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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普羅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欣普羅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欣普羅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欣普羅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營業報告書營業報告書營業報告書    

 

  108年延續前年中美貿易爭端，持續的政策不確定性及貿易投資疲弱，波及全球經

濟成長動能放緩。本公司於市場保守觀望氛圍下，部分產品延後出貨，影響到108年

營收表現。惟近年來本公司積極產品轉換，致力於影像開發並提供開創性的產品，將

累積的經驗轉化為為客戶解決所有疑難的能力及技術支持，深耕舊有之客戶，同時積

極發掘潛在客戶，以因應市場變化與分散風險。公司營運團隊深信創造"價值"，公司

才能繼續成長茁壯，深耕自己的長處，整合上下游，發掘新藍海，共創多贏局面。 

108年度營運報告如下所述: 

一一一一、、、、經營經營經營經營方針方針方針方針 

1. 專注於核心本業之經營，透過業務單位與客戶的交流及研發等相關會議，掌

握重大業務機會及研發進度；參與各項參展與客戶互相了解需求，洞察發展

趨勢、市場狀況及同業變化情形等，與本公司客戶及廠商共同研議最適當策

略，研發最適當的產品，強調共榮共存。 

2. 與上游國際大廠緊密合作，優先取得關鍵零組件，用以開發新技術，維持本

公司技術持續領先；另與上游廠商及下游客戶保持良好的合作，瞭解上游國

際大廠開發未來趨勢及持續協助解決客戶需求，使購買本公司產品之客戶享

有在本公司技術協助下，開發出完美的產品。 

3. 針對未來趨勢，AI 應用領域主要可分為語音辨識、影像辨識以及自然語言處

理等三部分，其中影像辨識較成功執行的案例是整個汽車及資訊產業都正朝

著自駕車的方向努力，各國的開發也已十分接近實用化。針對此，本公司採

取切入與國際上游公司合作，期待能對有 AI 需求的客戶提供「良好的眼睛」，

提供優質的辨識。 

二二二二、、、、實施概況實施概況實施概況實施概況 

108年度本公司透過與上游廠商及下游客戶技術合作完成研發項目如下表

所示: 

108 年 1月 360 度攝影機開發案。 

108 年 4月 安全帽行車記錄器開發案。 

108 年 6月 警用行車記錄器開發案。 

108 年 9月 輝達 Nvidia平台 8百萬 VCM攝影機開發案 

108 年 12月 警用行車記錄器進入量產。 

本公司於108年度為發掘新的藍海，經營團隊持續性的與新技術合作夥伴緊

密接觸，利用新的技術切入教育、娛樂、行車監控等市場，並以此模式發掘潛

在客戶；除此之外，本公司仍深耕舊有之客戶，除現有之產品外，本公司亦針

對舊有客戶的產品線持續精進，利用新技術，開發更多具實用性產品，使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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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產品線更為完整及強大，實現本公司共榮共存的理念。 

三三三三、、、、108年營業計畫實施成果年營業計畫實施成果年營業計畫實施成果年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108年度之經營成果，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蔡美貞及葉東煇

會計師查核竣事，108年及107年度綜合損益表請詳下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7 年度 108 年度 增(減)情形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營業收入 424,661 100 343,218 100 (81,443) (19.18) 

營業成本 285,158 67 227,691 66 (57,467) (20.15) 

營業費用 78,951 19 80,669 24 1,718  2.18 

營業利益 60,552 14 34,858 10 (25,694) (42.43) 

營業外收入及

支出 
13,574 3 2,818 1 (10,756) (79.24) 

稅前淨利 74,126 17 37,676 11 (36,450) (49.17) 

本期綜合損益

總額 
60,197 14 28,549 8 (31,648) (52.57) 

基本 EPS 3.55 1.71 (1.84) 

(一) 營業收入說明                                          

    108年度營業收入項目包括銷貨收入、勞務收入，總數為343,218千元，較

107年424,661千元減少81,773（約19.18%），營收下降係除本公司舊客戶訂單

減少外，新客戶出貨時間延後所導致。                                                

(二) 營業利益、稅前淨利、本期綜合損益總額及基本EPS說明: 

    係因108年度本公司營收狀況減少所致。 

(三) 營業外收入說明: 

    108年度營業外收入較107年減少10,756千元(約79.24%)，係因本公司銷貨

以美金計價為大宗，108年度美金匯率波動幅度相對107年不平穩，認列兌換金

額由利益轉為損失所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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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獲利能力分析獲利能力分析獲利能力分析獲利能力分析 

108年及107年度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如下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7 年度 108 年度 增(減)比例(%) 

財 

務 

收 

支 

營運資金 343,043  322,216  (6.07) 

期初約當現金 122,991 197,905 60.91  

營業活動現金流入 18,885  56,254  197.88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出)  67,068 (84,438) (225.90)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 (13,285) (56,089) 322.20  

匯率變動 2,246 837 (62.73) 

期末約當現金 197,905  114,469  (42.16) 

獲 

利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15.60% 7.08% (54.62) 

股東權益報酬率(%) 19.63% 8.90% (54.66) 

占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 34.60% 19.93% (42.40) 

稅前純益 42.38% 21.54% (49.17) 

純益率(%) 14.51% 8.71% (39.97) 

每股盈餘(元) 3.55 1.71 (1.84) 

五五五五、、、、研究發展狀況研究發展狀況研究發展狀況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看好未來AI及智能學習的發展，也認為這是通往未來的康莊大道。深度學

習常常被看是通向人工智慧的最重要一步，所以本公司積極尋找能在未來科技占有一

席之地的技術，認為企業競爭力之所在維繫需不斷創新及研發，故公司積極與合作夥

伴從事產品之研發與創新，期待新技術新產品的佈局，讓公司持續成長茁壯，以提升

整體研發實力並維持市場競爭力。 

六六六六、、、、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 

公司與上游國際系統晶片廠商持續不斷合作進行產品開發，近期針對AI等領域與

國際大廠合作開發藉以擴展客源，持續為客戶提供最新技術及最佳的服務，期望能為

股東創造最大的價值。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中 華 民 國 一 ○ 九 年 三 月 十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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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普羅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十、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

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相關議案相關議案相關議案

((((包包包包括臨括臨括臨括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正正正正))))

均應採逐案票決均應採逐案票決均應採逐案票決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

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

得變更之。 

第二至三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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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安排適足之投並安排適足之投並安排適足之投並安排適足之投

票時間票時間票時間票時間。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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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至三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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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 

 

 

十九、本議事規則制定於民國 104 年

6月 25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105年 5月

26日。 

改版紀錄另行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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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職稱 戶號 姓名 持有股數 主要學(經)歷 現職 

董事 2 陳義文 901,198 
交通大學-電信系 

聲寶工業研究所-經理 

欣普羅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董事 3 劉繼鴻 1,048,828 
台灣大學-電機所 

聲寶工業研究所-高級工程師 

欣普羅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董事 4 翁文淇 54,808 
東方工專-電子工程系 

聲寶工業研究所-研發工程師 

欣普羅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研發二部經理 

董事 18 陳奕丞 253,685 

明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精英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國外採購專員 

佳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採購工程師 

六度影像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獨立董事 - 林美玲 - 

輔仁大學 

國富浩華會計師事務所- 

合夥會計師 

國富浩華會計師事務所- 

行政長 

錩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 鄭献勳 -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博士 

東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系主任 

東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教授 

獨立董事 - 林信標 -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博士 

台北科技大學進修部主任 

台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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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兼任其他公司重要職務情形 

    
 

職稱 姓名 兼任其他公司之重要職務 

董事 陳奕丞 六度影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