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ㄧ〇七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7年 6月 14日（星期四）上午 9時整 

地 點：高雄市路竹區路科三路三號（本公司視聽教室） 

出 席：出席及委託出席所代表之股數計 130,993,220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

份總數 254,826,461股之 51.40 %。 

出席董事：嚴瑞雄、莊國欽、三新（股）公司代表人嚴華洲、三新（股）公司

代表人嚴正、郭火城、東英投資（股）公司代表人王森茂、東英投

資（股）公司代表人邱鳳輝、嚴慧真、董揚光 

出席獨立董事：陳輝雄、蕭庭郎、王泊翰 

列 席：劉裕祥會計師、嚴天琮律師 

主 席：嚴瑞雄董事長    記錄：鄭建宏

一、 宣布開會：出席股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布開會。 

二、 主席致詞：（略） 

三、 報告事項 

(一) ㄧ〇六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一） 

(二) ㄧ〇六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三) 修訂「董事會議事規範」部分條文。（請參閱附件三） 

四、 承認事項 

(一) 案由：ㄧ〇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董事會提） 

說明： 
1.本公司ㄧ〇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含個體及合併財務報

表），業經董事會編造完竣。其中財務報表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劉裕祥會計師及郭麗園會計師查核竣事，連同營業報告

書及虧損撥補案送交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符，出具審查

報告書在案。

2.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上述財務報表請

參閱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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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30,993,220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24,537,589權 

（含電子投票 16,182,950權） 
95.07% 

反對權數：87,402權 

（含電子投票 87,402權） 
0.07%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6,368,229權 

（含電子投票 3,573,100權） 
4.86% 

贊成權數超過表決權數的二分之一，本案照案通過。 

(二) 案由：ㄧ〇六年度虧損撥補案。（董事會提） 

說明： 

本公司ㄧ〇六年度虧損撥補表，業經董事會依本公司之公司章程規定，

擬具如下表，敬請承認。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虧損撥補表 

民國ㄧ〇六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   796,162,257 

調整項目 

因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調整保留盈餘 (10,191,529) 

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調整保留盈餘 (5,170,143)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780,800,585 

民國ㄧ〇六年度稅後淨損 (237,403,752)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543,396,833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不分配 0 

期末未分配盈餘 $   543,396,833 

附註：106年度不擬配發股東紅利。 

董事長：嚴瑞雄 經理人：嚴瑞雄 會計主管：鄭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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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30,993,220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24,503,193權 

（含電子投票 16,148,554權） 
95.05% 

反對權數：115,596權 

（含電子投票 115,596權） 
0.09%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6,374,431權 

（含電子投票 3,579,302權） 
4.87% 

贊成權數超過表決權數的二分之一，本案照案通過。 

五、 臨時動議： 

（股東提問及發言內容暨公司之答覆略）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臨時動議提出。 

六、 散 會：同日上午 10時 02分，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 

過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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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一、 民國106年度營業結果 

(一) 民國106年度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 106 年度合併營收新台幣（以下同）9,762,815 仟元，較 105 年度合併營
收 9,768,086 仟元微幅衰退 0.1%；106 年度稅後淨損 232,433 仟元，較前一年度的
稅後淨利 65,860 仟元比較，衰退 452.9%。本年度虧損主要來自轉投資公司虧損及台

幣升值之匯率波動因素所致。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6年度 105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比率(%) 

營業收入 9,762,815 9,768,086 (5,271) -0.1% 

營業成本 7,666,519 7,616,854 49,665 0.7% 

營業毛利 2,096,296 2,151,232 (54,936) -2.6% 

營業費用 2,146,770 2,018,455 128,315 6.4% 

營業淨利（損） (50,474) 132,777 (183,251) -138.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52,526) (22,143) (130,383) 588.8% 

稅前淨利（損） (203,000) 110,634 (313,634) -283.5% 

本年度淨利（損） (232,433) 65,860 (298,293) -452.9% 

(二) 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106年度並未公開財務預測。 

(三)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年度 

分析項目 

財務分析 

106年度 105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67.73  59.12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199.40 228.54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0.99 0.81 

股東權益報酬率(%)   -3.91   1.05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7.97   4.34 

純益（損）率(%)   -2.38   0.67 

每股盈餘（損失）(元) -0.93 0.23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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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發展狀況 

東台精機透過持續的研發創新來保持企業競爭優勢，並不斷追求技術的升級以符

合產業需求的變化，目前在技術專利申請上已獲准 85 件，研究成果豐碩。而在設備

的研究發展上，伴隨近年工業 4.0、智慧製造的快速發展，以及製造業少量多樣的生

產需求，顧客安裝自動化系統、選購更高生產彈性的設備，甚至投入積層製造、機械

監控等數位製造的趨勢已經形成。因此，近年東台精機的技術發展著重於複合加工設

備，透過具有更多移動軸、更多主軸及更多複合功能的切削加工設備、智能軟體、積

層製造及雷射應用設備等，讓東台的客戶在少量多樣的生產模式中獲得更大的競爭

力。 

2017年成功開發的設備如下所述： 

1. 複合加工機─透過多功能複合達成工程集約

全新開發之「複合式車削中心機 TD-2000YBC」，針對航太、生醫、汽車、家電

零件的加工所設計的機台，同時具備車削及銑削功能，可將需要多機工程加工

之物件於單一機台完成，更符合少量多樣的生產模式。TD-2000YBC 推出即榮

獲 2017台灣精品獎的肯定，對於協助客戶邁入彈性製造有相當大的助益。

2. 五軸加工機─複雜工件一次加工完成

全新開發之「臥式五軸加工中心機 HTH-800」，不僅適用於鑄件、鋼材、難切

削材之加工，透過五軸連動功能，更適合航太產業中的發動機機匣及渦輪葉片

之曲面加工，本機推出即榮獲 2017 台灣精品獎以及第 13 屆工具機研究發展創

新產品競賽優等獎的肯定，同時也獲得國內航太業採購。

3. 積層製造設備─加法製造，快速實現設計

「AMH-350 噴粉式積層製造複合加工設備」是與美國 Optomec 公司合作的全

新產品，集合了加法與減法加工技術於一體的複合加工機種，可於一台機台執

行 3D 列印、工件修補加工、雷射改質及五軸切削加工等多種製程。另一項積

層製造產品「噴膠式砂模成型積層製造設備 AMS-1200」為首台國產砂模積層

製造設備，透過砂模列印技術可大幅縮短砂模的製作時間，並且可以製作的高

複雜度的砂心，大幅提升鑄造產業的競爭力。同時，砂材的可回收性也達到了

節省資源與實踐環保的要求，在科技與環保間取得平衡。

4. PCB 加工設備

新一代「CO2 雷射鑽孔機 TLC-2H22II」內建新光學系統，大幅提升穩定性及

加工精度，並可對應先進 IC 封裝製程；此外，呼應工業 4.0 趨勢，設備採用新

型可直接充氣 CO2 的雷射源，並於機台內設智慧化自我偵測軟體，可將掃描頭

的精度校正結果等等訊息回饋予中央控制系統，有利及時維修保養並提升稼動

率。

5. TLM整線管理系統

新一代「TLM 整線管理系統」全新的 UI 與 UX 設計，讓整條生產線的機械狀

態監控一目了然，簡單易懂的報表功能可以提供客戶生產數據，進而發現製程

瓶頸予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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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述複合加工設備搭配自動化系統所組成的生產線，將具備優異的生產彈

性，其工程集約特性可有效提升廠房利用率，在固定的空間中創造更大的產程。

產線同時運用 TLM 整線管理系統進行整線機械監控功能，可對產線進行有效管

理。綜合應用 2017年度之研發成果，將可協助客戶構築具備高度競爭力之智慧

工廠。 

二、 民國107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 民國 107年度經營方針： 

1. 聚焦主力產品，增加營收，降低成本，提高淨利。

2. 整合行銷策略與通路服務，提升東台在機械產業的市場佔有率。

3. 提升生產效率，降低製造成本，品質提升。

4. 以組織發展的角度，優化暨落實管理制度。

(二) 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拜全球經濟復甦、工具機產業景氣欣欣向榮所賜，本公司將以過去銷售實

績為基礎，掌握 107 年度各產業客戶之資本支出增加契機，持續增加營業收入

來源。此外，在中國大陸市場的開拓方面，本公司耕耘中國大陸華中地區多年，

99 年起透過大陸子公司於武漢設立分公司，今年起為擴展服務規模，積極轉型

為4S直營店，東台也於3月1日在武漢分公司增設東台技術應用中心（T-TAC），

提供在地客戶即時的加工驗證與技術諮詢服務，藉以提昇營業收入來源。 

(三) 重要之產銷政策： 

1. 生產策略

(1) 實現數據管理可視化現場。

(2) 持續落實精實革新 ：

(3) 整合現有關鍵物料與模組化設計，實現多機種共用料。

(4) 多能工與製程品質認證，落實品質保證。

2. 銷售與市場策略

(1) 透過東台 TLM(智慧整廠監控)協助客戶落實工業 4.0。

(2) 中國區在地化生產佔比提高，服務在地客戶。

(3) 武漢 T-TAC技術中心成立，提供客戶售前完整服務。

(4) 持續擴大陸地區銷售網路，積極拓展大陸地區的市場。

3. 產品策略

(1) 汽車/生醫/航太市場的具形狀複雜、產品工序等特性，提供智能化精

進發展策略：工程集約化/智能診斷/遠端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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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製程創新與節省成本策略：提升加工精度、減少工時。 

(3) 綠能環保產品策略：可分解、無毒性的合格零件/節能配備降低耗能。 

(4) 複合雷射加工設備開發/3D列印材料開發。 

三、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延續著 3-3-3計畫之推展，民國 107年開始進入第三階段-再突破期的第一年： 

(一) 第一階段：再創業期 

民國 101~103 三年計畫，推動『共識-共志-共事』的組織再造計畫，重

塑產品-服務-技術競爭力。 

整理產品線、拓展通路版圖及拔擢關鍵人才，並透過建立橫向組織的專

案，進行各式關鍵改造活動的專案。 

(二) 第二階段：再成長期 

民國 104~106 三年計畫，落實事業部制及搭配全新產品面貌與前期的打

底基礎，積極尋覓國際策略夥伴並健全集團式的管理控制，有效整合資源。 

(三) 第三階段：再突破期 

民國 107~109 三年計畫，持續推動集團化整合，從資訊系統、財務資金、

人才運用、通路整合，四大方針著手，從東台切入全面翻新，進而水平展開

至全集團，致力成為一家能掌握市場趨勢，保持彈性高及應變能力快速的全

球工具機前 20大的跨國性集團企業。 

四、 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儘管近期全球經濟動能平穩，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IEK）最新估測，

107年台灣製造業產值成長率應有 3.29％，處於偏高的成長動能。 

大陸躍升為全球最大工具機進口國，每年進口 100多億美元設備，其中 6成來自

德國及日本，以中高端工具機為主。大陸前幾年去產能化、缺工及沿海城市工資連年

上漲，大陸企業從 105 年底新添購設備都以自動化及客製化機械搭載機械手臂，或整

廠整線為主。惟日本工具機廠訂單滿載，目前下單到出貨至少要 14 個月，不少大陸

企業轉向台灣採購，遂出現兩岸關係緊張，台灣工具機銷往大陸卻有增無減。 

智慧自動化需求持續升溫，在「中國製造 2025」利多帶動下，每年預估可創造

千億商機，在市場優勢互補，以及中國大陸 31 條惠台措施帶動下，有助於未來在中

國佈局。 

董事長：嚴瑞雄       經理人：嚴瑞雄       會計主管：鄭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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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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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 訂 前 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說 明 

本規範制(修)訂及審查部門 

制(修)訂：管理本部  

審查：管理本部 

本規範制(修)訂及審查部門 

制(修)訂：集團總管理處 

審查：集團總管理處 

制(修)訂及審查單

位修改為集團總管

理處。 

第四條 (會議資料)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辦理議事

事務單位為管理本部。 
議事單位應擬訂董事會議事

內容，並提供充分之會議資料，
於召集通知時一併寄送。 

董事如認為會議資料不充
分，得向議事事務單位請求補
足。董事如認為議案資料不充
足，得經董事會決議後延期審議
之。 

第四條 (會議資料)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辦理議事

事務單位為集團總管理處。 
議事單位應擬訂董事會議事

內容，並提供充分之會議資料，
於召集通知時一併寄送。 

董事如認為會議資料不充
分，得向議事事務單位請求補
足。董事如認為議案資料不充
足，得經董事會決議後延期審議
之。 

董事會指定辦理議

事事務單位修改為

集團總管理處。 

第十二條 (應經董事會討論事
項)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
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
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訂內
部控制制度。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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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
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
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
之任免。 
七、薪資報酬委員會對董事、經
理人薪資報酬之建議。 
八、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
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
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
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九、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
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
決議或董事會決議事項或主管機
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所稱關係人係指證券發
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
關係人；所稱對非關係人之重大
捐贈，係指每筆捐贈金額或一年
內累積對同一對象捐贈金額達新
台幣一億元以上，或達最近年度

第十二條 (應經董事會討論事
項)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
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
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訂內
部控制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有
效性之考核。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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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
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
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
之任免。 
七、薪資報酬委員會對董事、經
理人薪資報酬之建議。 
八、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
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
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
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九、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
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
決議或董事會決議事項或主管機
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所稱關係人，指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
規範之關係人；所稱對非關係人
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金額或
一年內累積對同一對象捐贈金額

1. 按臺證治理字

第 1060018313

號公告，爰修正

本條第一項第

三款及第五項

規定。

2. 第二項及第三

項酌作文字修

正。

3. 鑒於本公司屬

國內公司，自不

適用外國公司

資本額計算規

定，爰刪除第四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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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前 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說 明 
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
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五以上者。 

    前項所稱一年係以本次董事
會召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
算一年，已提董事會決議通過部
分免再計入。 

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
面額非屬新台幣十元者，前述有
關資本額百分之五之金額，以股
東權益百分之二點五計算之。 

    獨立董事對於證交法第十四
條之三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應
親自出席或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
理出席。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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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不採納或修正薪資報
酬委員會對董事、經理人薪資報
酬之建議，應有全體董事三分之
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並於決議說明董事
會通過之薪資報酬有無優於薪資
報酬委員會之建議。 

達新台幣一億元以上，或達最近
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
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五以上者。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
董事會召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
溯推算一年，已提董事會決議通
過部分免再計入。 

    公司設有獨立董事者，應有
至少一席獨立董事親自出席董事
會；對於第一項應提董事會決議
事項，應有全體獨立董事出席董
事會，獨立董事如無法親自出
席，應委由其他獨立董事出席。
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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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不採納或修正薪資報
酬委員會對董事、經理人薪資報
酬之建議，應有全體董事三分之
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並於決議說明董事
會通過之薪資報酬有無優於薪資
報酬委員會之建議。 

項規定。 

第十八條 (附則) 
本議事規範之訂定及修正應經本
公司董事會同意，並提股東會報
告，未來如有修正得授權董事會
決議之。 

第十八條 (附則) 
本議事規範之訂定應經本公司董
事會同意，並提股東會報告。未
來如有修正授權董事會決議之。 

參照證交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會議

事規範」範例修訂

本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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