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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累積虧損為新台幣 170,466,328 元，累積虧損已達實收資本額二

分之一。 

 

二、承認事項 

    案由一：104 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說 明：一、本公司 104 年度財務報表業經本公司第 10 屆第 27 次董事會通過，

並經立本台灣聯合會計師事務所王慕凡會計師及陶鴻文會計師查

核竣事出具無保留意見查核報告書，連同 104 年度營業報告書，送

請監察人審查完畢。 

            二、104 年度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 104 年度財務報表，請參

閱附件一及附件五。 

            三、敬請   承認。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104 年度盈虧撥補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說 明：一、本公司 104 年度因處於虧損中，故不分配股利。 

 二、本公司 104 年度盈虧撥補表業經本公司第 10 屆第 27 次董事會通

過，並送請監察人審查完竣，請參閱下表： 

 
                      松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 年度盈虧撥補表 

                                                             新台幣：元 

金     額  

 小  計 合  計 

年初餘額     （248,650,797） 

加：本年度減資   157,192,770  

加：本年度可分配盈餘 0  

    本年度稅後淨利(損) (79,008,301)  

本期期末未彌補虧損  （170,466,328） 

 
 

         董事長:                  經理人:            會計主管: 
                                  

三、敬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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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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論暨選舉事項 

    案由一：修訂「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論。(董事會提) 

    說  明：一、依據 104 年 5 月 2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58161 號令公司法

修訂，以及經濟部 104.6.11 經商字第 10402413890 號函、

104.10.15 經商字第 10402427800 號函，擬修訂本公司章程第十八

條，修訂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六。 

            二、敬請  討論。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案，提請  討論。(董事會提) 

    說  明：一、因獨立董事之設置，修訂第 5 條，修訂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七。 

            二、敬請  討論。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修訂「資金貸與他人作業辦法」案，提請  討論。(董事會提) 

    說  明：一、因獨立董事之設置，修訂第 6 條及第 16 條，修訂條文對照表請參

閱附件八。 

            二、敬請  討論。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修訂「背書保證處理辦法」案，提請  討論。(董事會提) 

    說  明：一、因獨立董事之設置，修訂第 3 條及第 17 條，修訂條文對照表請參

閱附件九。 

            二、敬請  討論。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修訂「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處理程序」案，提請  討論。(董事會提) 

    說  明：一、因獨立董事之設置，修訂第 10 條，修訂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十。 

            二、敬請  討論。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案由六：私募普通股現金增資案，提請  討論。(董事會提) 

    說  明：一、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金，擬以不超過 20,000,000 股額度,授權董

事會以私募方式辦理現金增資發行新股。 

            二、依證券交易法第43條之6第6項規定，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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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理性： 

                 1、參考價格之計算，係以下列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定之： 

  (A)定價日前 1、3 或 5個營業日擇一計算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數

平均數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

價。 

                 (B)定價日前30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數平均數扣除無償

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2、本次私募普通股之發行價格以不低於參考價格之八成。董事

會將於不低於股東會決議之成數內訂定實際發行價格，定價

日及實際發行價格擬提請股東會以不低於股東會決議成數之

範圍內，授權董事會視日後洽特定人情形及視當時市場狀況

訂定之。 

                 3、本次私募普通股價格之決定方式，係參酌本公司普通股之市 

場價格，並符合相關法令規範，故本次私募現金增資發行價

格之訂定應屬合理。惟本次私募普通股價格如依前述之定價

成數致低於股票面額而造成累積虧損時，將視市場及公司營

運狀況，以未來年度所產生之盈餘或公積彌補、減資或其他

方式辦理。由於私募預計達成效益包括增加營運資金、改善

公司財務結構，有助公司營運穩定成長，對股東權益有其正

面助益。 

            （二）應募人選擇之方式與目的： 

     1、符合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6第 1 項規定之特定人。 

                     a.銀行業票劵業信託業保險業證券業等或其他主 

                       管機關核准之法人或機構。 

                     b.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自然人、法人或基金。 

                     c.本公司或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及經理。 

                 2、授權董事長以對公司未來之營運能產生直接或間接 

                    助益者為首要考量，並以符合主管機關規定之特定 

                    人中選定之。 

                 3、本次擬參與私募之應募人屬於內部人及關係人者，及其與本

公司之關係如下： 

           (1)啟基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長。 

           (2)蘇怡仁：本公司董事長法人代表人。 

           (3)李久恒：本公司董事。 

           (4)李麗生：本公司董事。 

           (5)李麗裕：本公司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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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賴榮光: 本公司監察人。 

        4、以上內部人及關係人因為瞭解本公司之營運，參與私募共同 

           致力公司經營，有利公司營運發展。 

            （三）辦理私募之必要理由 

      1、不採公開募集理由： 

                    為充實營運週轉金及因應公司未來發展所需等多項用途，且

考量私募作業具有迅速簡便的特性，較容易符合公司需要，

故不採用公開募集而擬以私募方式發行有價證券。 

                 2、辦理私募之資金用途及預計達成效益： 

                     (1) 資金用途：本次私募普通股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

自股東常會決議之日起一年內視公司營運實際需求分 3

次辦理，每次資金預計用於充實公司營運資金、償還借

款，或其他因應本公司未來發展之資金需求。 

                     (2) 預計達成效益：預期可強化公司財務結構，降低資金成

本。 

  三、本次私募普通股之權利義務原則上與本公司已發行之普通 股相

同；惟其轉讓應依證券交易法第四十三條之八規定辦理。本次私

募之普通股自交付日起滿三年後，擬依證券交易法等相關規定向

主管機關補辦本次私募普通股公開發行及申請上櫃交易。 

  四、本次私募普通股之發行價格、股數、發行條件、定價日、增資基

準日、計劃項目、預定進度及預計可能產生效益、預計辦理私募

次數及其他未盡事宜，擬提請股東會同意授權董事會視市場狀況

調整、訂定與辦理，未來如經主管機關修正或基於營運評估或因

客觀環境變更而有所修正時，亦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理

之。 

            五、補充說明： 

                依據「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易人保護中心」第(105)證保

法字第 1051000888 號函文，向各位股東說明以下兩點私募相關事

項： 

                (一)、辦理私募以募集資金之必要性及合理性： 

         1、本次辦理私募之資金用途為充實營運資金、償還借款或其他

因應公司未來發展所需。 

         2、預計資金運用計畫如下： 

        (1)繳回前已申請之外銷退稅款 

沙灘車交易如遭國稅局認定屬違章，須繳回前已申請之外

銷退稅款，請參閱本公司 104 年第四季財務報告書附註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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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一)沙灘車交易案項下說明。 

        (2)支付興建廠房工程款 

        請參閱本公司 104 年第四季財務報告書附註九重大或及

未認列之合約承諾(一)項下說明。 

        (3)支付廠房租金 

        大里廠廠房租賃訴訟案如遭法院判決敗訴，即須給付租

金，請參閱本公司 104 年第四季財務報告書附註九重大或

及未認列之合約承諾(二)項下說明。 

        (4)支付楊忠校訴訟案票款等項目 

        楊忠校訴訟案如遭法院判決敗訴，即須給付票款、利息及

訴訟費用，請參閱本公司 104 年第四季財務報告書附註九

重大或及未認列之合約承諾(三)項下說明。 

        (5)償還股東往來 

        請參閱本公司104年第四季財務報告書附註七關係人交易

(二)5.項下說明。 

        (6)償還普通公司債 

        請參閱本公司 104 年第四季財務報告書附註六重要會計

項目之說明(九)應付公司債項下說明。 

        (7)其他營運資金需求及公司未來發展所需資金需求。 

    綜上，本公司辦理私募以支應上述項目，應屬合理。 

           本公司目前的營運資金不足以支應上述項目，因此，本公司

辦理私募確有其必要性。 

           (二)、審慎評估私募之目的、對經營權之影響及對股東權益之影

響： 

             1、本次辦理私募的目的：如上述(一)2、之說明。 

         2、對經營權的影響：本次擬參與私募之應募人以公司的內部人

為主，因此本次私募案對公司的經營權應無重大影響。 

        3、對股東權益的影響：考量本次私募的目的，整體而言，對股

東權益應具備正面的影響，本公司也會遵循「公開發行公司

辦理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的規定及股東會之決議辦理。 

            六、敬請  討論。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董事會提) 

    說  明：一、依本公司公司章程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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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二至三人，任期三年，由股東會就有行為能力之人中選任，

連選得連任」。 

             二、本公司第10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至105年6月30日止屆滿，擬於105

年6月20日股東常會進行改選，選任董事五席、獨立董事二席，監察

人二席，新選任之董事、獨立董事、監察人之任期三年，自105年7

月1日起至108年6月30日止。 

            三、依本公司公司章程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獨立董事之選任方式採

候選人提名制度。提名名單業經 105 年 5 月 9日董事會審查通過，

由股東常會就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茲將獨立董事候選

人名單載明如下： 
姓名 持有股數 主要學經歷 

仝家駿 0 成功大學會計系學士 

太平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 

蕭安泰 0 東吳大學企業管理系學士 

亞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四、本次改選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為之，請參閱議事手冊。 

            五、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  

    第十一屆董事當選名單 

戶號或統一編號 姓名 當選權數 

1664 李久恒 16,083,875 

757 李麗生 15,922,549 

7822 啟基投資有限公司 15,880,749 

3133 林武俊 15,682,549 

 吳信璋 15,628,359 

 

    第十一屆獨立董事當選名單 

戶號或統一編號 姓名 當選權數 

 仝家駿 13,939,350 

 蕭安泰 13,939,350 

 

    第十一屆監察人當選名單 

戶號或統一編號 姓名 當選權數 

758 李麗裕 15,386,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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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3 賴榮光 15,206,683 

 

    案由八：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案，提請  討論。(董事會提) 

    說  明：一、依公司法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已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

之行為，應對股東會說明其行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為配合本公司營業所需，擬就董事有為自已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

業範圍內行為之主要內容做一說明，並提請股東會決議解除其競

業禁止之限制。 

            三、敬請  討論。 

當選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之董事： 

董事 擔任他公司職務 公司主要營業內容 

榮鑫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1、印染整理業。 
2、其他紡織及製品製造業。 

李麗生 
金豐機器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1、各項機器之製造、研究開發、工程
設計、販賣及外銷。 
2、電腦資訊產品之硬體與軟體之研
究、製造、販賣。 
3、代理販賣前各項有關之國內外廠商
產品及專利特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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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時 02 分。 

(本次股東會記錄僅載明會議進行要旨；會議進行內容及程序以會議所錄影音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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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松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 年度營業報告書 
壹、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 104 年度的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 67,599 仟元，較 103 年度 132,981 仟元減少

65,382 仟元，減少幅度為 49%；綜合損益為淨損 79,009 仟元，較 103 年度淨損 56,758 仟元

增加 22,250 仟元，增加幅度為 39%。 

營收減少係因化纖廠市況不佳，加工絲買賣及胚布訂單減少、工業部門的營運處於調整

階段，致營收分別減少 28,713 仟元及 36,669 仟元。 

在營業毛損方面，104 年度較 103 年度增加 11,212 仟元，主要係提列工業部門存貨跌價

損失 13,644 仟元，使毛損率較 103 年度大幅提高。 

在營業費用方面，104 年度較 103 年度減少 12,360 仟元，主要係律師費及法院裁判費等

支出減少。 

在營業外淨支出部分，104 年度較 103 年度增加 21,995 仟元，主要係提列工業部門固定

資產減損損失 33,903 仟元所致。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4 年度 103 年度 增(減)數 增(減)百分比 

營業收入淨額 67,599 132,981 (65,382) (49%) 

營業成本 86,731 140,901 (54,170) (38%) 

營業毛利 (19,132) (7,920) (11,212) 142% 

營業費用 22,752 35,112 (12,360) (35%) 

營業淨損 (41,884) (43,032) 1,148 (3%)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36,697) (14,702) (21,995) 150% 

稅前淨利(損) (78,581) (57,734) (20,847) 36% 

所得稅利益(費用) (814) (61) (753) 1234% 

稅後淨利(損) (79,395) (57,795) (21,600) 37% 

其他綜合利益 386 1,037 (651) (63%) 

本期綜合損益 (79,009) (56,758) (22,251) 39% 

 

貳、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分析  

    1、財務收支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4 年度 103 年度 變動金額 

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入(出) (623) 8,921 (9,544) 

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出) (1,482) (14,178) 12,696 

融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出) (2,895) 19,677 (2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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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獲利能力分析： 

項  目 104 年度 103 年度 

資產報酬率（%） (34.63) (18.77) 

股東權益報酬率（%） (74.62) (33.26) 

營業利益（損） (17.76) (10.95) 佔實收資本

比率（﹪） 稅前純益（損） (33.33) (14.69) 

純益（損）率（﹪） (116.24) (43.41) 

稅後每股盈餘（元） (3.37) (2.45) 

 

叁、研究發展狀況： 

    本公司 104 年度研發狀況如下： 

        化纖部門： 

           1、開發高色牢度之氣撚紗系列，已完成量試並推銷客戶使用。 

           2、開發高色牢度之布種，已推銷客戶使用。 

        

肆、預算執行情形：未出具財務預測，故不適用。 

 

 

 

 

 

 

 

 

 

 

 

 

 

 

 

 

董事長：                         總經理：                   財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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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104 年度財務報表，業經立本聯合會計師事

務所王慕凡及陶鴻文會計師查核完竣，其等連同營業報告書及盈虧撥

補之議案，經本監察人等審查認為尚無不符，爰依照公司法第二一九

條之規定繕具報告，報請 鑒察。 

此致 

本公司民國 105 年股東常會 

 

                                    松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中  華  民  國  105  年  0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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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104 年度財務報表，業經立本聯合會計師事

務所王慕凡及陶鴻文會計師查核完竣，其等連同營業報告書及盈虧撥

補之議案，經本監察人等審查認為尚無不符，爰依照公司法第二一九

條之規定繕具報告，報請 鑒察。 

此致 

本公司民國 105 年股東常會 

 

                                    松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中  華  民  國  105  年  0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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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松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獨立董事之職責範疇規則 

 
 
第一條  目的及法源依據 

       為建立本公司良好之公司治理及獨立董事制度，使獨立董事對董事會及公

司營運發揮其功能，爰參考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第二十六條第一項

之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公司獨立董事之職責相關事項，除法令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

則之規定。 

 

第三條  職責範圍 

       下列事項應提董事會決議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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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獨立董事不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留意見

者，除有正當理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見，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錄： 

       一、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年度財務報告及半年度財務報告。但半年度財務報告依法令規定無須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不在此限。 

       三、審核公司訂定或修正之內部控制制度。 

       四、審核公司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資金貸

與他人、為他人背書保證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行為之處理程序。 

       五、涉及董事或監察人自身利害關係之事項。 

       六、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易。 

       七、重大之之資金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八、募集、發行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九、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十、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十一、其他依法令、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提請董事會之事項或經主

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第四條  責任保險 

       本公司得為獨立董事購買責任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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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報酬 

       本公司獨立董事之酬金，應於公司章程或依股東會決議訂之，並得酌訂與

一般董事及監察人不同之合理酬金。該獨立董事之酬金亦得經相關法定程

序酌定為月支之固定酬金，而不參與公司之盈餘分派。 

 

第六條  進修 

       本公司獨立董事應持續進修，包括參加必要之相關進修課程。 

 

第七條  知情權 

       本公司或董事會其他成員，不得妨礙、拒絕或規避獨立董事執行職務。 

       獨立董事執行職務認有必要時，得請求董事會指派相關人員或聘請專家協

助辦理。 

       前項聘請專家及其他獨立董事行使職權必要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之。 

 

第八條  實施與修訂 

       本規則經董事會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第一次董事會決定通過日期：105 年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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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松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十四條 實施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

過後實施，並送各監察人

及提報股東會，修正時亦

同。 

依前項規定將誠信

經營守則提報董事會討

論時，應充分考量各獨立

董事之意見，並將其反對

或保留之意見，於董事會

議事錄載明；如獨立董事

不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

達反對或保留意見者，除

有正當理由外，應事先出

具書面意見，並載明於董

事會議事錄。 

    本守則制定於103年

5 月 6 日董事會通過。104

年 5 月 11 日董事會第 1

次修訂。105 年 3 月 29

日董事會第 2次修訂。 

第十四條 實施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

過後實施，並送各監察人

及提報股東會，修正時亦

同。 

    本守則制定於103年

5 月 6 日董事會通過。104

年 5 月 11 日董事會第 1

次修訂。 

 

配合新增獨立董事修

正。 

增列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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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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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個 別 資 產 負 債 表 

 中華民國 一○四 年及 一○三 年 十二 月 三十一 日  

  單 位 : 新 台 幣 ( 仟 元 ) 

代 碼 資        產 附註  1 0 4 年 1 2 月 3 1 日 ％ 1 0 3 年 1 2 月 3 1 日 ％ 代 碼 負債及權益 附註 1 0 4 年 1 2 月 3 1 日 ％ 1 0 3 年 1 2 月 3 1 日  ％ 

11XX 流動資產   21XX 流動負債     

1100   現金及約當現金 四、六(一)、九(四)  $11,303) 6.44) $16,303) 6.18) 2170   應付帳款  $1,703) 0.97) $3,264)  1.24) 

1150   應收票據淨額 四、六(二)  3,143) 1.79) 5,774) 2.19) 2180   應付帳款-關係人 七 -0  -0 293)  0.11) 

1160   應收票據-關係人淨額 四、六(二)、七  179) 0.10) 726) 0.28) 2200   其他應付款  5,369) 3.06) 9,156)  3.47) 

1170   應收帳款淨額 四、六(二)  5,154) 2.94) 9,385) 3.56) 2220   其他應付款項-關係人 七 10,000 5.70) -0   -0 

1180   應收帳款-關係人淨額 四、六(二)、七  -0  -0 19) 0.01) 2250   負債準備-流動 四、六(十) 23) 0.01) 688)  0.26) 

1200   其他應收款 六(三)  -  -0 -  - 2310   預收款項  21) 0.01) 2)   -0 

1220   本期所得稅資產   4)  -0 8)  -0 2320   一年內到期長期負債 四、六(八) 14,213) 8.10) 12,894)  4.89) 

130X   存貨 四、六(四)  24,935) 14.21) 56,196) 21.30) 2399   其他流動負債  242) 0.14) 395)  0.15) 

1410   預付款項   580) 0.33) 1,287) 0.48) 21XX   小        計  31,571) 17.99) 26,692)  10.12) 

1460   待出售非流動資產 四、六(五)(六)  37,629) 21.44) -0  -0 25XX 非流動負債     

1479   其他流動資產  -0  -0 133) 0.05) 2530   應付公司債 四、六(九) 50,000) 28.49) 50,000)  18.95) 

11XX   小        計  82,927) 47.25) 89,831) 34.05) 2540   長期借款 四、六(八) 27,569) 15.70) 41,783)  15.83) 

   25XX   小        計  77,569) 44.19) 91,783)  34.78) 

15XX 非流動資產  2XXX 負債合計  109,140) 69.18) 118,475)  44.90) 

1600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四、六(六)  33,997) 19.37) 114,659) 43.46)       

1780   無形資產 四、六(十八)  166) 0.09) 204) 0.08) 3100   股本     

1840   遞延所得稅資產 四、六(十九)  5,032) 2.87) 5,925) 2.25) 3110     普通股股本 六(十二) 235,789) 134.34) 392,982)  148.94) 

1915   預付設備款   -0  -0 102) 0.03) 3200   資本公積 六(十三) 1,054) 0.60) 1,054)  0.40) 

1920   存出保證金 六(七)、九(二)(三)  50,023) 28.50) 50,247) 19.04) 3300   保留盈餘 六(十二)(十四)(十九)    

1900   其他非流動資產 四、六(十一)  3,372 1.92) 2,893) 1.09) 3350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  (170,466) (97.12) (248,650)  (94.24) 

15XX   小        計   92,590) 52.75) 174,030) 65.95)      補虧損)     

    3XXX 權益合計  66,377) 37.82) 145,386)  55.10) 

          

1XXX 資產總計   $175,517) 100.00) $263,861) 100.00) 1XXX 負債及權益總計  $175,517) 100.00) $263,861)  100.00) 

請參閱後附財務報告附註 

 

  負 責 人 : 啟基投資有限公司                                                               經理人 : 蘇怡仁                              會計主管 :林春秀



 

 18

 

       松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個 別 綜 合 損 益 表 

中華民國 一○四 年及 一○三 年 一 月 一 日 至 十二 月 三十一 日 
 單 位 : 新 台 幣 ( 仟 元 )

代碼 項                   目  附   註 104 年度 ％ 103 年度 ％ 

4000 營業收入  四、六(十五)、七 $67,599) 100.00) $132,981) 100.00)

5000 營業成本  六(四)(十七)(十八)、七 (86,731) (128.30) (140,901) (105.96)

5900 營業毛利(毛損)   (19,132) (28.30) (7,920) (5.96)

5950 營業毛利淨額   (19,132) (28.30) (7,920) (5.96)

6000 營業費用  六(十一)(十七)(十八)  

6100 推銷費用   (5,669) (8.39) (13,680) (10.29)

6200 管理費用   (16,483) (24.38) (20,107) (15.12)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600) (0.89) (1,325) (0.99)

6000 小        計   (22,752) (33.66) (35,112) (26.40)

6900 營業淨利(損失)   (41,884) (61.96) (43,032) (32.36)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六(十六)  

7010 其他收入   393) 0.58) 618) 0.46)

7020 其他利益及損失   (33,687) (49.83) (13,145) (9.87)

7050 財務成本   (3,403) (5.03) (2,175) (1.64)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36,697) (54.28) (14,702) (11.05)

7900 稅前淨利(淨損)   (78,581) (116.24) (57,734) (43.41)

7950 所得稅(費用)利益  四、六(十九) (814) (1.21) (61) (0.05)

8000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利(淨損)   (79,395) (117.45) (57,795) (43.46)

8200 本期淨利(淨損)   (79,395) (117.45) (57,795) (43.46)

8300 其他綜合損益(淨額)    

8310 不重分類至損益之項目    

8311 確定福利計畫之再衡量數   465) 0.69) 1,249) 0.94)

8349 與不重分類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四、六(十九) (79) (0.12) (212) (0.16)

8300 本期其他綜合損益(稅後淨額)   386) 0.57) 1,037) 0.78)

8500 本期綜合損益總額   $(79,009) (116.88) $(56,758) (42.68)

9750 基本每股盈餘(元)：  四、六(二十)  

9710 繼續營業單位淨利(淨損)   $(3.37) $(2.45)0 

9750 本期淨利(淨損)   $(3.37) $(2.45)0 

請參閱後附財務報告附註 

 

 

 

 

負 責 人 : 啟基投資有限公司                             經理人 : 蘇怡仁                             會計主管 : 林春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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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個 別 權 益 變 動 表 

中華民國 一○四 年及 一○三 年 一 月 一 日 至 十二 月 三十一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摘          要 普通股股本 資本公積 
未分配盈餘 

(或待彌補虧損) 
 權益總額 

民國 103 年 1 月 1 日 餘額 $392,982 $1,054 $(191,892)  $202,144 

103 年度淨損  -  - (57,795)  (57,795)

本期其他綜合損益  -  - 1,037   1,037 

本期綜合損益總額  -  - (56,758)  (56,758)

民國 104 年 1 月 1 日 餘額 $392,982 $1,054 $(248,850)  $145,386 

104 年度淨損  -  - (79,395)  (79,395)

本期其他綜合損益     386   386 

本期綜合損益總額  -  - (79,009)  (79,009)

減資彌補虧損 (157,193) - 157,193   - 

民國 104 年 12 月 31 日 餘額 $235,789 $1,054 $(170,466)  $66,377 

請參閱後附財務報告附註 

 

 

 

負 責 人 :  啟基投資有限公司                      經理人 : 蘇怡仁                       會計主管 : 林春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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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個 別 現 金 流 量 表 

中華民國 一○四 年及 一○三 年 一 月 一 日 至 十二 月 三十一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4 年度 103 年度 104 年度 103 年度 

項   目 金額(仟元) 金額(仟元) 項   目 金額(仟元) 金額(仟元) 

營業活動之現金流量：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本期稅前淨利（淨損）   $(78,581)   $(57,734)  處分不動產、廠房及設備價款    1,505    776  

  調整項目：          預付設備款(增加)減少      -    650  

  不影響現金流量之收益費損項目：           其他金融資產－流動(增加)減少     -    35,307  

  折舊費用   11,587  14,487   取得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3,211)    (6,214)  

  攤銷費用   38   39   存出保證金(增加)減少    224    (44,697)  

  處分不動產、廠房及設備利益   (265)   (765)      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1,482)    (14,178)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減損損失   33,903   3,905                

  存出保證金減損損失   -   10,052 籌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利息費用   3,403   2,175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增加(減少)    10,000      

  利息收入   (1)   (326)   應付公司債增加(減少)     -    50,000  

  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回升利益)    9,858   (364)   長期借款減少數    (12,895)    (30,323)  

 不影響現金流量之收益費損項目合計   58,523   29,203      籌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2,895)    19,677  

                   

           本期現金及約當現金增加(減少)數   (5,000)   14,42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數：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16,303     1,883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應收票據(增加)減少   2,631   8,236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11,303     $16,303  
    應收票據-關係人(增加)減少   547   2,553                

    應收帳款(增加)減少   4,231   7,096                

    應收帳款-關係人(增加)減少   19   21,347                

    其他應收帳款(增加)減少   -   332                

    存貨(增加)減少   21,404   25,214                

    預付款項(增加)減少   707   6,409                

    其他流動資產(增加)減少   133   254                

    其他非流動資產(增加)減少   (399)   (24)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29,273   71,417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應付票據增加(減少)   -   (13,967)                

    應付帳款增加(減少)   (1,561)   (9,863)                

    應付帳款-關係人增加(減少)   (293)   (390)                

    其他應付款增加(減少)   (3,787)   (4,512)                

    預收款項增加(減少)   19   (55)                

    其他流動負債增加(減少)   (153)   202                

    負債準備增加(減少)   (665)   (3,357)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6,440)   (31,942)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22,833   39,475                

  調整項目合計   81,356   68,678                

  營運產生之現金   2,775   10,944                

  收取之利息   1   35                

  支付之利息   (3,403)   (2,059)                

 退回(支付)之所得稅    4   1                

      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623)   8,921                

                          

請參閱後附財務報告附註 

 

                                 負 責 人 :  啟基投資有限公司                                                      經理人 : 蘇怡仁                                          會計主管 : 林春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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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松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第 十八 條 

本公司年度如有獲利，應

提撥 4%為員工酬勞及不

高於 4%為董事監察人酬

勞。但公司尚有累積虧損

時，應預先保留彌補數。 

 

第 十八條之一  
公司年度總決算如有盈

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

以往虧損，次提 10%為法

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

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

本額時不在此限；另視公

司營運需要及法令規定

提列特別盈餘公積，其餘

除派付股息外，如尚有盈

餘併同期初未分配盈

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

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

派之。 
 

第 十八 條 

本公司每年決算後所得

純益，除依法繳納營利事

業所得稅及彌補已往年

度虧損外，應提存百分之

十法定盈餘公積，並於必

要時提撥特別盈餘公積

後，加計上年度累積未分

配盈餘為累積可供分配

盈餘。前述累積可供分配

盈餘，由董事會擬具分派

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

派之，其中應分派：(一)

股東紅利百分之九十

二。(二)員工紅利百分之

四。(三)董事監察人酬勞

百分之四。 

因應公司法235條之1修

訂，盈餘分派表不得再有

員工分紅及董監事酬勞。

第廿一條： 

(略)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

一 0四年六月三十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

一 0五年六月二十日。 

第廿一條： 

(略)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

一 0四年六月三十日。 
 

加列本次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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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松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五條：交易條件之決定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除於集中交易市場或證券商營

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者外，

如符合本處理程序規定應公告

及申報標準者，應先經過董事

會同意或事後追認，並應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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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屬於公司法第 185 條規定情

事者，並需經股東會同意後始

得為之。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於集中

交易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

為之有價證券者暨未符合本處

理程序應公告及申報標準之資

產者，由董事長授權各執行單

位辦理。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交

易條件之決定程序及參考依

據，依下列各情形辦理之： 
（一）取得或處分已於集中交

易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之股權或轉換公司債，依當時

之股權或債券價格決定之。 
（二）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

易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之股權，應考量其每股淨值、

獲利能力，未來發展潛力及參

考當時交易價格議定之。 
（三）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

易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之債券，應參考市場當時利

率、債券票面利率及債務人債

信等議定之。 
（四）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應

參考公告現值、評定價值、鄰

近不動產實際交易價格等議定

之。 
（五）取得或處分其他固定資

產，應以比價、議價、招標方

第五條：交易條件之決定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除於集中交易市場或證券商營

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者外，

如符合本處理程序規定應公告

及申報標準者，應先經過董事

會同意或事後追認；其屬於公

司法第 185 條規定情事者，並

需經股東會同意後始得為之。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於集中

交易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

為之有價證券者暨未符合本處

理程序應公告及申報標準之資

產者，由董事長授權各執行單

位辦理。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交

易條件之決定程序及參考依

據，依下列各情形辦理之： 
（一）取得或處分已於集中交

易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之股權或轉換公司債，依當時

之股權或債券價格決定之。 
（二）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

易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之股權，應考量其每股淨值、

獲利能力，未來發展潛力及參

考當時交易價格議定之。 
（三）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

易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之債券，應參考市場當時利

率、債券票面利率及債務人債

信等議定之。 
（四）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應

參考公告現值、評定價值、鄰

近不動產實際交易價格等議定

之。 
（五）取得或處分其他固定資

產，應以比價、議價、招標方

配合新增獨立董事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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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擇一為之。 式擇一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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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松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金貸與他人作業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六條：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

序： 
一、本公司資金貸與他人時，

應就下列審查程序先作詳密之

調查後，擬訂貸與之最高金

額、期限及計息方式，併同審

查評估結果，報請董事會決議

通過，始可貸與，並應充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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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程序如下： 
本公司辦理資金貸與事項，應

由借款人先檢附必要之公司資

料及財務資料，向本公司以書

面申請融資額度。 
本公司受理申請後，應由財務

部就貸與對象之所營事業、財

務狀況、償債能力與信用、獲

利能力及借款用途予以調查、

評估事項至少應包括： 
（一）資金貸與他人之必要性

及合理性。 
（二）以資金貸與對象之財務

狀況衡量資金貸與金額。 
（三）對公司營運風險、財務

狀況及股東權益之影響。 
二、本公司與其母公司或子公

司間，或其子公司間之資金貸

與，應依前項規定提董事會決

議，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

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

度及不超過一年之期間內分次

撥貸或循環動用。 
前項所稱一定額度，除本公司

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

分之百之國外公司者外，本公

司或其子公司對單一企業之資

金貸與之授權額度不得超過該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十。 

第六條：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

序： 
一、本公司資金貸與他人時，

應就下列審查程序先作詳密之

調查後，擬訂貸與之最高金

額、期限及計息方式，併同審

查評估結果，報請董事會決議

通過，始可貸與。 
 
 
 
審查程序如下： 
本公司辦理資金貸與事項，應

由借款人先檢附必要之公司資

料及財務資料，向本公司以書

面申請融資額度。 
本公司受理申請後，應由財務

部就貸與對象之所營事業、財

務狀況、償債能力與信用、獲

利能力及借款用途予以調查、

評估事項至少應包括： 
（一）資金貸與他人之必要性

及合理性。 
（二）以資金貸與對象之財務

狀況衡量資金貸與金額。 
（三）對公司營運風險、財務

狀況及股東權益之影響。 
二、本公司與其母公司或子公

司間，或其子公司間之資金貸

與，應依前項規定提董事會決

議，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

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

度及不超過一年之期間內分次

撥貸或循環動用。 
前項所稱一定額度，除本公司

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

分之百之國外公司者外，本公

司或其子公司對單一企業之資

金貸與之授權額度不得超過該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十。 

三、本公司資金貸放他人時，

配合新增獨立董事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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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公司資金貸放他人時，

應由融資對象提供相當融資額

度之擔保品，並保證其權利之

完整。前項債權擔保，債務人

如提供相當資力及信用度佳之

個人或公司為保證，代替提供

擔保品者，董事會得參酌稽核

室之調查意見辦理。其為公司

保證者，該保證公司應提交其

股東會有關事項決議之議事

錄。 

四、本公司與融資對象簽訂融

資合約時，應以主管機關登記

之法人或團體印鑑及其負責

人印鑑為憑辦理，並應由稽核

室辦理核對債務人及保證人

印鑑及簽字手續。 

應由融資對象提供相當融資額

度之擔保品，並保證其權利之

完整。前項債權擔保，債務人

如提供相當資力及信用度佳之

個人或公司為保證，代替提供

擔保品者，董事會得參酌稽核

室之調查意見辦理。其為公司

保證者，該保證公司應提交其

股東會有關事項決議之議事

錄。 

四、本公司與融資對象簽訂融

資合約時，應以主管機關登記

之法人或團體印鑑及其負責人

印鑑為憑辦理，並應由稽核室

辦理核對債務人及保證人印鑑

及簽字手續。 

第十六條：本作業程序經董事

會通過實施，送各監察人並提

報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

異議且有紀錄或書面聲明者，

公司應將其異議併送各監察人

及提報股東會討論，修正時亦

同。 
依前項規定將資金貸與他人作

業程序提報董事會討論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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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六條：本作業程序經董事

會通過實施，並提報股東會，

如有董事表示異議且有紀錄或

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其異議

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

論，修正時亦同。 
 
本項新增 

配合新增獨立董事

修正。 

 

 

 

 

 

 

 

 

 

 

 

 

 

 

 

 



 

 26

【附件九】 
松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處理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三條：本公司背書保證責任之

總額以本公司之淨值之百分之

十為限，對單一法人或團體背書

保證限額不得超過總額的百分

之三十。 

因業務往來關係從事背書保

證，其對個別對象背書保證限

額，以不超過雙方間業務往來金

額為限。所謂業務往來金額係指

雙方間進、銷貨及其他業務往來

金額之合計，該項金額計算以最

近一年為基準。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整體得為背

書保證之總額，以本公司及其子

公司之淨值之百分之十為限，對

單一法人或團體背書保證限額

不得超過整體總額的百分之三

十。 

本公司背書保證事項於客票融

資部份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在

NT$ 5,000 萬元額度內決行，事

後再報經最近期之董事會追

認；本公司辦理背書保證因業務

需要，而有超過本條例所訂額度

之必要且符合本辦法所訂條件

者，應先經過董事會同意並由半

數以上之董事對公司超限可能

產生之損失具名聯保，並修正背

書保證作業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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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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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子公

司依本條例第三項規定為背書

保證前，並應提報本公司董事會

決議後始得辦理。但本公司直接

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

第三條：本公司背書保證責任之

總額以本公司之淨值之百分之

十為限，對單一法人或團體背書

保證限額不得超過總額的百分

之三十。 

因業務往來關係從事背書保

證，其對個別對象背書保證限

額，以不超過雙方間業務往來金

額為限。所謂業務往來金額係指

雙方間進、銷貨及其他業務往來

金額之合計，該項金額計算以最

近一年為基準。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整體得為背

書保證之總額，以本公司及其子

公司之淨值之百分之十為限，對

單一法人或團體背書保證限額

不得超過整體總額的百分之三

十。 

本公司背書保證事項於客票融

資部份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在

NT$ 5,000 萬元額度內決行，事

後再報經最近期之董事會追

認；本公司辦理背書保證因業務

需要，而有超過本條例所訂額度

之必要且符合本辦法所訂條件

者，應先經過董事會同意並由半

數以上之董事對公司超限可能

產生之損失具名聯保，並修正背

書保證作業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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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項新增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子公

司依本條例第三項規定為背書

保證前，並應提報本公司董事會

決議後始得辦理。但本公司直接

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

配合新增獨立董

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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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不在此

限。 

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不在此

限。 

第十七條：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

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

意，如有董事表示異議且有紀錄

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其異議

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

論，修正時亦同。 

依前項規定將背書保證作業程

序提報董事會討論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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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條：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

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

意，如有董事表示異議且有紀錄

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其異議

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

論，修正時亦同。 

本項新增 

配合新增獨立董

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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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松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處理程序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依據：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

處理成係依證券交易法第三

十六條之一及金融監督管理

委員會訂定之「公開發行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準則」有

關規定訂定。 

第一條  依據：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

處理成係依證券交易法第三

十六條之一及財政部證券暨

期貨管理委員會91年12月10

日台財證(一)第 O九一 O O O

六一 O五號函「公開發行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準則」有

關規定訂定。 

配合證券主管機關修

訂。 

第十條：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

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

同意，修正時亦同。如有董事

表示異議且有紀錄或書面聲

明者，公司並應將董事異議資

料送各監察人，並應充分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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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

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

同意，修正時亦同。如有董事

表示異議且有紀錄或書面聲

明者，公司並應將董事異議資

料送各監察人。 

配合新增獨立董事修

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