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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宣佈開會：出席股東及股東代理人所代表股份總數，已達法定數額，主席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略） 

參、報告事項 

一、一○○年度營業報告： 

一○○年度營業報告書請參閱附件。(敬請 洽悉) 

二、監察人審查一○○年度決算表冊報告： 

一○○年度監察人審查報告書請參閱附件。(敬請 洽悉) 

三、一○○年度轉投資報告： 

一○○年度轉投資報告請參閱議事手冊第 2頁。(敬請 洽悉) 

肆、承認及討論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一○○年度財務報表、合併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提請承認案。 

說明：一、本公司一○○年度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已編製完成，併同營業報告書業經本公

司董事會決議通過在案。 

二、上開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陳盈如會計師及楊柳

鋒會計師查核竣事，出具無保留意見查核報告書，連同營業報告書送請監察人審查

完竣在案，茲檢附資產負債表、損益表、股東權益變動表、現金流量表及營業報告

書請參閱附件。 

三、提請承認。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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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一○○年度盈餘分配，提請承認案。 

說明：一、本公司一○○年度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陳盈如會計師及楊柳

鋒會計師查核竣事，稅後純益為 6,204,679 元加計一○○年度期初未分配盈餘

395,746 元，合計可分配盈餘 6,600,425 元，依公司章程規定提撥法定公積 620,468

元後，可供分配盈餘為 5,979,957 元，擬建議本年度不配發股東紅利，盈餘分配表

請參閱附件。 

二、本年度配發員工紅利390,895元（發放現金）及董監事酬勞167,526元。 

三、提請承認。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承認。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辦理資本公積配發現金，提請決議案。 

說明 :一、為考量股東權益及平衡股利政策，本公司擬將超過票面金額發行股票所得溢額之資

本公積 44,547,340 元配發現金給股東。 

二、資本公積配發現金按配發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持有股份，無償配發現金每股

0.5元。 

三、現金配發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配發不足1元之畸零款，依配發股東畸零款大至

小逐一滿足至一元，分配至符合現金總額為止。 

四、嗣後如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股轉讓員工或註銷等，致影響流通在外股份數量，

配發現金比率因此發生變動時，擬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理之。 

五、本次資本公積配發現金俟股東常會通過後，由董事會另訂發放基準日。 

六、提請決議。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提請決議案。 

說明：一、因應法令變更及實務需要，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 

二、「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 

三、修訂前「公司章程」請參閱議事手冊第26頁~29頁附件六。 

四、提請決議。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部份條文，提請決議案。  

說明：一、配合「公開發行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準則」之修訂，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理程序」。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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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訂前「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請參閱議事手冊第37頁~47頁附件八。 

四、提請決議。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六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提請決議案。 

說明：一、配合公司法有關委託書時效及股東會議事錄分發規定之修改，擬修訂本公司「股東

會議事規則」。 

二、「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 

三、修訂前「股東會議事規則」請參閱議事手冊第49頁~53頁附件十。 

四、提請決議。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 事會提 

案由：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禁止行為之限制，提請決議案。 

說明：一、依公司法第二○九條之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行為，應對

股東會說明其行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擬提請本年股東常會同意董事及其代表人新增之職務，自即日起，解除競業禁止行

為之限制。 

三、董事及其代表人新增之職務明細如下： 

解除競業禁止對象/範圍 公司名稱 擔任職務 

益通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英業達股份有

限公司法人代表 董事－英業達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徐信群 
長陽開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英業達股份有限

公司法人代表 

英保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英業達股份有限

公司法人代表 

全球策略創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英業達股份有限

公司法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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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業達股份有限

公司法人代表 

董事－英業達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游進寶 

英冠達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英業達(開曼)有

限公司法人代表 

獨立董事－劉國昭 新和第建設有限公司 董事長 

四、提請決議。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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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臨時動議：無 

 

陸、散會：同日上午九時三十七分整，主席宣布散會，獲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通

過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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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一○○年度營業報告 

一○○年度，由於電腦辭典業績衰退幅度擴大，致公司整體業績較九十九年度

衰退 32.6%，故產生營業淨損，因營業外有轉投資收益挹注而仍有稅後淨利，但獲利

較九十九年度下降。總結一○○年度業績約為壹拾陸億柒仟肆佰萬元，而稅後淨利約

為陸佰萬元。 

 

茲將一○○年度之營業狀況報告如下： 

(一)營收及損益 

一○○年度營業收入約為壹拾陸億柒仟肆佰萬元，較九十九年度貳拾肆億捌仟貳

佰萬元減少捌億捌佰萬元，減少幅度達32.6%，主要係受電腦辭典業績大幅減少37%所

致，由於業績大幅減少，故一○○年度營業毛利較九十九年度減少約貳億叁佰萬元，

雖一○○年度營業費用較九十九年度降低，但一○○年度仍產生營業淨損約為壹億陸

佰萬元較九十九年度之營業淨利伍仟壹佰萬元增加虧損約壹億伍仟柒佰萬元，在營業

外收支部分，一○○年度轉投資公司無敵數碼科技有限公司因出售廠辦產生獲利，致

一○○年度轉投資收益為壹億伍佰萬元較九十九年度轉投資損失柒仟柒佰萬元增加

獲利壹億捌仟貳佰萬元，故一○○年度稅後淨利為陸佰萬元則較九十九年度稅後純益

壹仟玖佰萬元減少壹仟叁佰萬元，每股盈餘為0.07元。 

(二)轉投資事業方面 

一○○年度按權益法認列之投資收益為壹億伍佰萬元較九十九年度轉投資損失

柒仟柒佰萬元增加獲利壹億捌仟貳佰萬元。茲說明主要轉投資公司營運狀況： 

好易通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係以「好易通」自有品牌經營香港市場的公司， 

一○○年度由於營收下降，獲利叁仟玖佰玖拾萬元較九十九年度減少壹仟壹佰陸拾萬

元。 

無敵數碼科技有限公司(原英村科技有限公司更名)係以「好易通」自有品牌經

營中國市場的公司，一○○年度由於有出售廠辦收益，獲利壹億捌仟肆佰玖拾萬元較

九十九年度虧損金額捌仟壹佰伍拾萬元增加獲利貳億陸仟陸佰肆拾萬元。 

愛唱數碼科技(北京)有限公司係經營中國音樂服務的公司，一○○年度虧損金

額伍仟柒佰叁拾萬元較九十九年度增加壹仟肆佰陸拾萬元。 

無敵科技(西安) 有限公司係負責本公司產品之開發及設計的公司，由於電腦辭

典業績衰退，故一○○年度產生虧損貳仟捌拾萬元較九十九年度獲利貳佰玖拾萬元增

加虧損貳仟叁佰柒拾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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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敵數碼科技(昆山)有限公司係負責本公司產品製造的公司，一○○年度虧損

金額伍佰壹拾萬元較九十九年度減少壹佰壹拾萬元。 

IKnow Pte.LTD.為本公司持股 47%之轉投資，該公司主要係經營新加坡電腦辭典

市場，一○○年度本公司認列之轉投資收益金額柒拾萬元較九十九年度減少壹仟肆佰

叁拾萬元。 

(三)研究發展狀況 

本公司持續投入產品研發資源，在電腦辭典方面，開發具有雲端辭庫、雲端書

城、facebook 及 free Apps 等創新雲端學習服務內容之連網辭典。在平板電腦產品方

面，推出無敵雲端學習及遊戲平板電腦。在音樂服務事業方面，開發透過手機或 PC

點歌之網路點歌平台。一○○年度之產品研究發展費用約為新台幣壹億伍仟貳佰萬

元，占該年度營業收入淨額之比率為 9.08%。另外為強化創新研發成果，故加強專利

的申請以保障智慧財產，一○○年取得專利 40 件，排名全國第 67 名。 

 

(四)產銷整合狀況 

持續強化製造資源整合集中效益，達到降低庫存、提升產品品質及工廠績效，

另外持續於產品設計及採購方面降低材料成本，達到降低製造成本提升公司競爭力的

目標。 

 

(五)市場行銷狀況 

一○○年度受到電腦辭典產業持續衰退影響下，故業績較九十九年度衰退

32.6%，由於電腦辭典已為成熟市場，故積極開發 ODM/OEM 利基市場，一○○年度已

成功開發日本學習機業務，預期明年度業績將會顯著成長。 

 

二、本年度營業計劃概要 

展望一○一年，電腦辭典業績持續下降，ODM/OEM 利基市場將會有所進展，且

對本年度營收貢獻將擴大。在辭典產品上，持續建構連網辭典機產品線，強化雲端

服務內容；在市場行銷方面，衝刺 ODM/OEM 事業業績並全力進行台灣及大陸音樂歌

唱平台之市場推廣。 

 

在產品研發策略上，公司將持續強化連網辭典機產品線，充實雲端書城內容並

強化雲端辭典內容；針對音樂服務事業的產品研發，將推出以 Android 平台之

iSing99，強化於平板電腦及手機產品之運用。 

 

在市場行銷方面，除持續深耕現有電腦辭典市場通路外，並積極開發新的

ODM/OEM 利基市場客戶，本年度將會有日本、歐洲及北美新客戶出貨，ODM/OEM 業績

將會有較大成長；音樂歌唱平台之市場推廣方面，仍將持續積極開發台灣及大陸市

場業務；在品質及服務方面，則繼續堅持對於品質及服務滿意的追求，贏得顧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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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愛與信賴。 

 

在產銷政策上，持續強化產品品質績效並降低庫存提升工廠績效，另外持續於

產品設計及採購方面降低材料成本，達到降低製造成本提升公司獲利。 

 

展望未來，本公司將持續強化軟體開發能力與數位內容整合之核心競爭力，除

繼續深耕電腦辭典市場外，加強 ODM/OEM 利基市場客戶的開發，並積極拓展音樂服

務事業，成為隨身數位產品及服務之知名品牌，創造公司價值，以回饋各位股東之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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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監 察 人 審 查 報 告 書 

董事會造送一○○年度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聯

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竣事，連同營業報告書，復經本監察人等

審查，認為尚無不符，爰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 

 

此        致 

本公司 101 年股東常會 

 

無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  華  民  國   101 年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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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監 察 人 審 查 報 告 書 

董事會造送一○○年度盈餘分配案，經本監察人等查核完竣，認為

尚無不符，爰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 

 

此        致 

本公司 101 年股東常會 

 

無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  華  民  國   101 年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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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無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無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年及九十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截至

各該日止之民國一○○年及九十九年度之損益表、股東權益變動表及現金流量表，業經本會

計師查核竣事。上開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理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

對上開 財務報表表示意見。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行查核工

作，以合理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不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所

列金額及所揭露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理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

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見提

供合理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見，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

製 準則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無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年及九十

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狀況，暨截至各該日止之民國一○○年及九十九年度之經營成果

與現金流量。 

無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年及九十九年度之合併財務報表，並經本會計

師出具無保留意見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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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千元 

 
100年度 99年度 

金  額 ％ 金  額 ％ 
4110  營業收入(附註二及五) $ 1,816,464  109  2,619,638  106 

4170  減：銷貨退回  (49,578)  (3)  (38,990)  (2) 

4190      銷貨折讓  (93,085)  (6)  (98,125)  (4) 

    營業收入淨額  1,673,801  100  2,482,523  100 

5110  銷貨成本(附註四(四)及五)  (1,292,613)  (77)  (1,884,545)  (76) 

  營業毛利  381,188  23  597,978  24 

5920  減：聯屬公司間未實現利益(附註二及五)  (9,197)  (1)  (15,285)  - 

5930  加：聯屬公司間已實現利益  15,285  1  7,351  - 

    387,276  23  590,044  24 

  營業費用： 

6100   推銷費用(附註五)  (233,860)  (14)  (272,702)  (11) 

6200   管理及總務費用(附註五)  (107,201)  (6)  (114,202)  (5)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151,917)  (9)  (151,811)  (6) 

    (492,978)  (29)  (538,715)  (22) 

6900  營業淨(損)利  (105,702)  (6)  51,329  2 

  營業外收入及利益： 

7110   利息收入  11,971  1  7,810  - 

7130   處分固定資產利益(附註二及四(六))  62  -  17,767  1 

7160   兌換利益淨額(附註二)  106  -  -  - 

7121   採權益法認列之投資收益(附註二及四(五))  104,924  6  -  - 

7280   減損迴轉利益(附註二及四(八))  -  -  33,321  2 

7480   什項收入(附註五)  9,099  1  9,963  - 

    126,162  8  68,861  3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7521   採權益法認列之投資損失(附註二及四(五))  -  -  (77,404)  (3) 

7560   兌換損失淨額(附註二)  -  -  (4,373)  - 

7630   無形資產減損損失(附註二及四(七))  (10,024)  (1)  -  - 

7880   什項支出  (19)  -  (697)  - 

   (10,043)  (1)  (82,474)  (3) 

7900  稅前淨利  10,417  1  37,716  2 

8110  所得稅費用(附註二及四(十四))  (4,212)  -  (18,289)  (1) 

9600  本期淨利 $ 6,205  1  19,427  1 

 

 稅 前 稅 後 稅 前 稅 後 

9750  基本每股盈餘(元)(附註二及四(十五)) 

  基本每股盈餘(元) $ 0.12  0.07  0.44  0.23 

  基本每股盈餘(元)-追溯調整 $ 0.42  0.22 

  稀釋每股盈餘(元) $ 0.12  0.07  0.44  0.23 

  稀釋每股盈餘(元)-追溯調整 $ 0.42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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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千元 

 
 100年度 99年度 

營業活動之現金流量：     

 本期淨利  6,205  19,427 

 調整項目：     

  折舊費用  9,762  9,772 

  攤銷費用  77,721  87,046 

  備抵呆帳提列數  387  1,806 

  備抵銷貨退回及銷貨折讓(迴轉)提列數  (1,572)  10,702 

  售後服務及保固準備迴轉數  (1,557)  (651) 

  存貨跌價、報廢及呆滯損失(回升利益)  7,258  (13,897) 

  採權益法認列之投資(利益)損失  (104,924)  77,404 

  收到權益法被投資公司現金股利  6,566  - 

  處分及報廢固定資產利益  (62)  (17,734) 

  非金融資產減損損失(迴轉利益)  10,024  (33,321) 

  折舊轉列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18  641 

  營業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     

   營業資產之淨變動：      

    應收票據  2,081  7,816 

    應收帳款  76,624  66,535 

    應收帳款－關係人  45,091  8,515 

    存貨  7,299  6,811 

    其他流動資產  1,800  (2,257) 

    其他金融資產－流動  4,627  207 

    遞延所得稅資產  4,065  12,532 

   營業負債之淨變動：      

    應付票據  (2,145)  1,797 

    應付帳款  5,242  (25,362) 

    應付帳款－關係人  (27,750)  (24,074) 

    應付所得稅  (4,503)  (20,059) 

    應付費用  (3,705)  (22,260) 

    其他金融負債－流動  473  2,200 

    其他流動負債  1,168  5,253 

    應計退休金負債  8,151  8,985 

    遞延貸項  (6,088)  7,934 

    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122,256  175,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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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0年度 99年度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取得以成本衡量之金融資產  -  (150,000) 

 增加採權益法之長期股權投資  (76,315)  (189,711) 

 購置固定資產  (119,620)  (7,788) 

 處分固定資產價款  62  871 

 處分出租及閒置資產價款  -  217,800 

 購置無形資產  (43,565)  (52,771) 

 其他金融資產－非流動(增加)減少  (545)  187 

 其他資產增加  (2,054)  (2,652) 

  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242,037)  (184,064) 

融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其他金融負債－非流動減少  (401)  (60) 

 發放現金股利  (16,970)  (64,649) 

  融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17,371)  (64,709) 

本期現金淨減少數  (137,152)  (73,005) 

期初現金餘額  1,238,456  1,311,461 

期末現金餘額 $ 1,101,304  1,238,456 

現金流量資訊之補充揭露：  

 支付所得稅 $ 4,650  25,816 

不影響現金流量之投資及融資活動：  

 固定資產轉列出租資產 $ 25,535  - 

同時影響現金及非現金項目之投資活動：  

 支付現金及以其他應付款取得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增加 $ 121,769  7,286 

  加：期初其他應付款  -  502 

  減：期末其他應付款  (2,149)  - 

   支付現金 $ 119,620  7,788 

 支付現金及以其他應付款取得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增加 $ 47,131  52,753 

  加：期初其他應付款  847  865 

  減：期末其他應付款  (4,413)  (847) 

   支付現金 $ 43,565  52,771 

 支付現金及其他應付款取得其他資產：  

  其他資產增加 $ 2,858  2,266 

  加：期初其他應付款  4  390 

  減：期末其他應付款  (808)  (4) 

     支付現金 $ 2,054  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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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無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無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年及九十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 

債表，暨截至各該日止之民國一○○年及九十九年度之合併損益表、合併股東權益變動表及合併

現金流量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合併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理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

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財務報表表示意見。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行查核工作，

以合理確信合併財務報表有無重大不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合併財務報表所

列金額及所揭露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理階層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

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見提供合

理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見，第一段所述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無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 

○年及九十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狀況，暨截至各該日止之民國一○○年及九十九年度之經

營成果與現金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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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千元 

100年度 99年度 
金  額 ％ 金  額 ％ 

4110  營業收入(附註二及五) $ 2,179,696  110  3,161,085  108 

4170  減：銷貨退回  (85,281)  (4)  (116,062)  (4) 

4190      銷貨折讓  (115,969)  (6)  (120,448)  (4) 

    營業收入淨額  1,978,446  100  2,924,575  100 

5110  銷貨成本(附註四(四))  (1,262,296)  (64)  (1,895,789)  (65) 

  營業毛利  716,150  36  1,028,786  35 

5920  減：聯屬公司間未實現利益(附註二及五)  (1,112)  -  (3,659)  - 

5930  加：聯屬公司間已實現利益(附註二及五)  3,659  -  -  - 

    718,697  36  1,025,127  35 

  營業費用： 

6100   推銷費用  (400,546)  (20)  (507,789)  (17) 

6200   管理及總務費用  (252,587)  (13)  (275,690)  (10)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303,259)  (15)  (292,557)  (10) 

    (956,392)  (48)  (1,076,036)  (37) 

6900  營業淨(損)利  (237,695)  (12)  (50,909)  (2) 

  營業外收入及利益： 

7110   利息收入  21,108  1  9,226  - 

7121   採權益法認列之投資收益(附註二及四(五))  747  -  15,037  1 

7160   兌換利益淨額(附註二)  11,640  1  -  - 

7130   處分固定資產利益(附註二及四(六))  210,699  11  17,682  1 

7280   減損迴轉利益(附註二及四(八))  -  -  33,321  1 

7480   什項收入  20,965  1  28,681  1 

    265,159  14  103,947  4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7510    利息費用  (1,041)  -  -  - 

7560   兌換損失淨額(附註二)  -  -  (1,107)  - 

7630   無形資產減損損失(附註二及四(七))  (10,024)  (1)  -  - 

7880   什項支出  (2,621)  -  (5,775)  - 

   (13,686)  (1)  (6,882)  - 

7900  稅前淨利  13,778  1  46,156  2 

8110  所得稅費用(附註二及四(十五))  (7,573)  -  (26,729)  (1) 

9600  合併總損益 $ 6,205  1  19,427  1 

歸屬予： 

    母公司股東 $ 6,205  1  19,427  1 

 

 稅 前 稅 後 稅 前 稅 後 

9750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每股盈餘(元) 
  (附註二及四(十六)) 

  基本每股盈餘(元) $ 0.12  0.07  0.44  0.23 

  基本每股盈餘(元)-追溯調整 $ 0.42  0.22 

  稀釋每股盈餘(元) $ 0.12  0.07  0.44  0.23 

  稀釋每股盈餘(元)-追溯調整 $ 0.42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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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千元 

 
 100年度 99年度 

營業活動之現金流量：     

 本期淨利  6,205  19,427 

 調整項目：     

  折舊費用  29,877  31,455 

  攤銷費用  111,308  123,649 

  備抵呆帳提列數  614  2,263 

  備抵銷貨退回及銷貨折讓(迴轉)提列數  (7,887)  1,849 

  售後服務及保固準備迴轉數  (2,267)  (1,262) 

  存貨跌價、報廢及呆滯損失(回升利益)  15,649  (6,482) 

  採權益法認列之投資利益  (747)  (15,037) 

  收到權益法被投資公司現金股利  6,566  - 

  處分及報廢固定資產利益  (210,699)  (17,682) 

  非金融資產減損損失(迴轉利益)  10,024  (33,321) 

  折舊轉列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18  5,015 

  營業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     

   營業資產之淨變動：      

    應收票據  2,081  7,816 

    應收帳款  76,982  156,275 

    應收帳款－關係人  18,945  (23,554) 

    存貨  (130,449)  114,180 

    其他流動資產  12,920  (5,781) 

    其他金融資產－流動  (273,458)  (380) 

    遞延所得稅資產  (2,155)  10,527 

   營業負債之淨變動：      

    應付票據  (2,145)  1,797 

    應付帳款  118,424  (227,894) 

    應付帳款－關係人  -  (227) 

    應付所得稅  (616)  (23,826) 

    應付費用  (11,788)  (14,453) 

    其他金融負債－流動  (1,887)  (4,540) 

    其他流動負債  2,269  633 

    應計退休金負債  8,151  8,985 

    遞延貸項  (2,547)  3,659 

    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入(出)  (226,612)  113,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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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千元 
 100年度 99年度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取得以成本衡量之金融資產  -  (150,000) 

 增加採權益法之長期股權投資  -  (62,641) 

 購置固定資產  (125,886)  (12,404) 

 處分固定資產價款  313,093  992 

 處分出租及閒置資產價款  -  217,800 

 購置無形資產  (50,378)  (72,055) 

 其他金融資產－非流動增加  (2,227)  (1,141) 

 其他資產增加  (11,651)  (15,866) 

  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出)  122,951  (95,315) 

融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短期借款增加  116,834  - 

 其他金融負債－非流動增加  (3,635)  (1,361) 

 發放現金股利  (16,970)  (64,649) 

  融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出)  96,229  (66,010) 

 匯率影響數  17,557  (39,382) 

本期現金淨增加(減少)數  10,125  (87,616) 

期初現金餘額  1,668,871  1,756,487 

期末現金餘額 $ 1,678,996  1,668,871 

現金流量資訊之補充揭露：  

 支付所得稅 $ 11,235  41,019 

不影響現金流量之投資及融資活動：  

 固定資產轉列出租資產 $ 25,535  - 

同時影響現金及非現金項目之投資活動：  

 支付現金及以其他應付款取得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增加 $ 128,237  11,365 

  加：期初其他應付款  158  1,197 

  減：期末其他應付款  (2,509)  (158) 

   支付現金 $ 125,886  12,404 

 支付現金及以其他應付款取得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增加 $ 53,944  72,037 

  加：期初其他應付款  847  865 

  減：期末其他應付款  (4,413)  (847) 

   支付現金 $ 50,378  72,055 

 支付現金及其他應付款取得其他資產：  

  其他資產增加 $ 13,144  15,898 

  加：期初其他應付款  422  390 

  減：期末其他應付款  (1,915)  (422) 

     支付現金 $ 11,651  1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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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無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一○○年度 

 

        項    目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395,746   

加：100 年度稅後純益                                  6,204,679   

可分配盈餘                                           6,600,425   

減：分配項目 

法定公積                                             (620,468)   

期末未分配盈餘                                       5,979,957   

                                             ================== 
 

 

 

 

 

 

 

 

 

附註： 

1.配發員工紅利 390,895 元(發放現金)           (6,204,679-620,468)*0.07=390,895 

2.配發董監事酬勞 167,526 元                   (6,204,679-620,468)*0.03=167,526  

3.員工紅利及董監事酬勞金額為 558,421 元，與一○○年度認列費用金額 471,786 元，差

異數86,635元(為99年累積換算調整數提列股東權益減項特別盈餘公積之10%，調減100

年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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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無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修訂理由 

第十二條：股東因故不能出席股東

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簽

名或蓋章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理

人出席。 

 

第十二條：股東因故不能出席股東

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

明授權範圍，委託代理人出席。 

 

配合公司實務需要修

訂。 

第十五條：股東會之議決事

項，應作成議事錄，由主席簽名或

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錄

分發各股東，議事錄應記載會議之

時日及場所，主席之姓名及決議方

法，並應記載議事經過之要領及其

結果，議事錄應與出席股東之簽名

簿及代理出席之委託書一併保存

於公司。 

前項議事錄之分發，得以輸入公開

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第十五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

應作成議事錄，由主席簽名或蓋

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錄分

發各股東，議事錄應記載會議之時

日及場所，主席之姓名及決議方

法，並應記載議事經過之要領及其

結果，議事錄應與出席股東之簽名

簿及代理出席之委託書一併保存於

公司。 

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之股

東，前項議事錄之分發得以公告方

式為之。 
 

依公司法第 183 條修

訂條文。 

 

第二十二條：本公司年度總決算如

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已往

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

積，但法定盈餘公積累積已達本公

司資本總額時，不在此限；另視公

司營運需要及法令規定提列或迴

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除由

董事會視決算年度盈餘狀況提撥

員工紅利〈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

屬公司員工，其條件及方式由董事

會訂定之〉不低於百分之三為限，

董事監察人酬勞不超過百分之三

為上限外，其餘額再加計以前年度

累計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分

配議案，提請股東會另決議之。 
 

 

第二十二條：本公司年度總決算如

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已往

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

積，但法定盈餘公積累積已達本公

司資本總額時，不在此限；另視公

司營運需要及法令規定酌提列特別

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除由董事會

視決算年度盈餘狀況提撥員工紅利

〈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其條件及方式由董事會訂定之〉

不低於百分之三為限，董事監察人

酬勞不超過百分之三為上限外，其

餘額再加計以前年度累計未分配盈

餘，由董事會擬具分配議案，提請

股東會另決議之。 
 

配合公司實務需要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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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修訂理由 

第二十五條：本章程訂立於民國七

十八年二月二日，第一次修正於民

國七十八年九月二十日，第二次修

正於民國七十八年十二月二

日，………，第二十六次修正於民

國九十七年六月十三日，第二十七

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年六月十六

日，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

年六月十五日，第二十九次修正於

民國一○一年六月十八日。 

第二十五條：本章程訂立於民國七

十八年二月二日，第一次修正於民

國七十八年九月二十日，第二次修

正於民國七十八年十二月二

日，………，第二十六次修正於民

國九十七年六月十三日，第二十七

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年六月十六

日，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

年六月十五日。 

 

增列本次修章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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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無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修訂理由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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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所稱「一年內」係以本次取得或

處分資產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年，已公告部份免再計入。 

 

文字修正 

 

 

 

4.1 資產評估程序及價格決定依據 

4.1.1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除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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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應考量其每股淨值、獲利能

力、未來發展潛力、市場利率、債

券票面利率、債務人債信及當時交

易價格議定之。 

4.1 資產評估程序及價格決定依據 

4.1.1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除應

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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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該有價證券具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 4.5.2 所列

情形者，不在此限。另應考量其每

股淨值、獲利能力、未來發展潛力、

市場利率、債券票面利率、債務人

債信及當時交易價格議定之。 

 

依主管機關最新修訂

之「公開發行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理準

則」修訂 

4.5 委請專家出具意見或報告 

4.5.1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

或其他固定資產，除與政府機構交

易、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外，交

易金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先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估價報告應行

記載事項詳如附件一)，並符合下

列規定： 

a.(略) 

b.(略) 
c.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

列情形之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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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 估價結果與交易金額差距

4.5 委請專家出具意見或報告 

4.5.1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

其他固定資產，除與政府機構交

易、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外，交

易金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先

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

(估價報告應行記載事項詳如附件

一)，並符合下列規定： 

 

a.(略) 

b.(略) 
c.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

列情形之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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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 估價結果與交易金額差距

依主管機關最新修訂

之「公開發行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理準

則」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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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修訂理由 

達交易金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者。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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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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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

券，除依 4.1.1 之規定外，其交易金

額達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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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報價或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

會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達交易金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者。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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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契約成立日前估價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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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

券，除依 4.1.1 之規定外，其交易

金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洽請

會計師就交易價格之合理性表示意

見，然如符合下列規定者，得免適

用上述規定： 
a.發起設立或募集設立而以現

金出資取得有價證券者。 

b.參與認購標的公司依相關法

令辦理現金增資而按面額發行

之有價證券者。 

c.參與認購轉投資百分之百之

被投資公司辦理現金增資發行

之有價證券者。 

d.於證券交易所或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之上市、上櫃及興櫃有

價證券。 

e.屬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 

f.海內外基金。 

g.依證券交易所或櫃買中心之

上市（櫃）證券標購辦法或拍賣

辦法取得或處分上市（櫃）公司

股票。 

h.參與公開發行公司現金增資

認股而取得，且取得之有價證券

非屬私募有價證券者。 

i.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十一條第一項及行政院金融監

督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金管

會)九十三年十一月一日金管證

四字第○九三○○○五二四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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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修訂理由 

 

 

 

 

 

 

 

 

4.5.3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

或無形資產交易金額達本公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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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 前三項交易金額之計算，應

依 4.10.1.e 規定辦理，且一年內

已依本準則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

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見部

分免再計入。 
4.5.5 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

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

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意見。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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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師或證券承銷商與交易

當事人不得為關係人。 

  

號令規定於基金成立前申購基

金者。 

j.申購或買回之國內私募基

金，如信託契約中已載明投資策

略除證券信用交易及所持未沖

銷證券相關商品部位外，餘與公

募基金之投資範圍相同者。 
4.5.3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

無形資產交易金額達本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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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 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

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

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

見。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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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師或證券承銷商與交易

當事人不得為關係人。 

 

 

 

 

 

 

 

 

 

 

 

 

 

 

 

 

 

新增 

 

 

 

 

 

條次調整 

 

 

 

條次調整 

4.6 關係人交易 

4.6.1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資產，除應依規定辦理相關決議

程序及評估交易條件合理性等事

項外，交易金額達公司總資產百分

之十以上者，亦應依 4.5.1、4.5.2

及 4.5.3 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

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見。 

前項交易金額之計算，應依

4.10.1.e 規定辦理。 

判斷交易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

注意其法律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

關係。 

4.6 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之處理程序 

4.6.1 本公司向關係人購買或交換

而取得不動產，除應依規定辦理相

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易條件合理性

等事項。另外在判斷交易對象是否

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法律形式

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依主管機關最新修訂

之「公開發行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理準

則」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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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修訂理由 

4.6.2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不動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不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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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下列資料，提交董事會

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

易契約及支付款項： 

a.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

要性及預計效益。 

b.選定關係人為交易對象之原

因。 

c.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依規

定評估預定交易條件合理性之

相關資料。 

d.(略) 

e.(略) 

f.依 4.6.1 規定取得之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意見。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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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1.e 規定辦理，且一年內已

依本準則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及

監察人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已依證券交易法規定已設

置獨立董事者，依前項規定提報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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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不動

產，應將下列資料，提交董事會通

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為之： 

 

 

 

 

 

a.取得不動產之目的、必要性及

預計效益。 

b.選定關係人為交易對象之原

因。 

c.依規定評估預定交易條件合

理性之相關資料。 

 

d.(略) 

e.(略) 

 

 

 

f.本次交易之限制條件及其他

重要約定事項。 

 

 

 

 

本公司已依證券交易法規定已設置

獨立董事者，依前項規定提報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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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 

 

 

條次調整 

 

新增 

 

 

 

 

 

 

4.6.3 交易成本之合理性評估 

  a.~c.(略) 

  d、d-1(略) 

d-2.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

之不動產，其交易條件與鄰

近地區一年內之其他非關係

人成交案例相當且面積相近

者。前述所稱鄰近地區成交

案例，以同一或相鄰街廓且

距離交易標的物方圓未逾五

百公尺或其公告現值相近者

為原則；所稱面積相近，則

以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例之

4.6.3 交易成本之合理性評估 

  a.~c.(略) 

  d、d-1(略) 

d-2.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

不動產，其交易條件與鄰近

地區一年內之其他非關係人

成交案例相當且面積相近

者。前述所稱鄰近地區成交

案例，以同一或相鄰街廓且

距離交易標的物方圓未逾五

百公尺或其公告現值相近者

為原則；所稱面積相近，則

以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例之

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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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修訂理由 

面積不低於交易標的物面積

百分之五十為原則。 

 

面積不低於交易標的物面積

百分之五十為原則；前述所

稱一年內係以本次取得不動

產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

前追溯推算一年。 

4.8 從事衍生性商品之處理程序 

4.8.1 交易原則與方針 

  a~e(略) 

  f.契約總額及損失上限之訂定 

 
全部契

約總額 

全部契約

損失上限

金額 

個別契約

損失上限

金額 

 

避 險 性 交

易 佔 最 近

一 季 營 業

收 入 

 百分之 

五十 

百分之 

二十 

百分之 

二十 

 

交 易 性 交

易 佔 最 近

一 季 營 業

收 入 

百分 

之十 

 二十萬 

美金 
五萬美金 

 

4.8 從事衍生性商品之處理程序 

4.8.1 交易原則與方針 

  a~e(略) 

  f.契約總額及損失上限之訂定 

 
全部契

約總額

全部契約

損失上限

金額 

個別契約

損失上限

金額 

 

避 險 性 交

易 佔 最 近 

一 季 營 業 

收 入 

百分之

五十 
- - 

 

交 易 性 交

易 佔 最 近 

一 季 營 業 

收 入 

百分 

之十 

二十萬 

美金 
五萬美金 

 

業務需要 

4.9 辦理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處理程序 

4.9.2 其他應行注意事項 

a~e(略) 

f.文件保存：參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上市或股票

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

司，應將下列資料作成完整書面

紀錄，並保存五年，備供查核： 

f-1~f-3(略)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之公司，應於董事會決

議通過之即日起算二日内，將本

條 f-1 及 f-2 資料，依規定格式

以網際網路資訊系統申報金管

會備查。 

 

4.9 辦理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處理程序 

4.9.2 其他應行注意事項 

a~e(略) 

f.文件保存：參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上市或股票在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應

將下列資料作成完整書面紀錄，

並保存五年，備供查核。 

f-1~f-3(略)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之公司，應於董事會決議

通過之日起二日内，將本條 f-1

及 f-2 資料，依規定格式以網際

網路資訊系統申報金管會備查。 

 

依主管機關最新修訂

之「公開發行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理準

則」修訂 

4.10 資訊公開揭露程序 

4.10.1 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

報標準。 

a.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

4.10 資訊公開揭露程序 

4.10.1 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

報標準。 

a.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 

b.從事大陸地區投資。 

依主管機關最新修訂

之「公開發行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理準

則」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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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修訂理由 

不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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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買賣公債或附

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不在

此限。 

b.進行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 

c.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損失達

所訂處理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

別契約損失上限金額。 

d.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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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 買賣公債。 

d-2 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

外證券交易所或證券商營業

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 

d-3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 

d-4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類

屬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且

其交易對象非為關係人，交

易金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d-5 經營營建業務之本公司

取得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不

動產且其交易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易金額未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d-6 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

分售方式取得不動產，公司

預計投入之交易金額未達新

臺幣五億元以上。 

e.前述 4.10.1.d 款交易金額

之計算方式如下，且一年內已

依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e-1 每筆交易金額。 

e-2 一年內累積與同一相

 

 

 

 

 

 

c.進行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 

d.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損失達

所訂處理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

別契約損失上限金額。 

e.除前四款以外之資產交易或

金融機構處分債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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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 買賣公債。 

e-2 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

外證券交易所或證券商營業

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 

e-3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 

e-4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類屬

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且其

交易對象非為關係人，交易金

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e-5 經營營建業務之本公司取

得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不動

產且其交易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易金額未達新臺幣五億

元以上。 

e-6 以自地委建、合建分屋、

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

不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易

金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f.前述 4.10.1.e 款交易金額之

計算方式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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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規

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f-1 每筆交易金額。 

f-2 一年內累積與同一相對

 

 

 

 

 

 

條次調整 

 

條次調整 

 

 

條次調整 

 

 

 

 

 

條次調整 

條次調整 

 

 

條次調整 

 

條次調整 

 

 

 

 

條次調整 

 

 

 

 

條次調整 

 

 

 

 

條次調整、文字修改

 

 

 

 

條次調整 

條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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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修訂理由 

對人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

標的交易之金額。 

e-3 一年內累積取得或處

分(取得、處分分別累積)

同一開發計畫不動產之金

額。 

e-4 一年內累積取得或處

分(取得、處分分別累積)

同一有價證券之金額。 

4.10.2 辦理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具有

4.10.1 應公告項目且交易金額達

應公告申報標準者，應於事實發生

之即日起算二日內辦理公告申報。 

4.10.3 公告申報程序 

     a~d(略) 

e.本公司依前條規定公告申報

之交易後，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

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金管會指

定網站辦理公告申報： 

e-1 原交易簽訂之相關契約

有變更、終止或解除情事。 

e-2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未依契約預定日程完

成。 

e-3 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更。 

 

人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

交易之金額。 

f-3 一年內累積取得或處分

(取得、處分分別累積)同一

開發計畫不動產之金額。 

 

f-4 一年內累積取得或處分

(取得、處分分別累積)同一

有價證券之金額。 

4.10.2 辦理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具有

4.10.1 應公告項目且交易金額達

應公告申報標準者，應於事實發生

之日起二日內辦理公告申報。 

4.10.3 公告申報程序 

   a~d(略) 

e.本公司依前條規定公告申報

之交易後，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將

相關資訊於金管會指定網站辦

理公告申報： 

e-1 原交易簽訂之相關契約有

變更、終止或解除情事。 

e-2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未依契約預定日程完成。 

 

 

 

 

條次調整 

 

 

 

條次調整 

 

 

 

 

 

 

 

 

 

 

 

 

 

 

 

 

 

 

 

新增 

 

4.11 子公司資產取得或處分之規定 

4.11.1~4.11.3(略) 

4.11.4 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

中，所稱「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總資產百分之十」係以母

(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

為準。 

4.11.5(略) 

4.11.6 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

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

4.5.1、4.5.2、4.5.3、4.6.2、

4.10.1 及 4.11.4，有關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之交易金額規定，以

股東權益百分之十計算之。 

 

4.11 子公司資產取得或處分之規定 

4.11.1~4.11.3(略) 

4.11.4 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

中，所稱「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係以母(本)公司之實收資

本額為準。 

 

4.11.5(略) 

 

依主管機關最新修訂

之「公開發行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理準

則」修訂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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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無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修訂理由 

3.2.3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

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行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

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

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

託代理人出席行使之表決權為準。 

 

3.2.3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

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至遲應於股

東會開會前一日，以書面向本公司

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

以委託代理人出席行使之表決權為

準。 

 

依公司法第 177 條

修訂。 

3.12.1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

計算基準。出席股數依簽名簿或繳

交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行使表決權之股數計算之。 

3.12.1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

計算基準。 

配合公司實務需要

修訂。 

3.13.3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

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

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

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

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不在此限。 

3.13.4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

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

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

與行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

行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

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之表決

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

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理人出席

股東會者，以委託代理人出席行使

之表決權為準。 

 

3.13.3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

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

會開會五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

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

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不在此限。 

3.13.4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

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

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前一日以

與行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

行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

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之表決

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

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理人出席

股東會者，以委託代理人出席行使

之表決權為準。 

依公司法第 177-2

條修訂。 

 

 

 

 

 

 

3.15.2 前項議事錄之分發，本公司

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

式為之。 

 

 

3.15.2 本公司對於持有記名股票

未滿一千股之股東，前項議事錄之

分發，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

公告方式為之。 

 

依公司法第 183 條

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