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中華民國一○七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地點：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 223 號 2 樓(台北矽谷國際會議中心) 

出席：出席及代理出席股東代表股份總數共計：66,092,755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數101,498,831股之65.11%(已扣除註銷庫藏股7,750,000股)。 

出席董事及監察人：高樹榮董事長、呂禮正董事、許勝欽監察人 

列席：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周寶琳會計師、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杜偉成律師 

主席：高樹榮                            記錄：張亞玲 

宣佈開會：出席股數已逾發行股份總數二分之一，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主席致詞：略 
 
報告事項 
 

一、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鑒察。 

本公司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二、監察人審查一○六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鑒察。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三。 

 

三、庫藏股買回執行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第28 條之2及「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

辦法」規定，買回公司普通股股份，買回股份執行情形如下： 

 

承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買回股份執行情形 

董事會決議日期 107 年 01 月 16 日 

買回目的 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消除股份)   

實際買回期間 107 年 01 月 17 日至 107 年 02 月 12 日 

承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七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預計買回股份種類及數量 普通股 / 10,924,000 股 

預計買回區間價格 每股新台幣 10.50 元至 22.75 元 

已買回股份種類及數量 普通股 / 7,750,000 股 

已買回股份金額 150,272,544 元 

平均買回價格 19.39 元 

已辦理銷除及轉讓之股份數量 7,750,000 股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  0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占已

發行股份總數比率（%） 
 0 

未執行完畢之原因 因股價超過申報買回區間價格，故未能執行完畢

 

 
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由：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明：本公司民國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已

編製完竣，於 107 年 3 月 23 日董事會通過，前述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

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吳漢期會計師及徐聖忠會計師查核完

竣，並出具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併同營業報告書復送請監察人審查完

畢，請參閱附件一~三，提請 承認。 

決議：本議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投票表決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66,092,755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50,914,701 權 

(含電子投票 45,451,062 權) 
77.03% 

反對權數 3,747 權 

(含電子投票 3,747 權) 
0.00% 

無效權數 0權 

(含電子投票 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5,174,307 權 

(含電子投票 14,806,307 權) 
22.95%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由：一○六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說明：本公司一○六年度期初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535,365,029 元，減本期稅

後淨損為新台幣 56,913,437 元，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為新台幣

4,350,192 元，期末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474,101,400 元，擬全數保留

不予分配，擬具盈餘分配表如下。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小   計 合  計 

期初未分配盈餘 535,365,029

減：本期稅後淨損 56,913,437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4,350,192

期末未分配盈餘 474,101,400

董事長：高樹榮           經理人：高樹榮           會計主管：賴玉女 

決議：本議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投票表決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66,092,755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50,914,702 權 

(含電子投票 45,451,063 權) 
77.03% 

反對權數 3,746 權 

(含電子投票 3,746 權) 
0.00% 

無效權數 0權 

(含電子投票 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5,174,307 權 

(含電子投票 14,806,307 權) 
22.95% 

 
 

臨時動議：無 

 

散  會：(上午九時十三分) 

               承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六年度盈餘分配表 



【 附件一 】 

 

 

一、一○六年度營業結果 

二、本公司一○六年度雖然營業收入呈現微幅減少，仍維持穩定的營運經濟規

模。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5,772,839仟元，較一○五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新

台幣6,687,790仟元減少13.68%；其中個體營業收入為新台幣5,276,351仟

元，較一○五年度個體營業收入新台幣6,201,316仟元減少14.92%，稅後淨

損為新台幣56,914仟元，每股稅後淨損0.52元。 

  以下將本公司一○六年度的營業結果及一○七年度營業計畫概要說明如下： 
 

(一) 1.個體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6 年度 105 年度 增(減)金額 增(減)% 

營業收入  5,276,351   6,201,316  (924,965) (14.92) 

營業毛利  80,824  226,619 (145,795) (64.33) 

營業淨利  32,161  138,778 (106,617) (76.83) 

稅後淨利(損)   (56,914)   91,631 (148,545) (162.11) 

每股稅後淨利(損)(元)   (0.52)     0.84  (1.36) (161.90) 

 

 

     2.合併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6 年度 105 年度 增(減)金額 增(減)% 

營業收入 5,772,839 6,687,790 (914,951) (13.68) 

營業毛利 104,334   241,040 (136,706) (56.72) 

營業淨利 16,831   110,632 (93,801) (84.79) 

稅後淨利(損) (56,914)  91,631 (148,545) (162.11)

每股稅後淨利(損)(元) (0.52)  0.84 (1.36) (161.90)

 

 

 

承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 



(二) 1.個體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年度

項目  
106 年度 105 年度 增(減)% 

財務結構

% 

負債占資產比率 12.75 23.32 (45.33)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6,894,508.00 1,047,254.65 558.34 

償債能力

%  

流動比率 638.67 362.35 76.26 

速動比率 593.11 338.42 75.26 

利息保障倍數 (36.12) 16.25 (322.28)

獲利能力

% 

資產報酬率% (2.57) 3.68 (169.84)

股東權益報酬率% (3.23) 5.13 (162.96)

純益(損)率 (1.08) 1.48 (172.97)

每股稅後盈餘(淨損)(元) (0.52) 0.84 (161.90)

 

2.合併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年度

項目  
106 年度 105 年度 增(減)%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13.31  23.60 (43.60)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1,283.08  1,242.15 3.30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699.66  398.82  75.43 

速動比率 655.21  364.82  79.60 

利息保障倍數 (35.90)  16.31 (320.11)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2.56)  3.66 (169.95)

股東權益報酬率% (3.23)  5.13 (162.96)

純益(損)率 (0.99)  1.37 (172.26)

每股稅後盈餘(淨損)(元) (0.52)  0.84 (161.90)

 

二、一○七年度經營計畫概要 

    本公司面對未來市場變化，計畫採取之經營方針、預計目標及重要產銷政策

如下： 

(一) 經營方針 

          1、行銷業務：持續強化經銷商與代理商緊密合作關係；持續佈建不同型態

的銷售通路；與財務體質穩健的客戶持續強化合作。 



         2、財務政策：穩健經營、嚴格控管應收帳款品質，依據銷售條件之規定天

數收款，確保資產保全；依據接單生產，維持存貨低庫存，以維持營運

資金的有效率運作。 

        3、研發政策：持續提升生產製程技術，在晶片規格、功能推陳出新時，能

持續維持與提升產品生產製程良率、品質、功能、規格與產品效能，以

維持有效率生產並滿足客戶需求。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107 年上半年中國市場電競用顯示卡的需求呈現穩定趨勢，顯示卡原

廠 NVIDIA，預計於 107 年第三季推出新規格顯示卡，在市場需求穩定的

情況下，本公司將致力於銷售毛利較佳的產品，而非著眼於銷售數量的大

幅增長，憑藉公司穩定的財務體質，使業績維持一定的經濟規模。 

 

  (三)重要之產銷政策 

    1、生產政策：確實掌握訂單及交期，精確掌握備料及庫存最低化。 

            2、銷售政策：持續提升技術研發與產品品質，提供符合客戶需求之產

品並持續佈建新銷售通路。 

 

本公司於 106 年以既有的核心價值致力於維持公司財務體質、穩健經

營，持續透過生產管理與生產技術的提升，維持穩定的產品技術質量，強化

產品效能，持續強化行銷通路，自 106 年第四季起中國大陸電競市場硬體需

求已有回溫的趨勢，展望 107 年上半年，由於 GPU 晶片供不應求，本公司將

致力於調整產品結構，以期在市場需求回溫的情形下，提升本業獲利。在此

謹代表承啟科技經營團隊，再次感謝各位股東的支持與鼓勵。 

 

 

 

 

 

 

 

 

 

 

 

 

董事長：高樹榮            經理人：高樹榮           會計主管：賴玉女 



 【 附件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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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 附件三 】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六年度財務報告暨合併財務報

告，業經委託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吳漢期會計師、徐

聖忠會計師查核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之議案，業經本

監察人審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公司法第219條之規

定，備具報告書。 

敬請  鑒察 

    此  致 

    本公司一○七年股東常會 

                承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周 峻 墩 

中  華  民  國   一○七   年   三   月   二十七   日 



承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六年度財務報告暨合併財務報

告，業經委託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吳漢期會計師、徐

聖忠會計師查核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之議案，業經本

監察人審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公司法第219條之規

定，備具報告書。 

敬請  鑒察 

    此  致 

    本公司一○七年股東常會 

                承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許 勝 欽 

中  華  民  國   一○七   年   三   月   二十七   日 



承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六年度盈餘分派之議案，業經本

監察人審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公司法第219條之規

定，備具報告書。 

敬請  鑒察 

    此  致 

    本公司一○七年股東常會 

                承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周 峻 墩 

中  華  民  國   一○七   年   五   月   七   日 



承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六年度盈餘分派之議案，業經本

監察人審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公司法第219條之規

定，備具報告書。 

敬請  鑒察 

    此  致 

    本公司一○七年股東常會 

                承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許 勝 欽 

中  華  民  國   一○七   年   五   月   七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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