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強茂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市場訊息

會報 108 年概況：

因 107 年前三季全球分離式元器件的缺貨及漲價潮，市場通路及客戶因恐慌而過

度的備貨，造成 108 年第一季在去化庫存而減少供給量。第二季中美貿易戰的加

劇致使市場變化大，加上中國電動車的投入過度樂觀，在 108 年已產生淘汰賽，

產業趨保守，第三、四季市場用量趨於穩定，回歸供需較正常化。

企業發展

核心技術：

除原市佔全球排行第 7的整流元器件持續發展外，也延攬國外團隊在矽谷、韓國

及新竹建立功率半導體元件 MOSFET、IGBT、SiC 品項的晶圓設計開發，為未來市

場高端應用產品的成長需求擁有強茂自有的核心技術能力，推進與國際一線大廠

的產品位階與市場攻略，8吋晶圓廠已建設中。

市場佈局：

除原有客戶深耕及新產品拓展外，在車載應用客戶增加了 13 家的客戶承認。其

中有數家屬全球排名前十大的廠家。另外在全球知名的品牌客戶已都攻略有成。

在 109 年持續貢獻營收及毛利成長。國際銷售人才與歐美、東南亞、印度的通路

優化也陸續到位建構。

品質製造技術：

為進入工業車載市場，也延攬國際經驗主管加入團隊，從研發設計、系統建構、

人文素養、軟體升級、全製造體系的變革訓練到品質升級，已到位建置，持續優

化中。

財務表現

強茂在 108 年度 7月進行現金減資從原本的 3.69 億股到現在的 3.33 億股。

108 年度合併營收新台幣 91.4 億元，在 108 年合併營業毛利新台幣 19.2 億元。

108 年合併營業利益為新台幣 6.3 億元。綜合以上訊息，108 年每股合併淨利新

台幣 1.50 元。

在現金股利部分，董事會通過每股獲利的 7成為新台幣 1.05 元提交股東會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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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庫藏股買回執行情形

(一)

單位：新台幣

買 回 期 次 第 13 次

買 回 目 的 轉讓股份予員工

董 事 會 決 議 日 期 109年3月23日

買 回 期 間 109年3月24日至109年5月23日

買 回 區 間 價 格 10.54 元至 34.50 元

原 預 計 買 回 數 量 普通股：10,000,000 股

已 買 回 股 份 種 類 及 數 量 普通股：700,000 股

原預計買回股份總金額上限 2,487,828,575 元

已 買 回 股 份 金 額 16,507,418 元

平 均 每 股 買 回 價 格 23.58 元

已辦理銷除及轉讓之股份數量 0股

累 積 持 有 本 公 司 股 份 數 量 700,000 股

轉 讓 予 員 工 之 價 格 每股 23.58 元

累 積 持 有 本 司 股 份 數 量 占

已發行股份總數比率（%）
0.21%

未 執 行 完 畢 原 因

為維護整體股東權益及兼顧市場機制，視

股價變化於價格區間內採分批買回策略，

故未執行完畢。

(二) 本公司「第十三次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請參議事手冊。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說明

第三條 （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編製議事手冊，並於三十日前通知

各股東，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股東，得於三十

日前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方式為之；股東臨時會

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記名股票

未滿一千股股東，得於十五日前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公告方式為之。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

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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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一項各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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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

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編製議事手冊，並於三十日前

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股東，

得於三十日前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方式為

之；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

東，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股東，得於十五

日前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方式為之。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

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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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條之 1 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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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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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公司法及經濟

部函釋增、修訂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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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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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第四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

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

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

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

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

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

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

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

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

以書面、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

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

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文字修訂

第十條 （議案討論）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

關議案均應票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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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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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實際作業需求修

訂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說明

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第十二條 （表決股數之計算、迴避制度）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

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

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

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灌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

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

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

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

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表決股數之計算、規避制度）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

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

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

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灌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

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

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

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

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文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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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

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

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

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

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

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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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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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

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

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

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

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

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

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依實際作業需求修

訂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說明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

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由股東進

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將股東同意、反對及

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

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

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

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之，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

告，並作成紀錄。

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

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

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

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

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

總數。

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者，視為通

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有異議者，應依前項規

定採取投票方式表決。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

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

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

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之，表決之結果，應當

場報告，並作成紀錄。

第十五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

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

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

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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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統計之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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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

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

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

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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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決議方法，係經主席徵詢股東意見，股東對議

案無異議者，應記載「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

異議通過」；惟股東對議案有異議時，應載明採票

決方式及通過表決權數與權數比例。

依實際作業需求修

訂



擬解除競業禁止之限制明細表
董事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職務

方敏清

璟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JOYSTAR INTERNATIONAL CO., LTD 董事

Pan Jit Americas, Inc.董事

山東強茂電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無錫至極動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DYNAMIC TECH GROUP LIMITED 董事

深圳威銓電子有限公司總經理

Aide Energy (CAYMAN) Holding Co.,Ltd.董事

強德電能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熒茂光學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MILDEX OPTICAL USA, INC. 董事

金茂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金茂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方敏宗

璟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PAN-JIT AMERICAS, INC. 董事

無錫至極動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深圳威銓電子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Aide Energy (CAYMAN) Holding Co.,Ltd. 董事長兼總經理

Aide Solar Energy (HK) Holding Limited 董事長、董事兼總經理

AIDE Energy Europe Coöperatie U.A. 合夥人 

AIDE Energy Europe B.V. 董事

EC Solar C1 SRL 董事長

AIDE SOLAR USA INC. 董事兼總經理

強德電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熒茂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長

MILDEX ASIA Co.,LTD. 董事

MILDEX OPTICAL USA, INC. 董事長

熒茂科技(無錫)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SINANO TECHNOLOGY CORP. 董事

熒茂光電(徐州)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MILDEX TECHNOLOGY HOLDING (CAYMAN) CO.,LTD.董事

JUMPLUS CO.,LTD.董事

金茂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長

鼎熒精密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金茂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詹文雄

科嘉(開曼)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凌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芯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佳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映泰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新應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歐普仕化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元氣智能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董事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職務

鍾運輝

深圳威銓電子有限公司董事長

熒茂光電(徐州)有限公司董事

Aide Energy (CAYMAN)Holding Co.,Ltd 董事

范良孚
漢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恆達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陳易成

奇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總經理

陞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SHENG-SHING CORP.董事

聽得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Rayney International LTD. 法人董事代表人

富世達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鋐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仁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利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熒茂光學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陳仕振

合機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產學合作中心法律顧問

冠輿法律事務所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