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中華民國一０五年六月十七日（星期五）上午九時。 

地點：新竹縣竹北市縣政八街77號1樓(新竹縣工業會)。

出席：出席股東代表股份為二三、二一五、八八九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總數四二、四四三、九五七

股百分之五四.六九，已逾法定開會股數。 

主席：董事長 吳瑞華                      記錄：趙佳玲 

列席：呂雅莘律師、資誠周寶琳副總經理、吳賢龍監察人 

壹、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為配合公司實際作業需求、法令修訂及主管機關政策之需要，擬修訂本公司 

               章程部分條文，並提請股東會討論。  

       二、檢具「公司章程」修正條文與原條文對照表 ，  謹提 請  討論。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肆、報告事項： 

（一）一 0四年度營業狀況報告，敬請  鑒察〈詳如附件〉。 

（二）監察人審查一 0四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鑒察〈詳如附件〉。 

（三）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案，敬請 鑒察〈詳如附件〉。 

伍、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案） 

案 由：一 0四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 0四年度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阮呂曼玉、李典易會

計師查核完竣，會計師查核報告書〈詳如附件〉。 

二、一 0四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詳如附件〉，業經董事會通過，並送請

監察人審查完竣，提請 承認。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詳如附件〉

毛寶股份有限公司 

一０五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第二案（董事會提案） 

案 由：一 0四年度虧損撥補表，提請 承認。 

說 明：一 0四年度虧損撥補表〈詳如附件〉。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陸、討論事項 

 

第二案（董事會提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案，提請  公決。 

     說  明：一、為配合公司實際作業需求、法令修訂及主管機關政策之需要， 

               擬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分條文，並提請股 

               東會討論。 

       二、檢具「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條文與原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

，謹提請   討論。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 

 

 

 

 

 

 

 
主席：董事長 吳瑞華         記錄：趙佳玲 

 

 

 

 

 

 



%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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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104）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104年度全年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597,418仟元，較103年度合併營

業收入淨額新台幣579,208仟元成長3.14%。就年度損益而言，104年度合併稅前淨損

為新台幣(8,420)仟元，較103年度合併稅前淨損新台幣(11,497)仟元 減少虧損新台幣

3,077仟元; 其主要因素係毛寶上海商貿較103年度增加獲利。 
 

(二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4 年度 103 年度 變動金額 註 

財 

務 

收 

支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3,651 4,442   9,209 一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6,943) (2,976)    (13,967) 二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  -         - 三 

註一: 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之差異數,係因上期支付退休金及本期上海商貿預收貨款。 

註二: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較上期增加, 係因增加定期存款及添購廠房設備。 

 

 

項      目 104 年度 103 年度 變動數 

獲 

利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1.39) (1.67) 0.28 

股東權益報酬率（﹪） (1.86) (2.25) 0.39 

佔實收資本額

比率（﹪） 

營業利益 (2.48) (3.03) 0.55 

稅前純益 (1.98) (2.71) 0.73 

純益率（﹪） (1.39) (1.77) 0.38 

每股盈餘（元） (0.20) (0.24) 0.04 

 

(三).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成立有技術研究開發部門，與企劃、銷售單位密切配合及溝通，積極研發具有

市場利基及領導潮流，並能滿足消費者需求之各項產品。 

 

二、本（105）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經營方針 

1.加強研發能力：提昇內部研發人力及能力，並尋求外部技術之引進，以發揮強有

力的研發功能。 

 

 

 

 毛寶股份有限公司 

 一 0 四年度營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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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範      

中華民國 105年 03 月 24日董事會修訂

第一條：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董事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公

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二條訂定本規範，以資遵循。

第二條：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規範，其主要議事內容、作業程序、議事錄應載明事項、

公告及其他應遵循事項，應依本規範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本公司董事會每季召集一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遇有緊急情事

時，得隨時召集之。

前項召集之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本規範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除有突發緊急情事或正當理由外，應於召

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第四條：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辦理議事事務單位為財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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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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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召開本公司董事會時，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董事簽到，以供查考。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如不能親自出席，得依本公司章程規定委託其他董事

代理出席；如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時，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

之授權範圍。

第二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六條：本公司董事會召開之地點與時間，應於本公司所在地及辦公時間或便於董事出

席且適合董事會召開之地點及時間為之。

第七條：本公司董事會應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股東會所

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會議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

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

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

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

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八條：本公司董事會召開時，經理部門 (或董事會指定之議事單位) 應備妥相關資料

供與會董事隨時查考。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相關部門或子公司之人員非擔任董事之經理人

員列席。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師、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及說明。但

討論及表決時應離席。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並有過半數之董事出席時，應即宣布開會。已屆

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數未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

二次為限，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者，主席得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程序重新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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