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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達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神達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神達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神達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股東常會會議議程年股東常會會議議程年股東常會會議議程年股東常會會議議程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109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30 日日日日上上上上午午午午十十十十時時時時正正正正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二路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二路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二路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二路 202 號號號號 1 樓樓樓樓 114 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 

一一一一、、、、宣佈開會宣佈開會宣佈開會宣佈開會 

二二二二、、、、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 

三三三三、、、、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一一一) 108 年度營業報告年度營業報告年度營業報告年度營業報告 

(二二二二) 監察人查核報告監察人查核報告監察人查核報告監察人查核報告 

(三三三三) 108 年度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年度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年度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年度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四四四四、、、、承認事項承認事項承認事項承認事項: 

(一一一一)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二二二二) 108 年度盈餘分派案年度盈餘分派案年度盈餘分派案年度盈餘分派案 

五五五五、、、、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修正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修正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修正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修正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六六六六、、、、選舉事項選舉事項選舉事項選舉事項：：：： 

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 

七七七七、、、、其他議案其他議案其他議案其他議案：：：： 

解除董事競業之限制案解除董事競業之限制案解除董事競業之限制案解除董事競業之限制案 

八八八八、、、、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九九九九、、、、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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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108年度營業報告年度營業報告年度營業報告年度營業報告，，，，敬請敬請敬請敬請  鑒察鑒察鑒察鑒察。。。。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年度營業報告書年度營業報告書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詳見第詳見第詳見第詳見第 9~10 頁頁頁頁) 

 

 

 

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監察人查核監察人查核監察人查核監察人查核108年度各項表冊報告年度各項表冊報告年度各項表冊報告年度各項表冊報告，，，，敬請敬請敬請敬請    鑒察鑒察鑒察鑒察。。。。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監察人查核報告書監察人查核報告書監察人查核報告書監察人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請參閱附件二請參閱附件二請參閱附件二。。。。(詳見第詳見第詳見第詳見第 11 頁頁頁頁) 

 

 

 

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第三案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108年度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年度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年度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年度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敬請敬請敬請敬請    鑒察鑒察鑒察鑒察。。。。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依本公司依本公司依本公司依本公司「「「「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條規定第二十五條規定第二十五條規定第二十五條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應提撥不應提撥不應提撥不

低於百分之零點一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低於百分之零點一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低於百分之零點一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低於百分之零點一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ㄧㄧㄧㄧ為董監事酬勞為董監事酬勞為董監事酬勞為董監事酬勞，，，，經董事會經董事會經董事會經董事會

決議通過分派決議通過分派決議通過分派決議通過分派 108 年度員工酬勞年度員工酬勞年度員工酬勞年度員工酬勞為為為為獲利之百分之五獲利之百分之五獲利之百分之五獲利之百分之五，，，，計計計計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 13,567,541

元元元元，，，，並以現金方式發放並以現金方式發放並以現金方式發放並以現金方式發放，，，，另不擬分派董監事酬勞另不擬分派董監事酬勞另不擬分派董監事酬勞另不擬分派董監事酬勞。。。。 

 

 

 



3 
 

承認事項承認事項承認事項承認事項 

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                (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108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敬請敬請敬請敬請  承認承認承認承認。。。。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一一一)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並送請並送請並送請

監察人查核竣事監察人查核竣事監察人查核竣事監察人查核竣事，，，，有關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有關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有關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有關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詳見第詳見第詳見第詳見第

9~10 頁頁頁頁)及附件及附件及附件及附件三三三三(詳見第詳見第詳見第詳見第 12~20 頁頁頁頁)。。。。 

(二二二二)敬請敬請敬請敬請  承認承認承認承認。。。。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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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第二案                  (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108年度盈餘分派案年度盈餘分派案年度盈餘分派案年度盈餘分派案，，，，敬請敬請敬請敬請  承認承認承認承認。。。。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一一一)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108 年度稅後盈餘為新台幣年度稅後盈餘為新台幣年度稅後盈餘為新台幣年度稅後盈餘為新台幣 232,349,771 元元元元，，，，盈餘盈餘盈餘盈餘分配表業經分配表業經分配表業經分配表業經

監察人查核竣事監察人查核竣事監察人查核竣事監察人查核竣事，，，，茲附如次茲附如次茲附如次茲附如次(將以將以將以將以 108 年度之盈餘優先分配年度之盈餘優先分配年度之盈餘優先分配年度之盈餘優先分配)：：：： 

108 年度盈餘分配表年度盈餘分配表年度盈餘分配表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新台幣元新台幣元新台幣元新台幣元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金金金金      額額額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期初未分配盈餘期初未分配盈餘期初未分配盈餘  0 

(一一一一)加加加加：：：：本年度稅後盈餘本年度稅後盈餘本年度稅後盈餘本年度稅後盈餘 232,349,771  

減減減減：：：：本期其他綜合損益本期其他綜合損益本期其他綜合損益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確定福利計畫精算損失確定福利計畫精算損失確定福利計畫精算損失確定福利計畫精算損失 (3,878,519)  

本本本本年度稅後盈餘年度稅後盈餘年度稅後盈餘年度稅後盈餘加計其他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加計其他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加計其他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加計其他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

之數額之數額之數額之數額 

 228,471,252 

(二二二二)減減減減：：：：法定盈餘公積法定盈餘公積法定盈餘公積法定盈餘公積  (22,847,125) 

可供分配盈餘可供分配盈餘可供分配盈餘可供分配盈餘  205,624,127 

(三三三三)本期分配項目本期分配項目本期分配項目本期分配項目   

第一季股東現金股利第一季股東現金股利第一季股東現金股利第一季股東現金股利(108/04/16董事會決議董事會決議董事會決議董事會決議)  47,777,297 

第二季股東股利第二季股東股利第二季股東股利第二季股東股利(108/08/12董事會決議董事會決議董事會決議董事會決議)  0 

第三季股東股利第三季股東股利第三季股東股利第三季股東股利(108/11/07董事會決議董事會決議董事會決議董事會決議)  0 

第四季股東現金股利第四季股東現金股利第四季股東現金股利第四季股東現金股利(每股每股每股每股 1.487717531元元元元)  157,846,830 

期末未分配盈餘期末未分配盈餘期末未分配盈餘期末未分配盈餘  0 

(二二二二)敬請敬請敬請敬請  承認承認承認承認。。。。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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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為修正本公司為修正本公司為修正本公司為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部分條文部分條文部分條文部分條文案案案案，，，，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  公決公決公決公決。。。。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一一一)為配合公司營運需要為配合公司營運需要為配合公司營運需要為配合公司營運需要，，，，擬將公司地址遷移至新竹科學園區並修正公司擬將公司地址遷移至新竹科學園區並修正公司擬將公司地址遷移至新竹科學園區並修正公司擬將公司地址遷移至新竹科學園區並修正公司

營業項目營業項目營業項目營業項目，，，，故擬修故擬修故擬修故擬修正本公司正本公司正本公司正本公司「「「「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部分條文部分條文部分條文部分條文，，，，修正之前後部分修正之前後部分修正之前後部分修正之前後部分

條文對照表條文對照表條文對照表條文對照表，，，，請詳附件請詳附件請詳附件請詳附件四四四四。。。。(詳見第詳見第詳見第詳見第 21~22頁頁頁頁) 

(二二二二)敬請敬請敬請敬請  公決公決公決公決。。。。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選舉事項選舉事項 

                (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為改選董事為改選董事為改選董事為改選董事及監察人及監察人及監察人及監察人案案案案，，，，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  選舉選舉選舉選舉。。。。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一一一) 本公司現任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自本公司現任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自本公司現任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自本公司現任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自106年年年年8月月月月17日起至民國日起至民國日起至民國日起至民國109年年年年8月月月月16日日日日

止止止止，，，，為期三年即將屆滿為期三年即將屆滿為期三年即將屆滿為期三年即將屆滿。。。。 

(二二二二) 擬提請本次股東常會選舉董事三人擬提請本次股東常會選舉董事三人擬提請本次股東常會選舉董事三人擬提請本次股東常會選舉董事三人，，，，監察人一人監察人一人監察人一人監察人一人，，，，新任董事及監察人將新任董事及監察人將新任董事及監察人將新任董事及監察人將

自當選之日起就任自當選之日起就任自當選之日起就任自當選之日起就任，，，，即自民國即自民國即自民國即自民國109年年年年3月月月月30日起至民國日起至民國日起至民國日起至民國112年年年年3月月月月29日止日止日止日止，，，，

任期三年任期三年任期三年任期三年。。。。 

(三三三三) 敬請敬請敬請敬請  選舉選舉選舉選舉。。。。 

選選選選舉舉舉舉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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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議案其他議案其他議案其他議案 

                (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董事會提)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擬提請股東常會同意解除董事競業之限制擬提請股東常會同意解除董事競業之限制擬提請股東常會同意解除董事競業之限制擬提請股東常會同意解除董事競業之限制，，，，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謹提請  公決公決公決公決。。。。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一一一)依公司法第依公司法第依公司法第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

行為行為行為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並取得其許可並取得其許可並取得其許可。。。。 

(二二二二)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109 年股東常會改選之全體董事年股東常會改選之全體董事年股東常會改選之全體董事年股東常會改選之全體董事，，，，可能有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可能有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可能有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可能有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

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為配合事實需要為配合事實需要為配合事實需要為配合事實需要，，，，擬同意解除董事擬同意解除董事擬同意解除董事擬同意解除董事、、、、法人董法人董法人董法人董

事代表人或法人股東代表人當選為董事之法人股東其競業之限制事代表人或法人股東代表人當選為董事之法人股東其競業之限制事代表人或法人股東代表人當選為董事之法人股東其競業之限制事代表人或法人股東代表人當選為董事之法人股東其競業之限制。。。。 

(三三三三)敬請敬請敬請敬請  公決公決公決公決。。。。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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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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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神達數位股份有神達數位股份有神達數位股份有神達數位股份有限公司限公司限公司限公司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年度營業報告書年度營業報告書年度營業報告書 

 

108年度營業結果年度營業結果年度營業結果年度營業結果 

108年度營業額為新台幣 49.1億元，較前年成長 21%，稅前淨利為 2.58億元，年成長 84%，

每股稅後盈餘為 2.24元，較前年 1.22元成長 84%。 

 

108年度營業計畫實施成果年度營業計畫實施成果年度營業計畫實施成果年度營業計畫實施成果、、、、研究發展狀況研究發展狀況研究發展狀況研究發展狀況、、、、創新應用與得獎如下創新應用與得獎如下創新應用與得獎如下創新應用與得獎如下：：：： 

1. 神數推出首款類比轉化為數位的雙鏡頭行車記錄器。 

2. 神數Mio發表首款雷達行車紀錄器。 

3. 神數Mio推出首款可拆式雙鏡頭摩托車用行車紀錄器。  

4. 神數發表 7吋以及 10吋 AndroidⓇ9.0系統並通過 GMS認證的強固型工業平板。 

5. Mio MiVue™行車記錄器系列產品獲得俄羅斯媒體 Najdidevice 的「最佳選擇」、俄羅斯

IT-Expert媒體「編輯首選」、捷克 Channelworld.cz的「2019最佳 IT產品獎」，以及英國Which?

的評測高分等。 

 

109年年年年展望及展望及展望及展望及營運方向營運方向營運方向營運方向 

延續兩年的中美貿易戰，加上於去年底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爆發，增加了整體市場不

確定性，更考驗企業的彈性與應變能力。因應中美貿易戰關稅問題，107 年第四季我們重啟了

新竹工廠，陸續擴大產線，贏得了客戶的信賴與支持。然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爆發，首當其衝

的中國大陸，因應疫情實施的人員流動控管，間接造成供應鏈的問題，訂單遞延已無法避免，

然而整體疫情發展，勢必對全球經濟造成影響。神達集團即時成立防疫與緊急應變中心，密切

掌握各廠區可能因為疫情與公共衛生要求所帶來的影響，採取應變措施，包含廠區健康管理、

員工關懷與全體抗疫措施，以員工健康的前提下，機動調度與調整全球各廠區產能和物料供應，

讓營運生產在極度艱難的狀況下仍能積極進行。 

109 年全球 IT 支出預測將達到 3.9 兆美元，較去年成長 3.4%。根據德國汽車工業協會預測，

109年全球新車市場達到 7890萬輛，雖較去年下降 1%，但其中有超過一半以上的新車將具備

連網功能，汽車行業正處於有史以來最大的轉型之中，以 CASE(Connected連網，Autonomous

自駕，Shared分享，Electric電力)為長遠願景，實現更安全與有效率的運輸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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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各國家的 5G頻譜釋出並陸續商轉，5G的高頻寬、低延遲、智能分配與邊緣特性，讓

各營運商陸續推出各種加值服務，如人工智慧、深度學習、安全監控與家庭智能化等應用，開

啟萬物連網的智慧化時代。在產業重塑的時代，以車用、智聯網與專業商用方案為主的神達數

位，利用核心產品與技術的延伸，與產業夥伴策略聯盟，一起開發新的應用商機，利用電腦視

覺技術(Computer Vision Technology)、運算以及智聯網技術，陸續推出如智慧行車記錄器、連

網型行車記錄器以及遠程信息資訊盒等，目標與合作夥伴一起在無限可能的車聯網領域，創造

更安全、有效與豐富的行車環境，進而追求價值型成長與獲利，以穩健的成長與獲利回饋股東。 

 

敬祝 

   安康 

 

董 事 長  何繼武  

 

總 經 理  張樂羣  

 

主辦會計  鄭筱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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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神達神達神達神達數位數位數位數位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監察人查核報告書監察人查核報告書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編送本公司一董事會編送本公司一董事會編送本公司一董事會編送本公司一○○○○八八八八年度年度年度年度（（（（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年一月一日至年一月一日至年一月一日至年一月一日至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財務報表財務報表財務報表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溫芳郁會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溫芳郁會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溫芳郁會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溫芳郁會

計師查核竣事計師查核竣事計師查核竣事計師查核竣事，，，，連同一連同一連同一連同一○○○○八八八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派年度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派年度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派年度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派議議議議案案案案，，，，經本經本經本經本

監察人監察人監察人監察人查核後認為符合公司法等相關法令查核後認為符合公司法等相關法令查核後認為符合公司法等相關法令查核後認為符合公司法等相關法令，，，，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

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備具報告書備具報告書備具報告書備具報告書，，，，敬請鑑察敬請鑑察敬請鑑察敬請鑑察。。。。    

此上此上此上此上    

    

神達神達神達神達數位股份有限公司數位股份有限公司數位股份有限公司數位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一一○○○○九九九九年股東常會年股東常會年股東常會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監察人監察人監察人：：：：楊香芸楊香芸楊香芸楊香芸    

((((資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資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資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資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中 華 民 國 一中 華 民 國 一中 華 民 國 一中 華 民 國 一 ○○○○ 九 年 二 月 二 十 七九 年 二 月 二 十 七九 年 二 月 二 十 七九 年 二 月 二 十 七 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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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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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 

神達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神達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神達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神達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第二條 

本公司總公司設於中華民國桃園市桃園市桃園市桃園市，並

得視業務需要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或辦

事處。 

第二條 

本公司總公司設於中華民國新竹科學園新竹科學園新竹科學園新竹科學園

區區區區，並得視業務需要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或辦事處。 

配合公司營

運需要。 

第三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 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

製造業。 

二、 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

造業。 

三、 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

造業。 

四、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五、 CC0110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

業。 

六、 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

業。 

七七七七、   CC01990 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

材製造業。 

八八八八、   CF01011 醫療器材製造業。 

九九九九、   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十十十十、   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 F213060 電信器材零售業。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 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十六十六十六十六、 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

業。 

十七十七十七十七、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十八十八十八十八、 I501010  產品設計業。 

十九十九十九十九、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

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三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 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

製造業。 

二、 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

造業。 

三、 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

造業。 

四、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五、 CC0110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

業。 

六、 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

業。 

七七七七、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八八八八、   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 

       入業。 

九九九九、   I501010 產品設計業 

十十十十、、、、    CD01030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F601010 智慧財產權業智慧財產權業智慧財產權業智慧財產權業。。。。 

（（（（一一一一、、、、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設計設計設計設計、、、、開發開發開發開發、、、、製造及銷製造及銷製造及銷製造及銷

售下列產品及服務售下列產品及服務售下列產品及服務售下列產品及服務：：：： 

1.   系統軟體及應用軟體系統軟體及應用軟體系統軟體及應用軟體系統軟體及應用軟體 

2.   攜帶式導航設備攜帶式導航設備攜帶式導航設備攜帶式導航設備 

3.   車載導航設備及車用電子產車載導航設備及車用電子產車載導航設備及車用電子產車載導航設備及車用電子產

品品品品 

4.   GPS 行車及影像記錄器行車及影像記錄器行車及影像記錄器行車及影像記錄器 

5.   戶外照明控制設備戶外照明控制設備戶外照明控制設備戶外照明控制設備 

6.   專業用平板電腦專業用平板電腦專業用平板電腦專業用平板電腦 

7.   智能影像分析技術應用系列智能影像分析技術應用系列智能影像分析技術應用系列智能影像分析技術應用系列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 

8.   戶外自行車用數位導航裝置戶外自行車用數位導航裝置戶外自行車用數位導航裝置戶外自行車用數位導航裝置 

9.   多傳感器數據融合技術應用多傳感器數據融合技術應用多傳感器數據融合技術應用多傳感器數據融合技術應用

配合公司營

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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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系列產品系列產品系列產品系列產品 

10.  視頻遠程信息處理產品視頻遠程信息處理產品視頻遠程信息處理產品視頻遠程信息處理產品 

11.  車聯網系統相關產品車聯網系統相關產品車聯網系統相關產品車聯網系統相關產品 

12.  前述各項產品相關技術服務前述各項產品相關技術服務前述各項產品相關技術服務前述各項產品相關技術服務 

二二二二、、、、兼營與本公司業務相關之進出口兼營與本公司業務相關之進出口兼營與本公司業務相關之進出口兼營與本公司業務相關之進出口

貿易業務貿易業務貿易業務貿易業務）））） 

以下項目限區外經以下項目限區外經以下項目限區外經以下項目限區外經營營營營：：：： 

一一一一、 CC01990 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

器材製造業。 

二二二二、 CF01011 醫療器材製造業。 

三三三三、 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四四四四、 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五五五五、 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六六六六、 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七七七七、   F213060 電信器材零售業。 

八八八八、   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九九九九、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十十十十、、、、            F114030 汽機車零件配備批發汽機車零件配備批發汽機車零件配備批發汽機車零件配備批發

業業業業。。。。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F214030 汽機車零件配備零售汽機車零件配備零售汽機車零件配備零售汽機車零件配備零售

業業業業。。。。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

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十八條 

本章程於民國 106年 8 月 17 日訂立。 

第 1 次修正於民國 106年 10 月 12 日。 

第 2 次修正於民國 108年 2 月 26 日。 

第 3 次修正於民國 108年 4 月 12 日。 

第二十八條 

本章程於民國 106年 8 月 17 日訂立。 

第 1 次修正於民國 106年 10 月 12 日。 

第 2 次修正於民國 108年 2 月 26 日。 

第 3 次修正於民國 108年 4 月 12 日。 

第第第第 4 次修正於民國次修正於民國次修正於民國次修正於民國 109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30 日日日日。。。。 

增列修正次

數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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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錄一錄一錄一錄一 

神達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神達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神達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神達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前修正前修正前修正前)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總則總則總則總則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關於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定名為神達數位股份有限公

司，英文名稱定名為MiTAC Digital Technology Corporation。 

 

第二條 本公司總公司設於中華民國桃園市，並得視業務需要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或辦

事處。 

 

第三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七、 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八、 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九、 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十、 CC01080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十一、 CC01101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 

十二、 CC01110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十三、 CC01990 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業。 

十四、 CF01011醫療器材製造業。 

十五、 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十六、 F113070電信器材批發業。 

十七、 F118010資訊軟體批發業。 

十八、 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十九、 F213060電信器材零售業。 

二十、 F218010資訊軟體零售業。 

二十一、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二十二、 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二十三、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二十四、 I501010  產品設計業。 

二十五、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四條 （刪除） 

 

第五條 本公司得為背書、保證。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股份股份股份股份 

 

第六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臺幣壹拾伍億元整，分為壹億伍仟萬股，每股面額新臺

幣壹拾元整，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第七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編號，並經主管機關

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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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股份轉讓之登記，依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五條規定，於特定期間內不得為之。 

  

第八條之一 本公司收買本公司之股份，其轉讓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

司員工。 

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

工。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承購股份之員工，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

員工。 

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

員工。 

本條規定之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其一定條件授權董事長訂定

之。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股東會股東會股東會股東會 

 

第九條 本公司股東會，分下列二種： 

一、股東常會； 

二、股東臨時會。 

股東常會每年開會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之。 

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召集之。股東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召集通知應載明開會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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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應出具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

東委託出席之辦法，依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股東會議，應由本公司董事長擔任主席；如董事長缺席時，依公司法第二百零

八條，由副董事長代理之，如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缺席時，由董事長指定

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由董事會

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之股東會開會時，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主席，召集權人

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主席。股東會之會議依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

則」辦理。 

 

第十二條 除章程另有規定外，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十三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

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四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記載、分發及保存均

依公司法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出席股東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之委託書，其保

存期限至少為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

訴訟終結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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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本公司僅為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時，股東會職權由董事會行使，不適用本

章程有關股東會之規定。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董事及監察人董事及監察人董事及監察人董事及監察人 

 

第十六條 本公司設置董事三至五人及監察人一至二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

之人選任之，連選得連任，選任後得經董事會決議為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

任保險。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同業通常水準支給議定之。 

 

第十七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

董事長一人並得選任副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 

 

第十八條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

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如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缺席時，由董事長指定董

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三日前通知董事及監察人。但有緊急情事時，得

隨時召集之。 

前項召集通知，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為之。 

 

第十九條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董事過半數之出席，並以出席董事過

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條 董事會之召開，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經全體董事同意，董事得就當次董事會議案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而不實際

集會。 

前項情形，視為已召開董事會；以書面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董事，視為親自出席董

事會。 

 

第二十一條 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董事會時，得出具委託書列明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

席，但一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二十二條 監察人，除依法執行職務外，得列席董事會陳述意見，但無表決權。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人事人事人事人事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得設置經理人為總執行長一人，總經理一人，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以董事

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聘任及解任之。 

其他主管人員，由總經理徵得董事長同意，提請董事會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

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聘任及解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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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會計會計會計會計 

 

第二十四條 本公司每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會應造具下列各項表冊送請公司監察人查核後，提

出於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即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前之利益)，應提撥

不低於百分之零點一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一為董監事酬勞，由董事會決議

分派。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發給之，其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

公司員工，其一定條件授權董事長訂定之。 

本公司所處產業屬成長性產業，因此企業生命週期亦隨所處產業而成長。為考量

本公司所處業務環境、長期財務規劃及未來資金需求，並滿足股東對現金流入之

需求，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捐、彌補累積虧損、次提百分之

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並依法令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其餘

額加計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承認後分派之。 

本公司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得於每季終了後為之，每季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

稅捐、彌補累積虧損、預估保留員工酬勞、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並依

法令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其餘額加計累積未分配盈餘由

董事會擬具分派議案，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應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以

現金方式為之時，應經董事會決議。 

股東現金股利之比率，得由董事會考量公司財務結構、未來資金需求及獲利情形

擬定之。 

  

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附則附則附則附則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組織規章及辦事細則另訂之。 

 

第二十七條 本章程未訂事項悉依照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八條 本章程於民國 106年 8 月 17 日訂立。 

第 1 次修正於民國 106年 10 月 12 日。 

第 2 次修正於民國 108年 2 月 26 日。 

第 3 次修正於民國 108年 4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