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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營業報告書 

一、 110年度營業結果 

成立於 1987的叡揚資訊是定位於提供資訊軟體與服務以解決企業資訊化的需求，一開始

從引進提升系統效能、穩定性以及開發應用系統所需的生產力工具，再提供「企業 e 化應用

軟體」專案服務，進而成功發展為套裝產品，包括人資系統、公文管理系統、客戶關係管理、

企業知識社群平台(ESP-Enterprise Social Platform)及金融業徵授信與風險管理解決方案。

並於 2009雲端概念初始即大力投入，陸續以租用模式，推出一系列針對中小企業營運所需的

雲端 SaaS服務，可說是目前提供最多 SaaS服務的台灣廠商。 

受惠於前瞻部署 AI、iota企業即時通訊及聊天機器人(chatbot)等研發，已將 AI的前瞻

研發整合入上述既有產品成為公文智慧助理、人資智慧助理、ESP 小幫手、iota 機器人生成

平台等，明顯提升既有產品使用之方便性與智能，其中「iota C.ai- Conversation AI 對話

服務平台」更榮獲 110 年第 30 屆台灣精品獎，而近年所孵育的 IoT 創新應用-智慧製造也漸

趨成熟。 

在提供大型民營企業與政府單位的專案服務過程中，發展出「運帷服務」，並在資訊安

全成為問題之初，即引進頂尖的資安工具並建立技術服務能量，也逐步將自有品牌的軟體及

雲端服務拓展至日本、中國、東南亞等海外市場。 

本公司 110 年度合併營收淨額為 1,181,294 仟元，較 109 年度成長 8.26%；營業毛利為

580,961仟元，較 109年度增加 3.10%；合併稅後淨利為 134,772仟元，較 109年度增加 10.72%，

其中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淨利為 132,900 仟元，較 109 年度增加 11.71%，每股盈餘為 4.70

元。 

110 年度在系統與資安工具、地端雲端企業ｅ化應用軟體產品與服務，以及運帷服務均

有不錯的成長，營收與獲利再創新高。 

(一) 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1. 財務績效比較分析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09年度 110年度 

差異 

金額 % 

營業收入淨額 1,091,208 1,181,294 90,086 8.26 

營業成本 527,688 600,333 72,645 13.77 

營業毛利 563,520 580,961 17,441 3.10 

營業費用 431,144 438,422 7,278 1.69 

營業利益 132,376 142,539 10,163 7.68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2,926 13,841 915 7.08 

稅前淨利 145,302 156,380 11,078 7.62 

所得稅費用 23,578 21,608 (1,970) (8.36) 

本期淨利 121,724 134,772 13,048 10.72 

(二) 預算執行情形 

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規範，本公司 110 年度毋需編製財務預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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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合併財務報表 

             年度 

分析項目 
109年度 110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44.37 56.17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比率 
339.51 134.43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171.61 122.16 

速動比率 148.78 99.64 

利息保障倍數 746.14 308.83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10.40 8.43 

權益報酬率（％） 19.63 17.24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54.42 55.25 

純益率（％） 11.15 11.41 

每股盈餘（元） 4.61 4.70 

註：因 110年辦理資本公積轉增資，109年每股盈餘採追溯調整。 

(四) 研究發展狀況 

1. 研究發展計劃 

公司產品 研究發展 

企業ｅ化 

應用軟體 

 研發基於深度學習之影像處理模組、deep OCR模組。 

 優化 NLU/基於知識圖譜之 Q&A 引擎，完善對話服務平台管理機制，提

昇應用系統人機互動新體驗。 

 研發確保軟體開發過程安全性之控管平台  (AVC-Application 

Vulnerability Correlation)，強化資安及生產力。 

 公文處理產品強化系統安全(基於 OTP之雙因子認證機制)，增加文件保

護機制；強化公文自動分文、提供文字辨識與中文糾錯機制。 

 Vitals ESP協同知識平台提供自動分類與 OCR文字辨識機制。 

 運用微服務架構於徵授信模組，增強可延展性及變更管理。 

 開發董事會會議系統，e化公司治理。 

 多源資料匯集與追蹤平台。 

運帷服務 

 強化專利知識平台及文件相似度分析與推薦，提供以圖找圖功能，延伸

AI技術應用服務。 

 建立標準工法，Framework 持續精進，帶動運帷服務質與能量的大幅提

升。 

雲端與 

巨量資料服務 

 研發電器雲雲端服務平台, 提供生態合作模式。 

 強化雲端公文新版本、人事薪資與差勤、電子表單、財務系統。 

 應用 MySQL的資料庫。開發事件-條件-行為規則(ECA)、即時通介接等

模組。 

 全新以簽核導向為主的介面設計，提升使用者介面及體驗成效。 

 深化醫院品質與績效大數據分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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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一○年度開發成功之產品 

產品類別 研發成果 

整合型知識工作者平台 

 Vitals ESP CMP合規管理協作平台 V2.0 

 董事會會議系統 

 電器雲雲端服務平台 

軟體開發工作者平台 
 Bot Builder機器人生成平台工具 V2.0 

 軟體應用系統之資安控管平台 
 

二、 111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近年來軟體及資訊服務產業的發展，本公司對於下列幾個領域有較深且持續涉入： 

1. 人工智慧(AI) 

2. 巨量資料(Big Data) 

3. 雲端(Cloud) 

4. 對話機器人生成平台(Bot Builder) 

本公司長期深入耕耘的知識工作者相關產品(如 ESP 知識社群平台、S.P.E.E.D.公文管

理、R.A.D.A.R.人力資源管理、雲端 Vital CRM客戶關係管理等)，已成為一個可讓上述 AI、

雲端服務技術絕佳發揮的舞台。受惠於前瞻部署 AI、iota 企業即時通訊及聊天機器人

(chatbot)等研發，已將 AI 的前瞻研發整合入上述既有產品成為公文智慧助理、人資智慧助

理、ESP 小幫手、iota 機器人生成平台等，明顯提升既有產品使用之方便性與智能，而近年

所孵育的 IoT創新應用-智慧製造也漸趨成熟。 

「iota C.ai 對話服務平台」榮獲 110 年第 30 屆台灣精品獎，其整合 AI 人工智慧及

Chatbot，應用情境從人資問答，到企業內產銷人發財的各職權機器人等，所有想像得到的

Chatbot 應用，都能夠快速透過此平台完成，成為組織內同仁的專屬秘書，協助完成行政流

程、疑問解答等。 

雲端服務 Vital系列產品除將原有之地端產品─客戶關係管理(CRM)、公文管理、知識管

理協作平台及薪資管理搬上雲端外，近年亦推出會計總帳、應收應付帳款和智慧表單等雲端

服務，除國內有顯著的成長，並已拓展至海外市場。 

「資安即國安」，資安需求是多元化的且不斷演化、嚴峻，公司多年來專注於應用系統

安全、資料安全以及行動安全等方面，在市場上持續受到矚目，本公司開發之 AVC(Application 

Vulnerability Correlation)平台，符合 DevSecOps需求，提供客戶微服務架構下所需的敏

捷式開發，兼顧軟體品質、安全開發流程管理，讓開發程序更安全與合規；後續除了擴大既

有產品線的成長外，亦持續調研新的資安應用，開拓新的產品線。 

(一) 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本公司所營之領域係企業 e化軟體與相關服務，預期仍持續健康成長且有追求大於同

業平均成長率之企圖心，策略上採取穩健成長。為達上述目標，將根據目前穩健的維護、

期間和維運收入，考量產品成熟度與市場狀況及客戶、產業涵蓋率後，加上大環境經濟狀

況與公司內部人員整備度及歷年來經營績效等做合理假設，以預測未來一年度營業收入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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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要之產銷政策及未來公司發展策略 

本公司每年投入約年營業額之 10%於研發項目，111 年度亦將持續投入多項研發，另

除業已將 ISO 27001資安項目擴大認證範圍並取得 ISO 27018認證，以強化資安作業並消

除人們對雲端的疑慮，111年度將持續導入 ISO 27701 個資保護與認證，透過保護客戶隱

私與保障客戶權利，加深客戶對本公司的信任。 

為營收穩健且持續成長，未來仍將著重於產品永久授權或期間授權銷售方式，及採以

產品為基底經由 API 外掛的模式，降低客戶要求產品客製化的比例以獲取較高經濟效益，

以調配產品所需之客製化程度以及純專案之比例在適當程度。 

此外，本公司將持續探討並應用新技術及對具深度與難度的領域進行研究與發展核心

模組並將該成果提供予客戶作為新的產品解決方案，或融入既有產品整合升級。 

產品化以及雲端服務(產品化的極致呈現)乃公司持續之努力目標，努力成果除在國內

擴大銷售量之外，到國際上推廣更是創造成長之關鍵，目前 ESP及雲端服務等產品已推廣

至至日本及東南亞市場；而 ESP所加值的醫院評鑑應用亦已在中國大陸市場拓展。 

本公司雲端家族 Vital OD公文管理及 Vital BizForm 智慧表單等內部流程及協同運

作產品，隨著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及 ESG提高零接觸及無紙化需求，未來能更發揮效

用。 

(三) 受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國內過去重視有形的硬體、網路等基礎設施，直到近年在數位轉型風潮以及「資安即

國安」概念被重視後，加上新冠疫情(COVID-19)，讓許多行業意識到數位轉型的趨勢與價

值，軟體與資訊服務勢必會比以往更被注意並提高投資比例。公司仍如過往謹慎但積極的

加強在國內業務的成長，在國際市場方面，將視各國疫情的情形，朝有機會的市場(如大

陸、日本、東南亞)，進行拓展。 

秉持精益求精、在既有基礎上精進並演化，持續健康成長，並提供多樣且品質優良、

符合客戶需求的服務及軟體產品。 

我們將持續投入研發及重視獲利並提升企業價值及永續經營，回饋於我們的員工、股

東及社會 

 

 

董事長：張培鏞    經理人：陳世安   會計主管：王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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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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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第十條之三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

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一、本條新增。 

二、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二條之

二於一一０年

十二月二十九

日公布修正，開

放公開發行公

司得適用股東

會視訊會議之

規定，依該條第

一項本文規定，

公司章程得訂

明股東會開會

時，以視訊會議

或中央主管機

關即經濟部公

告之方式為之。

為配合主管機

關推動視訊股

東會之政策，並

因應數位化時

代之需求，提供

股東便利參與

股東會之管道，

依該規定明定

本公司股東會

得採視訊會議

或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

之方式召開，爰

增訂第十條之

三。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

提繳稅款，彌補以往虧損，次提百

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

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

不在此限；次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

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

有盈餘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由董

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以發行新股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

提繳稅款，彌補以往虧損，次提百

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

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

不在此限；次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

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

有盈餘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由董

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

配合公司實務

需求及落實公

司治理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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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方式為之時，應提請股東會決議後

分派之。 

本公司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

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之決議，將股東股息及紅利、資本

公積或法定盈餘公積之全部或一

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

股東會。 

決議分派之。 

 

第二十一條之一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依據本公司獲

利狀況，未來營運發展及保障股東

權益等訂定之，股利發放之方式，

依本章程規定由董事會擬定盈餘

分配，並視本公司當時之股本、財

務結構、營運狀況及盈餘考量，以

不低於當年度稅後盈餘之百分之

十，作為股東股利，並採盈餘轉增

資或現金股利等配合，以達平衡穩

定之股利政策。惟現金股利不得低

於股利總額百分之十。 

第二十一條之一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依據本公司獲

利狀況，未來營運發展及保障股

東權益等訂定之，股利發放之方

式，依本章程規定由董事會擬定

盈餘分配，並視本公司當時之股

本、財務結構、營運狀況及盈餘考

量，以不低於當年度稅後盈餘之

百分之十，作為股東股利，並採盈

餘轉增資或現金股利等配合，經

股東會決議後辦理，以達平衡穩

定之股利政策。惟現金股利不得

低於股利總額百分之十。 

配合公司實務

需求及落實公

司治理修訂。 

第二十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五年三月

四日 

本章程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

年九月三十日 

本章程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

年一月三日 

本章程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

年三月十六日 

本章程第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

年六月十九日 

本章程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

年七月十三日 

本章程第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

年十月十五日 

本章程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

七月三十一日 

本章程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

年四月二十七日 

本章程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

年七月二十五日 

本章程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

年五月二十四日 

本章程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第二十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五年三月

四日 

本章程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

年九月三十日 

本章程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

年一月三日 

本章程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

年三月十六日 

本章程第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

年六月十九日 

本章程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

年七月十三日 

本章程第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

年十月十五日 

本章程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

七月三十一日 

本章程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

年四月二十七日 

本章程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

年七月二十五日 

本章程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

年五月二十四日 

本章程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新增章程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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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九年六月十九日 

本章程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０

０年六月二十四日 

本章程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０

四年六月四日 

本章程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０

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本章程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０

八年六月二十日 

本章程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０

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本章程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０

九年六月十日 

本章程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一

０年八月三日 

本章程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一

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九年六月十九日 

本章程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０

０年六月二十四日 

本章程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０

四年六月四日 

本章程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０

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本章程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０

八年六月二十日 

本章程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０

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本章程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０

九年六月十日 

本章程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一

０年八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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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第二章 資產之取得或處分 

第五條 評估程序及價格決定方式 

一、有價證券投資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

易價格之參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

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但

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

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

限。 

 
 
 
 

二、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

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自地

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 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

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

參考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

董事會決議通過，其嗣後有交易

條件變更者，亦同。 

(二)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

估價。 

(三)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

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

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

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

洽請會計師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

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 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

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者。 

2. 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

十以上者。 

(四) 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

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

第二章 資產之取得或處分 

第五條 評估程序及價格決定方式 

一、有價證券投資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

易價格之參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

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

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告者，應依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

下簡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

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但

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

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

限。 

二、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

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自地

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 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

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

參考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

董事會決議通過，其嗣後有交易

條件變更者，亦同。 

(二)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

估價。 

(三)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

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

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

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

洽請會計師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

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

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 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

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者。 

2. 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

十以上者。 

配合法

規，修

正部分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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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

月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

見書。 

 
 

三、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應事先收集相關

價格資訊，並以比價或議價方式擇一

為之；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亦應事先收集相關價格資

訊，並經審慎評估相關法令及合約內

容，以決定交易價格。取得或處分無

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政府

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

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

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

估價人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 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法、銀行法、

保險法、金融控股公司法、商業會計

法，或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

書或因業務上犯罪行為，受一年以上

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但執行完畢、

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已滿三年者，不在

此限。 

二、 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或有實質

關係人之情形。 

三、 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

估價報告，不同專業估價者或估價人

員不得互為關係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

情形。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時，應

依其所屬各同業公會之自律規範及下列事

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業能

力、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二、執行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適當

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出具報

告或意見書；並將所執行程序、蒐集

資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案件工作底

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及資訊

等，應逐項評估其適當性及合理性，

以做為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之基

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專業

性與獨立性、已評估所使用之資訊為

適當且合理及遵循相關法令等事項。 

(四) 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

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

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

月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

見書。 

三、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應事先收集相關

價格資訊，並以比價或議價方式擇一

為之；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亦應事先收集相關價格資

訊，並經審慎評估相關法令及合約內

容，以決定交易價格。取得或處分無

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政府

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

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

定辦理。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

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

估價人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法、銀行法、

保險法、金融控股公司法、商業會計

法，或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

書或因業務上犯罪行為，受一年以上

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但執行完畢、

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已滿三年者，不在

此限。 

二、 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或有實質

關係人之情形。 

三、 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

估價報告，不同專業估價者或估價人

員不得互為關係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

情形。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時，應

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業能

力、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二、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適當

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出具報

告或意見書；並將所執行程序、蒐集

資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案件工作底

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及資訊

等，應逐項評估其完整性、正確性及

合理性，以做為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

書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專業

性與獨立性、已評估所使用之資訊為

合理與正確及遵循相關法令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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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第三章 關係人交易 

第八條 決議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

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

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

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依相關規定

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交董事會決議

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

及預計效益。 

二、 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依第九條及第十條規定評

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

料。 

四、 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

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

等事項。 

五、 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

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

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

性。 

六、 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

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 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

約定事項。 

 
 
 
 
 
本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其直接

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

本總額之子公司彼此從事下列交易，

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先

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

追認： 

一、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 

二、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

使用權資產。 

本公司若設置獨立董事，依第一項規

定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

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

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 

 
本公司依第一項規定應先經審計委員

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

第三章 關係人交易 

第八條 決議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

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

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

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依相關規定

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交董事會決議

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

及預計效益。 

二、 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依第九條及第十條規定評

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

料。 

四、 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

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

等事項。 

五、 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

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

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

性。 

六、 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

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 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

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二十六

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

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

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處理程序規

定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其直接

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

本總額之子公司彼此從事下列交易，

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先

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

追認： 

一、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 

二、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

使用權資產。 

本公司若設置獨立董事，依第一項規

定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

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

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 

本公司依第一項規定應先經審計委員

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

董事會決議。 

配合法

規，修

正部分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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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決議。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本公司或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

子公司有第一項交易，交易金額達本

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本公司

應將第一項所列各款資料提交股東會

同意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

項。但本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

或其子公司彼此間交易，不在此限。 

第一項及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

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

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處

理程序規定經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交

股東會、董事會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第六章 資訊公開 

第二十六條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

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

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證

券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六、 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

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

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 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等不低於

我國主權評等等級之外國公債。 

(二) 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易所

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

券買賣，或於初級市場認購外國

公債或募集發行之普通公司債及

未涉及股權之一般金融債券(不含

次順位債券)，或申購或買回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或期貨信託基金，

或申購或賣回指數投資證券，或

證券商因承銷業務需要、擔任興

櫃公司輔導推薦證券商依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

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三)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第六章 資訊公開 

第二十六條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

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

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證

券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六、 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

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

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 買賣國內公債。 

(二) 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易所

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

券買賣，或於初級市場認購募集

發行之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

之一般金融債券(不含次順位債

券)，或申購或買回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或期貨信託基金，或證券商

因承銷業務需要、擔任興櫃公司

輔導推薦證券商依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認購

之有價證券。 

(三)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配合法

規，修

正部分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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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候選人 

類別 
姓名 學歷 經歷 現職 持有股數 

董事 
碩通國際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培鏞 

清華大學計算機

管理決策研究所

碩士 

台北榮民總醫院資訊室系統工程師 

惠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統工程部

系統工程師 

優美電腦股份有限公司軟體服務部

副理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睿又揚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執

行董事 

網擎資訊軟體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

事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董事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睿又揚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執行董事 

網擎資訊軟體股份有限公司法

人董事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董事 

3,056,060  

董事 
裕瑞國際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世安 

淡江大學電子計

算機系學士 

台北榮民總醫院資訊室系統工程師 

優美電腦股份有限公司軟體服務部

系統工程師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睿又揚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監

事 

裕瑞國際有限公司負責人 

網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網擎資訊軟體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睿又揚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監事 

裕瑞國際有限公司負責人 

網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網擎資訊軟體股份有限公司監

察人 

1,142,666  

董事 陳志雄 

台北工專電子科

畢業 

台大 EMBA(第

95 屆)在職專班

資訊管理組碩士 

台北榮民總醫院資訊室系統工程師 

優美電腦股份有限公司軟體服務部

系統工程師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事業群總經

理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事業群

總經理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605,837  

董事 簡進土 
臺灣大學化學工

程研究所碩士 
志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椿國際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498,931  

董事 陳淑卿 
臺灣大學資訊工

程系學士 

台北榮民總醫院資訊室系統工程師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特助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93,429  

董事 郭弘昌 
清華大學工業工

程系學士 

華清工管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品安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顧問 

金可-KY(8406)獨立監察人 

網軟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30,020  

獨立 

董事 
林茂榮 

臺灣大學電機系

學士 

交通大學管理科

學研究所碩士 

漢鼎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台灣微脂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聯訊陸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南新投資有限公司負責人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

事 

0  

獨立 

董事 
楊康 

臺灣大學法律系

法學士 

美國威斯康辛大

學法學院法學碩

士 

美國弗蘭克林法

律中心智慧財產

碩士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法務暨

智產權管理組組長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法

務暨智產權管理組組長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

事 

0  

獨立 

董事 
呂清雄 

逢甲大學會計系

學士 

華寶通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會計主

管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副

總經理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

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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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明細表： 

職稱 姓名 兼任其他公司名稱及職務 

法人董事 

代表人 
張培鏞 

網擎資訊軟體(股)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董事 

法人董事 

代表人 
陳世安 

網擎資訊軟體(股)公司 監察人 

網軟(股)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暨董事長 

 

 


	111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議事錄附件(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