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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

董事、監察人
及經理人道德

行為準則

成員 姓名 性別
選(就)
任日期

任期 主要經（學）歷 目前兼任本公司及其他公司之職務

董事長 楊人捷 男
106.

06.20
三年

美國休士頓大學
電腦科學研究所、
惠普科技、鴻海
精密工業、英業
達(股)資深副總

Inventec Besta (BVI) Co., Ltd.董事
Besta (Cayman) Co., Ltd.董事
無敵科技(西安)有限公司董事長
無敵數碼科技(昆山)有限公司董事長
無敵數碼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

英業達
(股)公司
代表人：
曾炳榮

男
106.

06.20
三年

台灣科技大學管
理碩士、英業達
(股)資深副總

Pilot Success Ltd.董事
無敵數碼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愛唱數碼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長
無敵數碼科技(昆山)有限公司董事
IKnow Pte. Ltd.董事

董事 李圍正 男
106.

06.20
三年

台灣大學國際企
管碩士、英業達
公司資深經理

無敵科技(西安)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無敵數碼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愛唱數碼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
無敵數碼科技(昆山)有限公司董事
昆山無敵電子有限公司董事
IKonw Pte. Ltd. 董事

獨立
董事

魏啟林 男
106.

06.20
三年

法國巴黎大學經
濟學博士、華頓
證券投資信託董
事長

台灣大學商研所兼任教授
信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義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日勝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國票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獨立
董事

吳英志 男
106.

06.20
三年

臺灣省立教育學
院科學教育學系
物理師資組
聯華電子(股)副總

宏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
國際製造工程學會理事

▍董事會運作

長期以來無敵的經營團隊，一直秉持著「誠信」

的原則，落實營運及財務等各項資訊的透明化，也唯

有對用戶、股東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充份揭露經營管理

資訊，才能獲得社會大眾的認同。

無敵為建置有效的公司治理架構，保障股東權益、

強化董事會職能、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及提升資訊透

明度等，2017年業經董事會通過修訂「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以資遵循，並揭露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及公司

網站中。

無敵訂定「誠信經營守則及作業程序」，並於

2017年修訂，具體規範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

人、受任人及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人於執行業務時，

能落實誠信經營政策，並積極防範不誠信行為。

2013

2014

2016

 訂定誠信經營守
則及作業程序

 修訂內部重大資
訊處理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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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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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 姓名 性別
選(就)任

日期
任期 主要經（學）歷 目前兼任本公司及其他公司之職務

監察人 葉力誠 男
106.

06.20
三年

美國佩斯大學電腦
學碩士、富代投資
(股)董事長

國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富代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皇基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銓誠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益通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穩懋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監察人 游進寶 男
106.

06.20
三年

政治大學經營管理
碩士、英業達(股)副
總

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副總
Inventec Development Japan Corporation監查
役
全球策略創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英源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英源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英冠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英冠達(福建)電子科技有限公司監事
財團法人英業達集團公益慈善基金會執行長
英穩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華冠通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英研智能移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英華達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董事會運作

無敵為使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包括總經理、

副總經理、協理及相當等級者、財務部門主管、

會計部門主管、以及其他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

名權利之人)之行為符合道德標準，故訂定「無敵

道德行為準則」，規範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

行為符合道德標準，規範包含防止利益衝突、避

免圖私利、負有保密義務、公平交易、保護並適

當使用公司資產、遵循法令規章、檢舉制度及懲

戒措施。

無敵訂定「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

以規範資訊保密、防止內線交易或利益衝突情事

而影響公司權益，加強企業對利害關係人權益之

重視。

董事會的職責包括任命與監督公司管理階層，

並對公司整體營運及各項事務負監督之責，且為

提升本公司董事會功能，已擬訂董事會績效評估

辦法」，預定於2018年通過董事會，以保障股東

權益。

董事會設有董事五席，包括獨立董事二席，

有關董事之選任均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

法選舉產生，成員組成注重多元化要素，並具備

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董事長由

各董事互相推選產生，對外代表公司。

無敵董事會十分重視營運管理及公司治理，

有關董事會運作均依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規定

辦理，今年共召開董事會會議14次，檢討公司內

部稽核、財務業務狀況及重要營運事項等議題，

並對風險和機會提出指導與建議。會議之重要決

議皆即時地公佈於公司網站以供查詢，以及2017

年年報之「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所有董事與監察人每人每年皆參與公司治理相關

課程6小時，今年所參與的課程包含財務報表與

關鍵查核事項關連性解析」、「公司法修正草案

之介紹」、「我國股利所得課稅及兩稅合一制度

解析」。

98.9% 6hr

董藍事出席率 董藍事上課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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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報酬委員會

無敵於2011年通過成立薪酬委員會，並訂定「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

規程」，委員人數為3人(含獨立董事2人)。薪資報酬委員會向董事會負

責，其職責在協助董事會執行與評估公司整體薪酬與福利政策，以及董

監事、經理人之報酬。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勞給付係經薪資報酬委員

會審議提報董事會決議後決定。

薪資報酬委員會就經理人之績效評估及薪資報酬，除參酌同業通常

水準，並考量個人所投入時間、所擔負之職責、達成個人目標情形、擔

任其他職務表現、公司近年給予同等職位者之薪資報酬，暨由公司短期

及長期業務目標之達成、公司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連合理性等為依

據。

薪資報酬委員會每年召開二次，本屆委員選任於2017年6月20日。

2017年共召開2次會議，討論經理人薪資報酬管理制度、董事長及總經

理薪資報酬，以及經理人年終獎金等議題，全體委員平均出席率為

100% ，委員們以專業客觀之地位，向董事會提出建議，製作議事錄並

依法公告。

▍董事會運作

董事會除每年定期進行會計師獨立性評估外，董事會還委請會計師

於每季之公司治理會議中，針對每季查核部份提出建議事項及新法令說

明，董事會據以配合法令調整公司治理及內部控制制度之作法與規定，

今年，與會計師召開公司治理會議共4次。

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依公司章程規定，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

於百分之三為員工酬勞及不超過百分之三為董事監察人酬勞。但公司尚

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故2017年之董事及監察人酬勞，

除業務執行費用外，並無酬勞分配。

定期評估董事會效能，每年的內部控制自行評估作業，亦會針對董

事會功能進行自行評估。

稽核部門直屬董事會運作，以執行獨立、客觀的內部稽核。每年年

底於董事會上呈報次年之年度稽核計劃，每月於董事會上做稽核報告；

董事會稽核報告前，向獨立董事及監察人報告說明稽核工作內容與未來

工作計劃，當月稽核報告完成後，於次月底前將稽核報告呈報獨立董事

及監察人，獨立董事及監察人與內部稽核人員溝通良好。

稽核部門依風險評估擬定次年之年度稽計劃，同時協助各部門因應

改變檢討制度與流程，亦覆核各部門每年所執行的自行評估報告，併同

所發現之內部控制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作為董事會評估內部控制

制度有效性及出具『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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