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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股東股東股東股東常常常常會議會議會議會議事錄事錄事錄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日（星期二）上午十時整 

地    點：新北市樹林區三多路 123 號（本公司樹林廠） 

出席股數：親自出席及委託出席股東所代表股份總數為 51,233,454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

總股數 85,278,000 股之 60.08%。 

主席：李清崑                 記錄：陳崇文 

一、宣布開會：（出席股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一○五年度營業報告。 

說  明：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第二案 

案  由：一○五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 

說  明：一○五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第三案 

案  由：一○五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說  明：1.本公司一○五年度員工酬勞 840,000 元及董事酬勞 810,000 元，業經 106

年 3 月 31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2.上述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皆以現金方式發放。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承認案。 

說  明：1.本公司一○五年度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支秉鈞及張明輝會

計師查核竣事，敬請  鑒核。 

2.上述財務報表併同營業報告書業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認為尚無

不合，並出具書面審查報告在案。 

3.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上述財務報

表，請參閱附件三。 

4.敬請 承認。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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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一○五年度盈餘分配案。 

說  明：1.本公司一○五年度盈餘分配案，業經民國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董事會決

議通過，擬定每股配發現金股利 0.3 元，俟股東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

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2.上述現金股利按除息基準日股東持股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

配未滿 1 元之畸零款合計數，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3.本公司一○五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四。 

4.敬請 承認。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說  明：1.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訂「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之修改以及公司實際營運之需求，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 

2.「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3.謹提請  討論。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同日上午十時九分，由主席宣佈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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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民國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 

 

 

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 

 

    本公司從事滾珠螺桿及線性滑軌等相關產品領域的製造已接近 30 年之久，於研發新

產品及技術方面不斷尋求推陳出新，在經營團隊的帶領下除鑽研本業的精密轉造級滾珠螺

桿廠，更秉持著求新求變的精神，發展尺寸齊全的產品線，除了精密級滾珠螺桿及線性滑

軌外，尚有滾珠花鍵、直線傳動平台以及其他傳動元件產品。 

    本公司一○五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 1,745,446仟元，較一○四年度 1,620,191仟元成長

7.73%；一○五年度稅後淨利為 46,265仟元，稅後每股盈餘為 0.54 元。茲就一○五年度營

業狀況報告如下：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每股盈餘：元 

               年度 

項目 
105 年度 104 年度 

增(減)變動 

金額 比例% 

營業收入淨額 1,745,446 1,620,191 125,255 7.73% 

營業成本 1,435,246 1,352,568 82,678 6.11% 

營業毛利 310,200 267,623 42,577 15.91% 

營業費用 219,241 239,278 (20,037) -8.37% 

營業利益 90,959 28,345 62,614 220.90% 

營業外收(支)淨額 (36,354) 8,337 (44,691) -536.06% 

稅前淨利 54,605 36,682 17,923 48.86% 

所得稅費用(利益) 8,340 11,238 (2,898) -25.79% 

稅後淨利 46,265 25,444 20,821 81.83% 

稅後每股盈餘 0.54 0.30 0.24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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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算執行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5 年度實際數 105 年度預算數 達成率% 

營業收入淨額 1,745,446 1,946,693 89.66% 

營業成本 1,435,246 1,553,689 92.38% 

營業毛利 310,200 393,004 78.93% 

營業費用 219,241 271,484 80.76% 

營業利益 90,959 121,520 74.85% 

營業外收(支)淨額 (36,354) (39,385) 92.30% 

稅前淨利 54,605 82,135 66.48% 

說明：營收達成率為 89.66%，且稅前淨利達成率為 80.10%，主要原因係 105 年度生

產單位員工波動較大，生產效率不如預期，導致出貨金額較低；另外，受到生

產效率不如預期之影響，整體毛利率亦低於預算預估水準。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年度 

項目 
105 年度 104 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58.62% 57.77%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133.47% 108.69%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1.91% 1.14% 

股東權益報酬率(%) 3.07% 1.70% 

占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 10.67% 3.32% 

稅前淨利 6.40% 4.30% 

純益率(%) 2.65% 1.57% 

每股盈餘(元) 0.54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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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發展狀況 

隨著地球環保節能的需求以及科技之改變，高速節能環保的直線傳動元件應用領

域逐漸提高，所需之技術層次也高於一般舊有生產技術。 

本公司技術層次於目前台灣業界屬轉造螺桿之翹楚，而研磨級螺桿與線性滑軌亦

名列前茅，研發從業人員均為實務經驗豐富之人員，基礎功夫扎實，平均年資超過7

年以上，穩定性高，且無技術斷層之問題。 

本公司研發之主要業務如下： 

1.新產品之開發與設計 

2.設備保養維護與建構 

3.製程更新及改善 

4.產品標準建立 

5.專利申請與維護 

6.產學合作推展與執行 

7.各式圖面繪製 

因此除加強自有技術提升與創新外，更積極研發新產品及開發新技術，並將所開

發之技術與產品申請多國專利，並與國內知名大學院校合作如台灣大學、台北科技大

學、龍華科技大學等，以理論結合實務，達產學雙贏之目的，並藉此培訓更多的機械

專業人才，避免公司專業人才短缺問題；更與實務經驗豐富之設備製造廠合作，由公

司提供需求設備之設計圖，再由經驗豐富穩定可靠的機械製造廠製造生產，因機械設

備乃針對公司特殊需求所設計，且以模組化方式生產製造，故穩定性及維修便利性高，

且自製率達90%以上，故保養和維護容易，而為因應這瞬息萬變的環境，未來仍將持

續投入新產品之研發與製程之改善。 

 

 

 

 

 

 

 

      董事長：李清崑     總經理：李進勝    會計主管：陳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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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民國一○五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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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民國一○五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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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民國一○五年度盈餘分配表    
期初未分配盈餘 68,035,013$             

加：本期淨利（註） 46,265,148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10%） (4,626,515)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109,673,646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0.3元／股） (25,583,400)

期末未分配盈餘 84,090,246$             

註：該金額已扣除員工酬勞840,000元及董監酬勞810,000元。

全球傳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一○五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董事長：李清崑    經理人：李進勝    會計主管：陳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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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第四條 （略）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除與政

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

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外，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略）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構交易

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

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

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四、前三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七條第一

項第五款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

次交易事實發生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年，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免再

計入。 

（略） 

（略）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除與政

府機構關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

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外，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

定： 

（略）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構關交易

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

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

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四、前三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七條第一

項第五七款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

本次交易事實發生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

算一年，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取得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免

再計入。 

（略） 

 

為明定本處理程序有關

政府機關之用語予以修

正。 

 

 

 

 

 

 

 

 

 

 

 

 

配合條號修改予以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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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七條 （略）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

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但買賣公債或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不在此限。 

（略）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

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略）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

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但買賣公債或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略）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之

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

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五)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合

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公

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新台幣五億元

以上。 

（略） 

(四六)除前三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

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

限： 

1、買賣公債。 

2、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本條所稱國內貨幣市場

基金，係指依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規定，經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許

可，以經營證券投資信

託為業之機構所發行之

貨幣市場基金，爰予以

修正。 

 

 

 

 

 

 

 

 

 

依金管會相關函令修改

條文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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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3、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之

機器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

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4、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合

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公

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新台幣五億

元以上。 

（略） 

 

 

三、公告申報程序 

(一)應將相關資訊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

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二)應按月將本公司及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

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

前輸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

申報網站。 

(三)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

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將全部項目重行

公告申報。 

（略） 

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

市場基金。 

3、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之

機器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

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4、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合

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公

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新台幣五億

元以上。 

（略） 

三、公告申報程序 

(一)應將相關資訊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

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二)應按月將本公司及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

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

前輸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

申報網站。 

(三)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

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於知悉之即日起

算二日內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略） 

 

 

 

 

 

 

 

 

 

 

 

 

 

 

 

 

 

明定公告項目如於公告

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

補正時，應於知悉之即

日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

目重行公告申報。 

第十一條 （略）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七條第一項第五

款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

（略）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七條第一項第五

七款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

 

配合條號修改予以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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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規

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

見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

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以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

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

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

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審計委員會

及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

項： 

（略）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七條第一項第五

款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

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

準則規定提交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部分免

再計入。 

（略） 

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

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

意見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

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以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

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

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買回國內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

下列資料，提交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後，

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略）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七條第一項第五

七款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

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

本準則規定提交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部分

免再計入。 

（略） 

 

 

 

本條所稱國內貨幣市場

基金，係指依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規定，經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許

可，以經營證券投資信

託為業之機構所發行之

貨幣市場基金，爰予以

修正。 

 

配合條號修改予以修

正。 

第十三條 （略） 

二、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理。 

（略） 

（略） 

二、監察人審計委員會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

條規定辦理。 

（略） 

 

配合審計委員會之成立

予以修改。 

第十四條 （略） 

三、交易額度： 

公司於任何時點整體避險性契約以不超過

（略） 

三、交易額度： 

公司於任何時點整體避險性契約以不超過

 

為因應實際業務需求予

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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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公司外幣資產及負債整體淨額百分之

十五為限，如超出百分之十五應呈報

董事會核准之。 

（略） 

 

 

 

(五)核決權限： 核決權人 每日總金額 淨累積部位交易權限 董事長 美金1萬以下(含) 美金5萬以下(含) 董事會 美金1萬以上 美金5萬以上 

六、績效評估要領 

(一)避險性交易操作之績效，以避險策略作

為依據而加以衡量評估。為充分掌握及

表達交易之評價風險，財務部每週以市

價評估來檢討操作績效，並於次月第一

週內將上個月之操作績效呈閱總經理。 

(二)財務部定期評估及檢討時，若發現有異

常情形時，應立即採取必要之因應措

施，並呈報總經理。 

公司外幣資產及負債整體淨額百分之十五

為限，如超出百分之十五應呈報董事會核

准之。 

本公司整體避險契約總額，以不超過未來

六個月內公司因業務所產生之應收應付款

項或資產負債互抵之淨部位為限。 

（略） 

(五)核決權限： 核決權人 每日總金額 淨累積部位交易權限 董事長 美金100萬以下(含) 美金500萬以下(含) 董事會 美金100萬以上 美金500萬以上 

六、績效評估要領 

(一)避險性交易操作之績效，以避險策略作

為依據而加以衡量評估。為充分掌握及

表達交易之評價風險，財務部每週以市

價評估來檢討操作績效為業務需要辦理

之避險性交易，每月至少應評估二次，

評估報告應送總經理，並於次月第一週

內十日前將上個月之操作績效呈閱總經

理。 

(二)財務部定期評估及檢討時，若發現有異

常情形時，應立即採取必要之因應措

施，並呈報總經理。 

第十六條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性商品交

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對交易部門從事衍生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性商品交

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對交易部門從事衍生

配合審計委員會之成立

予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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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性商品交易之作業程序遵循規定情形按月稽

核，且作成稽核報告，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

應立即向董事長及董事會指定之高階主管呈

報，並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性商品交易之作業程序遵循規定情形按月稽

核，且作成稽核報告，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

應立即向董事長及董事會指定之高階主管呈

報，並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審計委員會。 

第十八條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

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

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

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

會討論通過。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

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

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

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

會討論通過。但本公司合併直接或間接持有百

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或本

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

本總額之子公司間之合併，得免取得前開專家

出具之合理性意見。 

考量公司鑑於母公司合

併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

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

本總額之子公司，或其

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

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

額之子公司間合併均屬

集團內之組織調整，爰

修正其合併無需取具專

家意見。 

第二十六條 本處理程序制定於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十二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本處理程序制定於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十二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二十日。 

新增本次修訂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