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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麟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常會議程 

時    間﹕中華民國九十七年六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下午二時整。 
 
地    點﹕台北總公司(台北縣汐止市新台五路一段 98號 19 樓) 
 
一、 報告出席股數﹕宣佈開會 

 
二、 主席致詞 

 
三、 報告事項 

(一) 九十六年度營業報告。 
(二) 監察人九十六年度決算表冊查核報告。 
 

四、 承認事項及討論事項 
(一) 九十六年度之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 
(二) 九十六年度盈餘分派。 
 

五、 臨時動議 
 

六、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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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 民國九十六年度營業報告，報請  公鑒。 

說明：民國九十六年營業報告書，請參閱本手冊第 5~7頁附件一。 
 

二、 監察人九十六年度查核報告，報請  公鑒。 
說明︰監察人查核報告書，請參考本手冊第 7~8頁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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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及討論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  提) 
案由：民國九十六年度之決算表冊，謹提請  承認。 
說明：(一) 本公司民國九十六年度財務報表曁合併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債

表、損益表、股東權益變動表、現金流量表業經致遠會計師事務所

鄧泗堂及蕭翠慧會計師查核完竣，並經民國九十七年四月八日董事

會決議通過，送交監察人審查完畢出具書面審查報告書在案。 
(二) 民國九十六年度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

參閱本手冊第 5~6頁附件一、第 9~21頁附件三。 
 

決議︰ 
 

 
 
第二案：(董事會  提) 
案由：擬具本公司民國九十六年度盈餘分派案，謹請  承認。 
說明：(一) 民國九十六年度盈餘分配案，係分配民國九十六年度可分配盈餘，

業經民國九十七年四月八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二) 本次盈餘分配案，普通股現金股利每股配發新台幣 2.2元，俟股東
常會通過後，由董事會另訂現金股利除息基準日。 
 

(三) 自九十六年度盈餘中提撥 4,923,223元作為員工紅利，以現金方式

發放。 
 

(四) 民國九十六年盈餘分派表，請參閱本手冊第 22頁附件四。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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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女士、先生： 

歡迎各位撥冗參加本年度的股東會，在此謹代表公司對各位股東之支持與鼓勵致上最崇高之

謝意。茲將本公司九十六年度之經營狀況及未來展望報告如下： 
 
營業成果 

本公司 96 年度合併營收為新台幣 1,824,030仟元，較 95 年度 1,876,300仟元減少 2.79%，

儘管全年合併營收較去年下滑，但因整體毛利率由去年的 32.6%，提升至今年的 36.89%，

合併稅前盈餘為新台幣 337,056仟元，仍較去年的 282,489仟元成長 19.32%；但由於本年

度所得稅費用較去年增加新台幣 66,301仟元，96 年度稅後淨利為新台幣 246,161仟元，較

95 年度 257,895仟元減少 4.55%；稅後每股盈餘為新台幣 4.09元，較 95 年度 4.28元減少

4.44%。 
 
企業發展 

汽車零件事業部-全力支持湖州劍力金屬製品有限公司在中國大陸快速發展的成長策略，湖

州劍力通過 ISO TS16949品質認證，並獲得客戶訂單。不但拉近與客戶之距離、強化與客

戶之合作關係外，並進一步落實劍麟集團的產能政策。 

展家事業部-搭配下游通路商深入歐洲市場，了解當地市場規模、競爭者與客戶的相關資訊，

目前正積極佈局，除了鞏固既有衣架市場外，希望將展示架等其他產品線推展至南歐市場。 

劍麟公司於 96 年重新導入 ERP系統並正式上線，計劃於系統穩定後推展至各子公司，屆時

新系統的效應將完整顯現，整個企業員工的工作效率也可大幅提升。 
 
產品創新、技術創新 

近年汽車安全氣囊系統引入了多項主要的創新技術，新型的安全氣囊系統增加了「智慧性」。

不同於以往系統一律採用最大的展開力，彷彿所有的事故和乘客都是如出一轍；新系統是根

據事故和乘客的具體參數來決定氣囊的展開力度，這些參數可能包括碰撞的嚴重程度、乘客

的體重和座椅相對氣囊的位置等。而氣囊充氣氣殼體使用原料的高強度、重量輕以及環保的

特性更是發展重點，劍麟致力發展新ㄧ代汽車安全件，Cold gas Curtain Inflator 精密車削

件、乘客座 HYBRID 安全氣囊沖壓零件、方向盤角度調整裝置、下拉式預縮式安全帶精密

導管、HYBRID安全氣囊之點火器承座…等，皆是本公司研發團隊於 96 年的研發成果。為

因應市場及客戶需求，劍麟並將繼續戮力產品及技術之創新，預計 97 年度開發高張力板加

工件、鋁材加工件、高張力焊接精密抽管技術、雷射銲接等技術，逐步累積核心技術和競爭

優勢。 
 
獲獎 

民國九十六年，劍麟公司持續得到來自客戶的獎項與肯定，表揚我們在各方面的傑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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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liv Group 評選頒發給我們”The Crystal Bag Award”，The Crystal Bag Award is 

presented to selected Suppliers of the Autoliv Group in recognition of their contributions to 

fulfilling Autoliv’s business mission-“To create, manufacture and sell state-of-the-art 

automotive safety systems.” 
 
展望 

展望民國 97 年，由於近年汽車安全系統獲世界多國官方重視，紛紛訂定相關規範，安全氣

囊系統已不僅成為汽車標準配備，其普及化及多量化的現象，可望為公司帶來更多商機；而

在公司內部，我們將加強科學化管理，降低不良率，並致力於耕耘利基市場，邁向國際化。 

雖然公司未來的表現相當程度取決於全球總體經濟及汽車產業的發展，但我們民國九十七年

的表現仍將受惠於過去幾年積極的集團佈局，以及更佳的資本效益與營運效率。劍麟跨入第

32個年頭，面對未來，劍麟集團全體同仁仍將戮力以赴，繼續讓我們的客戶更成功，也讓

我們的股東價值再成長。 
 
最後感謝股東們對經營團隊的支持、信任與愛護，敬祝各位 

健康快樂，心想事成。 
 
 
  
 
 
 
 
 
    
  劍麟股份有限公司 

 

 
 
 
 
 

 
黃正怡                     黃正忠                    游孟翰 

董事長                     總經理                    總經理室經理(主辦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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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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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務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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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台北縣汐止市新台五路一段 98號 19 樓 
公司電話：(02)2696-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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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台幣仟元
資           產  九十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九十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負債及股東權益 九十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九十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代碼 會計科目 附註 金　　　額 ％ 金　　　額 ％ 代碼 會計科目 附註 金　　　額 ％ 金　　　額 ％
流動資產 流動負債

1100 　現金及約當現金 二及四.1 $177,233 12.74     $182,629 14.69      2180   公平價值變動列入損益之金融負債-流動 二、三及四.8 $-     -        $103 -           
1120   應收票據淨額 二及四.2 2,768 0.20       4,606 0.37        2120 　應付票據 5,406 0.39       16,093 1.29          
1140   應收帳款 二及四.2 122,620 8.81       132,123 10.63      2140 　應付帳款 63,465 4.56       58,755 4.73          
1150   應收關係人帳款 二、四.2及五 27,794 2.00       23,664      1.90        2150 　應付帳款-關係人 五 27,697 1.99       -             -           
1160   其他應收款 21,130 1.52       20,545 1.65        2160 　應付所得稅 二及四.15 9,887         0.71       19,352      1.56          
1180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五 29,013 2.09       415           0.03        2170 　應付費用 四.9 45,862 3.30       38,528 3.10          
1210 　存貨 二及四.3 58,184 4.18       51,218 4.13        2210   其他應付款 3,280 0.23       35,990 2.90          
1260 　預付款項 五 22,551 1.62       7,039 0.57        2280 　其他流動負債 27,957 2.01       12,026 0.97          
1280 　其他流動資產 二、四.4及四.15 26,228 1.88       34,816 2.80        21XX 　　　流動負債合計 183,554 13.19 180,847 14.55
11XX 　　　流動資產合計 487,521 35.04 457,055 36.77

基金及投資
1421   採權益法之長期股權投資 二及四.5 473,954 34.07     358,985 28.88      其他負債  

2810   應計退休金負債 二及四.10 35,128 2.53 25,370 2.04
2820   存入保證金 40 -        40 -           

固定資產 二及四.6  2861   遞延所得稅負債-非流動 二及四.15 24,976 1.80       3,426        0.28          
1501 　土地　　　　　　　　 91,556 6.58       91,556 7.36        2881   遞延貸項-聯屬公司間利益 五 8,365 0.60       9,364        0.75          
1521 　房屋及建築 216,764 15.58     215,747 17.36      28XX 　其他負債合計 68,509 4.93 38,200 3.07
1531 　機器設備 181,626 13.06     160,180 12.89      
1551 　運輸設備　　　　　　 12,987 0.93       9,772 0.78              負債總計 252,063 18.12 219,047 17.62
1561 　辦公設備 2,417 0.17       2,825 0.23        
1681   其他設備 10,530 0.76       13,779 1.11        
15XY     成本合計 515,880 37.08 493,859 39.73
15X9   減：累計折舊 (113,339) (8.15) (87,841) (7.07)
1671   未完工程 373 0.03       373 0.03        
1672   預付設備款 3,670 0.26       1,094 0.09        股東權益
15XX 　　　固定資產合計 406,584 29.22 407,485 32.78 31XX 　股本 四.11

3110     普通股股本 602,330 43.29 602,330 48.45
32XX 　資本公積 四.12 62,199 4.47 62,199 5.00

無形資產 33XX 　保留盈餘
1770   遞延退休金成本 二及四.10 17,017 1.22       11,267 0.90        3310     法定盈餘公積 四.13 111,222 7.99 85,433 6.88
17XX       無形資產合計 17,017 1.22       11,267 0.90        3350     未分配盈餘 四.14及四15 323,608 23.26 258,977 20.83

33XX       保留盈餘合計 434,830 31.25 344,410 27.71
3420   累積換算調整數 二及四.5 39,886 2.87 15,125      1.22

其他資產 3XXX 　    股東權益總計 1,139,245 81.88 1,024,064 82.38
1800 　出租資產淨額 二、四.7及五 3,246 0.23       3,271 0.26        
1820 　存出保證金 83 0.01       83 0.01        
1830   遞延費用 二 2,903           0.21       4,965        0.40        
18XX 　　　其他資產合計 6,232 0.45 8,319 0.67

資產總計 $1,391,308 100.00   $1,243,111 100.00    負債及股東權益總計 $1,391,308 100.00 $1,243,111 100.00

（請參閱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黃正怡                                                                            經理人： 黃正忠 會計主管： 游孟翰

劍麟股份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

民國九十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民國九十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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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仟元

  九十六年度 九十五年度

代碼 項　　　　目 附　註  金    額   ％ 金    額   ％

營業收入 二及四.17
4110 銷貨收入 $1,257,098 100.23 $1,437,208 100.27
4170 減：銷貨退回 (245) (0.02) (368) (0.02)
4190 　　銷貨折讓 (2,632) (0.21) (3,548) (0.25)
4000 營業收入淨額 1,254,221 100.00 1,433,292 100.00
5000 營業成本 四.18及五 961,451 76.66 1,086,009 75.77
5910 營業毛利 292,770 23.34 347,283 24.23
5920 聯屬公司間未實現銷貨毛利 二及五 (8,365) (0.67) (9,364) (0.65)
5930 聯屬公司間已實現銷貨毛利 二 9,364 0.75 -                         -    

已實現營業毛利 293,769 23.42 337,919 23.58
營業費用 四.18

6100     推銷費用 63,797 5.08 61,588 4.30
6200     管理費用 51,243 4.09 44,050 3.07
6300     研發費用 63,358 5.05 51,540 3.60
6000         營業費用合計 178,398 14.22 157,178 10.97
6900 營業利益 115,371 9.20 180,741 12.61

營業外收入及利益

7110 　利息收入 3,175 0.25 2,457 0.17
7121     權益法認列之投資收益 二及四.5 117,820 9.39 36,114             2.52
7150     存貨盤盈(淨額) -                         -    1,570               0.11
7160     兌換利益(淨額) 二 11,596             0.93 17,221             1.20
7210     租金收入 240                  0.02 373 0.03
7220     出售下腳及廢料收入 1,355               0.11 795                  0.05
7310   金融資產評價利益 二 76                    0.01 -                         -    
7480 　什項收入 56,104 4.47 33,055 2.31
7100 　　營業外收入及利益合計 190,366 15.18 91,585 6.39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7510 　利息支出 -                         -    380 0.03
7530     處分固定資產損失 二及四.6 1                         -    633                  0.04
7550     存貨盤虧(淨額) 1,711               0.14 -                         -    
7650   金融負債評價損失 二及四.8 1,588               0.13 103                  0.01
7880 　什項支出 6,276               0.50 10,317             0.72
7500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合計 9,576 0.77 11,433 0.80
7990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利 296,161 23.61 260,893 18.20
8110 所得稅(費用) 二及四.15 (50,000) (3.98) (2,998) (0.21)
9600 本期淨利 $246,161 19.63 $257,895 17.99

9750 基本每股盈餘(元) 四.16
   本期稅前淨利 $4.92 $4.33

9710    本期淨利 $4.09 $4.28
.

（請參閱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黃正怡　　　　　　　　　經理人：黃正忠　　　　　　　　會計主管：游孟翰

劍麟股份有限公司

損益表

民國九十六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民國九十五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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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台幣仟元

累積換算

項                     目 股  本 資本公積 法定盈餘公積 未分配盈餘 合      計 調整數 總　　計

民國九十五年一月一日餘額 $528,360 $62,199 $71,462 $144,374 $215,836 $4,423 $810,818
  九十四年度盈餘分配：

　  提列九十四年度法定盈餘公積     -           -       13,971 (13,971) -                         -           -       
  董監事酬勞     -           -           -           -       -                         -           -       
  盈餘轉增資 73,970     -           -       (73,970) (73,970)     -           -       
  員工紅利     -           -           -       (2,515) (2,515)     -       (2,515)
  現金股利     -           -           -       (52,836) (52,836)     -       (52,836)
累計換算調整數     -           -           -           -       -                     10,702 10,702
九十五年度淨利     -           -           -       257,895 257,895     -       257,895
民國九十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 602,330            62,199                85,433                 258,977               344,410             15,125               1,024,064             
  九十五年度盈餘分配：

　  提列九十五年度法定盈餘公積     -           -       25,789 (25,789)     -           -           -       
  員工紅利     -           -           -       (5,158) (5,158)     -       (5,158)

      現金股利     -           -           -       (150,583) (150,583)     -       (150,583)
累積換算調整數     -           -           -           -           -       24,761 24,761
九十六年度淨利     -           -           -       246,161 246,161     -       246,161
民國九十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 $602,330 $62,199 $111,222 $323,608 $434,830 $39,886 $1,139,245

（請參閱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黃正怡 經理人：黃正忠 會計主管：游孟翰

保留盈餘

劍麟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權益變動表

民國九十六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民國九十五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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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九十六年度 九十五年度 　　　　項　　　　　目 九十六年度 九十五年度

營業活動之現金流量：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本期淨利 $246,161 $257,895 　　購置長期投資價款 -                               (24,324)
　　出售固定資產價款 -                               13,021

　調整項目： 　　購置固定資產價款 (32,455) (82,383)
　　折舊費用(含出租資產) 33,380 24,707     專利權減少 -                               25
　　各項攤提 2,365 2,451 　　遞延費用(增加) (303) (4,294)
　　處分固定資產損失 1 588 　　存出保證金減少 -                               162
    處分遞延費用損失 -                             44                                子公司發放現金股利 27,612 -                                   
    公平價值變動列入損益之金融負債-流動(減少)增加 (103) 103                          　投資活動淨現金流(出) (5,146) (97,793)
    採權益法認列之投資(利益) (117,820) (36,114)
　　應收票據減少(增加) 1,838 (2,523)
　　應收帳款減少 5,373 6,093 融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其他應收款(增加)減少 (29,183) 16,010 　　存入保證金(減少) -                               (210)
　　存貨(增加) (6,966) (21,918) 　  短期借款(減少) -                             (40,000)
　　預付款項(增加) (15,512) (80)     發放員工紅利 (5,158) (2,515)
　　其他流動資產(增加)減少 (216) 2,285     發放現金股利 (150,583) (52,836)
　　遞延所得稅資產減少(增加) 8,804 (28,417)   融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155,741) (95,561)
　　應付票據(減少)增加 (10,687) 5,349
　　應付帳款增加(減少) 32,407 (10,396)
　　應付所得稅(減少)增加 (9,465) 17,818 本期現金及約當現金(減少)增加數 (5,396) 101,746
　　應付費用增加 7,334 1,456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182,629 80,883
    其他應付款(減少)增加 (32,710) 35,247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177,233 $182,629
　　其他流動負債增加 15,931 7,569
    退休金費用未實際提撥數 4,008 4,143
　　遞延所得稅負債增加 21,550 3,426                       現金流量資訊之補充揭露 ： 

    遞延貸項(減少)增加 (999) 9,364                           本期支付利息(不含資本化利息) $- $380
　營業活動淨現金流入 155,491 295,100     本期支付所得稅 $29,111 $7,548

(請參閱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黃正怡           經理人：黃正忠 會計主管：游孟翰

劍麟股份有限公司

現金流量表

民國九十六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民國九十五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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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麟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民國九十六年度及民國九十五年度 
 
 
 
 
 
 
 
 
 
 
 
 
 
 
 
 
 
 
 
 
 
 
 
 
 

公司地址：台北縣汐止市新台五路一段98號19樓 
公司電話：(02)2696-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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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台幣仟元
九十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九十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九十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九十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代碼 會計科目 附      註 金　　　額 ％ 金　　　額 ％ 代碼 會計科目 附       註 金　　　額 ％ 金　　　額 ％
流動資產 流動負債

1100 　現金及約當現金 二及四.1 $280,167 19.28 $254,940 19.30 2180   公平價值變動列入損益之金融負債-流動 二及四.2 $3,032 0.21 $103 0.01
1310 　公平價值變動列入損益之金融資產-流動 二及四.2 1,082 0.08 -                    -        2120 　應付票據 5,406 0.37 16,093 1.22
1120   應收票據淨額 二及四.3 2,768 0.19 4,607 0.35 2140 　應付帳款 97,906 6.74 91,370 6.92
1140   應收帳款淨額 二及四.3 213,831 14.72 168,083 12.73 2160 　應付所得稅 二及四.12 9,887            0.68 19,352 1.47
1160   其他應收款 22,589 1.55 33,891 2.57 2170   應付費用 62,445 4.30 52,232           3.95
1210   存貨淨額 二及四.4 176,768 12.17 140,399 10.63 2210   其他應付款 6,559 0.45 36,851 2.79
1260   預付款項 8,948 0.61 3,766 0.28 2280 　其他流動負債 33,554 2.31 14,106 1.07
1280 　其他流動資產 四.12 26,228 1.81 34,816 2.64 21XX 　　流動負債合計 218,789 15.06 230,107 17.43
11XX 　　流動資產合計 732,381 50.41 640,502 48.50

其他負債
固定資產 二及四.5 2810 　應計退休金負債 二及四.7 35,128 2.42 25,370 1.92

1501   土地 105,498        7.26 104,091 7.88 2820   存入保證金 40 -        40 -            
1521   房屋及建築 372,673        25.65 349,547 26.47 2861   遞延所得稅負債-非流動 二及四.12 24,976 1.72 3,426             0.26
1531   機器設備 273,965 18.86 218,772 16.56 2880   其他負債 34,752 2.39 37,780           2.86
1551 　運輸設備 12,987 0.90 9,772 0.74 28XX     其他負債合計 94,896 6.53 66,616 5.04
1561 　辦公設備 45,693 3.14 39,822 3.02
1681 　其他設備 10,530 0.72 13,779 1.04
15XY   小  計 821,346 56.53 735,783 55.71 　　負債總計 313,685 21.59 296,723 22.47
15X9   減：累計折舊 (156,260) (10.76) (105,747) (8.01)
1671   未完工程 373 0.03 420 0.03
1672   預付設備款 5,118 0.35 3,034 0.23
15XX     固定資產淨額 670,577 46.15 633,490 47.96

股東權益
31XX 股本

無形資產 3110 　普通股股本 四.8 602,330 41.45 602,330 45.60
1750   電腦軟體成本 1,786 0.12 2,210            0.17  32XX 資本公積 四.9 62,199 4.28 62,199 4.71
1760   合併借項 13,789 0.95 13,838 1.05  33XX 保留盈餘
1770   遞延退休金成本 二及四.7 17,017 1.17 11,267 0.85  3310 　法定盈餘公積 四.10 111,222 7.66 85,433 6.47
1782   土地使用權 11,148 0.77 11,161 0.84  3350 　未分配盈餘 四.11及四.12 323,608 22.27 258,977 19.60
17XX     無形資產合計 43,740 3.01 38,476 2.91 33XX        保留盈餘合計 434,830 29.93 344,410 26.07

34XX 股東權益其他項目
3420    累積換算調整數 二 39,886 2.75 15,125 1.15

其他資產
1800   出租資產淨額 二、四.6及五 3,246 0.22 3,271 0.25
1820     存出保證金 83 0.01 83 0.01 3XXX        母公司股東權益合計 1,139,245 78.41 1,024,064 77.53
1830     遞延費用 二 2,903 0.20 4,965 0.37
18XX     其他資產合計 6,232 0.43 8,319 0.63

3610        少數股權 -                    -        -                     -            
       股東權益總計 1,139,245 78.41 1,024,064 77.53

資產總計 $1,452,930 100.00 $1,320,787 100.00 負債及股東權益總計 $1,452,930 100.00 $1,320,787 100.00

     (請參閱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黃正怡  經理人：黃正忠            會計主管：游孟翰

資　　　　　產 負債及股東權益

劍麟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資產負債表

民國九十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民國九十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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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仟元
(每股盈餘除外)

 九十五年度
代  碼 項　　　　目 附　註 ％ ％

營業收入 二
4110 銷貨收入 $1,838,940 100.82 $1,876,169 99.99
4170 減：銷貨退回 (245) (0.01) (368) (0.02)
4190 　　銷貨折讓 (19,124) (1.05) (12,744) (0.69)
4100 　銷貨收入淨額 1,819,571 99.76 1,863,057 99.29
4800 　其他營業收入淨額 4,459 0.24 13,243 0.71
4000 　　營業收入合計 1,824,030 100.00 1,876,300 100.00

5000 營業成本 四.14 1,151,075 63.11 1,264,586 67.40
5910 營業毛利 672,955 36.89 611,714 32.60

營業費用 四.14
6100 　推銷費用 73,933 4.06 68,628 3.66
6200 　管理及總務費用 275,670 15.11 256,225 13.66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63,358 3.47 51,540 2.76

    營業費用合計 412,961 22.64 376,393 20.07

6900 營業淨利 259,994 14.25 235,321 12.54

營業外收入及利益
7110   利息收入 4,686 0.26 5,778 0.31
7150   存貨盤盈(淨額) -  -  1,570          0.08
7160   兌換利益(淨額) 二 21,751 1.19 19,397        1.03
7210   租金收入 五 240 0.02 373             0.02
7310   金融資產評價利益 二、三及四.6 1,124 0.06 -  -  
7480   什項收入 63,705 3.49 37,644 2.01

    營業外收入及利益合計 91,506 5.02 64,762 3.44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7510     利息費用 745           0.04 3,034 0.16
7530     處份固定資產損失(淨額) 二 1 -  633 0.03
7550   存貨盤損(淨額) 1,710          0.10 -                  -  
7650   金融負債評價損失 二、三及四.6 4,626 0.25 103            0.01
7880   什項支出 7,362 0.40 13,824        0.74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合計 14,444 0.79 17,594 0.94

7900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利 337,056 18.48 282,489 15.05
8110 所得稅(費用) 二及四.12 (90,895) (4.98) (24,594) (1.31)
8900 合併總淨利 $246,161 13.50 $257,895 13.74

歸屬予：
9601   母公司股東 $246,161 13.50 $257,895 13.74
9602   少數股權 -  -  -                  -  
9600   合併總淨利 $246,161 13.50 $257,895 13.74

9750 基本每股盈餘（元） 四.13 稅前 稅後 稅前 稅後
    合併總淨利 $5.60 $4.09 $4.69 $4.28
    合併總淨利每股盈餘歸屬予：

   母公司股東 $4.09 $4.28
   少數股權 -  -  
   合併總淨利 $4.09 $4.28

（請參閱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黃正怡　　 　   　　　　　　          經理人：黃正忠 會計主管：游孟翰

九十六年度
金      額 金      額

劍麟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損益表

民國九十六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民國九十五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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累積換算 母公司股東

項                     目 股  本 資本公積 法定盈餘公積 未分配盈餘 小      計 調整數 權益合計 少數股權

民國九十五年一月一日餘額 $528,360 $62,199 $71,462 $144,374 $215,836 $4,423 $810,818 $-
  九十四年度盈餘分配：

　  提列九十四年度法定盈餘公積 -  -  13,971 (13,971) -                     -  -  -  
  盈餘轉增資 73,970 -  -  (73,970) (73,970) -  -  -  
  員工紅利 -  -  -  (2,515) (2,515) -  (2,515) -  
  現金股利 -  -  -  (52,836) (52,836) -  (52,836) -  
長期股權投資累積換算調整數 -  -  -  -  -  10,702 10,702 -  
九十五年度合併總淨利 -  -  -  257,895 257,895 -  257,895 -  

民國九十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 602,330 62,199 85,433 258,977 344,410 15,125 1,024,064 -  

  九十五年度盈餘分配：

　  提列九十五年度法定盈餘公積 -  -  25,789 (25,789) -  -  -  -  
  員工紅利 -  -  -  (5,158) (5,158) -  (5,158) -  

      現金股利 -  -  -  (150,583) (150,583) -  (150,583) -  
長期股權投資累積換算調整數 -  -  -  -  -  24,761 24,761 -  
九十六年度合併總淨利 -  -  -  246,161 246,161 -  246,161 -  

民國九十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 $602,330 $62,199 $111,222 $323,608 $434,830 $39,886 $1,139,245 $-

             （請參閱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黃正怡                經理人：黃正忠 會計主管：游孟翰

保留盈餘

        單位：新台幣仟元  

劍麟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股東權益變動表

民國九十六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民國九十五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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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九十六年度 九十五年度 項　　　　　目 九十六年度 九十五年度

營業活動之現金流量：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合併總淨利 $246,161 $257,895   購置固定資產價款 (80,149) (166,501)
  出售固定資產價款 778                         23,861

　調整項目   專利權減少 -                              25
　　折舊（含出租資產） 60,284 42,191   購置電腦軟體成本 (326) (2,226)
    各項攤提 2,566 8,047   土地使用權減少 532                         -                            
        處分固定資產損失 634 3,370   遞延費用（增加） (303) (8,110)
        處分遞延費用損失 -                             44   存出保證金減少 -                            162
        公平價值變動列入損益之金融資產-流動(增加) (1,082) -                            合併借項減少 49 57
    應收票據淨額減少（增加） 1,839 (2,525)     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79,419) (152,732)
    應收帳款淨額（增加）減少 (45,748) 1,924
    存貨淨額（增加） (36,369) (58,047) 融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其他應收款減少（增加） 11,302 (3,758)     短期借款（減少） -                            (40,000)
    預付款項（增加）減少 (7,007) 508   存入保證金（減少） -                              (210)
　　其他流動資產減少 157 2,297   發放員工紅利 (5,158) (2,515)
　　遞延所得稅資產減少（增加） 8,804 (28,417)   發放現金股利 (150,583) (52,836)
    公平價值變動列入損益之金融負債-流動增加 2,929 103                           融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155,741) (95,561)
    應付票據（減少）增加 (10,687) 5,349
    應付帳款增加 6,536 13,765 匯率影響數 7,634 2,747
    應付所得稅（減少）增加 (9,465) 17,818 本期現金及約當現金增加數 25,227 109,418
　　應付費用增加 10,213 9,521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254,940 145,522                
    其他應付款（減少）增加 (30,292) 31,110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280,167 $254,940
　　其他流動負債增加 19,448 8,420                  
    退休金未實際提撥數 4,008 4,143
    遞延所得稅負債增加 21,550 3,426                    現金流量資訊之補充揭露：

    其他負債（減少）增加 (3,028) 37,780                  　本期支付利息(不含資本化利息) $745 $3,034
　        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252,753 354,964 　本期支付所得稅 $32,739 $30,732

（請參閱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黃正怡　　　　　　　　　                              　　　　　　經理人：黃正忠 會計主管：游孟翰

劍麟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現金流量表

民國九十六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民國九十五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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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明  書 

 

 

本公司民國九十六年度(自民國九十六年一月一日至民國九十六年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依「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及關係報告書編製準

則」應納入編製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之公司與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七號應納入

編製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之公司均相同，且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所應揭露相關

資訊於前揭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中均已揭露，爰不再另行編製關係企業合併財務

報表。 

 

 

特此聲明 

 

 

 

 

 

 

公司名稱：劍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黃 正 怡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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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盈餘分派表 
 

劍麟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九十六年度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金額 
項目 

小計 合計 
備註 

期初餘額 

加：本年度稅後淨利 

可供分配盈餘 

減： 

  提列法定盈餘公積 

  分配項目： 

員工紅利-現金 

股東紅利 

董監事酬勞 

期末未分配盈餘 

(24,616,116)

 

(4,923,223)

(132,512,688)

           (0)

77,447,352 

    246,161,157 

323,608,509 

 

 

 

 

 

 
(162,052,027) 

   161,556,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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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公司章程 

劍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劍麟股份有限公司。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項目如左：  

一   CD01030 汽車及其零件製造業。  
二   F401010 國際貿易業。  
三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令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條之一：本公司就業務上之需要，得依證券管理法令之規定辦理對外保證。 
 

第二條之二：本公司為業務之需要，得轉投資其他事業，且不受公司法第十三

條投資總額不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  三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北縣，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立

分公司。  
 

第  四  條：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廿八條規定辦理。  
 

 第二章  股   份  
第  五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柒億元，每股面額新台幣壹拾元，分為

柒仟萬股普通股，未發行股份，授權董事會視實際需要分次發行。 
前項資本總額內保留肆佰伍拾萬股，供發行員工認股權憑證、附認股權特別

股，授權董事會視實際需要分次發行。 
 

第 六 條：本公司股票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並予以編號，經依法簽證後發
行之。得採免印製股票之方式發行股份，或得就每次發行總數合併印製。 
 

第 七 條：本公司股務處理依主管機關所頒佈之「公開發行公司股務處理準則」規定辦理。 
 

第 八 條：本公司股票轉讓、過戶、繼承、贈與、設定質權、遺失及滅失等情事，悉依公司
法及有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 九 條：股東會分常會及臨時會二種。常會每年至少召集一次，於每會計年度

終了後六個月內依法召開之。臨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前項股東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均由董事會召集之。  
 

第 十 條：股東因故不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

圍，簽名蓋章委託代理人出席，其代理出席之規範依照公司法第一七

七條規定辦理。  
 

第十一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者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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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權。  
 

第十二條：股東會之決議，除相關法令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

半數之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行之。  
 

第十三條：股東會議之主席依照公司法第一八二條之一及第二０八條第三項規定

辦理。  
 

 第四章  董事會及監察人  
第十四條：本公司設董事五人，監察人二人，任期三年，由股東會就有行為能力

之人選任，連選得連任。  
 

第十四條之一：配合證券交易法第一八三條規定，本公司上述董事名額中，獨立董事名額二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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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依證券主

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第十五條：董事組織董事會，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之同

意，由董事依法互選一人董事長，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董事長請

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其代理依公司法第二百零八條規定辦理。 
 

第十六條：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及相關法令另有規定外，須有董事過半數之

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數之同意行之，董事因故不能出席時，得出具

委託書，列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理出席董事會，但

以一人受一人之委託為限。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

事以視訊參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第十七條：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依其對本公司營運參與之程度及貢獻之價值，並

參酌同業通常之水準，授權由董事會議定之。 
 

 第五章  經 理  人  
第十八條：本公司得設經理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

辦理。  
 

 第六章  會   計  
第十九條：本公司應於每屆會計年度終了，由董事會造具一、營業報告書  二、

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等各項表冊，於股東常會開
會三十日前交監察人查核，提交股東常會承認。  
 

第二十條：本公司每年決算後所得純益，除依法扣繳所得稅外，應先彌補已往年度虧損，次

就其餘額提存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除提撥不低於百分之二為

員工紅利，董事監察人酬勞不高於百分之五外，餘由董事會擬具分派議案，提請

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本公司考量公司所處環境及成長階段，因應未來資金需求及長期財務規畫，並滿

足股東對現金流入之需求，得視當年度實際獲利及資金狀況經股東會決議分派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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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股利。 
 

 第七章  附   則  
第二十一條：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令之規定辦理。  

 
第二十二條：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六十六年四月六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七十年一月六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七十五年十二月廿六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七十八年八月八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二年十月廿三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四年五月十五日。  
第六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四年九月一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五年八月廿二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五年十月廿四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六年三月四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七年三月五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年十月廿五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年十一月廿六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年十二月廿四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三月十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年十一月二十三日。  
第十六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八月二十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年六月三十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年六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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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股東會議事規則 
劍麟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1 （訂定依據） 
為建立本公司良好股東會治理制度、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理機能，爰依「上市上櫃公

司治理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2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令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 
3 （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3.1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令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3.2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股東，
得於三十日前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方式為之；股東臨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

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股東，得於十五日前以輸入公開資

訊觀測站公告方式為之。 
3.3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 
3.4 改選及解任董事、監察人、變更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五第一項各款、證券交易法第二十六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六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

中列舉，不得以臨時動議提出。 
3.5 股東提案權： 

3.5.1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理股東之提案、受理處所

及受理期間；其受理期間不得少於 10日。 
3.5.2 持有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一以上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

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不列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不列為議案。 
3.5.3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不予列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

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參與該項議案討論。 
3.5.4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理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規定的

議案列於開會通知。對於未列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說明未列

入之理由。 
4 （委託出席股東會及授權） 

4.1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理人，出

席股東會。 
4.2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
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不在此限。 

4.3 委託書送達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議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前一日，以
書面向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理人出席行使之表決權為準。 

5 （召開股東會地點及時間之原則）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便利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

會議開始時間不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量獨立

董事之意見。 
6 （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6.1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理人（以下稱股東）簽到，或

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6.2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年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料，交付予出

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監察人者，應另附選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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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
並應携帶身分證明文 
    件，以備核對。 

6.4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不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

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7 （股東會主席、列席人員） 

7.1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

權時，由副董事長代理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

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理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理之，董

事長未指定代理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理之。 
7.2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宜有董事會過半數之董事參與出席。 
7.3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
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7.4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律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列席股東會。 
8 （股東會開會過程錄音或錄影之存證） 
本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錄音或錄影，並至少保存一年。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9 （股東會出席股數之計算與開會） 

9.1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數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  
9.2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數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不得超過一小時。

延後二次仍不足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流會。 
9.3 前項延後二次仍不足額而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

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行

召集股東會。 
9.4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數達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時，主席得

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10 （議案討論） 

10.1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行，非

經股東會決議不得變更之。 
10.2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10.3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臨時動議) 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不得逕行宣布

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

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10.4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臨時動議，應給予充分說明及討論之機會，認

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度時，得宣布停止討論，提付表決。 
11 （股東發言） 

11.1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
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11.2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不符者，以

發言內容為準。 
11.3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只能發言一次，經主席同意後可以增加一次，但發言次數不得超

過二次，每次不得超過五分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

止其發言。 
11.4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不得發言干擾，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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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主席應予制止。 
11.5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11.6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12 （表決股數之計算、廻避制度） 
12.1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12.2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數，不算入已發行股份之總數。 
12.3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利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利益之虞時，不得加入表決，

並不得代理他股東行使其表決權。 
12.4 前項不得行使表決灌之股份數，不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數。 
12.5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理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

託時，其代理之表決權不得超過已發行股份總數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

之表決權，不予計算。 
13 （議案表決、監票及計票方式） 

13.1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列無表決權者，

不在此限。 
13.2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

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數。 
13.3 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者，視為通過，其效力與投票表決同；有異議

者，應依前項規定採取投票方式表決。 
13.4 (刪除) 
13.5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
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行表決。 

13.6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計票應
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之，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紀錄。 

14 （選舉事項） 
14.1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依本公司所訂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辦理，並應

當場宣布選舉結果。 
14.2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年。但

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15 （會議紀錄及簽署事項） 

15.1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錄，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

事錄分發各股東。議事錄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15.2 本公司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之股東，前項議事錄之分發，得以輸入公開資

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15.3 議事錄應確實依會議之年、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領

及其結果記載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15.4 前項決議方法，係經主席徵詢股東意見，股東對議案無異議者，應記載「經主席徵

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惟股東對議案有異議時，應載明採票決方式及通

過表決權數與權數比例。 
16 （對外公告） 

16.1 徵求人徵得之股數及受託代理人代理之股數，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

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16.2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令規定、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

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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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會場秩序之維護） 
17.1 辦理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識別證或臂章。 
17.2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 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持
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識別證。 

17.3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不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行經制止不從者，得由主席指揮

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離開會場。 
17.4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18 （休息、續行集會） 
18.1 會議進行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不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時

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行開會之時間。 
18.2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臨時動議) 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
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18.3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行集會。 
19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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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盈餘分配情形 
 
1.民國九十六年度盈餘分派案，業經董事會擬訂，並俟本年度股東常會決議通 
  過後依相關規定辦理。 
 

項    目 民國九十六年度 
董監事酬勞 －

普通股現金股利(每股新台幣 2.2元) NT$132,512,688
普通股股票股利(每股新台幣－元) －

員工紅利 (以現金發放) NT$4,923,223
 
2.民國九十五年盈餘分派董監事酬勞及員工紅利情形。 

項    目 金額 
董監事酬勞 －

員工紅利(現金) NT$5,157,094
 
3.若將董監事酬勞與員工紅利於當年度以費用列帳，配發後設算每股盈餘如下： 

會計處理方式 民國九十五年度盈餘 民國九十六年度盈餘 
以盈餘分配計算 NT$4.28 NT$4.09
以費用列帳計算 NT$4.20 NT$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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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本次無償配股對公司營運績效、每股盈餘及股東投資報酬率之影響 
 

項     目 97 年度(預估) 
期初實收資本額 NT$602,330,400

每股現金股利(註一) NT$2..2
盈餘轉增資每股配股數(註一) －

本年度配股配息

情形 
資本公積轉增資每股配股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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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平均本益比倒數) 

不適用(註二) 

擬制每股盈餘 若盈餘轉增資全數

改配放現金股利 擬制年平均投資報酬率 
擬制每股盈餘 若未辦理資本公積

轉增資 擬制年平均投資報酬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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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制年平均投資報酬率 

不適用(註二) 

 
註一：係民國九十七年股東常會決議。 
 
註二：依「公開發行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理準則」規定，本公司無須公開 

九十六年度財務預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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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持股情形 
 

劍麟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持股情形 
基準日：民國 97 年 04月 30日 

選任時持有股數 目前持有股數 
職  稱 姓  名 選任 

日期 股 數 
佔當時發

行總股份

%(註一) 
股 數 

佔當時發

行總股份

%(註二) 
董事 
(董事長) 

孟卿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黃正怡 95.6.22 

董事 孟卿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黃正忠 95.6.22 

董事 孟卿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張瑩玲 95.6.22 

董事 孟卿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李志剛 95.6.22 

16,660,000 31.53% 18,992,400 31.53%

董事 杜家慶 95.6.22 0 0 0 0 
監察人 黃正光 95.6.22 1,932,560 3.66% 2,170,970 3.60% 
監察人 翁望回 95.6.22 0 0 0 0 
 
註一：民國 95 年 06月 22日 發行總股份：普通股 53,836,000股。 
註二：民國 97 年 04月 30日 發行總股份：普通股 60,233,040股。 
 
備註：1.本公司全體董事法定應持有股數為 6,023,304股，截至 97 年 04月 30

日止全體董事持有股數為 18,992,400股。 
      2.本公司全體監察人法定應持有股數為 602,330股，截至 97 年 04月 30

日止全體監察人持有股數為 2,170,97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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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長：黃 正 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