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盛群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０三年度營業報告書 

   回顧 2014年，全球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有起有落，與臺灣最有關連性的國家中不外是亞洲

的中國、日本與韓國以及北美地區的美國，整體的經濟發展大致符合該國的目標，由於手機

市場近年的蓬勃發展及電腦產業穩定帶動下，做為產業稻米的半導體自然也維持穩定的增

長，加上新興 IoT物聯網應用從 2014年起萌芽發展並開始產生極大的產業變化，勢必將會推

升半導體 IC發展。隨著各種應用不斷推陳出新對 IC晶片的需求逐步攀升，但競爭廠商前仆

後繼也在不斷增加中，尤其地處全球製造中心的中國大陸市場，為強奪市場佔有率，歐美晶

片大廠已經放下身段卯力競逐，大陸本土崛起的晶片廠商亦爭先恐後加入競爭行列，將使整

個半導體 IC產業競爭越來越激烈。  

   民國一 O 三年度（2014 年）對盛群半導體（以下簡稱本公司）美中不足的是未能達成原

先設定的營收成長目標，但在營收、獲利、每股盈餘等各項指標均能維持小幅成長，且在稅

後淨利及每股盈餘都創下四年來新高，對經營團隊努力成果仍是值得肯定的一年。 

   以下就本公司整體營運概況，分別從產品開發狀況、市場經營與生產管理方面做摘要說明。 

   2014年本公司合併營收為新台幣（以下同）39.3億元，較 2013年 38.9億元成長 0.93%，

合併稅後淨利 7.91億元增加 6.3%，毛利率則由 46% 提升至 48%，每股稅後盈餘 3.5元較上

年度增加 5.4%，整體營運表現在 IC 設計行業中屬於平均水準以上；從產品銷售比重分析，

微控制器MCU IC產品（含標準型及特殊應用型）已達到營收 70%的最佳比重，2014年MCU 

IC出貨量超過 4.6億顆，年增率達 8.3%；顯示驅動與電源管理等其他週邊 IC則佔整體營收

30%；另從產品應用領域分類，家電產品應用佔整體 MCU 營收 42%，其次為工業控制產品

12%，健康醫療產品 10%，電腦週邊產品應用 10%，e-Banking 7%，安全監控 6%，車用電子

產品 2%，儀表應用 2%，以及其他領域產品應用 9%（包括教育玩具、通訊等應用）。2014年

MCU 仍以家電產品應用比重為大宗，增加最多的部份則來自 e-Banking、安全監控及電競鍵

盤／滑鼠應用，顯示家庭生活及安全應用、金融與休閒健康照護符合未來生活所需。 

   在產品開發方面， 2014年度本公司推出一系列的標準型（包括 ARM 32-bit MCU、1.8V 

Flash MCU、高精準 24-bit A/D MCU 等）及多款特殊應用 MCU（如觸控 MCU、充電管理

MCU、緊急照明 MCU、體脂秤 MCU、無線充電 MCU等) ，並針對部份大陸及海外重點客

戶開發專屬應用MCU；除 MCU外，也開發了多項電源管理相關 IC（AC-DC PWM 穩壓 IC、

LED照明驅動 IC 等)，還有一項很重要的應用產品－光學指紋辨識模組的開發計劃，因應市

場需要研發團隊直接進行 1.0 mm Hybrid光學指紋感測器開發；以上各項產品的順利推出將是

本公司未來營運成長的重要動能。 

   在市場業務經營方面，由於 2014 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趨緩與抑制房產市場，造成大陸華

南地區以家電產業為主的營運受到影響下調，致未能達成本公司預期營收目標；除此之外，

華東/華北/福建及四川等地區營收均能維持穩定的增長；本公司仍將加強北京、杭州、中山順



德等地區的銷售與技術服務據點，增加在地資深業務及技術幹部配置，對代理商與客戶提供

直接有效率的全功能服務。  

生產管理方面，2014年晶圓代工產能持續吃緊，對本公司亦面臨很大的挑戰，本公司生產外

包政策一向採取與上下游晶圓代工／封裝／測試等廠商長期合作的理念，所幸能讓產能不足

的衝擊降至最低，大致上都能滿足客戶對產能與交期的需求，在成本控制針對各階委工項目

及量產成本的持續降低也發揮極大的效益，使本公司的產品競爭力與獲利均能有突出的表現。   

展望 2015年營運  

   2015 年全球經濟預測穩定成長，國際油價下跌預期將促進經濟與消費增長，美國市場景

氣持續看好，亞太區新興經濟體印尼與印度亦將會有較好的表現，但日本與歐盟量化寬鬆政

策將引起貨幣貶值通縮的不利因素，因此本公司仍謹慎保守看待 2015年，經營團隊需從新產

品企劃開發、產品市場、客戶經營管理及上下游合作等面向更主動更積極進行各環節工作， 

2015年產品開發重點將會在以下幾項： 

1. 標準MCU：內建高資源、高精準數位類比轉換／觸控 SoC MCU。 

2. ASSP MCU：第二代移動電源MCU／快充 Quick Charger 2.0／無線充電 MCU／鋰電充電

管理MCU／無刷直流馬達 BLDC MCU／健康醫療量測MCU／LED燈飾控制MCU。 

3. RF SoC MCU。 

4. ARM 32-bit MCU系列完整性。 

5. 電源管理／電源轉換 IC。 

6. 指紋辨識模組。 

   在業務方面除更深入耕耘中國大陸地區外，並將著重在日／韓及新興地區東南亞／印度等

市場的經營管理；2015年上下游晶圓代工與封裝測試需求旺盛產能預期持續吃緊，本公司生

產管理單位已積極擬定產能調配方案，因應來自業務單位及客戶的各種需求。  

   總之，2015 年半導體市場競爭依然激烈，新興物聯網 IoT 產業中個人穿戴與居家安全管

理應用將不斷推升半導體 IC的需求，對本公司以MCU為發展主軸仍是處在有利的市場利基

點上；因此，本公司經營團隊將持續投入更多的人力與資金，除提升內部研發能力外，並積

極從國外 IP 公司引進關鍵技術以迅速開發更多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才能順利達成 2015 年

所設定營收與獲利成長目標，讓所有長期支持本公司的股東及員工與客戶三方共享營運成果。 

 

 

董事長：吳啟勇              經理人：高國棟           會計主管：李文德                           



盛群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０三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

已委請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魏興海及曾渼鈺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書在

案。上述表冊及報告經本監察人等審查完竣，認為尚無不合，爰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

規定報告如上。 

 

 

此  致 

 

本公司一０四年股東常會 

 

 
                          盛群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王仁宗 

                                   

 
林嘉茂 

 

 

                                  新耕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周玲娜 

 

 

 

 

中    華    民    國    一  ０  四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盛群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四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至九

人，監察人三人，任期三

年，均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由股東會就董監事候

選人名單中選任之，連選

得連任。 

配合證券交易法第十四

之二條之規定，本公司董

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

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

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採

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

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

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

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

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

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第十四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至九

人，監察人三人，任期三

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

力之人選任，連選得連

任。 

配合證券交易法第十四

之二條之規定，本公司董

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

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

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採

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

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

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

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

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

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

二條之一所規定，公開發

行股票之公司董事選

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者，應載明於章程，股東

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

選任之。 

第二十六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

八十七年九月七日。第一

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

十一月三十日。第二次修

訂於民國八十八年六月

十日。第三次修訂於民國

八十九年四月五日。第四

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三

月二日。第五次修訂於民

國九十一年四月十七

日。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九

十二年六月九日。第七次

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

月一日。第八次修訂於民

國九十四年六月十三

日。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

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第

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

年六月十一日。第十一次

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六

月十三日。第十二次修訂

第二十六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

八十七年九月七日。第一

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

十一月三十日。第二次修

訂於民國八十八年六月

十日。第三次修訂於民國

八十九年四月五日。第四

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三

月二日。第五次修訂於民

國九十一年四月十七

日。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九

十二年六月九日。第七次

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

月一日。第八次修訂於民

國九十四年六月十三

日。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

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第

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

年六月十一日。第十一次

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六

月十三日。第十二次修訂

增列修訂日期。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

日。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

九十九年六月十五日。第

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０

一年六月十二日。第十五

次修訂於民國一０四年

六月九日。 

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

日。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

九十九年六月十五日。第

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０

一年六月十二日。 



 

 

盛群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出席股東或其代理人，應

出示由本公司製發之出

席證，並繳交簽到卡以代

簽到。 

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

交之簽到卡，並加計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之股數計算之。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

以股份為計算標準。 

第二條 

出席股東或其代理人，應

出示由本公司製發之出

席證，並繳交簽到卡以代

簽到。 

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

交之簽到卡計算之。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

以股份為計算標準。 

依主管機關規定辦理，自

民國一０五年一月一日

起，公司召開股東會應將

電子方式列為表決權行

使管道之一。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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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

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

總數後，主席得裁示就全

部或一部之議案於臨時

動議進行前，同一時間以

投票方式逐案表決分別

計票，並於股東會召開後

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

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

資訊觀測站。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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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如經主席徵詢無異議

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

投票表決相同。 

 

依主管機關規定辦理，自

民國一０五年一月一日

起，公司召開股東會應將

電子方式列為表決權行

使管道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