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七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一、開會日期：中華民國一○七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五)上午九點整 

二、開會地點：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390號11樓 

三、出席股東：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44,264,695 股，本公司發行流通在外股份總數：

44,264,695 股，出席股東所持股數：25,018,428 股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 312,193 股)， 

出席股數占全部已發行股數：56.52%。 

四、出席董事：林大鈞、林廷祥、林家慶、謝銘遠 

出席獨立董事：柯炎輝(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李敏奎 

總計六位董事出席，已超過董事席次七席之半數。 

主席：林大鈞 董事長  記錄：洪靖雯 

出席股東代表股數已達法定數，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五、主席致詞(略) 

六、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本公司一○六年度營業報告，報請 鑒察。 

說明：本公司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5~9頁附件一。 

第二案  

案由：本公司一○六年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報請 鑒察。 

說明：1.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10頁附件二。 

2.敦請審計委員召集人宣讀查核報告書。

第三案  

案由：本公司一○六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報請 鑒察。 

說明： 依公司章程第十八條規定，業經薪酬委員會審查通過，並於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董事會決議通過在案，本公司一○六年度分派員工酬勞計新台幣3,767,371元，及分

派董監事酬勞計新台幣2,825,528元，全數以現金方式發放。 

第四案 

案由：本公司首次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九號「金融工具」評估報告，報請     鑒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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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金管會宣布我國自一○七年一月一日接軌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九號「金融工具」。

本次主要修訂重點為金融資產之分類與衡量等。 

(2)金融資產方面考量企業持有意圖與資產特性，以區分金融資產採「公允價值」或

「攤銷後成本」衡量。本公司經評估與該準則有關之「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應分類為「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指定透過其他綜合

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3)另針對金融資產之衡量，本公司應評估應收帳款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 

(4)綜上所述，一○七年一月一日轉換之影響數為資產增加新台幣110,944千元，負債

減少新台幣9,149千元，權益增加新台幣120,093千元。 

第五案  

案由：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報請 鑒察。 

說明：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第11~12頁附件三。 

七、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明：1. 本公司一○六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

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業經集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書伃會計師及張俊德會計

師查核完峻，連同營業報告書等業經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在案。 

2.一○六年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上述表冊，請參閱本手冊第5~9頁附件

一及第13~28頁附件四。

3.謹提請 承認。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25,018,428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 

贊成權數為22,271,438權 

(含電子投票 303,753權) 

89.02% 

反對權數為     8,066權 

(含電子投票 8,066權) 

0.03% 

無效權數為 0權 

(含電子投票 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為 2,738,924權 

(含電子投票 374權) 

10.94% 

本案經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一○六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說明：1. 本公司一○六年度淨利為新台幣81,442,948元，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

8,144,295元，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新台幣4,121,600元，加計期初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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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203,140,446元，總計可供分配盈餘為新台幣272,317,499元，擬分配現金股

利新台幣69,177,053元，每股配發新台幣1.5628元。 

2.本公司後續如因買回本公司股份之轉讓或註銷、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普通股

現金股利分配比率因此發生變動，擬授權董事會辦理分配比率變更事宜。

3.前項盈餘分派案俟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另訂配息基準日及發放日。

4.一○六年度盈餘分派表，請參閱本手冊第29頁附件五。

5.謹提請 承認。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25,018,428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 

贊成權數為22,271,438權 

(含電子投票 303,753權) 

89.02% 

反對權數為     8,066權 

(含電子投票 8,066權) 

0.03% 

無效權數為 0權 

(含電子投票 0權) 

0.00% 

棄權/為投票權數為 2,738,924權 

(含電子投票 374權) 

10.94% 

本案經表決通過。 

八、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提請 議決。 

說明：1. 依公司法第241條規定「若公司無虧損者，得將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超過票

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之溢額之全部或一部分，按股東原有股份之比例發給新股或現

金」。擬以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溢價之資本公積新台幣1,646,459元分配現

金，每股配發新台幣0.0372元，如股東會通過資本公積分配現金時，本年度合計每

股擬配發新台幣1.6元現金。

2.本公司本次現金配發若於發放基準日前，因本公司股本變動致影響流動在外股份數

量，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擬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3.本案俟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後，授權由董事會訂定配息基準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25,018,428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 

贊成權數為22,269,438權 

(含電子投票 301,753權) 

89.01% 

反對權數為    10,068權 

(含電子投票 10,068權) 

0.04% 

無效權數為 0權 

(含電子投票 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為2,738,922權 

(含電子投票 372權) 

10.94% 

本案經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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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臨時動議：無。 

十、散會：同日上午9時30分議畢，主席宣佈散會。 

主席：林大鈞 記錄：洪靖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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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一、106 年度營業結果 

全球經濟在歷經 104 及 105 年的逆風後，106 年成長率再度提高。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的估計，106 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為 3.7%，較 105 年 3.1%增加 0.6 個百分比。由於國際油價止

跌走揚，讓全球原物料價格隨之上漲，激勵全球投資、生產及貿易活動，也帶動了原物料生產

國家的經濟表現，讓主要經濟體物價表現擺脫通縮陰霾，消費信心隨之提振。其次，雖然美國

聯準會提出升息及縮減資產負債表的計畫，但國際金融環境仍然寬鬆，並未對經濟活動產生壓

抑效果。再者，不論主要經濟體，或是新興市場及開發中經濟體在 106 年政策不確定性都有所

降低，致全球經濟獲得有力支撐。

106 年國內經濟由逐漸復甦轉呈加速成長，下半年起受惠於全球景氣復甦增強、國際原物料價

格上揚，推升出口強勁成長，加以民間消費逐季走高，抵銷投資減退影響，全年經濟成長率由

前一年 1.41%升至 2.86%，其中國外淨需求為支撐經濟成長表現之主要因素。 

106 年全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 2,238,766 千元，金額較前一年度成長 4.7%；營業毛利為

404,972 千元，毛利率 18.1%；惟受匯率波動、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市價下跌，認列評

價損失等，致業外收支淨額為 42,461 千元，金額較前一年度減少 54.1%。綜上，本期淨利為

191,744 千元，每稅後盈餘為 1.84 元。茲將本公司 106 年度合併營業結果重點說明如下：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106年度 105年度 增(減)金額 增(減)率(%) 
營業收入 2,238,766 2,138,338 100,428 4.7
營業毛利 404,972 403,333 1,639 0.4
營業費用 212,543 217,231 (4,688) (2.2)
營業利益 192,429 186,102 6,327 3.4
營業外收入(支出) 42,461 92,588 (50,127) (54.1)
稅前淨利 234,890 278,690 (43,800) (15.7)
本期淨利 191,744 236,418 (44,674) (18.9)
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81,443 130,201 (48,758) (37.4)
基本每股盈餘 1.84元 2.94元 (1.1) (37.4)

(二)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未對外公開 106 年度財務預測，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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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 目 106年度 105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佔資產比率(%) 35.3 35.4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187.9 246.0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161.7 209.0
速動比率(%) 113.6 142.4
利息保障倍數 4,410.7 5,000.5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7.0 8.6
股東權益報酬率(%) 10.5 13.0
營業淨利占實收資本比率(%) 43.5 42.0
稅前淨利占實收資本比率(%) 53.1 63.0
純益率(%) 8.6 11.1
基本每股盈餘(元) 1.84 2.94

(四) 主要事業營運概況 

自動化監測核心事業：

三聯科技深耕台灣 50 餘年，一直致力於感測、監測技術與系統整合服務。為了實現我們

的願景：「成為亞太地區最卓越的計量科技服務公司」，我們以全球在地化(Glocal)為方針，

三合一的戰略為思維：「全球化長期佈局、區域資源的整合、在地營運的務實操作」，以跑

馬拉松的毅力逐步邁進。

106 年的重要工作成果如下： 

1. 自然/居住環境

‧地震觀測

如：印度理工學院地震預警系統 Palert Plus、企業 3 取 2 地震預警系統、中央氣象局

井下及寬頻儀器檢測維護、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Palert 感測儀器、聯穎光電地震儀

系統、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地震預警暨智慧防救災系統

‧水庫電廠更新改善、定期保養維護

如：水庫監測設備更新改善工程(滲水量測定堰及電子溫度量測系統汰換、大壩安全

監測系統資料庫暨告警功能擴充建置、大壩安全自動監測系統即時同步監測擴充建

置)、電廠新建構造物長期沉陷監測工程

‧邊坡穩定、橋樑新建改建

如：國道 3 號增設南雲交流道工程、中央研究院國家生技研究園區興建工程、西濱快

速公路 130K+123~134K+271 新建工程、台 17 線 263K+805 林邊大橋改建工程、台 1
線三疊溪橋改建工程、台 18 線五彎仔地滑區整治工程(第二期)監測系統、台 14 線

48K+058 晉安一號橋及 48K+342 晉安二號橋耐震補強橋基改建工程監測、國道 3 號

田寮 3 號橋及中寮隧道長期改善工程(第 D11 標)

‧台鐵、捷運系統安全監測

如：台中捷運全線-CJ910/920/930 烏日/文心/北屯線(綠線)、高雄捷運輕軌新建工程、

台北捷運萬大線 CQ842 標、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生態展示館新建工程、台北捷運萬

大線 CQ842 標-歷史博物館振動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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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土木、大地監測

如：南山廣場大樓新建工程監測、三井工程民生建國都更案、璞真建設碧湖畔新建工

程、長榮航勤北側基地新建工程監測、桃園機場塔台暨整體園區新建工程監測、中興

電工敦化南路集合住宅新建工程監測、大埔美精密機械園區二期開發區-公共管線穿

越二高工程監測、台電高港超高壓變電所新建工程監測、四維行政中心中庭空間桁架

監測儀器購置及委託監測工作服務、潤泰敦化段基地新建工程、義大亞洲帝國新建工

程觀測系統、松禾板橋新興段 B 案高鐵及捷運自動化監測、浮洲合宜住宅營運及維

護階段之長期即時化監測

2. 工作環境

‧正新輪胎製造執行系統

‧石化廠煙囪震動量測工程

‧石化廠加熱爐應變檢測及分析

‧石化廠油槽變形量測

‧車廠底盤動力計油門控制器

‧台灣高鐵輪重及磁粉探傷檢測設備年檢

‧三陽機車底盤監測設備

‧台塑高壓局部放電監測系統核電螺栓應力檢測

‧和平電力電力暫態紀錄器

‧穎西工業側撞測試系統設備年檢

3. 研究發展

‧Palert+
‧PX-01 Cube 地震預警推播系統

‧PX-01 IoT
‧VMS(振動監測儀)軟體

‧TiltCast 防災型地表逕流觀測網

電子材料事業：

供應半導體產業與光電面板廠之特用化學品部分，106 年因先端製程導入量產後需求急速

增加而推升出貨量，106 年營業收入較 105 年成長約 8.3%，營業毛利亦隨之增加 16,153
千元；惟受美元、日幣匯率波動影響，致 106 年營業外收支較 105 年減少約 8,548 千元。

綜上，106 年獲利較 105 年增加 2.6%。 

海外感測與設備事業：

106 年因中國大陸學校預算控管及政府標案未能如期展開致使營收衰退，惟有營業外收入

挹注，獲利與上年度相當。

(五) 榮譽與認證 

榮獲第 20 屆經濟部小巨人獎 
榮獲第 2 屆防災科技應用優質獎 
榮獲第 2 屆體育署運動企業認證 
榮獲第 3 屆公司治理評鑑排名前 6%~20%之上櫃公司 
通過ISO 9001：2015品質系統管理國際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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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7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自動化監測核心事業：

本公司將以審慎態度面對未來挑戰，並持續落實就近服務客戶的經營理念，藉由營業模式轉

型，與各合作夥伴攜手，共同掌握全球競合情勢之商機。

本公司的使命是「協助人類了解自然與工作環境」，未來發展重心仍是以人類安全環境之使命

而努力。除了持續投入環境監控，亦將因應工業 4.0 及互聯網趨勢，推動 IoT 即時化監測及智

慧城市防災監測方案做為主要發展核心。

我們將持續突破創新研發與擴散核心技術，透過高雄本洲研發中心與「築巢引鳳」計劃，建構

下一階段轉型與成長的動能，以落實「開放式創新」理念，並朝向「永續經營，百年企業」而

努力。以「專注本業，前瞻投資，滾動經營，持續轉型」為基本方針，並藉由不斷的整合與創

新，輔以下策略來達成目標：

1. 「高雄本洲」太陽能設備增設，公司資產能有效充分利用及創造未來穩定收入，更善盡企業

社會責任。

2. 「高雄本洲」除地工博物館及大力實驗室外，擬再申請 TAF 壓力校正實驗室認證，以此發

展自有產品、拓展地工儀器產銷及提供整合檢校服務外，並吸引創造更多合作機會。

3. 透過產學合作及整合內外部資源，成立法規、專業技術、研發等三類委員會溝通合作平台，

藉由「築巢引鳳」以提升產品技術水準及附加價值，並且提升公司國際競爭力。

4. 深化本公司「不可能的任務」人才資料庫，提供完善教育訓練，並透過上述的中心與委員會

組織，落實專家分級機制與內部證照制度，落實人才養成計畫。

5. 開發噪振雲端檢測系統及結構物快篩安全檢測系統等，應用於智慧城市、振動安全市場。

6. 積極拓展外銷市場，使內銷與外銷比例更加健全平衡。

電子材料事業：

後續新興成長產業為人工智慧（AI）、區塊鏈、5G電訊服務等，特別是關於智慧科技的領域，

除雲端、物聯網之外，無人商店、無人工廠、無人機等自主化時代的智能科技展現，預料將可

望驅動半導體及資通訊產業維持成長趨勢。但紅色供應鏈崛起將改變全球半導體生態，工研院

趨勢報告預期，2020年台灣和美國晶圓代工業市占率較去年可能下滑，中國和韓國廠商市占率

則提升。

在製程技術的競爭方面，可以預期在2018年，7/10奈米製程量產將成為各家晶圓代工業者爭奪

市場的一個關鍵決勝點。

為了也能夠在先進製程的參與供應鏈中取得入場門票，自多年前起陸續與美日夥伴共同合作將

先進製程特用化學品協助在台灣廠區落地生根、量化生產，繼而穩定供應給半導體科技大廠製

程使用。除此之外，日美夥伴陸續將研發實驗室直接設立於台灣廠區中，以及時應變先進製程

開發之需求。

海外感測與設備事業：

中國大陸出口嚴重衰退，內需增長仍有潛力，除了持續佈局及推廣地震相關產品，並採以多角

化成長，選擇優勢而專注，因應環境改變進而培養長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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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濟環境之影響

(一) 未來發展策略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各企業為了求得長期穩健的成長，紛紛展開多角化且跨區域的經營策

略模式，三聯科技也於成立滿三十週年時就已開始啟動長期佈局的前瞻投資，公司經營績

效與企業體質得以更完整的表達於合併財務報表內。

本公司集團企業的全貌，除了在「自動化監測」的核心事業部門力求穩健成長外，電子材

料事業群已成長茁壯，不同領域的跨足經營除了提供異業結合的競爭優勢外，在財務績效

上更可以確保股東權益報酬的長期穩定。

此外，本公司與合資夥伴深耕電子材料產業多年，引進日本先進技術，並落實在地化產銷

一體精神，與合作夥伴共同投資經營，發揮雙方專長，結合優勢產生綜效，每年皆可貢獻

豐厚且穩定的利潤。隨著台灣科技島的政策逐漸擴展，此事業群的未來展望十分看好。

近年來，本公司持續投入環境監控，並將地震監測、自動化監控與結構物健康檢測等工業

用技術，透過關聯企業整合成系統化商品，初期已導入至轉投資企業璞真建設的建案，藉

以提升建案價值與使用者福祉。

(二) 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本公司目前營運均遵循國內及國外轉投資國家之現行法令及規範，經營團隊亦將持續密切

注意任何可能影響公司財務及業務之政策與法令變動，故對營運有正面效應。本公司仍將

秉持一貫的經營使命「為科技作見證，為工業寫歷史」，除了積極參與國內諸多基礎建設

的監測工程專案（例如：高鐵、捷運、水庫、橋樑等）外，並將在軌道車測試產業自動化，

建立更厚實的業務基礎，自動化事業部也開發新的技術應用來拓展業務版圖（例如：地震

預警裝置、結構物健康診斷系統等），帶來穩定的營業獲利。

最後謹向股東、投資人及員工們的支持表示誠摯的謝意，更企盼各位繼續給予鞭策與指教，我們將

不斷以穩健步伐順利成長，共同分享經營成果。並祝大家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董事長 林大鈞

總經理  林廷芳

會計主管 黃薏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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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本審計委員會同意並經董事會決議本公司民國一○六年度財務報表(含合併財

務報表)、營業報告書以及盈餘分派議案，其中本公司民國一○六年度財務報表(含

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委任集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無保留意見

查核報告。 

本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本公司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簽證會計師簽證本公司民國一○六年度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與本審計

委員會溝通下列事項： 

1. 簽證會計師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尚無重大查核發現。

2. 簽證會計師向本審計委員會提供該等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

遵循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尚未發現其他有可能被認為會影

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

3. 簽證會計師與本審計委員會就關鍵查核事項溝通中，決定對本公司一○六年度財

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並業於查核報告中揭露。

本審計委員會同意並經董事會決議之本公司民國一○六年度財務報表(含合併

財務報表)、營業報告書以及盈餘分派議案，均符合相關法令規定，爰依公司法第二

一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 

敬請 鑒核 

此    致 

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七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柯炎輝 

中 華 民 國 一 ○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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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對照表 

修訂後 修訂前 說明 

第七條：下列事項應提董事會討論： 

一、 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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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一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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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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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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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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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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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對象捐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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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下列事項應提董事會討論： 

一、 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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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一規

定訂定或修訂內部控制制度。 

四、 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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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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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為急難求助之公益性質捐

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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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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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對象捐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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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106 年 7 月

28日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公

告金管證發字

第1060027112

號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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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 修訂前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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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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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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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董事對於證券交易法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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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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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派表

一○六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203,157,968

減：精算(損)益列入保留盈餘 (17,522)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203,140,446

106 年度稅後純益 81,442,948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8,144,295)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4,121,600)

本期可供分配餘額 272,317,499

本期分配項目：(優先分派 106 年度盈餘) 

股東紅利─現金(每股新台幣 1.5628 元) (69,177,053)

期末未分配盈餘 203,140,446

備註：

1、 本公司本次現金配發若於發放基準日前，因本公司股本變動致影響流動在外股份數量，

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2、 本案俟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後，擬授權由董事會訂定配息基準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董事長：林 大 鈞 經理人：林 廷 芳 會計主管：黃 薏 臻

29

josh
董事長 林大鈞

josh
經理人 林廷芳

josh
會計主管 黃薏臻

josh
三聯 公司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