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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三。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

東表決權數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

決權數(%) 

15,904,722權 

 

贊成權數：15,867,764權 

(含電子投票 14,676,832權) 
99.77% 

反對權數：1,418權 

(含電子投票 1,418權) 
0.01%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35,540 權 

(含電子投票 8,540 權) 
0.22% 

決   議：經投票表決後，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一○八年度虧損撥補案，提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一○八年度稅後淨損為新台幣 6,395,677 元。 

2、本公司一○八年期初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43,027,305 元，減計一○八年度稅後淨

損新台幣 6,395,677 元，期末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36,631,628 元，擬不予配發股

東股利。 

3、本公司一○八度虧損撥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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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

東表決權數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

決權數(%) 

15,904,722權 

 

贊成權數：15,865,699權 

(含電子投票 14,674,767權) 
99.76% 

反對權數：3,418權 

(含電子投票 3,418權) 
0.02%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35,605 權 

(含電子投票 8,605 權) 
0.22% 

決   議：經投票表決後，本案照案通過。 

伍、討論事項一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案，敬請  審議。 

    說  明：1、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8年 12月 31日金管證發字第 1080339900號函， 

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 

            2、「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修正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

東表決權數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

決權數(%) 

15,904,722權 

 

贊成權數：15,867,764權 

(含電子投票 14,676,832權) 
99.77% 

反對權數：1,418權 

(含電子投票 1,418權) 
0.01%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35,540 權 

(含電子投票 8,540 權) 
0.22% 

決   議：經投票表決後，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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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本公司董事全面改選案，敬請 審議。 

 說  明：1、本公司第七屆董事任期至 109 年 6 月 21 日屆滿，擬於一○九年股東常會全面改

選董事(含獨立董事)。 

 2、依公司章程第十四條規定，第八屆董事擬選董事七人(其中包含獨立董事三人)，

新選任之第八屆董事於股東常會選任後隨即就任，任期三年，自民國 109 年 6

月 24 日起至民國 112 年 6 月 23 日止。原董事(含獨立董事)於新任董事當選就任

日起解任。 

3、依公司章程第十五條規定，董事(含獨立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董事候選

人名單業經本公司 109 年 2 月 25 日董事會通過提名名單如下表，請股東會就候

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候選人

類別 

候選人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份

數額 

(單位:

股) 

所代表之

政府或 

法人名稱 

董事 張鈺欽 美國普渡大學

電機與資訊工

程博士 

晶展科技(股)有限

公司 研發副理 

啟發電子(股)公司 

董事長/總經理 

1,996,820 城邦投資

有限公司 

董事 周暉雅 清華大學電機

工程碩士 

晶展科技(股)有限

公司 資深工程師 

創意及聯華電子

(股)有限公司 資

深工程師 

啟發電子(股)公司 

副總經理 

977,764 禾郁投資

有限公司 

董事 許正常 嘉義大學二專

部水產養殖系 

啟發電子(股)公司 

第一任董事長 

啟發電子(股)公司 

董事 

613,362 無 

董事 彭明秀 美國密西根州

薩奇諾大學企

管碩士 

交通大學

EMBA碩士 

虹光精密工業(股)

有限公司 獨立董

事 

虹冠電子工業(股)

有限公司 董事長 

海驊投資有限公司 

董事執行長 

天擎積體電路(股)

公司 獨立董事 

虹光電子(股)公司 

獨立董事 

啟發電子(股)公司 

董事 

0 無 

獨立董事  鍾翊方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生物 國立陽明大學生物 32,00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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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與控制工

程系博士 

醫學資訊研究所 

教授 

醫學資訊研究所 

教授 

獨立董事  李坤彥 美國普渡大學

電機與資訊工

程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工程

科學及海洋工程學

系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工程

科學及海洋工程學

系 教授 

0 無 

獨立董事  張耀升 國立交通大學

經營管理所博

士 

中州科技大學資訊

管理系 助理教授 

中州科技大學時尚

創意設計與管理系 

副教授 

9,000 無 

 

選舉結果：經投票選舉後之結果如下表 

職稱 戶號/證號 戶名/名稱 當選權數 

董事 62 城邦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鈺欽 

22,397,464 權 
(含電子投票) 

董事 63 禾郁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周暉雅 

14,902,980 權 
(含電子投票) 

董事 1 許正常 
14,559,899 權 
(含電子投票) 

董事 J22031**** 彭明秀 
14,537,438 權 
(含電子投票) 

獨立董事 4014 鍾翊方 
14,492,270 權 

(含電子投票) 

獨立董事 P12168**** 李坤彥 
14,499,189 權 
(含電子投票) 

獨立董事 2605 張耀升 
14,559,494 權 
(含電子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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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討論事項二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行為禁止之限制案，敬請 審議。 

說  明：依公司法第二○九條之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

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擬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本公司董事

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禁止之限制。 

候選人類別 候選人姓名 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解除競業禁止限制之項目 

董事 張鈺欽 城邦投資有限公司 董事 

投資或經營與本公司營

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業

務 

董事 周暉雅 禾郁投資有限公司 董事 

董事 彭明秀 

海驊投資有限公司 董事執行長 

天擎積體電路(股)公司 獨立董事 

虹光電子(股)公司 獨立董事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

東表決權數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

決權數(%) 

15,904,722權 

 

贊成權數：15,858,581權 

(含電子投票 14,667,649權) 
99.71% 

反對權數：7,851權 

(含電子投票 7,851權) 
0.05%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38,290 權 

(含電子投票 11,290 權) 
0.24% 

決   議：經投票表決後，本案照案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    會：同日上午九時二十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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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一】 

108年度營業報告書 

啟發電子至今即將邁入第 14個年頭，感謝 貴股東一路的支持。108年啟發電子在業務上持續

受到 ODM大客戶業績不振下滑的影響，全年度營收淨額為新台幣 2億 8,648萬元，稅後淨損為新台

幣 640萬元。毛利下降的主要原因係為產品銷售組合影響持續調整中、HDMI1.4產品毛利下滑、

HDMI2.0產品佔銷售比不高及 4K等相關高階產品並未達到預期之銷售量等因素，加上新產品導入

需時較長及出貨量未提升，以致獲利受到很深的影響。展望 109年，我們將持續研發及拓展新產品，

並改善成本結構，期望 109年 4K在家庭影音覆蓋率能持續提高，帶動公司 4K相關產品銷售。同時，

過去 2年努力導入的電商及廣播相關產品能在 109年的出貨量有所收獲，增加營收及穩定獲利。今

年行銷方面會持續調整參與不同類型的展覽以開拓更多的利基市場，並加強國外市場開發穩定公司

營收。 

現階段國際景氣受到美中關係政策劇烈改變的影響，全球供應鏈正在不停地遷移轉換中，各國

政府經貿政策也只能配合國際情勢來改變。中國處於經濟減速產能過剩壓力下，雖然中國競爭對手

過去 2年來的產品售價有較大幅度的升幅，但客戶端卻處在想更換又沒有足夠決心及人力的情形。

不論時局如何變化，公司在經營上除了順應時勢配合變局外，也力求穩定發展，持續努力研發並累

積能量是啟發電子不變的策略。美國品牌市場在過去 13年來一直占啟發電子最重要之地位，但由

於品牌端在過去幾年經歷了相當大幅度的洗牌重整，再加上電商平台快速成長，品牌市場這幾年下

來，已經可以說是重新分配美國市場。但美國依然是全球最大市場，兵家必爭之地，加強擴展美國

市場的策略會持續進行，如線上業務開拓，但同時也加強跟國內廠商合作的力道，以合作方式來拓

展業務也會是今年努力目標。同時在日本方面也會持續大力推銷 4K產品並提高產品競爭力，以期

能有更強勁的成長。相信在今年至少可以略幅提升業績，為往後幾年立下基礎。 

一、108年度營業計畫及實施成果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08年度 107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淨額 286,477 388,175 (101,698) -26.20% 

營業成本 226,918 302,692 (75,774) -25.03% 

營業毛利 59,559 85,483 (25,924) -30.33% 

營業費用 75,544 80,162 (4,618) -5.76% 

營業利益 (15,985) 5,321 (21,306) -400.4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5,727 10,687 (4,960) -46.41% 

稅前淨利 (10,258) 16,008 (26,266) -164.08% 

所得稅費用 (3,863) 2,896 (6,759) -233.39% 

稅後淨利 (6,395) 13,112 (19,507) -14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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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  目 108年度 107年度 

資產報酬率(%) -1.19 2.36 

負債佔資產比率(%) 11.63 16.42 

股東權益報酬率(%) -1.39 2.81 

營業利益佔實收資本額(%) -6.39 2.13 

稅前淨利佔實收資本額(%) -4.10 6.40 

純益率(%) -2.23 3.38 

每股盈餘(元)-追溯後 -0.26 0.52 

(三)研究發展狀況： 

研發方面除了持續因應市場的需求導入新技術外，最重要的課題還是研發新應用的產品或

新的組合並使其能夠順利進入量產。啟發電子多年來在各種相關領域耕耘並且與國內外客

戶合作的產品開發都有相當的進展，期望今年度能夠持續對知名客戶導入新產品，幫助公

司繼續成長。而在營運資金相對較為充沛的前提下，也會持續添購高階的設備如 8K儀器，

以期領先對手節省研發驗證時間。同時，也持續結合各種可能的開發資源，以有效整合此

技術，縮短產品推出時間，並藉由合作機會持續訓練公司內部的研發人員及開發更多複合

產品。 

二、109年度營業計畫 

(一)經營方針 

行銷方面以參加專業的展覽及擴張到不同領域如電商等，除維護現有的品牌客戶外，更積

極拜訪國外客戶以增加彼此了解，並提高公司的知名度。替換參加不同的展覽，增加不同

區域辨識度，同時爭取與台灣各相關產業合作共同開發、共創雙贏。ODM一直是啟發電子

的強項，公司會加強以輸出技術的觀念來取代輸出產品的思維實質增加公司潛在價值。 

(二)產品對策 

啟發電子的產品目前主要可分為影像傳輸器、影像分配器及影像轉換器，由於網路產品的

需求方興未艾，我們也會在產品線上持續擴大產品跟網路的結合度，以期能擴大產品差異

化。在影像傳輸器、影像分配器，預計今年陸續推出超高頻產品問世迎合真 4K的遠距傳

輸，因此成長的態勢是值得期待；至於影像轉換器也會隨著 HDMI2.0或 4K設備逐漸普及

的影響，而產生出相關新對應產品的需求。另外，啟發電子這幾年積極投入與國內知名品

牌合作、日本市場開發，也逐漸獲得這些客戶非常正面的迴響，再加上電商市場的客戶也

逐步成長，所以期望這些市場上在今年都能有較佳的斬獲，展現較大幅度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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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 

啟發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修正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第一、二、三項 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

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

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

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在

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

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

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

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

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

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

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

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

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

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

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

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

案係為敦促本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

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

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

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

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

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

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

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

三百字者，該提案不予列入議案；

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

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第一、二、三項 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公司

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五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

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之

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

臨時動議提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

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

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

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之一，

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

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

案、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

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

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

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

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配合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二條第五項修

正，修正第四項。 

配合 107年 8月 6

日經商字第

10702417500號

函，增訂本條第五

項。 

項次修正為第六

項，並配合新修正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

二條之一第一項及

增訂第五項，修正

相關文字。 

項次修正第七項，

並配合公司法第一

日七十二條之一第

二項修正。 

項次修正為第八

項。修正相關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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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

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

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

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

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

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

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

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

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項次修正為第九

項。 

第十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

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

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

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

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

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

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

不得逕行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

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

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

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

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

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

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

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

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

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

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

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

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

不得逕行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

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

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

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

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

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

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

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配合 107年起上市

上櫃公司全面採行

電子投票，並落實

逐案票決精神，修

正第一項。 

為免股東會召集權

人過度限縮股東投

票時間，致股東因

來不及投票而影響

股東行使投票權

利。修正第四項。 

第十三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

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

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

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

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

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

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

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

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依公

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項但

書應採行電子投票之公司：本公司

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

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

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

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配合 107年起上市

上櫃公司全面採

行電子投票，修 

正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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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案之修正。 

以下略 

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

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

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

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

修正。 

以下略 

第十五條 第一、二項 略。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

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

經過之要領及表決結果(包括統計

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應

揭露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數。在本

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第一、二項 略。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

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

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記載之，在本

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為落實逐案票決精

神，參考亞洲公司

治理協會建議修正

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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