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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達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110 年股東常會會議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14 日上午十時正 

地點：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二路 202 號 1 樓 114 會議室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一) 109 年度營業報告 
(二) 監察人查核報告 
(三) 109 年度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四、承認事項： 
(一)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二) 109 年度盈餘分派案 

五、臨時動議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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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本公司109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詳見第 6~7 頁) 

 

 

 

第二案 

案由：監察人查核109年度各項表冊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監察人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詳見第 8 頁) 

 

 

 

第三案 

案由：本公司109年度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依本公司「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條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不低於百分之零點一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ㄧ為董監事酬勞，經董

事會決議通過分派 109 年度員工酬勞為獲利之百分之五，計新台幣

2,522,569 元，並以現金方式發放，另不擬分派董監事酬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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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敬請  承認。 

說明： (一)本公司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

請監察人查核竣事，有關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詳見

第 6~7 頁)及附件三(詳見第 9~17 頁)。 

(二)敬請  承認。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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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109年度盈餘分派案，敬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 109 年度稅後盈餘為新台幣 34,190,064 元，盈餘分配表業經監

察人查核竣事，茲附如次： 
109 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0 
(一)加：本年度稅後盈餘 34,190,064  

減：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確定福利計畫精算損失 (1,542,524)  
本年度稅後盈餘加計其他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

之數額 
  

32,647,540 
(二)減：法定盈餘公積  (3,264,754) 
可供分配盈餘  29,382,786 
(三)本期分配項目   

第一季股東紅利(109/05/12 董事會決議)  0 
第二季股東紅利(109/08/11 董事會決議)  0 
第三季股東紅利(109/11/13 董事會決議)  0 
第四季股東紅利(現金股利每股 0.276934835元)  (29,382,786) 

期末未分配盈餘  0 

(二)敬請  承認。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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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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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神達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09年度營業報告書 

因為新冠肺炎的大爆發，109 年是特別艱難的一年，防疫、封城、缺工、運輸受

阻、斷鏈等過去不曾發生的問題紛至沓來，所幸神達數位鍛鍊多年所具備彈性的工作

模式和使命必達的文化，加上過去幾年執行數位轉型的努力，集團同仁和衷共濟，快

速因應多變局勢，解決排山倒海而來的難題，達成按時交貨滿足客戶需求的任務。茲

將 109年經營成果與 110年展望說明如下： 

109年度營業結果 

神達數位 109 年度營業額為新台幣 44.01 億元，較前一年度減少 10%，稅後淨利

為 3千 4百萬元，每股稅後盈餘為 0.32元。全球經濟成長在疫情影響下急速冷凍，對

於汽車電子與消費電子產業造成巨大衝擊，神達數位雖然營收衰退，但車用產品業務

仍能獲利，誠屬不易。 

榮耀與創新 

- 神達數位Mio Cyclo™ Discover系列自行車導航以獨創豐富騎乘體驗之功能，榮獲

2021台灣精品獎。 

研發成果 

- 神達數位Mio推出業界第一 2/3吋大感光元件星光夜視以及區間測速 GPS WIFI行

車記錄器。 

- 神達數位高品質行車紀錄器通過車廠客戶驗證，進入美國車廠原配件市場。 

- 神達數位發表 5吋 Android® 9.0系統並通過 GMS認證的強固型手持行動裝置。 

- 神達數位 10 吋 Android 強固型工業平板獲得 Google Android Enterprise 

Recommended認證。 

110年營運展望 

經過顛簸的 109年，隨著各地疫苗的施打，今年全球經濟復甦值得期待，然而全

球前景仍混沌未清，如新冠肺炎疫情是否能因為疫苗大量施打而獲得緩解與有效控

制，各國紓困振興經濟方案是否能振疲起衰，中美兩國的對立態勢與其他地緣政治等

將持續牽動全球市場變化，我們不斷的調整，以史為鑑，從內部學習的教訓、客戶的

回饋，或是外部得到的經驗，模擬各種不同情境與因應策略，期望把內部許多有價值

的數位資料與數據，透過分析與研討再增加變動因子，讓我們的商業計畫能迅速順應

趨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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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今年，神達數位的車用電子業務和 AIoT 服務將有不錯的進展，擴大了銷售

產業與區域覆蓋面，努力重展成長動能。我們將持續推動數位轉型，積極有效利用數

據提升公司價值，在轉型的路上，持續進行 RPA、AI以及數位轉型專案，進行組織與

文化的再造，秉持高度彈性、有擔當與負責任的態度，站穩腳步，迎向更具挑戰的未

來。感謝股東給予支持與鼓勵，本公司經營團隊與全體員工將持續努力，創造更高的

成長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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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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達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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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科學園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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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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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八、     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九、     I501010  產品設計業。 
十、    CD01030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十一、  F601010 智慧財產權業。 
（一、研究、設計、開發、製造及銷售下列產品及服務： 

1.   系統軟體及應用軟體 
2.   攜帶式導航設備 
3.   車載導航設備及車用電子產品 
4.   GPS 行車及影像記錄器 
5.   戶外照明控制設備 
6.   專業用平板電腦 
7.   智能影像分析技術應用系列產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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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產品 
10.  視頻遠程信息處理產品 
11.  車聯網系統相關產品 
12.  前述各項產品相關技術服務 

二、兼營與本公司業務相關之進出口貿易業務） 
以下項目限區外經營： 
一、 CC01990 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業。 
二、 CF01011 醫療器材製造業。 
三、 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四、 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五、 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六、 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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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F213060 電信器材零售業。 
八、 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九、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十、 F114030 汽機車零件配備批發業。 
十一、 F214030 汽機車零件配備零售業。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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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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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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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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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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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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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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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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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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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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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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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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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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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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 次修正於民國 109 年 3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