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一○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一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地  點：桃園市觀音區樹林村安和街307號(本公司觀音廠員工活動中心) 

出  席：出席股東代表股份總數297,664,060股(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權者19,722,370股)，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531,688,380股，出席率55.98%。 

董事出席人員：葉守焞  蘇百煌  葉宗浩  梁龍祥  蘇柏誠 

蘇恩平  蘇慶源[益盛投資(股)代表] 

列  席：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美玲會計師 

主  席：葉董事長守焞 記 錄：顏仲梓 

壹、報告出席股數宣佈開會：

截至上午九時止出席股數計297,664,060股，已達法定開會股數，主席宣佈開會。 

貳、主席就位、致詞：(略)本次股東常會正式開始。

參、報告事項 

(一)、一○九年度營業概況報告。(請參閱附件)
(二)、審計委員會查核一○九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請參閱附件)
(三)、一○九年度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四)、修正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報告。

(五)、實施庫藏股執行情形報告。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九年度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業經國富浩華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美玲會計師及蕭英嘉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連

同營業報告書經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在案。 

二、謹檢附相關資料如下：  

(一) 營業報告書 (請參閱附件) 

(二) 個體財務報告    (請參閱附件) 

(三) 合併財務報告    (請參閱附件) 

三、敬請  承認。 

決 議：贊成權數：285,469,502 權(含電子投票 7,689,763 權)， 

佔表決權總數 95.95% 

反對權數：46,129 權，佔表決權總數 0.01% 

無效權數：0權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11,986,478 權，佔表決權總數 4.02% 

本案表決結果，已達法令規定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結算一○九年度稅後虧損為新台幣 40,115,036 元，另加計

本期確定福利計劃之精算損失 471,001 元後，109 年度待彌補虧損

為新台幣 40,586,037 元，以期初累積未分配盈餘彌補虧損後，本

期可供分配盈餘為 97,046,918 元。 

二、擬具一○九年度盈餘分配表（如下），每股配發現金股利 0.1 元，每

位股東發放現金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無條件捨去，並將捨去金額

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三、請求以下授權： 

(一)、本次盈餘分配基準日前，如因公司股本變動影響流通在外股

份數量，致使股東配息比率因此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擬提

請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二)、授權本公司董事長訂定盈餘分配除息基準日。 

四、敬請 承認。 

決 議：贊成權數：285,727,075 權(含電子投票 7,947,336 權)，    

佔表決權總數 96.04% 

反對權數：114,304 權，佔表決權總數 0.03% 

無效權數：0權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11,660,730 權，佔表決權總數 3.91% 

本案表決結果，已達法令規定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集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備註 

期初未分配盈餘    137,632,955  

 加：本年度稅後淨損  (40,115,036)   

   其他綜合損益 (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   (471,001)  註 1 

         本年度待彌補虧損  小計  (40,586,037)   (40,586,037)  

 減：提列項目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0%)        0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97,046,918  

 減：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 - 現金股利 (每股 0.1 元)     53,168,838 註 2 

期末未分配盈餘 
 

    43,878,080  

  註 1：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採立即認列於保留盈餘。 

  註 2：盈餘分配係以 87 年度以後之未分配盈餘分配之。 

 
 
             董事長：                總經理：               會計主管：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資本公積發放現金股利案，提請  審議。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 241 條之規定，本公司擬以超過票面金額發行普通股溢

價之資本公積新台幣 106,337,676 元配發現金，即按資本公積發放

現金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之股東持有股數，每股配發 0.2 元（每位

股東發放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無條件捨去，並將捨去金額計入本

公司之其他收入）。 

    二、請求以下之授權： 

(一)、本次資本公積發放現金基準日前，如因法令變更、主管機關

要求或流通在外股份數量異動時，致使股東配發現金比率發

生變動而需修正時，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二)、授權本公司董事長訂定本次資本公積發放現金除息基準日。 

    三、敬請 審議。 

決 議：贊成權數：285,789,447 權(含電子投票 8,009,708 權)，    

佔表決權總數 96.06% 

反對權數：57,906 權，佔表決權總數 0.01% 

無效權數：0權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11,654,756 權，佔表決權總數 3.91% 

本案表決結果，已達法令規定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份條文，提請  審議。 

說  明：一、依金管會 108 年 4 月 25 日金管證交字第 1080311451 號令，規定上

市公司董事之選舉自民國 110 年起，應依公司法第 192 條之一採候

選人提名制度，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本公司已於 109 年度股東常會完成「公司章程」相關條文修正。 

      二、為配合公司法之修正及主管機關相關法令之規定，擬修訂本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俾利本公司於民國 111 年股東常會全

面改選董事時適用候選人提名制。 

      三、謹檢附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如後)。 

    四、敬請  審議。 

決 議：贊成權數：285,716,269 權(含電子投票 7,936,530 權)，    

佔表決權總數 96.03% 

反對權數：111,219 權，佔表決權總數 0.03% 

無效權數：0權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11,674,621 權，佔表決權總數 3.92% 

本案表決結果，已達法令規定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同日上午九時三十五分，主席宣布散會。 



董事選舉辦法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正前 修正後 

第 一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依本辦法行之。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除法令或公司章程
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辦法行之。      

第 二 條 本公司董事選舉採累積投票制，每一股
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 
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選舉票由董事會印製，按股東姓名編號
並加註其選舉權數，附於議程內分發各
股東。以電子方式行使投票權者，不另
製發選舉票。 
前項董事名額含獨立董事，獨立董事之
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就獨立
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獨立董事之
提名及選任等相關事宜，依本辦法第五
條規定辦理。 

本公司董事選舉採累積投票制，每一股
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 
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選舉票由董事會印製，按股東姓名編號
並加註其選舉權數，附於議程內分發各
股東。以電子方式行使投票權者，不另
製發選舉票。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依公司法第192條
之1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
之。 

第 五 條 獨立董事之資格、獨立性條件及其他事
宜，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
及應遵循事項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
定。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
戶日前，公告受理獨立董事候選人提名
之期間、獨立董事應選名額、其受理處
所及其他必要事項，受理期間不得少於
十日。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提名方式如下： 
一、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 
  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提名人數不 
  得超過獨立董事應選名額。 
二、由董事會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提名人數不得超過獨立董事應選名 
  額。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方式。 
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
對獨立董事被提名人應予審查，並將審
查結果通知提名股東，對於提名人選未
列入董事候選人名單者，並應敘明未列
入之理由。經董事會評估其符合獨立董
事所應具備條件後，送請股東會選任
之。 
前項審查董事被提名人之作業過程應作
成紀錄，其保存期限至少為一年。但經
股東對董事選舉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
訴訟終結為止。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之相關作業資訊申
報應依公司法第192條之1第七項規定辦
理。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獨立性條件及
其他事宜，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
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及其他相
關法令之規定。 
 
（以下空白，原條文內容刪除） 



條文 修正前 修正後 

第 六 條 選舉開始時，由主席指定監票員及記票
員各二人，執行各項有關任務，監票員
應具有股東身分。監票員之任務如下： 
(一)投票開始前，當眾開驗票櫃，並加 
  封條。 
(二)糾察秩序暨監察投票有無疏略及違 
  法等情事。 
(三)投票完畢後，啟封取票，並檢查選 
  舉票數目。 
(四)查驗選舉票有無廢票，並將有效選 
  舉票數點交唱票員。 
(五)監察記票員記錄各被選舉人所得選 
  舉權數。 

選舉開始前，由主席指定監票員及記票
員各二人，執行各項有關職務，監票員
應具有股東身分。 
投票箱由董事會備置，於投票開始前，
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 七 條 股東（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委託人）
於選舉開始時，即於選舉票上書寫被選
舉人之姓名、股東戶號及分配之選舉權
數，然後投入票櫃。 
被選舉人為政府或法人股東時，選票之
被選舉人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
亦得加註政府或法人代表人姓名；代表
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註代表人姓名。 

（原條文內容 刪除） 
（第九條條文 移入第七條） 
 
董事及獨立董事選舉分別設置投箱，經
分別投票後，交由監票員及記票員會同
拆啟票箱，當場開票。                

第 八 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無效票 
(一)不用本辦法規定之選舉票者。 
(二)未經選舉人填寫之空白選舉票。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者。 
(四)同一張選舉票填列被選舉人二人以 
  上者。 
(五)所填被選舉人資料與股東名簿所記 
  載不符者。 
(六)未依第七條之規定填寫選舉票或夾 
  寫其他文字者。 

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無效票 
(一)不用有召集權人製備之選舉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舉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與董事候選人名單不 
  符者。 
(五)除填寫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 
  文字者。                        

第 九 條 董事及獨立董事選舉分別設置投箱，經
分別投票後，交由監票員及記票員會同
拆啟票箱。 

（原條文內容移入第七條）， 
（修正後第九條條文 刪除） 

第十一條 開票結果，由監票員核對有效票及無效
票之總和無訛後，就有效票及選舉權數
暨無效票及選舉權數分別填入記錄表，
由主席當場宣布，包含董事、獨立董事
之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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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票結果，由監票員核對有效票及無效
票之總和無訛後，就有效票及選舉權數
暨無效票及選舉權數分別填入記錄表，
由主席當場宣布，包含董事、獨立董事
之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數；以及落選董
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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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
同。 

本辦法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附 件 

 

集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 

 

壹、前言 

 

   109 年度爆發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嚴重並演變爲全球大流行。不只是人類 

健康受到極大的威脅，並且對全球經濟及產業供應鏈都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國際油價 

因需求大減而大幅的下跌，疫情改變了人類的生活、工作及消費形式，市場需求急凍， 

許多國際服飾品牌實體店面紛紛關門，下游客戶採購停滯，對整個臺灣人纖紡織產業 

造成了極大的衝擊。 

    其中尼龍原料-CPL(己內醯胺)更是由 109 年年初的每公噸 1,380 美元跌至 890 美 

元，聚酯原料-對苯二甲酸(PTA)及乙二醇(MEG)，也跌到每公噸 380 美元，跌幅高達三 

成以上，109 年上半年造成超出預期的庫存跌價損失。再加上採取減產措施予以因應， 

以致營收下滑，此為造成 109 年本業產生虧損的主要原因。所幸下半年起，宅經濟的 

需求增加再加上我國對疫情控制得宜，加上中美貿易戰帶來轉單的效應，帶動原油及 

中間原料價格的上揚，我人造纖維材料因而受惠，並帶動價量齊揚的走勢。 

    而為了因應近年來產業與市場的劇烈變動，109 年本公司在尼龍聚合、尼龍紡絲 

及加工絲的產線都做了精實調整，並且也看到了具體的成果，所有的產線幾乎滿載。 

本公司 109 年度除戮力於強化上下游靈活運籌、和品牌客戶進行更密切的配合，減少 

庫存、減少常規尼龍絲生產銷售、進行紡絲設備升級改造，110 年已經發揮營運綜效 

轉虧為盈。 

    在長期策略方面，因聚酯加工絲的市場競爭激烈，新產品開發的時程及能力日益 

重要，而本公司新建聚酯原絲生產線已經於 109 年第四季完成。故公司將更能掌握上 

游特殊原料開發，以增加產品附加價值，並積極擴大聚酯及尼龍回收(Recycle)產品開 

發，以及藉由上、下游一貫化的優勢，快速回應市場變動之需求。而藉由整合上下游 

生產技術，除可開發客製利基型產品外，少量多樣化的生產彈性，不僅可符合短交期 

需求，更可提高紡絲設備的利用率，延續維持加工絲獲利穩定成長。 

 

 



貳、經營績效 

 

  109 年度受全球疫情影響，全年度營收與銷量雖均呈萎縮，109 年整體營業額為 

76億 4908萬元。但自第3季尼龍原料呈上漲走勢，公司生產線及產品結構有效調整， 

並加強特殊產品之銷售，第 4 季獲利大幅提升，致全年度毛利轉虧為盈，稅前淨損亦 

大幅減少；合計本公司全(109)年營業淨利減為負 2 億 8,529 萬元，全年稅前淨損為 

3,509 萬元，全年經營績效穩健趨堅。又全年執行多次庫藏股之買回，109 年負債佔資 

產比例：26.9%，每股淨值亦提高至 12.25 元，財務結構相當健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個體財報] 民國 109 年度 民國 108 年度 增(減)金額 增(減)比率 

營業收入     7,649,087   11,809,718   (4,160,631)    (35.2%) 

營業毛利        40,722      (28,927)       99,649    344.5% 

營業費用       356,019      417,815       (61,796)    (14.8%) 

營業利(損)益      (285,297)     (446,742)      161,445     36.1% 

稅前淨利(損)       (35,092)     (331,966)      296,874      89.4% 

稅後淨利(損)       (40,115)     (302,638)      262,523     86.7% 

 

參、營運策略 

 

一、環境保護： 

  本公司一向重視環境保護，近年來持續推動節能減碳，在節電節水各項措施上均 

  有相當成效。為減少空汙，已陸續將熱煤鍋爐改用天然氣取代重油，並增設防治 

  設備，大幅降低燃煤鍋爐空汙排放量，另為推動綠色能源，增建一座 1,930kw 太 

  陽能電廠，可於今年四月完工運轉。未來本公司將持續關注 ESG 各項議題，並投 

  入更大心力，朝著企業永續發展的目標努力邁進。 

二、產品研發： 

  延續中長期之產品開發策略，致力於高附加價值產品，並不斷提高產品品質來服 

  務我們的目標客戶。優化各新産品如特用工程塑膠、尼龍絲環保回收紗、尼龍漁 



  網環保回收紗、人體健康管理、微環境管理功能等功能性紗線，使其不僅具有流 

  行性及機能性外，更希望是對人及環境友善共好的綠色產品。 

三、產銷管理： 

  纖維事業部：在 109 年第四季起穩定自產供應，持續開拓客戶及擴大營運規模為 

        目標，減少常規產品、強化內部產銷協調效益及採購議價能力，以 

        提升公司營運整體利益。 

    化材事業部：今年將透過提升生產量及管理效率，以彈性生產方式取代計畫生產， 

        生產線配置優化及效能提升，強化產銷供應鏈的靈活運籌及產銷控 

        管，調整原料採購、嚴控庫存，建立和客戶的長期穩定的合作關係。 

 

肆、未來展望 

 

  受疫情影響，紡織產業相關的推展活動都受到很大的影響。我們持續以實體及視 

訊會議的方式進行推廣。疫苗已初步問世，歐美各國已經開始全面施打疫苗，全球的 

疫情已逐漸受到控制。此外各國政府大量推貨幣政策，搶救經濟，後疫情時代全球經 

濟和地緣政治將會重塑，紡織產業將會協同合作，朝向永續性與循環經濟的發展趨勢。 

 

  110 年本公司將更努力的朝向經濟效益、節能減碳、工業安全、企業社會責任和 

公司治理等議題同步積極推動，並致力於加強市場競爭力，以提高業務成長動能，繼 

續為公司股東和員工創造最大福祉。  



 

 

集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一○九年度合併財務報告暨個體財務報告，業經國富浩

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蕭英嘉、林美玲二位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連同營業報告

書及盈餘分配案等，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及

公司法之規定備具報告書，報請  鑒察。 

         此      致 

集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一○年股東常會 

 

 

集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歐宇倫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