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敬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106年度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吳秋燕會計師及郭麗園會計師查核簽證竣事，並出具無保留意見之

查核報告，併同營業報告書於107年2月27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監察人

查核竣事。 
(二)謹檢附上述書表及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 
以上，敬請  承認。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 90,927,148 權。本案贊成

權數 88,272,069 權（含電子投票權數 36,716,452 權），反對權數 17 權（含電

子投票權數 17 權），無效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2,655,062 權（含電子

投票權數 2,654,062 權），贊成權數佔總權數 97.07%，本案經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一○六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明：(一) 106 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908,700,487 元，加前期未分配盈餘新台幣 

5,132,436,207 元，減除確定福利計畫再衡量數認列於保留盈餘計新台幣

775,460 元，本期可供分配盈餘計新台幣 6,040,361,234 元。 
(二)本公司法定盈餘公積已提撥達實收資本額，故依公司章程第 26 條規定，

本年度盈餘分配不再提撥 10%之法定盈餘公積。 
(三)盈餘分配依公司章程第 26 條計劃如下： 

發放現金股利：每股擬分配新台幣 5 元，計新台幣 476,485,360 元，俟股

東常會通過後，擬授權董事會另訂配息基準日及發放日。 
(四)期末未分配盈餘新台幣 5,563,875,874 元結轉下年度。 
(五)附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 
以上，敬請  承認。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 90,927,148 權。本案贊成

權數 88,343,069 權（含電子投票權數 36,787,452 權），反對權數 17 權（含電

子投票權數 17 權），無效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2,584,062 權（含電子

投票權數 2,583,062 權），贊成權數佔總權數 97.15%，本案經表決通過。 
 





附件 （營業報告書） 

 

106 年度營業報告書 

106 年度對於我們來說既是令人雀躍的一年也是非常艱辛的一年，雀躍的事是開發多

年的高階廚具導軌進入了新的里程碑，領導全球的創新設計新品問市，在居家生活中除了

給消費者創造更多的空間設計與使用便利外且同時增加更多的安全設計，並獲得客戶絕佳

的迴響，目前持續配合新產品問市完備所有產線，預期 107 年第 3 季正式量產出貨。艱辛

的事是台幣匯率的大幅升值與材料成本的大幅提升下與既有市場的大幅波動導致客戶的整

體新品出貨延遲 2 至 3 季，以致於我們 106 年度的經營績效，比較 105 年度合併營收衰退

了 7.96%，且因為匯率的升值及材料成本的大幅上漲導致的成本增加，營業淨利與 105 年

度比較減少 17.76%，稅後淨利減少了 42.19%，稅後 EPS 為 NT$9.54 元，其淨利減少的主

要原因為主要營收及銀行存款資產以美元計價部分，比較 105 年度有 NT$4.21 億的匯兌差

異及鋼材成本的大幅上揚與客戶出貨遞延營收減少所產生的稅後淨利減少，雖然全球經濟

環境於去年整體有改善但依舊是詭譎多變且比較過去更令人難以預測，材料與匯率的波動

更形劇烈，保護主義的興起對於開發全球市場的我們依舊充滿挑戰且更為嚴苛，多角化的

產品創新研發及智慧型生產技術的紮根與全球化市場佈局持續深根投資，依舊是我們長期

以來的經營策略，提升自我的競爭能力與因應保護主義的彈性生產基地的設計與開發以應

對全球的不穩定與不同市場的客戶需求是我們的目標。接下來，我們也將持續秉持既有的

策略與方針不斷的開發創新產品並導入智慧型生產技術及分散市場與客戶風險並建立彈性

生產基地，我們堅信在開發多年的創新性歐式高階廚具導軌系列於今年出貨後與伺服器導

軌進入正常出貨軌跡後，未來可為各位股東帶來更亮麗的營運績效表現。茲將 106 年度營

業結果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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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淨額 4,110,572 4,466,110  (  355,538)  (   7.96%) 
營業淨利 1,665,077 2,024,747  (  359,670)  (  17.76%) 
本期淨利 908,700 1,571,791 (  663,091)   (  42.19%) 

二、預算執行情形：106 年度未公開財務預測，故無預算達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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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9 12.69 
長期資金佔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622.05 632.53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811.01 743.88 
速動比率 766.23 713.94 
利息保障倍數(次) N/A N/A 









  本會計師評估川湖公司之應收帳款提列政策及抽核測試應收帳款帳齡之

正確性，對於逾期款項或有收回疑慮之應收款項個別評估其收回可能性，另

參酌以往收款經驗及其他可得的資訊，以覆核川湖公司應收帳款集體評估提

列備抵呆帳之合理性。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

體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個體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

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川湖公司繼續經營

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

圖清算川湖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川湖公司之治理單位（含監察人）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

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

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

體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

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

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

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一、  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

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

證據以作為查核意見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

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

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二、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

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川湖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見。  

 三、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

露之合理性。  

 四、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

性，以及使川湖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

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



















 
 

  茲對川湖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6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事項敘

明如下：  

應收帳款減損評估  

  如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七所揭露，川湖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6 年 12 月 31

日之應收帳款淨額為 911,652 千元，佔資產總額 9%，管理當局依應收帳款之

帳齡及預計收回狀況估計可能備抵呆帳金額，由於備抵呆帳之提列涉及重大

估計及判斷，因此本會計師關注應收帳款備抵呆帳金額是否合理允當。  

  本會計師評估川湖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應收帳款提列政策及抽核測試應收

帳款帳齡之正確性，對於逾期款項或有收回疑慮之應收款項個別評估其收回

可能性，另參酌以往收款經驗及其他可得的資訊，以覆核川湖公司及其子公

司應收帳款集體評估提列備抵呆帳之合理性。  

其他事項  

  川湖公司業已編製民國 106 及 105 年度之個體財務報表，並經本會計師

出具無保留意見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經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

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

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川湖公司及其子公

司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

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川湖公司及其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

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川湖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監察人）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

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

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

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

併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



 
 

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

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

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一、  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

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

證據以作為查核意見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

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

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二、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

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川湖公司及其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

意見。  

 三、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

露之合理性。  

 四、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

性，以及使川湖公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

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

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表

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

正查核意見。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

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川湖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再具有繼

續經營之能力。  

 五、  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

合併財務報表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六、對於川湖公司及其子公司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

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表表示意見。本會計師負責查核案件之指導、

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川湖公司及其子公司查核意見。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

重大查核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附件  （董事及監察人候選人名單） 
 

序

號 
戶號或身分

證統一編號 姓  名 持有股數 主要學(經)歷 備註 

1 1 林聰吉 8,260,121 大湖國民小學 
湖林企業(股)公司董事長 
川湖科技(股)公司總經理、董事長 

董事候選

人 

2 22 隆盛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林宗隆 

6,232,767 南台工專機械科 
湖林企業(股)公司廠長 
川湖科技(股)公司(副)總經理 
隆盛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董事候選

人 

3 49 王俊強 982,000 國立中興大學會計系 
臺灣銀行行員 
工商時報記者 
川湖科技(股)公司品保部課長、董

事長特助、業務部經理 

董事候選

人 

4 E12091xxxx 邱衍智 0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機械自動

化控制學系研究所 
鴻池實業(股)公司高雄分公司刀

具部課長 
新加坡商山高國際刀具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業務經理 

董事候選

人 

5 429 李文璋 
(註) 

6,722 淡水工商管理專校會統科 
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企業經理

進修班第一期 
振吉電化廠(股)公司會計課長、總

務部副理、企劃部經理、董事長 

獨立董事

候選人 

6 Q120xxxx28 許芳益 0 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會計系 
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高階經營

管理(EMBA)碩士 
合作金庫辦事員(高考金融業務人

員)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協

理、經理、副理、領組 
會計師考試及格 

獨立董事

候選人 

7 E12038xxxx 蔡文治 0 東海大學工業工程學系 
巨頻科技(股)公司品保部經理 
川湖科技(股)公司品保部經理 
凌華科技(股)公司營運管理處資

深經理 

獨立董事

候選人 

8 27 英麗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林張阿珠 

1,024,684 林園國民中學 
川湖科技(股)公司製造部幹部 

監察人候

選人 

9 M10111xxxx 吳銘政 0 景文高職電子科 
陸軍官校專修班第33期 
路竹新益(股)公司總務課課長 

監察人候

選人 



 
 

 註：李文璋董事已連續擔任三屆獨董，考量其具有財務業務專業，對本公司有明顯助

益，故本次繼續提名為獨立董事候選人，使其於行使獨立董事職責時，仍可發揮

其專長及於董事會監督並提供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