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鈞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修訂

理由

第 三 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桃園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

議得在國內外設立分公司。 

第 三 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灣省桃園縣，必要時經董事

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立分公司。 

配合桃

園縣升

格為直

轄市，

故修正

之。

第十六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人，監察人三人，由股東會就有

行為能力之人，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

定，均採用候選人提名制度選任之，任期三年，

連選得連任。法人股東得由其代表人被選為董

事，代表人有數人時，得分別當選並得由法人股

東依其職權關係隨時改派補足原任期。本公司全

體董事及監察人合計持股比例，依證券管理機關

之規定。前項董事名額中，獨立董事人數不得少

於兩人，且不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獨立董

事與非獨立董事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條規

定一併進行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第十六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人，監察人三人，由股東會就有

行為能力之人，依公司法第一九八條規定累積計

算法選任之，任期三年，連選得連任。法人股東

得由其代表人被選為董事，代表人有數人時，得

分別當選並得由法人股東依其職權關係隨時改派

補足原任期。本公司公開發行股票後，其全體董

事及監察人合計持股比例，依證券管理機關之規

定。依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之二並配合證券交易

法第一百八十三條之規定，前項董事名額中，獨

立董事人數不得少於兩人，且不得少於董事席次

五分之一，其選任採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

之候選人提名制度。 

配合上

市上櫃

公司治

理實務

守則第

22條之

規定修

訂。 

第二十六條： 

本公司每年度如有獲利，應先提撥不高於百分之

二作為董監事酬勞、提撥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之

間作為員工酬勞，但公司尚有累積虧損時，應預

先保留彌補數額，前項員工酬勞由董事會依營業

淨利及業績目標達成情況定之，員工酬勞分派得

以股票或現金為之，其對象得包括符合董事會或

其授權之人所訂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當期決算如有盈餘，依法繳納稅捐後，應先彌補

虧損，次就其餘額提存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

積，但法定盈餘公積累積已達本公司資本總額

時，不在此限。 

次依法令或主管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

公積後，併同以前年度累積未分配盈餘及當年度

未分配盈餘調整數額，其合計數由董事會擬定提

撥百分之十(含)至百分之百分配案，提請股東會

通過後分配股東紅利。 

第二十六條： 

本公司每年度盈餘分派時，當期決算如有盈餘，

於依法繳納稅捐後，應先彌補虧損，次就其餘額

提存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

累積已達本公司資本總額時，不在此限。 

次依法令或主管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

積。 

如尚有盈餘再分派如下： 

1.提撥百分之二作為董事及監察人酬勞。 

2.提撥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之間作為員工紅利，

員工紅利由董事會依營業淨利及業績目標達成情

況定之，員工紅利分派之對象，得包括符合董事

會或其授權之人所訂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惟從

屬公司員工分配之員工紅利以股票股利為限。 

3.扣除前二項餘額後併同以前年度累積未分配盈

餘及當年度未分配盈餘調整數額，其合計數由董

事會擬定提撥百分之十(含)至百分之百分配案，

配合公

司法修

正之規

定修訂

 



本公司現處於成熟期產業，得以現金股利或股票

股利之方式為之，而衡量未來年度之資金需求及

資本結構，其中現金股利分派之比例不低於當年

度股東股利總額之百分之十。 

 

提請股東會通過後分配之。 

本公司現處於成熟期產業，得以現金股利或股票

股利之方式為之，而衡量未來年度之資金需求及

資本結構，其中現金股利分派之比例不低於當年

度股東股利總額之百分之十。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訂於民國七十五年十一月十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六年十二月二十八日。

…(略)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年六月九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一年六月六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二年六月二十六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三年六月二十五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五年五月十八日。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訂於民國七十五年十一月十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六年十二月二十八日。 

…(略)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年六月九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一年六月六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二年六月二十六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三年六月二十五日。

增列修

訂日期

及次數



一○四年度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女士、先生大家好! 

首先歡迎各位在百忙之中前來參加本年度的股東會，在此謹代表本公司對各位股東的支持與鼓勵

表達最崇高的謝意。茲將本公司一○四年度之經營狀況及未來展望目標報告如下： 

 

一、一○四年度營業報告                                                                        

(一)一○四年度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一○四年度，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 632,332 仟元，較一○三年度減少 6.05%；合併稅

前淨利 122,163 仟元，較一○三年度減少 13.08%。營收衰退之主要原因為精密線圈產品及買賣營

收的下降，較一○三年度分別衰退 21.77%及 17.3%。但鐵氧體磁芯及晶片則呈現小幅成長。 

 

各產品營收成長（衰退）的最主要原因：（1）精密線圈產品，日幣大幅貶值，日系線圈大廠

( Murata，TDK，太陽誘電… )針對公司主要 NB 代工客戶降價搶單，造成客戶的流失或產品 ASP

因市場競爭因素大幅下降。紅色供應鏈的崛起，以極具殺傷力的低價搶食台灣的代工廠。（2）晶

片產品，受惠於終端市場價格的持穩、新產品出貨增溫及積極開發的大陸市場已漸漸開花結果，

一○四年度營收已經止跌並較一○三年呈現微幅的成長。（3）鐵氧磁芯的營收則維持溫和的成

長，較一○三年成長 6.86%。主要係受惠汽車電子需求增強、日本客戶訂單增加及歐洲市場回溫

所致。 

本公司一○四年獲利較一○三年衰退 13.08%，主要原因是匯兌收益的減少。一○四年的匯兌

收益較一○三年減少 15,393 仟元，減幅達 33.66%。 

 

(二)預算執行情形：本公司未公開一○四年財務預測，故無須揭露預算執行情形。 

 

(三)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分析 

1.財務收支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4 年度 103 年度 增（減）金額 增（減）比例(%)

營業活動現金流量 160,388 181,099 (20,711) (11.44)

投資活動現金流量 (76,637) (201,662) 125,025 62.00

籌資活動現金流量 142,166 (261,224) 403,390 154.42

註：上列財務資料填列係依據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合併資訊。 

2.獲利能力 

項目 104 年度 103 年度 

資產報酬率（%） 4.94 8.55 

股東權益報酬率（%） 7.05 8.18 

稅前純益占實收資本比例（%） 14.36 16.73 

純益率 16.46 18.04 

調整前 1.22 1.45 
每股盈餘（元） 

調整後 - 1.43 
註：上列財務資料填列係依據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合併資訊。 
 

(四)研究發展狀況 



     本公司本著精益求精之精神，積極於電磁波干擾對策領域，研發各項新的技術，並致力建立

EMI 抑制權威的形象，直接反映於產品品質之穩定性與獲得客戶群之認可與信賴，並透過研發團

隊積極蒐集材料工程及產品應用之資訊，進一步掌握最新產品發展趨勢與技術資訊。一○四年度

具體之研發成果包括下述各項產品之開發：厚膜式共模濾波器、耐大電流壓模與繞線電感、多組

線共模濾波電感。 

 

二、一○五年度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 

回顧一○四年，由於日幣的持續貶值、紅色供應鏈的崛起與全球景氣的二次衰退，造成本公

司產品銷售與生產很大的影響與挑戰。為因應詭譎多變的市場變化與電子產品的推陳出新，本公

司除了致力降低製造成本以提高毛利率外，並積極開發新產品以提高 ASP 及產品價值。目前在汽

車電子領域已經慢慢開花結果，越來越多的汽車電子產業已陸續導入並交貨；同時公司也配合 

mini - USB type 介面所帶來的無限商機，積極開發並推出新產品。  

針對不同市場的需求與電子產品發展趨勢，積極與工研院及各大專院校加強技術合作與交

流，開發新材料、產品，期能以最完整的產品線，適時的滿足客戶多元化的需求。相信在既有基

礎上，強化競爭優勢，我們一定能夠踩著穩健的步伐，再創佳績，以不負股東長期的厚愛與支持。 

 

(二)預期銷售數量及其依據 

本公司民國一○五年預期銷售數量如下： 

主要產品 銷售量(仟個) 104 年度實績(仟個) 成長率(%) 

鐵芯 496,646 438,804 13.18 

晶片電感     1,019,916 773,402 31.87 

精密線圈 184,626 210,145 -12.14 

 

   一○五年度銷售預估依據： 

   鐵芯：雖然 NB、Desktop 在整個 PC 市場的重要性已逐漸衰退，電視也走向超薄化，但由於

移動式裝置、無線充電裝置、IOT 與汽車電子製造業端的成長，應用於這些產品上的

變壓器(Adaptor)及電源供應器所需求小尺寸鐵氧磁芯需求量則呈現大幅增加。為彌

補大尺寸鐵氧磁芯的市場萎縮，本公司除加強中國大陸的市場的開發外，也積極開發

其他新興市場。展望一○五年，由於日本客戶端的需求將持續穩定成長，歐洲市場也

逐漸走出陰霾慢慢回溫，中國市場則因 LED 與 IOT 客戶出貨穩定成長，鐵氧磁芯的出

貨與營收將會呈現穩定的成長。一○五年度鐵芯的銷售預估與一○四年實際銷售相

比，銷售數量預估增加 13.18%。 

晶片電感：市場經過多年的流血肉搏戰，各製造廠商普遍陷入經營虧損，因而無力也無意再殺價

掠奪市場佔有率，一○四年晶片電感的 ASP 已經出現止跌持穩訊號，再加上大陸市場

對於高品質的電感元件需求漸增，本公司蘇州廠出貨量與規模也持續擴大。而且，本

公司與台大技轉的新產品也成功 design-in 台灣代工大廠，一○五年開始導入量產。

預計新產品開始交貨後，晶片電感，無論在銷售量或是銷售額將會擺脫持續多年的衰

退窘境，呈現較大幅度的改善，而且 ASP 也會有明顯提升。一○五年晶片電感銷售數

量預估比一○四年增加 31.87%。 

精密線圈：雖然 USB3.0、HDMI 介面，支撐著精密線圈的強勁需求，且本公司也掌握產品的品質、

交貨速度及客戶端支持的優勢，但由於終端產品的大幅降價、日幣持續貶值、紅色供

應鏈的崛起及部分線圈產品被積層式電感取代，精密線圈產品的龐大設備投資、居高



不下的折舊費用與原料成本，使得公司的生產壓力備感沉重。面對一○五年的挑戰，

我們對精密線圈嚴峻的市場，仍不敢樂觀以待。為避免精密線圈產品部門的虧損持續

擴大，我們將採取去蕪存菁的策略，淘汰部分不具生產經濟效益的產品及售價不符成

本的客戶。預計一○五年，精密線圈的出貨數量比一○四年衰退 12.14%。 

功率電感：由於手持式裝置與消費電子產品對於零件的小型化與耐溫耐熱需求越來越殷切，針對

此市場的需求，公司積極開發的 mini molding choke，已完成相關認證並投入小量產。

展望一○五年度，此部份產品因產能的增加與技術的精進，對公司線圈部門的營收與

毛利率的提升，將會逐步顯現。 

 

(三)重要之產銷政策 

    為了達成上述目標，我們採取的產銷政策包括：（1）不斷提高生產力，降低成本，以充份

掌握客戶及市場。（2）持續提升製造能力，快速交貨，滿足顧客需求。（3）積極開發新產品，

以最完整的產品線，滿足客戶多元化的需求。（4）積極擴充生產線，以彌補市場的缺口，讓鈞

寶公司成為全面性的電感產品製造商。 

 

三、未來公司發展策略 

        本公司將採取積極穩健之成長策略，一方面網羅專業人才，一方面積極開發新產品與新市

場，以使本公司成為業界之頂尖。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1.本公司產品主要用途為抑制電磁波干擾，而近年來各國政府對於電子產品的電磁波干擾問題日

益重視，要求及限制也越加嚴格，此種趨勢導致本公司之商機越來越多。但由於國際間產業分

工日益明顯，代工日趨集中化，而且電子產品的生命週期也越來越短，因此我們所面臨之挑戰

也會越來越多，越來越嚴峻。為迎接此種挑戰，本公司已架構更堅強的經營管理團隊，以提升

研發、製造、銷售、財務等各方面之績效，相信本公司將因此而能掌握業務成長之機會。 

2.歐、美、日電子品牌大廠紛紛放棄製造，對整個產業及本公司銷售政策與通路布局造成莫大的

衝擊。代工廠要求極為低廉價格卻要維持高品質以及快速的交貨與開發能力，而且產品的生命

週期也越來越短，因此，如何在品質、產能與毛利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又如何在有限資源下，

活化公司資產以創造公司最大利益，將是一個不得不面對的嚴肅議題。 

                                                                        

最後，再次由衷地感謝各位股東女士、先生以及熱情奉獻的同仁們長期對本公司的支持與鼓勵，

謹向各位致上最高的敬意！並祝大家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董 事 長 ：楊正利 

                         經 理 人 ：陳震漢 

                                    會計主管：葉美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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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會計師查核報告 

 
鈞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鈞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個體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四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三年一月一日

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體綜合損益表、個體權益變動表及個體現金流量表，業經本會計師查

核竣事。上開個體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理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

上開個體財務報表表示意見。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行查核工

作，以合理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不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所

列金額及所揭露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理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

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見提

供合理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見，第一段所述個體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行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鈞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民國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狀況，暨民國一○四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

國一○三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與現金流量。 

  

安永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主管機關核准辦理公開發行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文號：(103)金管證審字第 1030025503 號 

                                                   (96)金管證(六)第 0960002720 號 
 
 

鄭清標 
 

會計師： 
 

許新民 
 
 

中華民國一○五年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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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個體資產負債表

民國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民國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金額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資　　　　　　產

代碼 會　計　項　目 附　註 金　額 ％ 金　額 ％

流動資產

1100 現金及約當現金 四及六.1 $815,652 36 $541,849 26
1110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資產 四及六.2 107,419 5 118,397 6
1125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 四及六.3 42,710 2 57,549 3
1147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四及六.5 33,075 2 148,605             7           
1150 應收票據淨額 四及六.6 4,622 -            5,497 -            
1170 應收帳款淨額 四及六.7 130,199 6 163,681 8
1180 應收帳款－關係人淨額 四、六.7及七 52,905 2           23,998 1           
1200 其他應收款 1,067 -            1,711 -            
1310 存貨 四及六.8 100,716 4           93,603 4
1410 預付款項 2,979 -            4,408 -            
1470 其他流動資產 271 -            1,184 -            
11xx 流動資產合計 1,291,615          57 1,160,482          55

非流動資產

1510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資產 四及六.2 7,361 -            7,559 -            
1523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 四及六.3 281,066 13 188,051 9
1543 以成本衡量之金融資產 四及六.4 38,890 2 38,890 2
1550 採用權益法之投資 四及六.9 281,320 13 331,998 16
1600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四、六.10及八 349,426 15 378,007 18
1780 無形資產 四及六.11 141 -            848 -            
1840 遞延所得稅資產 四及六.23 5,810 -            5,701 -            
1900 其他非流動資產 六.12 5,140 -            885 -            
15xx 非流動資產合計 969,154             43 951,939             45

1xxx 資產總計 $2,260,769 100 $2,112,421 100

董事長：楊正利 經理人：陳震漢 會計主管：葉美玲

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請參閱個體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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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負 債 及 權 益
代碼 會　計 項 目 附 註 金　額 ％ 金 額 ％

流動負債
2100 短期借款 六.13及八 $640,000 29 $397,000 19
2120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負債 四及六.14 191 -          -                      -          
2150 應付票據 563 -          10,396 -          
2170 應付帳款 73,763 3 77,691 4
2200 其他應付款 六.15 33,266 2 37,593 2
2230 本期所得稅負債 四及六.23 7,318 -          18,574 1
2300 其他流動負債 8,945 -          11,869 -          
21xx 流動負債合計 764,046 34 553,123 26

非流動負債
2570 遞延所得稅負債 四及六.23 20,377 1 29,033 2
2600 其他非流動負債 六.16及六.17 31,450 1 23,429 1
25xx 非流動負債合計 51,827 2 52,462 3

2xxx 負債總計 815,873 36 605,585 29

31xx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益
3100 股本 六.18
3110 普通股股本 850,965 38 839,923 40
3200 資本公積 六.18 182,719 8 179,895 8
3300 保留盈餘 六.18
3310 法定盈餘公積 218,721 10 206,575 10
3320 特別盈餘公積 6,584 -          6,584 -          
3350 未分配盈餘 112,150 5 137,765 7
3400 其他權益 73,757 3 136,094 6
3xxx 權益總計 1,444,896 64 1,506,836 71

負債及權益總計 $2,260,769 100 $2,112,421 100

董事長：楊正利 經理人：陳震漢 會計主管：葉美玲

(請參閱個體財務報表附註)

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鈞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個體資產負債表

民國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民國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金額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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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個體綜合損益表

民國一○四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民國一○三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金額除每股盈餘外，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一○三年度

代碼 項　　　　　　目 附註 金　額 % 金　額 %
4000 營業收入 四、六.19及七 $518,118 100 $551,706 100
5000 營業成本 七 (380,873) (74) (423,276) (77)
5900 營業毛利 137,245 26 128,430 23
5920 已(未)實現銷貨利益 (64) -           (74) -           
5950 營業毛利淨額 137,181 26 128,356 23

6000 營業費用

6100 推銷費用 (30,002) (6) (30,605) (6)
6200 管理費用		 (34,546) (6) (32,787) (6)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19,163) (4) (19,171) (3)

營業費用合計 (83,711) (16) (82,563) (15)
6900 營業利益 53,470 10 45,793 8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六.21及七

7010 其他收入 31,236 6 26,242 5
7020 其他利益及損失 34,174 7 60,625 11
7050 財務成本 (6,015) (1) (6,884) (1)
7070 採用權益法認列之子公司、關聯企業及 6,354 1           11,726 2           

　合資損益之份額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65,749 13 91,709 17

7900 稅前淨利 119,219 23 137,502 25
7950 所得稅費用 四及六.23 (15,133) (3) (16,041) (3)
8200 本期淨利 104,086 20 121,461 22

8300 其他綜合損益 六.22
8310 不重分類至損益之項目

8311 確定福利計畫之再衡量數 (8,365) (2) 479 -           
8360 後續可能重分類至損益之項目

8362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評價損益 (58,174) (11) 33,538 6
8370 採權益法認列之子公司、關聯企業及 (5,016) (1) 19,437 4

  合資之其他綜合損益份額

8399 與可能重分類至損益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853 -           (3,304) (1)
本期其他綜合損益(稅後淨額) (70,702) (14) 50,150 9

8500 本期綜合損益總額 $33,384 6 $171,611 31

每股盈餘(元)
9750 基本每股盈餘 六.24 $1.22 $1.43
9850 稀釋每股盈餘 六.24 $1.22 $1.43

(請參閱個體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楊正利　　　　　　　　　　　　　　　 經理人：陳震漢 會計主管：葉美玲

一○四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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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股本 資本公積 法定盈餘公積 特別盈餘公積 未分配盈餘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

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

實現損益

代碼 3100 3200 3310 3320 3350 3410 3425 3XXX
A1 $829,216 $175,817 $194,551 $6,584 $168,816 $255 $86,168 $1,461,407

　一○二年度盈餘指撥及分配

B1 　　法定盈餘公積 12,024 (12,024) -  
B5 　　現金股利 (132,675) (132,675)
B9 　　股票股利 8,292 (8,292) -  
E3 　員工紅利轉增資 2,415 4,078 6,493

D1 民國一○三年度淨利 121,461 121,461
D3 民國一○三年度其他綜合損益 479 16,133 33,538 50,150
D5 本期綜合損益總額 -  -  -  -  121,940 16,133 33,538 171,611

Z1 $839,923 $179,895 $206,575 $6,584 $137,765 $16,388 $119,706 $1,506,836

A1 $839,923 $179,895 $206,575 $6,584 $137,765 $16,388 $119,706 $1,506,836
　一○三年度盈餘指撥及分配

B1 　　法定盈餘公積 12,146 (12,146) -  
B5 　　現金股利 (100,790) (100,790)
B9 　　股票股利 8,400 (8,400) -  
E3 　員工紅利轉增資 2,642 2,824 5,466

D1 民國一○四年度淨利 104,086 104,086
D3 民國一○四年度其他綜合損益 (8,365) (4,163) (58,174) (70,702)
D5 本期綜合損益總額 -  -  -  -  95,721 (4,163) (58,174) 33,384

Z1 民國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 $850,965 $182,719 $218,721 $6,584 $112,150 $12,225 $61,532 $1,444,896

董事長：楊正利 經理人：陳震漢 會計主管：葉美玲

鈞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個體權益變動表

民國一○四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保　留　盈　餘 其他權益項目

及民國一○三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金額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權益總額

民國一○三年一月一日餘額

民國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

(請參閱個體財務報表附註)

民國一○四年一月一日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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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代碼

AAAA 營業活動之現金流量： BBBB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A10000 稅前淨利 $119,219 $137,502 B00300     取得備供出售金融資產 (136,350) -  
A20000 調整項目： B00700 　取得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增加)減少 115,530 (148,605)
A20010 收益費損項目： B02700 　購置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15,471) (14,610)
A20100 折舊費用 40,197 44,699 B02800 　出售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  3,015
A20200 攤銷費用 865 752 B03700 　存出保證金(增加)減少 (2,560) 161
A20400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資產評價利益 (1,764) (14,283) B04500 　取得無形資產 (158) (90)
A20400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負債評價利益 (50) -  BBBB 　　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出) (39,009) (160,129)
A20900 利息費用 6,015 6,884
A21200 利息收入 (12,600) (12,249) CCCC 籌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A21300 股利收入 (12,295) (7,474) C00100 　舉借(償還)短期借款 243,000 (127,100)
A22400 採用權益法認列之子公司、關聯企業及合資利益之份額 (6,354) (11,726) C00300 　存入保證金增加(減少) (3) -  
A22500 處分及報廢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利益) -  (690) C04500 　發放現金股利 (100,790) (132,675)
A23100 處分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資產投資利益 (6,420) -  C09900 　發放員工紅利 (41) (1,449)
A24000 (已)未實現銷貨利益 64 74 CCCC 　　籌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出) 142,166 (261,224)
A30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數：

A31110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資產(增加)減少 19,360 (5,640)
A31130 應收票據(增加)減少 875 (2,119) EEEE 本期現金及約當現金增加(減少)數 273,803 (178,500)
A31150 應收帳款(增加)減少 33,482 6,943 E00100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541,849 720,349
A31160 應收帳款－關係人(增加)減少 (28,907) (18,540) E00200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815,652 $541,849
A31180 其他應收款(增加)減少 644 (411)
A31200 存貨(增加)減少 (7,113) 20,160
A31230 預付款項(增加)減少 1,429 (11)
A31240 其他流動資產(增加)減少 913 (831)
A32110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負債增加(減少) 241 -  
A32130 應付票據增加(減少) (9,833) 10,059
A32150 應付帳款增加(減少) (3,928) 2,531
A32180 其他應付款增加(減少) (2,167) 7,261
A32190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增加(減少) -  (5,039)
A32230 其他流動負債增加(減少) 2,583 (671)
A32240 應計退休金負債增加(減少) (341) 74
A33000 　營運產生之現金流入(出) 134,115 157,255
A33100 收取之利息 12,600 12,249
A33200 收取之股利 64,247 112,919
A33300 支付之利息 (6,015) (6,884)
A33500 支付之所得稅 (34,301) (32,686)
AAAA 　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入(出) 170,646 242,853

(請參個體閱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楊正利 經理人：陳震漢 會計主管：葉美玲

一○四年度 一○三年度

鈞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個體現金流量表

民國一○四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民國一○三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金額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項　　　　　　　目 一○四年度 一○三年度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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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明  書 
 
 
本公司民國一○四年度(自民國一○四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依「關

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關係報告書編製準則」應納入編製關係

企業合併財務報表之公司與依國際會計準則第二十七號應納入編製母子公司合

併財務報表之公司均相同，且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所應揭露相關資訊於前揭

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中均已揭露，爰不再另行編製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 
 

 
特此聲明 

 
 
 

公司名稱：鈞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負 責 人：楊  正  利 

 

中華民國一○五年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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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鈞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鈞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民國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三年十二

月三十一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四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三年一

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益表、合併權益變動表及合併現金流量表，業經本會

計師查核竣事。上開合併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理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

結果對上開合併財務報表表示意見。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行查核工

作，以合理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不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所

列金額及所揭露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理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

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見提

供合理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見，第一段所述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行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及經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報

導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鈞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民國一○四年十

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狀況，暨民國一○四年一月一日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三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與合併現金流

量。 

 
鈞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四年度及民國一○三年度之個體財務報告，

並經本會計師出具無保留意見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參考。 

 

安永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主管機關核准辦理公開發行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文號：(103)金管證審字第 1030025503 號 

(96)金管證(六)第 0960002720 號 
 
 

鄭清標 
 

會計師： 
 

許新民 
 

 
中華民國一○五年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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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產
代碼 會　計　項 目 附 註 金　額 ％ 金 額 ％

流動資產
1100 現金及約當現金 四及六.1 $937,846 41 $716,111 33
1110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資產 四及六.2 107,419 5 118,397 6
1125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 四及六.3 42,710 2 57,549 3
1147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四及六.5 108,375           5         186,879           9         
1150 應收票據淨額 四及六.6 4,622 -         5,497 -         
1170 應收帳款淨額 四及六.7 178,682 8 214,928 10
1180 應收帳款－關係人淨額 四及六.7及七 6,891 -         2,792 -         
1200 其他應收款 1,261 -         2,073 -         
1310 存貨 四及六.8 150,356 7         144,094 7
1410 預付款項 5,469 -         7,839 -         
1470 其他流動資產 271 -         1,184 -         
11xx 流動資產合計 1,543,902         68 1,457,343        68

非流動資產
1510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資產 四及六.2 7,361 -         7,559 -         
1523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 四及六.3 281,066 12 188,051 9
1543 以成本衡量之金融資產 四及六.4 38,890 2 38,890 2
1600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四、六.9及八 389,457 17 424,590 20
1780 無形資產 四及六.10 141 -         848 -         
1840 遞延所得稅資產 四及六.22 6,449 -         6,570 -         
1900 其他非流動資產 六.11 13,601 1         9,778 1         
15xx 非流動資產合計 736,965           32 676,286           32

1xxx 資產總計

鈞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資產負債表

民國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民國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2,280,867 100 $2,133,629 100

董事長：楊正利 經理人：陳震漢 會計主管：葉美玲

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請參閱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金額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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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　債 及 權 益
代碼 會　計　項 目 附 註 金　額 ％ 金 額 ％

流動負債
2100 短期借款 六.12及八 $640,000 28 $397,000 19
2120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負債 四及六.13 191 -         -                      -         
2150 應付票據 563 -         10,396 -         
2170 應付帳款 84,511 4 89,774 4
2200 其他應付款 六.14 34,861 2 39,438 2
2230 本期所得稅負債 四及六.22 7,893 -         18,896 1
2300 其他流動負債 15,486 1 17,958 1
21xx 流動負債合計 783,505 35 573,462 27

非流動負債
2570 遞延所得稅負債 四及六.22 21,016 1 29,902 1
2600 其他非流動負債 六.15及六.16 31,450 1 23,429 1
25xx 非流動負債合計 52,466 2 53,331 2

2xxx 負債總計 835,971 37 626,793 29

31xx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益
3100 股本 六.17
3110 普通股股本 850,965 37 839,923 39
3200 資本公積 六.17 182,719 8 179,895 9
3300 保留盈餘 六.17
3310 法定盈餘公積 218,721 10 206,575 10
3320 特別盈餘公積 6,584 -         6,584 -         
3350 未分配盈餘 112,150 5 137,765 7
3400 其他權益 73,757 3 136,094 6
3xxx 權益總計 1,444,896 63 1,506,836 71

負債及權益總計 $2,280,867 100 $2,133,629 100

董事長：楊正利 經理人：陳震漢 會計主管：葉美玲

鈞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資產負債表(續)

民國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民國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請參閱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金額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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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綜合損益表

民國一○四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民國一○三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三年度

代碼 項　　　　　　目 附註 金　額 % 金　額 %
4000 營業收入 四、六.18及七 $632,332 100 $673,016 100
5000 營業成本 (463,614) (73) (505,708) (75)
5900 營業毛利 168,718 27 167,308 25

6000 營業費用
6100 　推銷費用 (44,634) (7) (44,721) (6)
6200 　管理費用		 (47,619) (8) (45,143) (7)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19,163) (3) (19,171) (3)

　　營業費用合計 (111,416) (18) (109,035) (16)
6900 營業利益 57,302 9 58,273 9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六.20
7010 　其他收入 32,330 5               28,533 4
7020 　其他利益及損失 38,546 6 60,625 9
7050 　財務成本 (6,015) (1) (6,884) (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64,861 10             82,274 12             

7900 稅前淨利 122,163 19 140,547 21
7950 所得稅費用 四及六.22 (18,077) (3) (19,086) (3)
8200 本期淨利 104,086 16 121,461 18

8300 其他綜合損益 六.21
8310 不重分類至損益之項目
8311 確定福利計畫之再衡量數 (8,365) (1) 479 -                
8360 後續可能重分類至損益之項目
836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5,016) (1) 19,437 3
8362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評價損益 (58,174) (9) 33,538 5
8399 　與可能重分類至損益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853 -                (3,304) (1)

　　本期其他綜合損益(稅後淨額) (70,702) (11) 50,150 7
8500 本期綜合損益總額 $33,384 5 $171,611 25

9750 　基本每股盈餘(元) 六.23 $1.22 $1.43
9850 　稀釋每股盈餘(元) 六.23 $1.22 $1.43

(請參閱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楊正利 　　 經理人：陳震漢 會計主管：葉美玲

一○四年度

(金額除每股盈餘外，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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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益

項　　　　　　　目 股本 資本公積 法定盈餘公積 特別盈餘公積 未分配盈餘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

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

實現損益

代碼 3100 3200 3310 3320 3350 3410 3425 3XXX
A1 $829,216 $175,817 $194,551 $6,584 $168,816 $255 $86,168 $1,461,407

　一○二年度盈餘指撥及分配

B1 　　法定盈餘公積 12,024 (12,024) -  
B5 　　現金股利 (132,675) (132,675)
B9 　　股票股利 8,292 (8,292) -  
E3 　員工紅利轉增資 2,415 4,078 6,493

D1 民國一○三年度淨利 121,461 121,461
D3 民國一○三年度其他綜合損益 479 16,133 33,538 50,150
D5 本期綜合損益總額 -  -  -  -  121,940 16,133 33,538 171,611

Z1 $839,923 $179,895 $206,575 $6,584 $137,765 $16,388 $119,706 $1,506,836

A1 $839,923 $179,895 $206,575 $6,584 $137,765 $16,388 $119,706 $1,506,836
　一○三年度盈餘指撥及分配

B1 　　法定盈餘公積 12,146 (12,146) -  
B5 　　現金股利 (100,790) (100,790)
B9 　　股票股利 8,400 (8,400) -  
E3 　員工紅利轉增資 2,642 2,824 5,466

D1 民國一○四年度淨利 104,086 104,086
D3 民國一○四年度其他綜合損益 (8,365) (4,163) (58,174) (70,702)
D5 本期綜合損益總額 -  -  -  -  95,721 (4,163) (58,174) 33,384

Z1 民國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 $850,965 $182,719 $218,721 $6,584 $112,150 $12,225 $61,532 $1,444,896

董事長：楊正利 經理人：陳震漢 會計主管：葉美玲

民國一○三年一月一日餘額

民國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

(請參閱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民國一○四年一月一日餘額

鈞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權益變動表

民國一○四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保　留　盈　餘 其他權益項目

及民國一○三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權益總額

(金額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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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一○四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民國一○三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代碼 代碼

AAAA 營業活動之現金流量： BBBB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A10000 稅前淨利 $122,163 $140,547 B00300 　取得備供出售金融資產 (136,350) -  
A20000 調整項目： B00700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增加)減少 78,504 (186,879)
A20010 收益費損項目： B02700 　購置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16,073) (17,992)
A20100 折舊費用 46,474 51,086 B02800 　出售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  3,054
A20200 攤銷費用 865 752 B03700 　存出保證金(增加)減少 (2,560) 245
A20400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資產評價利益 (1,764) (14,283) B04500 　取得無形資產 (158) (90)
A20400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負債評價利益 (50) -  BBBB 　　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出) (76,637) (201,662)
A20900 利息費用 6,015 6,884
A21200 利息收入 (16,539) (17,415) CCCC 籌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A21300 股利收入 (12,295) (7,474) C00100 　舉借(償還)短期借款 243,000 (127,100)
A22500 處分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利益) -  (683) C00300 　存入保證金增加(減少) (3) -  
A23100 處分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資產投資利益 (6,420) -  C04500 　發放現金股利 (100,790) (132,675)
A30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數： C09900 　發放員工紅利 (41) (1,449)
A31110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資產(增加)減少 19,360 (5,640) CCCC 　　籌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出) 142,166 (261,224)
A31130 應收票據(增加)減少 875 (2,119)
A31150 應收帳款(增加)減少 36,276 1,130 DDDD 匯率變動對現金及約當現金之影響 (4,182) 17,555
A31160 應收帳款－關係人(增加)減少 (4,099) 7,727
A31180 其他應收款(增加)減少 817 (574) EEEE 本期現金及約當現金增加(減少)數 221,735 (264,232)
A31200 存貨(增加)減少 (6,262) 16,462 E00100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716,111 980,343
A31230 預付款項(增加)減少 2,370 (1,579) E00200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937,846 $716,111
A31240 其他流動資產(增加)減少 913 (830)
A31990 長期預付租金(增加)減少 432 (148)
A32110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負債增加(減少) 241 -  
A32130 應付票據增加(減少) (9,833) 10,059
A32150 應付帳款增加(減少) (5,263) 7,623
A32180 其他應付款增加(減少) 3,049 7,602
A32230 其他流動負債增加(減少) (2,431) (177)
A32240 應計退休金負債增加(減少) (341) 74
A33000 　營運產生之現金流入(出) 174,553 199,024
A33100 收取之利息 16,539 17,415
A33200 收取之股利 12,295 7,474
A33300 支付之利息 (6,015) (6,884)
A33500 支付之所得稅 (36,984) (35,930)
AAAA 　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入(出) 160,388 181,099

(請參閱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楊正利 經理人：陳震漢 會計主管：葉美玲

項　　　　　　　目

鈞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現金流量表

一○四年度 一○三年度 一○四年度 一○三年度項　　　　　　　目

(金額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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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6,428,894

(8,364,769)

104,086,425

112,150,550

(10,408,643)

(97,860,935)

(4,254,820)

(93,606,115)

3,880,972

合計

提列法定盈餘公積

分配項目：

可供分配盈餘

減：

　　　股東紅利－股票（每股0.05元）

鈞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四年度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金額

小計

期初餘額

加：其他綜合損益（確定福利計劃之精算損益104年度)

加:本年度稅後淨利

董事長：楊正利　　　　  　　  　經理人：陳震漢　   　　　　　　　會計主管：葉美玲

　    股東紅利－現金（每股1.1元）

　　　期末未分配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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