據以

計算限額之基礎變動致超過本辦法

第四條所訂額度時，則稽核單位應都

督促財務部對於該對象所背書保證

之金額或超限部份應於合約所訂期

限屆滿時或訂定於一定期限內全部

消除，應訂定改善計畫，並將該改善

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計畫時程完成

改善，以及報告於董事會。 

 (三)本公司辦理背書保證因業務需

要，而有超過本辦法所訂額度之必要

且符合本辦法所訂條件者，應經董事

會同意並由半數以上之董事對公司

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聯保，並修

正本辦法，報經股東會追認之；股東

會不同意時，應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

內銷除超限部分。本公司已設置獨立

董事者，於前項董事會討論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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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反對之理由

列入董事會紀錄。 

(四)本公司之子公司擬為他人背書

或提供保證者，該子公司應依法令規

定背書保證作業程式，並應依本公司

之背書保證辦法辦理。 

(五)背書保證對象若為淨值低於實

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之子公司，應由會

計部門每季將該子公司的報表提報

董事會備查。 

(六)其他依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規

定應訂定事項。 

(七)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

非屬新臺幣十元者，依前項第十一款

規定計算之實收資本額，應以股本加

明定本公司

之子公司擬

為他人背書

或提供保證

者，該子公司

應依法令規

定背書保證

作業程式，並

應依本公司

之背書保證

辦法辦理。 



計資本公積-發行溢價之合計數為

之。 

計資本公積-發行溢價之合計數為

之。 

 

 

 

 

 

 

 

 

 

 

 

 

 

 

 

 

 

 

 

 

 

 

 

 

 

 

 

 

 

 

 

 

 

 

 

 

 

 

 

 

 

 

 

 

 

 



附件七 

 

精元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  文 原 條 文 修改後條文 修正理由 

第六條 本公司股票，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

或蓋章，依法發行之。亦得採免印

製股票之方式發行之，但應洽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錄。 

本公司股票，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

名或蓋章，依法發行之。亦得採免

印製股票之方式發行之，但應洽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錄。 

配合法令及

實際需要修

訂。 

第十八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人，監察人二人，

均由股東會就有行為能力之人選

任，任期均為三年，連選均得連任

，且董事、監察人合計持股比例，

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 

前項董事名額中，設置獨立董事人

數不得低於二人，獨立董事採候選

人提名制度，由股東會就獨立董事

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立董

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

獨立性之認定、提名方式及其他應

遵行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

規定辦理。 

本公司設董事七人，監察人二人，

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度，均由股東

會就有行為能力之人選任，任期均

為三年，連選均得連任，且董事、

監察人合計持股比例，依證券主管

機關之規定。 

前項董事名額中，設置獨立董事人

數不得低於二人，獨立董事採候選

人提名制度，由股東會就獨立董事

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立董

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

獨立性之認定、提名方式及其他應

遵行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

規定辦理。 

配合法令及

實際需要修

訂。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訂立於民國八十年七月十

九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年九

月十五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三年六月四日，第三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五年六月二十九日，第四次修

正於民國八十六年六月二十一

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年五

月四日，第六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

年六月二十二日，第七次修正於民

國八十八年六月二十二日，第八次

修正於八十九年六月二十七日，第

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年六月二

十七日，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

年九月二十六日，第十一次修正於

民國九十年四月二十六日，第十二

次修正於民國九十年十月十一

日，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年

六月二十七日，第十四次修正於民

國九十二年五月三十日，第十五次

修正於民國九十五年六月十四

日，第十六次修正於民國九十六年

六月十三日，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

九十七年六月二十七日，第十八次

修正於民國九十九年六月十七

日，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一年

本章程訂立於民國八十年七月十

九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年九

月十五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三年六月四日，第三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五年六月二十九日，第四次修

正於民國八十六年六月二十一

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年五

月四日，第六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

年六月二十二日，第七次修正於民

國八十八年六月二十二日，第八次

修正於八十九年六月二十七日，第

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年六月二

十七日，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

年九月二十六日，第十一次修正於

民國九十年四月二十六日，第十二

次修正於民國九十年十月十一

日，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年

六月二十七日，第十四次修正於民

國九十二年五月三十日，第十五次

修正於民國九十五年六月十四

日，第十六次修正於民國九十六年

六月十三日，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

九十七年六月二十七日，第十八次

修正於民國九十九年六月十七

日，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一年

增列修正日

期 



六月六日，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一

○二年六月十四日，第二十一次修

正於民國一○四年六月九日修

正，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五

年六月十七日修正，第二十三次修

正於民國一○七年六月十二日修

正。 

六月六日，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一

○二年六月十四日，第二十一次修

正於民國一○四年六月九日修

正，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五

年六月十七日修正，第二十三次修

正於民國一○七年六月十二日修

正，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九

年六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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