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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九十六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三十分正 
地點︰台北市青島西路七號女青年會 401 會議室 
出席： 出席股東及委託代理人出席股份總數 23,863,092 股，佔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 43,333,800 股之

55.07％。 
列席：殷仲偉會計師、韋亮發會計師 
 
主席：彭董事長以豪                          紀錄：林季樑 
 
宣布開會：大會報告出席總股數已達法定數額，宣布開會。 
一、主席致詞：略 
二、報告事項： 
（一）九十五年度營業報告 
（二）監察人審查九十五年度財務決算表冊查核報告 
（三）董事會議事辦法報告。（詳附件一） 
三、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 本公司九十五年度之財務報表，提請  承認案。 
說  明： 
1. 本公司九十五年度決算表冊，包括營業報告書、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現金流量表，業經勤業眾

信會計師事務所殷仲偉、韋亮發會計師查核完竣。（以上財務報表包括九十五年度合併財務報表） 
2. 九十五年全年營業收入淨額為 722,808 千元，毛利為 420,890 千元，稅前淨利為 280,534 千元，稅後淨利為 243,482

千元，每股盈餘 5.62 元。（上述決算表冊如附件二） 
3. 本公司九十五年合併營業收入為 868,087 千元，營業毛利為 494,832 千元，稅前淨利為 281,881 千元，合併總淨利為

243,482 千元，每股盈餘 5.62 元。（上述決算表冊如附件三） 
決  議： 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後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 本公司九十五年度盈餘分配，提報  承認案。 
說  明： 
1. 本公司九十五年度稅後盈餘為新台幣 243,482,224 元，提撥 10％法定公積 24,348,222 元後，加計上年度未分配盈餘新

台幣 3,247,935 元，合計可分配盈餘為 222,381,937 元。擬依法令及章程規定分配如盈餘分配表。 
2. 員工紅利 10％為 19,475,865 元，分為現金 9,814,565 元（5.04％），股票 9,661,300 元（4.96％）。 
3. 提撥新台幣 173,335,200 元為股東紅利，其中包括現金股利 108,334,500 元，即每股配發現金股利 2.5 元，股票股利

65,000,700 元，即每股配發股票股利 1.5 元。 
4. 分配現金股利 2.5 元，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另定除息基準日辦理。如嗣後因買回本公司股票影響流通在外

股數，股本配息率及配股率因而發生變動者，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理並公告之。 
5.請參閱「盈餘分配表」如下。 

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九十五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期初未分配盈餘   3,247,935 
加：本期稅後純益 243,482,224  
減：提列 10%法定盈餘公積 24,348,222  
可供分配盈餘 219,134,002 222,381,937 
   
分配項目：      
    董監酬勞(1%) 1,947,587  
    員工紅利(10%) 19,475,865  
現金（5.04％）─  9,814,565   
股票（4.96％）─  9,661,300   
    股東紅利(89%) 173,335,200  
現金股利 ─  108,334,500   
股票股利─    65,000,700   
分配數合計 194,758,652  
期末未分配盈餘  27,623,285 
決  議：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後通過。 
四、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九十五年度盈餘及員工紅利轉增資發行新股，提請  討論案。 
說  明：1. 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金，擬自未分配盈餘中提撥股東紅利新台幣 65,000,700 元轉增資發行新股 6,500,070 股，

每股面額新台幣壹拾元，即每千股無償配發 150 股。員工紅利新台幣 9,661,300 元轉增資發行新股 966,130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拾元，以上合計轉增資發行新股 7,466,200 股。 

2. 以上盈餘轉增資，配發不足一股之畸零股，股東得自行歸併成一股，並於配股基準日起五日內向本公司股務

代理人辦理，逾期未申請歸併者，依法令規定按面額折付現金，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全部捨去），拼湊不

足一股之畸零股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認購之。 
3. 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508,000,000 元，分為 50,800,000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拾元。 
4. 本案俟股東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另定配發新股之除權基準日。 
5. 本次增資之股份均採無實體發行新股，其權利義務與原已發行股份相同。 
6. 本次盈餘及員工紅利轉增資相關事宜至除權日時若發行流通在外股數變動需變更每股配股、配息比率或其他

原因需為變更時，由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理。 
決  議：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後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 提 

案  由：擬修訂公司章程，提請  討論案。  
說  明：依據公司法規定及公司業務發展需要，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改前後條文對照表如附件四。 
決  議：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後通過。 
第三案：董事會 提 
案  由：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提請  討論案。 
說  明：1. 依據 96 年 1 月 19 日金管證一字第 0960001463 號函及 95 年 12 月 19 日金管證一字第 0950005718 號函辦理。 

2. 修改前後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五。 
決  議：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後通過。 
第四案：董事會 提 
案  由：擬修訂「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提請  討論案。 
說  明：1. 因應股東會選舉獨立董事採候選人制度，配合修正。 

2. 修改前後條文對照表如附件六。 
決  議：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後通過。 
 
五、臨時動議 
六、散  會 
 
附錄一 

九十五年度營業報告 
(一)九十五年經營實況報告 

本公司九十五年度的營收淨額為新台幣 722,808 千元，與九十四年度的營收淨額新台幣 1,009,341 千元比較則減

少了 28.38%，主要是因通訊暨網路事業處業務轉型，新客戶專案的工程期較長，驗收進度緩慢緣故，使該單位營

業收入由九十四年度之 734,568 千元減少到九十五年度的 310,119 千元，減少了 57.78％，但是該單位毛利率則由九

十四年度的 16.55％，提升到九十五年度的 22.54％。 
若以全公司主要營業收入來源劃分為銷貨收入及佣金收入分析，銷貨方面包括通訊暨網路(主要)及半導體、光

電事業產品，總共銷售 407,737 千元，與九十四年的 820,684 千元比較約減少 50.31％，主要原因如上所述，為通訊

暨網路產品專案工程銷售的減少。 
營業毛利方面，九十五年度的營業毛利為 420,890 千元，較九十四年度的 340,760 千元增加約 23.52％，其原因

在於本年度半導體暨光電事業處的佣金收入因半導體景氣而較前一年度大幅增加 126,413 千元，增加 67％所致。綜

觀九十五年度整體經營績效為稅前淨利 280,535 千元，較九十四年度之 71,095 千元增加 294.6％。 
(二)損益及獲利能力分析 

單位：新台幣千元 
年    度 

分 析 項 目 
 

95 年 
 

94 年 
 

增（減）比例 
營業收入 722,808 1,009,341 (28.38%)
營業毛利 420,890 340,760 23.52%損益分析

稅後淨利 243,482 54,489 346.85%
資產報酬率（％） 21.24 5.80 266.21%
股東權益報酬率（％） 30.66 8.14 276.66%
佔實收資本 營業利益 34.08 21.72 56.91%
比率（％） 稅前純益 64.74 16.41 294.52%
純益率（％） 33.70 5.4 524.07%

獲利能 
 

每股盈餘（元） 5.62 1.26 346.03%
(三)九十六年度營業計畫概要 

1.銷售計畫 
(1)提高毛利率 

通訊暨網路事業處透過爭取原廠的支持以及增加高階產品的銷售以提高專案毛利。 
(2)提高客戶附加價值 

半導體暨光電事業處除了提供客戶具競爭力之產品線外，另透過本身研發技術能力的提昇，提供客戶設備改良
之服務，以提高客戶附加價值。 

2.財務計畫 
由於本公司所代理的產品線包括、美國、德國、比利時、日本、韓國等國家，因此日常財務處理的幣別種類頗
多，由於受美國景氣的預期因素以及人民幣升值等變數影響，近期全球主要貨幣匯率波動幅度越來越大，為了
減少公司匯率風險，確保公司獲利，因此加強匯率風險管理為今年的重點財務計畫。 
另外，因公司九十五年度獲利創新高，因此運用閒置資金投資低風險的金融產品，以增加公司獲利，也是公司
今年的重要課題。 

 
董事長  彭 以 豪 

附錄二 
監察人審 查報告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九十五年度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金流量表等財務報告（以上報表含豪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殷仲偉、韋亮發會計師查核竣事，連同營業報告書及盈

餘分配表，經本監察人審查認為尚無不符，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繕具報告。 
   此 致 

  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九十六年度股東常會 
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六   年    三    月   三 十    日 
附件一：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請參閱議事手冊) 

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務代理人 股票代號：6218 
大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務代理部  
地址：100 台北市重慶南路一段二號五樓 
電話：(02)2389-2999 

股東 台啟 

台北郵局許可證
台北字第6956號

國 內

郵 資 已 付

(限向郵局窗口交寄)

印 刷 品

無法投遞請勿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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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會計師查核報告 

 
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五年及九十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九十五年及九十四年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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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允當表達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
十五年及九十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狀況，暨民國九十五及九十四年度之經營成果與現金流量。 
  如財務報表附註三所述，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九十五年一月一日起，採用新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三十四號「金融商品之會計處理準則」及第三十六號「金融商品之表達與揭露」，以及其他相關公報配合新修訂之條文。 
  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五及九十四年度之合併財務報表，業經本會計師出具修正式無保留意見之查核報
告在案，備供參考。 
  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五年度財務報表重要會計科目明細表，主要係供補充分析之用，亦經本會計師採
用第二段所述之查核程序予以查核。據本會計師之意見，該等科目明細表在所有重大方面與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相關
資訊一致。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殷仲偉 

  
會 計 師  韋亮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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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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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六  年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附件三 

會計師查核報告 
 
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民國九十五年及九十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九十五年及
九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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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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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允當表達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
子公司民國九十五年及九十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狀況，暨民國九十五年及九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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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合併財務報表附註三所述，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自民國九十五年一月一日起，採用新發布之財務會
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四號「金融商品之會計處理準則」及第三十六號「金融商品之表達與揭露」，以及其他相關公報配合
新修訂之條文。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殷仲偉 

  
會 計 師 韋亮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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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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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六  年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附件四 

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第二條 新增營業項目 十六、E601010 電器承裝業。 

十七、E603010 電纜安裝工程業。 
十八、E605010 電腦設備安裝業。 
十九、E701010 通信工程業。 
二十、E701030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裝設工程業。 
二十一、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二十二、F218010 資訊軟體零售業。 
二十三、I301020 資料處理服務業。 
二十四、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二十五、JE01010 租賃業。 
二十六、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第六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
章，經依法簽證後發行之。發行新股時得就該次發行
總數合併印製股票，亦得免印製股票。其他有價證券
亦同。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
章，經依法簽證後發行之。發行新股時得就該次發行
總數合併印製股票，亦得免印製股票。其他有價證券
亦同，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錄。 

第 十 四
條之一 

新增。 本公司前條董事名額中，設立獨立董事二人。獨立董
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度，提名方式依公司法第一
九二條之一規定辦理。 

第 二 十
四條 

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六十八年三月二十日。自奉呈
主管官署核准登記後施行。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六十八年四月十六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年七月十四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一年五月四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二年十一月十八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三年七月七日。 
第六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三年七月二十七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四年二月六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五年五月二十一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七年九月十二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八年八月五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九年一月二十三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年八月十五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二年七月十八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四年六月十二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五年五月十一日。 
第十六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七年十月九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年十二月十三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三月二十五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年五月十九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二月二十七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年六月十五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年六月十四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五年六月十五日。 

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六十八年三月二十日。自奉呈
主管官署核准登記後施行。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六十八年四月十六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年七月十四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一年五月四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二年十一月十八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三年七月七日。 
第六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三年七月二十七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四年二月六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五年五月二十一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七年九月十二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八年八月五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九年一月二十三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年八月十五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二年七月十八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四年六月十二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五年五月十一日。 
第十六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七年十月九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年十二月十三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三月二十五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年五月十九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二月二十七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年六月十五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年六月十四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五年六月十五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六年六月二十一日 

 
附件五 

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正前 修正後 
第二條 
第一項 

一、 有價證券：包括股票、公債、公司債、
金融債券、國內受益憑證、海外共同
基金、存託憑證、認購(售)權證、受益
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等長、短期投資。 

一、 有價證券：包括股票、公債、公司債、金融債券、表彰基
金之有價證券、存託憑證、認購（售）權證、受益證券及
資產基礎證券等投資。 

第五條 增加第五條第二項規定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訂處理程序或其他法律規定應經董
事會通過者，如有董事表示異議且有紀錄或書面聲明，公司並
應將董事異議資料送各監察人。 
本公司已設置獨立董事，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交易提
報董事會討論時，應充分考量各獨立董事之意見，獨立董事如
有反對意見或保留意見，應於董事會議事錄載明 

第六條 
第四項 
第一款 

（一） 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或特定價
格作為交易價格之參考依據時，該項
交易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未來
交易條件變更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
辦理。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
易價格之參考依據時，該項交易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
過，未來交易條件變更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理。 

第七條 
第二項 

增加第二項內容有關獨立董事規定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提報董事會討論時，應充分考量各獨立董事
之意見，獨立董事如有反對意見或保留意見，應於董事會議事

條文 修正前 修正後 
錄載明。 

第八條 
第三項 

三、執行單位 
本公司長、短期有價證券投資時，應依
前項核決權限呈核後，短期有價證券之
取得及處分作業由財務處執行，長期有
價證券之取得及處分作業由董事長室
執行，或由董事長視個案指定執行。 

三、執行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後，
由財務暨行政管理處執行，或由董事長視個案指定執行。

第八條 
第四項 
第一款 

（一）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有下列
情形之一，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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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洽請會計師就交易價格之合
理性表示意見： 
1. 取得或處分非於證券交易所或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 
2.取得或處分私募有價證券。 

（一）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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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洽請會計師就
交易價格之合理性表示意見。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
之公開報價或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令有規定者，
不在此限。 

第十二條
第二項 
第一款 

增加第一款內容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之公司，應將下列資料作成完整書面紀錄，並保存五
年，備供查核。 
1. 人員基本資料：包括消息公開前所有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計畫或計畫執行之人，其職稱、姓名、身分證字號（如
為外國人則為護照號碼）。 

2. 重要事項日期：包括簽訂意向書或備忘錄、委託財務或法律顧
問、簽訂契約及董事會等日期。 

3. 重要書件及議事錄：包括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
意向書或備忘錄、重要契約及董事會議事錄等書件。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之公司，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之日起二日内，將前項
第一款及第二款資料，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路資訊系統申報本
會備查。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上市或股票在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者，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
買賣之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上述規定辦理。 

第十六條 新增第二項規定 
 

本公司已設置獨立董事，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
序提報董事會討論時，應充分考量各獨立董事之意見，獨立董
事如有反對意見或保留意見，應於董事會議事錄載明。 

附件六 
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 
條 文 修正前 修正後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
用記名累積投票法，選舉人之記
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
號碼代之，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
之選舉，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人
數相同之選舉權，集中選舉一
人，或分配選舉數人。 

本公司依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之二及第一百八十三條之規定，設立獨立董
事二人，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用記名累積投票法，選舉人之記名，得
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每一股
份有與應選出人數相同之選舉權，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數人。 
本公司獨立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度，持有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一以
上股份之股東及董事會得提出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經董事會審查其符合
獨立董事所應具備條件後，送請股東會，股東應就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中
選任之。 
獨立董事候選人提名之受理方式及公告等相關事宜，悉依公司法、證券交
易法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獨立董事與非獨立董事應一併進行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附件七：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請參閱議事手冊) 
附件八：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請參閱議事手冊) 
附件九：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請參閱議事手冊) 
附件十：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請參閱議事手冊) 
附件十一： 

員工分紅及董監酬勞 
一、 公司章程所載員工分紅及董監酬勞之有關資訊由董事會擬具分配案送經股東會分配之。分配盈餘時，提撥員工紅

利百分之十並依本公司「員工紅利分配辦法」分配之，董監事酬勞百分之一，股東紅利百分之八十九。 
二、 董事會通過擬議配發員工紅利及董事、監察人酬勞金額如下： 

配發員工現金紅利、股票紅利及董事、監察人酬勞金額 
本公司董事會於 96 年 3 月 29 日通過之盈餘分配案如下： 
員工現金紅利 9,814,565 元。 
員工股票紅利 9,661,300 元。 
董監事酬勞 1,947,587 元。 
擬議配發員工股票紅利股數及其占盈餘轉增資之比例：12.94%。 
考慮擬議配發員工紅利及董事、監察人酬勞後之設算每股盈餘為 5.12 元。 

三、 上年度盈餘用以配發員工紅利及董事、監察人酬勞情形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股東會決議 
實際配發數 

原董事會通過 
擬議配發數 差異數 差異原因 

配發情形： 
員工現金紅利 
員工股票紅利 
董監事酬勞 

 
7,303 

0 
730 

 
7,303 

0 
730 

 
0 
0 
0 

 
- 
- 
- 

每股盈餘相關資訊 
原每股盈餘（元） 
設算每股盈餘（元） 

 
1.26 元 
1.07 元 

 
1.26 元 
1.07 元 

 
0 
0 

 
- 
- 

 
附件十二 

豪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監察人之姓名、任期及持有股數情形 

截至 96 年 4 月 30 日止 
   

職  稱 
 

戶  名 
選任 
日期 

現任或 
解任 持有股數 備   註 

董 事 長 彭以豪 94.6 現任 8,423,450  
董   事 彭以勉 94.6 現任 1,520,942  
董   事 賴建明 94.6 現任 548,686  
獨 立 董 事 林俊文 94.6 現任 0  
獨 立 董 事 高啟全 94.6 現任 405,500  
監 察 人 白雁浦 94.6 現任 504,042  
監 察 人 黃宗仁 94.6 現任 1,262,932  
獨 立 監 察

人 陳宗晉 94.6 現任 33,000  

全體董事依法最低應持有股數 3,600,000 佔股份總額 8.31％ 
全體董事持有股數 10,898,578 佔股份總額 25.15％ 
全體監察人依法最低應持有股數 360,000 佔股份總額 0.83％ 
全體監察人持有股數 1,799,974 佔股份總額 4.15％ 
全體董事、監察人持有股數總額 12,698,552 佔股份總額 29.30％ 

附件十三 
本次股東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 
 年度 96 年度 
 （預估） 
期初實收資本額（千元） 433,338（千元） 

每股現金股利 2.5 元（註一） 
盈餘轉增資每股配股數 0.15 股（註一） 

 
本 年 度 配 股 配 息 情
形 資本公積轉增資每股配股數 0 

營業利益 
營業利益較去年同期增（減）比率 
稅後純益 
稅後純益較去年同期增（減）比率 
每股盈餘 
每股盈餘較去年同期增（減）比率 

 
 
營業績效 
變化情形 

年平均投資報酬率 
擬制每股盈餘 若盈餘轉增資全數改配發現金

股利 擬制年平均報酬率 
擬制每股盈餘 若未辦理資本公積轉增資 
擬制年平均報酬率 
擬制每股盈餘 

 
擬 制 性 每 股 盈 餘 及
本益比 

若未辦理資本公積且盈餘轉增
資改以現金股利發放 擬制年平均報酬率 

 
 
 
 
 
（註二） 

註一：本年度配股配息係暫以九十六年四月底流通在外股數 43,333,800 股計算。 
註二：九十六年度未公開財測，故無須揭露九十六年度資訊。 
 
其他說明事項 
本次股東常會，股東提案處理說明： 
說明：本公司今年股東常會受理股東提案申請，期間為 96 年 4 月 16 日至 96 年 4 月 27 日止，並已依法公告於公開資

訊觀測站。 
公司並無接獲任何股東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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