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 爭 、？己銶 

本屆（任期：自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十三曰至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十二日止） 

第十次董事會議 

壹、時間：民國一百零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星期四，上午十時三十八分。 

戴、地點：台中市台中工業區39路51號。〔本公司台中廒會議室） 

參、 會議主席：黃董事長士峯。 

肆、 出席董事：黃董事長士峯、曾董事金池、黃獨立董事華彬、陳獨立董事蓀裕 

及徐獨立董事俊成，共五人。 

請假董事：無。 

列席監察人：柯監察人俊任。 

請假監察人：黃監察人薰賢及黃監察人子真，共兩人。 

列席人員：蔡稽核經理5秀玲及劉專員药艽。 

記錄人員：黃特別助理麟翔。 

宣佈開會：已達法定開會人數，依法請主席宣佈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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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主席致詞：（略） 

壹拾戴、議事內容： 

一 、 報 告 事 項 ： 

第一案： 

案由：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說明：！.本公司已依95年03月28日訂定及102年05月09日修訂之「公開發 

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故依本公司董 

事會議事規範第四條之一規定辦理。 

2^上次會議決議事項皆已按決議執行。 

3，請參閲附件一：本屆第九次董事會會議紀錄。 

第二案： 

案由：本公司一百零四年度財務報表。 

說明：1.本公司一百零四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 

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已編制完竣。 

2，本公司一百零四年度合併財務報表（包括：合併資產負債表、合併綜合 

損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業已編製完竣。 

3，八.請參閲附件二之一：本公司一百零四年度及一百零三年度個體財務 

報表。 

請參閲附件二之二 ：本公司一百零四年度及一百零三年度合併財務 

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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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案由：轉投資公司一百零四年度營業報告。 

說 明 ： 1 ，本公司與轉投資公司間組織關係圖 

' 、 有 鸱 司 

紀 錄 

請參閲下圖 

大曱永和機械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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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丄 請參閲附件三 之一 —百零四年度財務報表。 

8， 請參閲附件三 之二 ？ 1？21^15 一百零四年度財務報表。 

(：. 請參閱附件三 之三 上海大甲機械一百零四年度財務報表。 

！). 請參閲附件三 之四 大川研科技一百零四年度財務報表（(^八八？〕。 

請參閲附件三 之五 大川研真空一百零四年度財務報表〔6八八？〕。 

第四案： 

案由：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暨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情形報告。 

說明：1.至105年3月15日為止之： 

1資金貸與累積餘額〔實際資金貸與金額）： 

&.本公司： 

以公司申報匯率換算約為：新台瞥0仟元。故本公司資金貸與累 

積餘額約占本公司淨值之0.00^。 

(本公司對外資金貸與之總額不得超過當期淨值之^！)^) 

IX本公司及子公司： 

以公司申報匯率換算約為：新台繁0仟元整。故本公司及子公司 

資金貸與累積餘額約占本公司淨值之0， 00̂ /0 。 

(本公司對外資金貸與之總額不得超過當期淨值之^！]^) 

背書保證累積餘額（申請額度與董事會通過未申請額度）： 

本公司： 

以公司申報匯率換算約為：新台繁20， 000仟元整。故本公司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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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累積餘額約占本公司淨值之3， 240/0 。 

(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不得超過當期淨值之^！)"/。） 

IX本公司及子公司： 

以公司申報匯率換算約為：新台繁20， 000仟元整。故本公司及子 

公司背書保證累積餘額約占本公司淨值之240/0 。 

(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不得超過當期淨值之 5 0 0/0 

(當期淨值以104年12月31日財務報表金額：新台瞥616， 848仟元整） 

第五案： 

案由：國際會計準則第二號公報：存貨之會計處理準則之實施，對本公司損益 

影響報告。 

說明：1.國際會計準則第二號公報：存貨之會計處理準則規定： 

八.依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衡量，逐項評價存貨之跌價損失〔回升利 

益），並將損失〔利益）金額列於銷貨成本（銷貨成本減項）。 

固定製造費用宜按生產設備之正常產能分攤而不宜按實際產量分 

攤，因產量較低或設備閒置導致之未分攤固定製造費用，宜於發生 

當期認列為銷貨成本。 

1.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衡量： 

八.本公司102年12月31日及102年度之財務報表資訊為： 

(^/^)帳列-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訂336， 560， 605 。 

〔1/3〕帳列-存貨跌價及呆滯回升利益：群15， 972， 199 。 

本公司103年12月31日及103年度之財務報表資訊為： 

(^/^)帳列-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匿340， 330， 962 。 

(！/^)帳列-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訂33， 770,357 。 

(：.本公司104年12月31日及104年度財務報表資訊為： 

(^/^)帳列-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町842， 997， 475 。 

〔1/8〕帳列-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訂化，666， 513 。 

3，請參閲附件四：國際會計準則第二號公報對本公司損益影響報告。 

第六案： 

案由：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報告。 

說明：1.依據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十一條第三項：議事錄須由會 

議主席及記錄人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曰內分送委員會成員，並 

應呈報董事會及列入公司重要檔案，且應保存五年；議事錄之製作及 

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2，請參閲附件五：本屆第四次薪資報酬委員會議事錄。 



第七案 

案由：公司自行編製財務報告計畫書進度報告。 

說明：1.依104年9月24日證櫃監字第10400263291號，強化上市櫃、興櫃 

公司編制合併財務報告能力，本公司自行編製合併財務報告計畫書進 

度執行中，目前正評估是否搭配其他軟體或者自行以^^(：冗！^作業處理。 

2，請參閲附件六：合併財報自行完成計畫書執行表。 

第八案 

案由：本公司第二次買回股份執行期間屆滿及執行情形。 

說明：本公司第二次買回股份執行期間已屆滿並申報主管機關，詳細執行情形 

如下： 

八.原預定買回股份總金額上限：162， 354仟元。 

化原預定買回之期間：105/01/22^105/03/20 。 

(：.原預定買回之數量：500， 000股。 

！).原預定買回區間價格：12.00元～23.00元。 

本次實際買回期間：105/01/22-105/03/17 。 

？.本次已買回股份數量：196， 000股。 

(；.本次已買回股份總金額：3， 315， 287元。（含手續費） 

11.本次平均每股買回價格：16.91元。 

1.累積已買回股份總金額：8， 972， 097元。（含手續費） 

1.累積平均每股買回價格：15.74元。 

累積已持有自己公司股份數量：570， 000股。 

1.累積已持有自己公司股份數量占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比率：1， 34^ 。 

第九案： 

案由：本公司稽核主管報告。 

說明：1.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十六條：公開發 

行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秉持超然獨立之精神，以客觀公正之立場，確 

實執行其職務，並盡專業上應有之注意，除定期向各監察人報告稽核 

業務外，稽核主管並應列席董事會報告。 

2，請參閲附件七：105年1月11日至105年3月14日止之內部稽核摘 

要報告及內部稽核追蹤摘要報告。 

二 、討論事項： ^ 

第一案： 

案由：修訂公司章程，提請討論。 

說明：1.本公司已於104年11月11日依證櫃監字第1040016283號規定修訂 

公司章程，惟為使內容明確，故本次酌修訂如下： 



第二十八條：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所謂獲利係指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 

酬勞及董監酬勞前之利益)，應提撥2^以上為員工酬勞 

及不超過3，。為董監酬勞。但公司尚有虐？損時，應預先 

保留彌補數額。員工酬勞發給之員工，包括符合一定條 

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請參閱附件八：公司章程修改對照表。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獨立董事意見： 黃獨立董事華彬：同意 

陳獨立董事蓀裕：同意 

徐獨立董事俊成：同意） 

案由：訂定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報酬與酬勞，提請討論。 

說明：1.依本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條規定：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報酬，依其對本 

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依同業通常水準，授權由董事會 

議定之，不論盈虐,均需照付。 

2，依經商10402413890號函規定，倘公司於105年股東常會方進行修正 

章程議案，基於此次修法情形特殊，104年度員工酬勞，依新章程規 

定辦理。故依本公司章程第二十八條規定：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所謂獲 

利係指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前之利益），應提撥2， 0 

以上為員工酬勞及不超過3^為董監酬勞。但公司尚有翁損時，應預先 

保留彌補數額。員工酬勞發給之員工，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 

員工。 

3，董事及監察人報酬內容： ^ 

八.薪資： 

董事長薪資為：每月固定支領：訂8100， 000 。 

^).獨立董事薪資為：每年固定支領："了40， 000 。 

〔每年底依該年度擔任其職務之期間，按比例支領） 

+已無具獨立職能監察人。 

一般董事薪資為：每年固定支領：訂30， 000 。 

〔每年底依該年度擔任其職務之期間，按比例支領） 

± —般監察人薪資為：每年固定支領：【330,000 。 

〔每年底依該年度擔任其職務之期間，按比例支領） 

"^民國一百零三年起開始實施。 

8，其他報酬（如提供汽車、房屋及其他專屬個人支出）： 

以租賃方式提供董事長專用座車，每月租金：【30 。 

"^原專用座車（每月租金：訂8137， ！)!)。）已於103年1月23曰到 

期不續租。 



！).以租賃方式提供董事長房屋住所，每月租金：駐360， 000 。 

其他報酬董事長可視公司營運狀况，決定是否支領。 

(：.車馬費： 

董事及監察人凡出席本公司董事會、功能性委員會、股東會及相 

關會議者，車馬費為：每次固定支領：訂83， 000 。 

13.董事及監察人凡出席與本公司相關之會議、課程等，依其所耗費 

時間及旅程，核定車馬費並發放之。 

！). 一般董事凡有兼任公司經理人職務者，薪資比照公司議定之經理人 

報酬。 

1董事及監察人酬勞內容： 

八.本公司一百零二年度（經一百零三年度股東常會承認）盈餘分配之董 

監酬勞金額為：訂8170， 000 ，為一百零二年度可供分配盈餘之 

1. 94̂ /0 。 

8，本公司一百零三年度（經一百零三年度股東常會承認）盈餘分配之董 

監酬勞金額為：【8500,000 ，為一百零三年度可供分配盈餘之 

1.870/0 。 

(：.本公司一百零四年度提撥分派之董監酬勞金額為：^81， 000， 000 ， 

為一百零四年度稅前淨利之1. 11^ 。 

5，本次訂定董事及監察人酬勞。其餘董事及監察人報酬，同之前薪資報 

酬委員會討論通過之決議。 

6，請參閲附件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酬勞。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依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第十五條規定，本案與黃董事長士峯、曾董事金 

池、黃獨立董事華彬、陳獨立董事蓀裕及徐獨立董事俊成自身利害有關，故應 

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六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七十八條規定，迴避本案之討論 

及表決。並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六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決 

議本案，故： 

1.有關黃董事長報酬部分，除黃董事長外之其餘四名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2，有關曾董事金池報酬部分，除曾董事外之其餘四名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3，有關黃獨立董事華彬報酬部分，除黃獨立董事外之其餘四名董事，無異議照 

案通過。 

《有關陳獨立董事蓀裕報酬部分，除陳獨立董事外之其餘四名董事，無異議照 

案通過。 

已.有關徐獨立董事俊成報酬部分，除徐獨立董事外之其餘四名董事，無異議照 

案通過。〕 1 

〔非屬獨立董事自身利害有關之部份： 

獨立董事意見： 黃獨立董事華彬：同意 

凍獨立董事蓀裕：同意 



徐獨立董事俊成：同意） 

第三案： 

案由：訂定本公司經理人報酬及員工酬勞，提請討論。 

說明：1.依本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條規定：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 

報酬依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即：由董事會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 

之。 

依經商10402413890號函規定'倘公司於105年股東常會方進行修正 

章程議案，基於此次修法情形特殊，104年度員工酬勞，依新章程規 

定辦理。故依本公司章程第二十八條規定：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所謂獲 

利係指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前之利益），應提撥2^ 

以上為員工酬勞及不超過3^為董監酬勞。但公司尚有虐5損時，應預先 

保留彌補數額。員工酬勞發給之員工，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 

員工。 

3.92年3月27日台財證三字第0920001301號令修正經理人適用範圍如 

下： 

八.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 

副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 

(：.協理及相當等級者。 

！).財務部門主管。 

會計部門主管。 

？.其他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利之人。 

4，本公司104年度（查核數）較103年度（查核數）之損益〔績效）變化為： 

八.全公司（稅前 

103年度：^831， ^^^匸仟元）。 

^). 104年度：訂686， ？^?^仟元）。 

損益〔绩效）變化：169. 66̂ /0 。 （！！)^-103年） 

全公司〔稅後）： 

3.103年度：了^^！)，？？^^仟元）。 

13.104年度：訂369， ？？^匸仟元）。 

已損益〔绩效）變化：127. 30̂ /0 。 004-103年） 

(：.化工級事業部（稅前〕： 

3， 103年度：『835， ^^？^仟元）。 

IX 104年度：訂830， ？〗^^仟元〕。 ― 

匚損益〔绩效）變化：-15. 68̂ /0 。 （！！)^-103年乂衰退） 

！).潔淨級事業部（稅前〕： 

103年度：訂^^，！]?^^仟元〕。 



1x104年度：町5&57， ^？^^仟元）。 

(：.損益〔绩效）變化：1023. 24^ 。 004-103年） 

5，本公司一百零四年度提撥分派之員工酬勞金額為：^了38， 545,000 ，為 

一百零四年度稅前淨利之9， 50̂ /0 。 

依上述訂定一百零四年度員工酬勞，其餘經理人薪資報酬，同之前薪 

資報酬委員會討論通過之決議。 

？.請參閲附件十：經理人報酬及員工酬勞。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獨立董事意見： 黃獨立董事華彬：同意 

陳獨立董事蓀裕：同意 

徐獨立董事俊成：同意） 

第四案 

案由：本公司一百零四年度財務報表，提請討論。 

說明：1.本公司一百零四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 

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已編製完蝮。 

2，本公司一百零四年度合併財務報表（包括：合併資產負債表、合併綜合 

損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業已編製完蝮。 

3，八.請參閲附件二之一：本公司一百零四年度及一百零三年度個體財務 

報表。 

請參閲附件二之二 ：本公司一百零四年度及一百零三年度合併財務 

報表。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獨立董事意見： 黃獨立董事華彬：同意 ^ 

陳獨立董事蓀裕：同意 

徐獨立董事俊成：同意） 

第五案： 

案由：本公司一百零四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討論。 

說明：1.本公司一百零四年度之稅後淨利為：新台繁69 ， 222， 329元，依公司章 

程規定，盈餘分配時除提列法定盈餘公積及特別盈餘公積，其餘分配 

案由董事會擬議。 

2，依95年1月27日金管證一字第0950000507號函之相關規定，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擬提列金額說明如下： 

八.本公司104年12月31日帳列其他權益減項淨額為新台繁 

-3， 553， 361元，相關會計科目如下列：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新台繁-712，325元。 

13.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新台瞥-2,841， 036元。 



圍 議 , 

大甲永和機 纷有限公司 

紀 錄 
本公司104年12月31日帳列特別盈餘公積為：新台帶6， 332， 262 

元，故特別盈餘公積迴轉數：新台帶2， 778， 901元。 

3，本公司擬以截至一百零四年度止累積可供分配盈餘中（均為87年度以後 

之盈餘，並從104年度之盈餘優先分配），提撥股東紅利：新台幣 

42， 425， 000元，其全數以現金紅利發放，即每股配發現金紅利：新台瞥 

1元，配發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列為本公司其他收入。俟股東常會通過後， 

由董事會另行訂定除息基準日及發放日，若俟後因買回公司股份、轉讓 

庫藏股、員工行使認股權、可轉換公司債轉換為普通股等，造成配息基 

準日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發生變動致影響配息需做調整，擬請股東會授 

權董事會調整之。 

請參閲附件十一：本公司一百零四年度盈餘分配表。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獨立董事意見 黃獨立董事華彬 

陳獨立董事蓀裕 

徐獨立董事俊成 

同意 

同意 

同意） 

案由 

說明 

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之審核，提請討論。 

1 ，依「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二十四條相關規定 

審核本公司一百零四年度之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2，請參閲附件十二 ：本公司一百零四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3，請參閲：本公司自行評估作業底稿。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決議 

〔獨立董事意見 黃獨立董事華彬 

陳獨立董事蓀裕 

徐獨立董事俊成 

同意 

同意 

同意） 

第七案： 

案由：擬定本公司105年度股東常會召開曰期、時間及地點；擬定股東常會欲 

提出之報告、承認及封論；擬定股東提案受理期間，提請討論。 

說明：1.擬定於105年6月17日（星期五）上午10時整，於本公司台中廠會議 

室（台中市西屯區台中工業區39路51號）召開本公司105年度股東常 

會。 

2，會議主要內容為： 

八.討論事項： -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 

報告事項： 

3， 一百零四年度營業報告。 

9 ^ 



大甲永和機 纷有限公司 

紀 錄 

報告 

決議 

！).監察人審查一百零四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董監酬勞與員工酬勞分派報告。 

丄買回公司股份報告。 

6，本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纟.本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報告。 

(：.承認事項： 

承認一百零四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 

！).承認一百零四年度盈餘分配案。 

3，受理股東書面提案、審查標準與作業流程相關事項如下： 

八.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之一條規定：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 

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 

並以300字為限。 

8，本次股東常會股東提案受理期間為民國105年4月11日起至民國 

105年4月20日止，每日上午8時至下午5時止（星期例假日除外〕， 

郵寄者以受理期間內寄達為憑，並於信封上註明「股東會提案函件」 

字樣、聯絡人姓名與聯絡方式，以利董事會審查及回覆審查結果。 

以掛號函寄送以下受理處所：大甲永和機械工業（股）公司董事會， 

(《。？已^)台中市西屯區台中工業區39路51號。 

(：.本公司受理股東會提案審查標準： 

有下列情事之一，股東所提議案，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3，該議案非股東會所得決議者。 

13.提案股東於停止股票過戶時，持股未達百分之一者。 

^該議案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者。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 

〔獨立董事意見 黃獨立董事華彬 

陳獨立董事蓀裕 

徐獨立董事俊成 

同意 

同意 

同意） 

第八案： 

案由：新增短期資金融資案，提請討論。 

說明：1.台北富邦銀行台中分行，新增短期信用借款額度 

之融資額度。 

2，上述相關與銀行簽約事宜，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新台繁3， 000萬元 

決議 

〔獨立董事意見 黃獨立董事華彬 

陳獨立董事蓀裕 

徐獨立董事俊成 

同意 

同意 

同意） 

10 



第九案： 

案由：子公司增資及放棄子公司認股案，提請討論。 

說明：1.子公司基本資料： 

八.子公司名稱：大川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川研科技）。 

公司負責人：楊焜松（本公司副總經理）。 

(：.實收資本額：訂830， 000， ！)!)!)^面額：耵810 ，共3， 000， 000股）。 

！).業務內容：氣體管路系統檢測、特殊氣體代理銷售、(全面氣體 

管理）、精密儀器之批發與零售等。 

2，股東名單： 

&.本公司：持有2， 000， 000股（^已.^？^)。 

！).薛蓮：持有1， 000， 000股（^？. ̂ ？乂現任董事且其為大川研科技現 

任總經理-洪國仁之配偶）。 

本次增資內容： 

八.增資額：1^18600， 。。(！^面額：町&0 ，共60， 000股）。 

每股金額：以大川研科技105年3月底之每股淨值進行增資。 

3，增資目的： 

本次增資目的為使大川研科技現任董事長-楊焜松，成為公司之股東， 

使其共享公司經營之成果，激勵其對公司之經營绩效。故本公司將在 

其他股東也同意放棄本次增資認股之條件下，同意放棄本次增資認股。 

4，對營運及財務業務之影響： 

增資完成後，揚焜松先生對大川研科技之持股比率將為：1. 96^ ，本公 

司將降至65， 36^ ，故將不影響本公司對大川研科技之控制權。且期激 

勵效果可使大川研科技經營绩效成長，本公司將可認列更高之利益。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獨立董事意見： 黃獨立董事華彬：同意 

陳獨立董事蓀裕：同意 

徐獨立董事俊成：同意） 

壹拾參、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 

無。 

壹拾肆、散會 

^ 主席：黃士峯 

記錄：黃麟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