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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立本台灣聯合會計師事務所王慕凡會計師及陶鴻文會計師查

核竣事出具無保留意見查核報告書，連同 105 年度營業報告書，送

請監察人審查完畢。 

            二、105 年度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 105 年度財務報表，請參

閱附件一及附件四。 

            三、敬請   承認。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105 年度盈虧撥補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說 明：一、本公司 105 年度因處於虧損中，故不分配股利。 

 二、本公司 105 年度盈虧撥補表業經本公司第 11 屆第 5 次董事會通

過，並送請監察人審查完竣，請參閱下表： 

 

 
                      松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5 年度盈虧撥補表 

                                                             新台幣：元 

金     額  

 小  計 合  計 

期初未分配盈餘 （170,466,328） 

加：本年度現金增資折價發行 (33,200,000)  

加：確定福利計畫再衡量數認列於

保留盈餘 
   (103,874)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203,770,202) 

    本年度稅後淨利(損) (35,478,255)  

期末未分配盈餘 （239,248,457） 

 
 

         董事長:                  經理人:            會計主管: 
                                  

三、敬請   承認。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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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論事項 

    案由一：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論。(董事會提) 

    說  明：一、本公司因應營運發展需要，擬變更本公司名稱，原「松懋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更名為「元勝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增刪

營業項目，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第一條及第二條條文，修

正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五。 

            二、敬請  討論。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私募普通股現金增資案，提請  討論。(董事會提) 

    說  明：一、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金、償還借款、或其他因應本公司未來發展，

擬以不超過 20,000,000 股額度,授權董事會以私募方式辦理現金

增資發行新股。 

            二、依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6第 6 項規定，說明如下： 

               (一)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理性： 

                  1、參考價格之計算，係以下列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定之： 

                  (A)定價日前 1、3 或 5個營業日擇一計算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

數平均數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

股價。 

                  (B)定價日前 30 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數平均數扣除無

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2、本次私募普通股之發行價格以不低於參考價格之八成。董事

會將於不低於股東會決議之成數內訂定實際發行價格，定價

日及實際發行價格擬提請股東會以不低於股東會決議成數

之範圍內，授權董事會視日後洽特定人情形及視當時市場狀

況訂定之。 

                  3、本次私募普通股價格之決定方式，係參酌本公司普通股之市

場價格，並符合相關法令規範，故本次私募現金增資發行價

格之訂定應屬合理。惟本次私募普通股價格如依前述之定價

成數致低於股票面額而造成累積虧損時，將視市場及公司營

運狀況，以未來年度所產生之盈餘或公積彌補、減資或其他

方式辦理。由於私募預計達成效益包括增加營運資金、改善

公司財務結構，有助公司營運穩定成長，對股東權益有其正

面助益。 

             （二）應募人選擇之方式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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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符合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6第 1 項規定之特定人。 

                  2、授權董事長以對公司未來之營運能產生直接或間接助益者為

首要考量，並以符合主管機關規定之特定人中選定之。 

                  3、本次擬參與私募之應募人屬於內部人及關係人者，及其與本

公司之關係如下： 

啟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長，蘇怡仁：本公司董

事長法人代表人，李久恒、李麗生、林武俊、吳信璋等 4 人

為本公司董事，李麗裕、賴榮光等 2人為本公司監察人 

                  4、以上內部人及關係人因為瞭解本公司之營運，參與私募共同

致力公司經營，有利公司營運發展。 

             （三）辦理私募之必要理由 

                  1、不採公開募集理由： 

                            為充實營運週轉金及因應公司未來發展所需等多項用途，且

考量私募作業具有迅速簡便的特性，較容易符合公司需要，

故不採用公開募集而擬以私募方式發行有價證券。 

                  2、辦理私募之資金用途及預計達成效益： 

                  (1) 資金用途： 

                             本次私募普通股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自股東常會決

議之日起一年內視公司營運實際需求分 2 次辦理，每次資

金預計用於充實公司營運資金、償還借款，或其他因應本

公司未來發展之資金需求。 

                  (2) 預計達成效益： 

                      預期可強化公司財務結構，降低資金成本。 

            三、本次私募普通股之權利義務原則上與本公司已發行之普通股相

同；惟其轉讓應依證券交易法第四十三條之八規定辦理。本次私

募之普通股自交付日起滿三年後，擬依證券交易法等相關規定向

主管機關補辦本次私募普通股公開發行及申請上櫃交易。 

            四、本次私募普通股之發行價格、股數、發行條件、定價日、增資基

準日、計劃項目、預定進度及預計可能產生效益、預計辦理私募

次數及其他未盡事宜，擬提請股東會同意授權董事會視市場狀況

調整、訂定與辦理，未來如經主管機關修正或基於營運評估或因

客觀環境變更而有所修正時，亦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理

之。 

            五、敬請  討論。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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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臨時動議：無。 

 

五、散會：同日上午 10 時 43 分。 

(本次股東會記錄僅載明會議進行要旨；會議進行內容及程序以會議所錄影音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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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松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5 年度營業報告書 
壹、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 105 年度的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 26,095 仟元，較 104 年度 67,599 仟元減少

41,504 仟元，減少幅度約 61%；稅後淨損 35,478 仟元，較 104 年度 79,395 仟元減少 43,917

仟元，減少幅度約 55%。 

營收減少係因化纖廠營運仍未能突破困境，加工絲加工、買賣及胚布買賣的訂單減少，

及因應未來遷廠規劃調整機台使產能減少等因素所致。 

在營業毛損方面，105 年度較 104 年度減少 6,291 仟元，主要係本期出售庫存損失較上期

減少。 

在營業費用方面，105 年度較 104 年度減少 5,196 仟元，主要係本期訴訟相關費用減少及

化纖部銷售費用因銷售額減少而連帶減少。 

在營業外收支部分，105 年度較 104 年度減少 36,669 仟元，主要係 104 年提列工業部門

固定資產減損損失 33,903 仟元，105 年無此情形、及大里廠廠房租賃經法院一審判決，公司

可使用至 109 年 12月 31日，故將先前所提列沙灘車引擎呆帳損失迴轉其他收益 32,400 仟元、

沙灘車引擎交易，遭國稅局認定屬違章，提列營業稅損失 19,045 仟元、工業部門處分設備損

失 5,003 仟元、前董事長陸泰陽私開票據案，持票人楊忠校案業經法院三審定讞，公司敗訴

須賠償本金及利息共計 6,722 仟元。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5 年度 104 年度 增(減)數 增(減)百分比 

營業收入淨額 26,095 67,599 (41,504) (61%) 

營業成本 38,936 86,731 (47,795) (55%) 

營業毛損 (12,841) (19,132)   (6,291) (33%) 

營業費用 17,556 22,752 (5,196) (23%) 

營業淨損 (30,397) (41,884) (11,487) (27%) 

營業外收(支)淨額 (28) (36,697) (36,669) (100%) 

稅前淨損 (30,425) (78,581) (48,156) (61%) 

所得稅費用 5,053 814 4,239 521% 

稅後淨損 (35,478) (79,395) (43,917) (55%) 

其他綜合(損)益 (104) 386 (490) (127%) 

本期綜合損失 (35,582) (79,009) (43,427) (55%) 

 

貳、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分析  

    1、財務收支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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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5 年度 104 年度 變動金額 

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入(出) (14,058) (623) (13,435) 

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出) 4,045 (1,482) 5,527 

融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出) 24,760 (2,895) 27,655 

    

 

    2、獲利能力分析： 

項  目 105 年度 104 年度 

資產報酬率（%） (18.21) (34.85)  

股東權益報酬率（%） (57.70) (74.98)  

營業利益（損） (10.28) (17.76)  佔實收資本

比率（﹪） 稅前純益（損） (10.29) (33.33)  

純益（損）率（﹪） (135.96) (117.45)  

稅後每股盈餘（元） (1.33) (3.37) 

 

叁、研究發展狀況： 

    本公司 105 年度研發狀況如下： 

       1、持續開發複合高色牢度之氣撚紗，已完成並獲得客戶下單使用。 

       2、持續開發複合高色牢度之布種，已推銷客戶使用。 

        

肆、預算執行情形：未出具財務預測，故不適用。 

 

 

 

 

 

 

 

 

 

 

 

 

 

 

 

董事長：                         總經理：                   財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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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105 年度財務報表，業經立本台灣聯合會計

師事務所王慕凡及陶鴻文會計師查核完竣，其等連同營業報告書及盈

虧撥補之議案，經本監察人等審查認為尚無不符，爰依照公司法第二

一九條之規定繕具報告，報請 鑒察。 

此致 

本公司民國 106 年股東常會 

 

                                    松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中  華  民  國  106  年  0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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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私募有價證券資料 

項     目 105 年第 1 次私募 
發行日期(股票發放日)：105 年 08 月 24 日  股數：6,000,000 

私募有價證券種類 普通股 

股東會通過日期與數額 
105 年 6 月 20 日股東常會通過以不超過 20,000,000 股之額度內辦理私
募現金增資發行普通股，並於股東會決議日起一年內視公司營運實際需
求分 3次辦理。本公司 105 年 6 月 20 日董事會決議，本次(第 1次)辦
理私募發行普通股 6,000,000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整。 

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理性 

一、參考價格之計算，係以下列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定之： 
1、定價日前 1、3、5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數平均數扣除無償
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為 4.03 元、4.33 元、4.22
元。 
2、定價日前 30 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數平均數扣除無償配股除
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為 5.26 元。 
3、以上價格取高者 5.26 元為參考價格，實際發行價格以不低於參考價
之 8成，決定私募價格為每股新台幣 4.3 元，係參考價格之 81.75%。
二、本次私募普通股價格之決定方式，係參酌本公司普通股之市場價
格，並符合相關法令規範，故本次私募現金增資發行價格之訂定應屬合
理。惟本次私募普通股價格低於股票面額而造成累積虧損時，將視市場
及公司營運狀況，以未來年度所產生之盈餘或公積彌補、減資或其他方
式辦理。 

特定人選擇之方式 符合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6規定之特定人。 

辦理私募之必要理由 
為充實營運週轉金及因應公司未來發展所需等多項用途，且考量私募作
業具有迅速簡便的特性，較容易符合公司需要，故不採用公開募集而擬
以私募方式發行有價證券。 

價款繳納完成日期 105 年 06 月 22 日 
私募對象 

 
資格條件 

 
認購數量

(股) 與公司關係 參與公司
經營情形 

李久恒 證交法第 43 條之 6
第 1 項第 3 款 2,400,000 本公司董事 本公司董

事 
啟基投資有限
公司 

證交法第 43 條之 6
第 1 項第 3 款 2,800,000 本公司法人

董事 
本公司法
人董事 

應募人資料 

羅弘泳 證交法第 43 條之 6
第 1 項第 2 款 800,000 本公司股東 無 

實際認購價格 4.3 元。 
實際認購價格與參考價格
差異 認購價格 4.3 元，為參考價格 5.26 元之 81.75%。 

辦理私募對股東權益影響 
本次私募普通股價格低於股票面額而造成累積虧損時，將視市場及公司
營運狀況，以未來年度所產生之盈餘或公積彌補、減資或其他方式辦
理。由於私募預計達成效益包括增加營運資金、改善公司財務結構， 
有助公司營運穩定成長，對股東權益有其正面助益。 

私募資金運用情形及計畫
執行進度 

1、本次發行 6,000,000 股之私募資金 25,800,000 元，其中 4,800,00 元用
於充實營運資金，於 105 年第三季執行完畢，餘 21,000,000 元，目前係
規劃繳交沙灘車外銷退稅款，因目前依稅捐稽徵法及提供法院審判筆
錄，向中區國稅局北斗分局申請查對更正營業稅法違章核定，故該資金
至目前尚未動用。 
2、剩餘股數 14,000,000 股不再發行。 

私募效益顯現情形 該資金有 21,000,000 元至目前尚未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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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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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個別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一○五年及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 新台幣(仟元) 

 
 

     105年12月31日 104年12月31日    105年12月31日 104年12月31日 
代碼  資        產 附註  金額 ％ 金額 ％ 代碼 負 債 及 權 益 附註 金額 ％ 金額  ％ 

  流動資產        流動負債       
1100   現金及約當現金 四、六(一)、九(三)         $26,050   14.30        $11,303    6.44 2170  應付帳款            $620    0.34         $1,703    0.97  
1150   應收票據淨額 四、六(二)           1,621    0.89          3,143    1.79 2200  其他應付款           4,885    2.68          5,369    3.06  
1160   應收票據-關係人淨額 四、六(二)、七               -       -            179    0.10 2220  其他應付款項-關係人 七         14,000    7.68         10,000    5.70  
1170   應收帳款淨額 四、六(二)           1,883    1.03          5,154    2.94 2250  負債準備-流動 四、六(十)             34    0.02             23    0.01  
1200   其他應收款 六(三)、九(一)               -       -              -       - 2320  一年或一營業週期內到期長期負債 四、六(八)         26,758   14.68         14,213  8.10 
1220   本期所得稅資產 四、六(十九)               -        -              4       - 2321  一年或一營業週期內到期或執 四、六(九)         50,000   27.44              -        -  
130x   存貨 四、六(四)           9,200    5.05         24,935   14.21    行賣回權公司債       
1410   預付款項 六(三)、九(一)           7,561    4.15            580    0.33 2300  其他流動負債          19,345   10.62            263    0.15  

1460   待出售非流動資產(淨額) 四、六(五)、八          37,629   20.65         37,629   21.44 21xx   流動負債合計         115,642   63.46         31,571   17.99  

1470   其他流動資產               15    0.01              -       -         

11xx    流動資產合計           83,959   46.08         82,927   47.25  非流動負債       

         2530  應付公司債 四、六(九)              -       -         50,000    28.49  
  非流動資產       2540  長期借款 四、六(八)          9,984    5.48         27,569    15.70  

1600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四、六(六)、八          23,221   12.74         33,997   19.37 25xx   非流動負債合計           9,984    5.48         77,569    44.19 

1780   無形資產              127    0.07            166    0.09 2xxx 負債總計         125,626   68.94        109,140    62.18 

1840   遞延所得稅資產 四、六(十九)               -       -          5,032    2.87         
1920   存出保證金 四、六(七)、九(二)          50,008   27.44         50,023   28.50  權益       
1985   長期預付租金 六(三)、九(一)          21,600   11.85              -       - 3100  股本                     
1900   其他非流動資產 四、六(十一)           3,306    1.82          3,372    1.92 3110   普通股股本 六(十二)        295,789  162.32        235,789  134.34  

15xx    非流動資產合計           98,262   53.92         92,590   52.75 3200  資本公積 六(十三)             54    0.03          1,054    0.60  

         3300  保留盈餘                
         3350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六(十四)(十九)       (239,248) (131.29)       (170,466)  (97.12) 

         3xxx 權益總計          56,595   31.06         66,377   37.82  

                 
1xxx  資產總計         $182,221  100.00       $175,517  100.00  負債及權益總計        $182,221  100.00       $175,517  100.00 

                 
 

 (請參閱後附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啟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經理人：蘇怡仁                                    會計主管：林春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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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個別綜合損益表 

民國一○五年及一○四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5年度 104年度 
代碼  項目 附註 金額 ％ 金額 ％ 

4000  營業收入  四、六(十)(十五)、七 $26,095) 100.00) $67,599) 100.00)
5000  營業成本  六(四)(十一)(十七) (十八)、

七 

        (38,936) (149.21) (86,731) (128.30)

5900  營業毛利(毛損)           (12,841) (49.21) (19,132) (28.30)
5950  營業毛利淨額           (12,841) (49.21) (19,132) (28.30)

6000  營業費用  六(三) (十一)(十七)(十八)  
6100   推銷費用            (3,009) (11.53) (5,669)  (8.39)
6200   管理費用           (14,547) (55.75) (16,483) (24.38)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      -)) (600)  (0.89)
6000    小   計           (17,556) (67.28) (22,752) (33.66)
6900  營業淨利(損失)           (30,397) (116.49) (41,884) (61.96)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六(三)(十六)、七、九(二)、十二(一) 
7010   其他收入            32,726 125.41) 393)   0.58)
7020   其他利益及損失           (29,256) (112.11) (33,687) (49.83)
7050   財務成本            (3,498) (13.41) (3,403)  (5.03)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28)  (0.11) (36,697) (54.28)
7900  稅前淨利(淨損)           (30,425) (116.60) (78,581) (116.24)
7950  所得稅(費用)利益  四、六(十九)          (5,053) (19.36) (814)  (1.21)
8000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利(損)           (35,478) (135.96) (79,395) (117.45)
8200  本期淨利(淨損)           (35,478) (135.96) (79,395) (117.45)
8300  其他綜合損益(淨額)    
8310   不重分類至損益之項目    
8311    確定福利計畫之再衡量數              (125)  (0.48) 465)   0.69)
8349    與不重分類之項目相關

之所得稅 
 四、六(十九)              21)   0.08) (79)  (0.12)

8300    其他綜合損益(淨額)              (104)  (0.40) 386)   0.57)
8500  本期綜合損益總額   $(35,582) (136.36) $(79,009) (116.88)

9750  基本每股盈餘(元)：  四、六(二十) 

9710   繼續營業單位淨利(淨損)   $(1.33)  $(3.37)
9750   本期淨利(淨損)   $(1.33) $(3.37)
 
 
 

         
 

 (請參閱後附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啟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經理人：蘇怡仁                  會計主管：林春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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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個別權益變動表 

中華民國一○五年及一○四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普通股股本 資本公積 

未分配盈餘 

(或待彌補虧損) 權益總額 

民國104年1月1日餘額 $392,982 $1,054 $(248,650) $145,386 

減資彌補虧損 (157,193) - 157,193 - 

104年度淨損 - - (79,395) (79,395) 

本期其他綜合損益 - - 386 386 

本期綜合損益總額 - - (79,009) (79,009) 

民國104年12月31日餘額 $235,789 $1,054 $(170,466) $66,377 

     

民國105年1月1日餘額 $235,789 $1,054 $(170,466) $66,377 

現金增資 60,000 (1,000) (33,200) 25,800 

105年度淨損 - - (35,478) (35,478) 

本期其他綜合損益 - - (104) (104) 

本期綜合損益總額 - - (35,582) (35,582) 

民國105年12月31日餘額 $295,789 $54 $(239,248) $56,595 
     
 

(請參閱後附財務報告附註) 

 

 

負責人：啟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經理人：蘇怡仁                                       會計主管：林春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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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個別現金流量表 

中華民國一○五年及一○四年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負責人：啟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經理人：蘇怡仁                                       會計主管：林春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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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松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

之，定名為元勝國際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

之，定名為松懋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因應營運發展需

要，變更公司名

稱。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C301010 紡紗業 

2.C302010 織布業 

3.C399990 其他紡織及製品

製造業 

4.CI01010 繩、纜、網製造

業 

5.E502010 燃料導管安裝工

程業 

6.E599010 配管工程業 

7.E601010 電器承裝業 
8.E601020 電器安裝業 

9.E603040 消防安全設備安

裝工程業 

10.E603100 電焊工程業 

11.E603110 冷作工程業 

12.E603120 噴砂工程業 

13.E603130燃氣熱水器承裝

業 

14.E604010 機械安裝業 

15.E903010 防蝕、防銹工程

業 

16.EZ02010 起重工程業 

17.EZ03010 鎔爐安裝業 

18.EZ05010儀器儀表安裝工

程業 

19.EZ07010 鑽孔工程業 

20.EZ09010靜電防護及消除

工程業 

21.EZ13010 核子工程業 

22.EZ15010保溫保冷安裝工

程業 

23.EZ99990 其他工程業 

24.F102170食品什貨批發業

(新增) 

25.F105050 家具、寢具、廚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C301010 紡紗業 

2.C302010 織布業 

3.C399990其他紡織及製品製

造業 

4.CI01010 繩、纜、網製造業

5.F401010 國際貿易業 

6.CD01990其他運輸工具及其

零件製造業(刪) 

7.F106010 五金批發業 

8.F106030 模具批發業 

9.F114020 機車批發業 

10.F114030 汽、機車零件配

備批發業 

11.F114990 其他交通運輸工

具及其零件批發業 

12.F206010 五金零售業(刪) 

13.F206030 模具零售業(刪) 

14.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

(刪) 

15.CB01990 其他機械製造業

(刪) 

16.F113010 機械批發業 

17.F213080 機械器具零售業

(刪) 

18.CA01080 鍊鋁業(刪) 

19.CA01090 鋁鑄造業(刪) 

20.CA01100 鋁材軋延、伸線、

擠型業(刪) 

21.CA01140 鍊鎂業(刪) 

22.CA01150 鎂鑄造業(刪) 

23.CA01160 鎂材軋延、伸線、

擠型業(刪) 

24.CA01990 其他非鐵金屬基

本工業(刪) 

因應營運發展需

要，增刪營業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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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器具、裝設品批發業(新

增) 

26.F106010 五金批發業 

27.F106030 模具批發業 

28.F108040 化妝品批發業

(新增) 
29.F111090 建材批發業 

30.F113010 機械批發業 
31.F113020 電器批發業 

32.F113990其他機械器具批

發業 

33.F114020 機車批發業 

34.F114030 汽、機車零件配

備批發業 

35.F114990其他交通運輸工

具及其零件批發業 
36.F120010耐火材料批發業

37.F199010回收物料批發業

38.F199990 其他批發業 

39.F401010 國際貿易業 

40.G801010 倉儲業(新增) 

41.H703090 不動產買賣業

(新增) 

42.H703100 不動產租賃業

(新增) 

43.H703110 老人住宅業(新

增) 
44.IB01010建築物公共安全

檢查業 

45.IF01010消防安全設備檢

修業 

46.J101060廢(汙)水處理業

47.J101070放射性廢料處理

服務業 

48.J101080 資源回收業 

49.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

得經營法令非禁止或限制之

業務 
 

 

25.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

得經營法令非禁止或限制之

業務 

26.E502010 燃料導管安裝工

程業 

27.E599010 配管工程業 

28.E601010 電器承裝業 
29.E601020 電器安裝業 

30.E603040 消防安全設備安

裝工程業 

31.E603100 電焊工程業 

32.E603110 冷作工程業 

33.E603120 噴砂工程業 

34.E603130 燃氣熱水器承裝

業 

35.E604010 機械安裝業 

36.E903010 防蝕、防銹工程

業 

37.EZ02010 起重工程業 

38.EZ03010 鎔爐安裝業 

39.EZ05010 儀器儀表安裝工

程業 

40.EZ07010 鑽孔工程業 

41.EZ09010 靜電防護及消除

工程業 

42.EZ13010 核子工程業 

43.EZ15010 保溫保冷安裝工

程業 

44.EZ99990 其他工程業 

45.F111090 建材批發業 

46.F113020 電器批發業 

47.F113990 其他機械器具批

發業 

48.F120010 耐火材料批發業 

49.F199010 回收物料批發業 

50.F199990 其他批發業 

51.IB01010 建築物公共安全

檢查業 

52.IF01010 消防安全設備檢

修業 

53.IF02010 用電設備檢測維

護業(刪) 

54.CA02010 金屬結構及建築

組件製造業(刪) 

55.J101060 廢(汙)水處理業 

56.J101070 放射性廢料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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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 

57.J101080 資源回收業 

第廿一條： 

(略)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 0

五年六月二十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 0

六年三月二十七日。 

第廿一條： 

(略)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 0

五年六月二十日。 

加列本次修訂日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