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一、本公司發言人、代理發言人姓名、職稱、聯絡電話及 e-mail： 

發  言  人：吳乙南    職稱：總經理    (02)8979-6286  ir@acercsi.com 

代理發言人：凌秋玉    職稱：資深經理  (02) 8979-6286  ir@acercsi.com 

二、總公司、分公司、工廠之地址及電話： 

1.總公司：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 4 段 6 號 10 樓 (02)8979-6286 

2.分公司：無。 

3.工  廠：無。 

三、股票過戶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稱 ：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地址 ： 台北市建國北路一段 96 號 B1 

網址 ： http://www.taishinbank.com.tw/ 

電話 ︰ (02)2504-8125 

四、最近年度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姓名 ： 高靚玟會計師、施威銘會計師 

事務所名稱 ：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址 ： 台北市 11049 信義路五段 7 號 68 樓 

網址 ： www.kpmg.com.tw 

電話 ︰ (02) 8101-6666 

五、海外有價證券掛牌買賣之交易場所名稱及查詢該海外有價證券資訊之方式： 

不適用 

六、公司網址: 

https://www.acercs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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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致股東報告書 

一、 致股東報告書 

 

各位股東： 

    安碁資訊自 106 年 12 月 31 日與宏碁雲架構服務(acer eDC)進行營運服務分割後，全心

專注在資安服務的業務拓展，奠基於以往在資安維運管理的實務經驗與專業能力，去(107)年

在整體營運上有亮眼的成績：營業收入第一季  97 佰萬元、第二季 120 佰萬元、第三季為

125 佰萬元、到第四季 167 佰萬元，全年的合併營收達 509 佰萬元，逐季穩定上升，給員工

同仁很大的激勵作用，策發大家群策群力，上下齊心努力，為更好的營業績效勇猛邁進。 

安碁資訊在資訊安全防護領域深耕多年，自從建構第一個國家級的資安維運管理平台後，持

續發展 7 X 24 的資安維運中心 SOC，將多年累積的資安事件數據、日誌資料，導入人工智

慧(AI)的技術，結合機器學習的演算法，透過 SOC 數據資料分析，更有效掌握駭客和惡意程

式的行為。 

    安碁資訊擁有各領域專業的資安人才，107 年 7 月再次獲得國際(ISC)2®(The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Security Certification Consortium, Inc.)組織表彰的專業資安獎項，成為台

灣唯一獲獎的廠商。不但在國際上發表資安專題的論文，也在各國發佈 CVE 漏洞(Common 

Vulnerabilities & Exposures)，專業能力得到國際組織的認可。同時擁有國內唯一 SOC 自建數

位鑑識中心，該中心出具的報告，可與國際上通過 ISO 規範的各實驗室間相互承認。安碁資

訊種種傑出的資安能力，彰顯了專業團隊與國際同步接軌。 

    隨著網路攻擊的手法多元，如何保障國家關鍵基礎建設安全防護機制，變成各國重要的

資安課題。安碁資訊早已投入國家八大關鍵基礎在水利、能源、交通跟金融等領域中，協助

建置資訊安全分享及分析平台，事先儲備累積防禦能量，以利未來網路攻擊時，國家關鍵基

礎設施在金融體系、政府服務、水、電、油、瓦斯等供給、緊急救援體系、交通及電信等仍

然正常運作。 

    展望今(108)年，安碁資訊將從資訊科技(IT)進展到工業 4.0 上的自動化作業(OT)的資安防

禦能量，讓有製造王國美譽的台灣，有更好的資安防禦環境，並持續發展人工智慧上的機器

學習與深度學習，為國家、企業打造安全信賴的數位環境，持續與國際接軌，將安碁資訊的

軟實力及人才邁向世界的舞台。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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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國 107年度營業結果 

(一) 營業成果： 

1.合併財務報表資訊：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資 料(註)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營業收入 

不適用 

1,165,933 1,150,693 1,214,338 509,893 

營業毛利 412,434 354,755 340,368 206,216 

營業損益 209,618 127,306 (22,058) 71,318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3,184) (7,899) 8,050 (579) 

稅前淨利 196,434 119,407 (14,008) 70,739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 103,099 93,561 (8,705) 57,988 

停業單位損失 － － － － 

本期淨利(損) 103,099 93,561 (8,705) 57,988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稅後淨額) 

(1,482) (3,566) (2,577) (51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01,617 89,995 (11,282) 57,478 

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103,099 93,561 (8,705) 57,988 

淨利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 － － －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101,617 89,995 (11,282) 57,478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非控制權益 

－ － － － 

每股盈餘(虧損) (元) 0.55 0.50 (0.04) 4.72 

註：本公司自 105年度設立起，財務資料即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2.個體財務報表資訊：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資 料(註)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營業收入 

不適用 

892,154 908,514 987,521 509,893 

營業毛利 373,891 313,919 312,254 206,216 

營業損益 206,541 123,710 (19,318) 71,318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8,618) (4,303) 5,310 (579) 

稅前淨利 197,923 119,407 (14,008) 70,739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 103,099 93,561 (8,705) 57,988 

停業單位損失 － － － － 

本期淨利(損) 103,099 93,561 (8,705) 57,988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稅後淨額) 

(1,482) (3,566) (2,577) (51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01,617 89,995 (11,282) 57,478 

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103,099 93,561 (8,705) 57,988 

淨利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 － － －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101,617 89,995 (11,282) 57,478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非控制權益 

－ － － － 

每股盈餘(虧損) (元) 0.55 0.50 (0.04) 4.72 

註：本公司自 105 年度起採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上述財務資訊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二)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合併財務報表資訊：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民國107年度 

財務收支 

營業收入 509,893 

營業毛利 206,216 

稅後淨利 57,988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 12.92% 

股東權益報酬率 (%) 34.18% 

純益率 (%) 11.37% 

每股盈餘 (元)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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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體財務報表資訊：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民國107年度 

財務收支 

營業收入 509,893 

營業毛利 206,216 

稅後淨利 57,988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 12.92% 

股東權益報酬率 (%) 34.18% 

純益率 (%) 11.37% 

每股盈餘 (元) 4.72 

 

三、民國 108 年度營業計劃 

(一) 本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深耕台灣資訊安全服務市場，強化人工智慧(AI)之機器學習並且擴大技術實力，持
續優化服務品質以鞏固市場地位及客戶關係。 

加強企業整體形象及品牌知名度，就資安市場動態、趨勢、及資安事件推展資訊、
工業控制系統及物聯網相關聯的新創服務，會藉由參與國際性資安相關研討會，透
過媒體以提高公司知名度，並取得市場行銷之利基。 

(二)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積極開發東南亞資安市場，以靈活結盟策略尋找資安合作夥伴，以強化自身業務之
成長動能並增加國際建置專案，擴大實績證明國際行銷及技術能力。 

(三) 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本公司日常營運均遵照國內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並隨時注意國內外政策發展趨勢
及法規變動情形，蒐集相關資訊提供經營階層決策參考，以調整本公司相關營運策
略。 

本公司隨時注意所處產業之科技變化及技術發展演變，並掌握市場脈動及同業訊息，
面對多樣化的資訊安全攻擊，發展資安鑑識機器學習平台，透過大量數據分析與機
器學習建立模型，識別未知的手法攻擊模式，提升本公司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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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司簡介 

一、 設立日期：中華民國 89 年 5 月 29 日。 

二、 公司沿革 

89 年 05 月 
安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由宏碁(股)公司 100%投資創立，額定及實收資本額

500 仟元。 

89 年 07 月 
Data Center 開始動工，位於龍潭渴望園區內，占地 18,000 坪，採用綠建築

節能觀念設計。 

89 年 08 月 辦理現金增資計 300,000 仟元，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300,500 仟元。 

90 年 03 月 引進英國政府 ITIL 服務管理架構進行維運管理 

90 年 04 月 辦理現金增資計 1,200,000 仟元，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1,500,500 仟元。 

90 年 07 月 辦理現金增資計 500,000 仟元，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2,000,500 仟元。 

90 年 10 月 

Data Center 正式對外營運。其總面積達 18,000 坪，機房使用面積為 7000

坪，為亞太地區最大單一機房。具有比核電廠更為堅固的 7 級防震設計與 5

層電力備援保障，國際認證 99.999%可靠度的機電系統，與最高安全標準的

消防設施及多層監控系統，資訊作業安全無慮。 

91 年 01 月 通過美國 Flack & Kurtz 機電設施可靠度 99.999%認證 

91 年 10 月 
與美國 SunGard 公司合作，引進資訊系統營運不中斷、異地備援、緊急應變

及災害復原等技術。 

91 年 11 月 辦理現金增資計 500,000 仟元，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2,500,500 仟元。 

92 年 04 月 辦理現金增資計 500,000 仟元，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3,000,500 仟元。 

92 年 09 月 取得 BS7799-02 認證。 

92 年 10 月 贏得 NSOC 標案，為國家資安會報建置國家級 SOC。 

93 年 05 月 成立 Security Operation Center (SOC)。 

93 年 10 月 與 VeriSign 攜手合作建構 RFID/EPC 供應鏈資料交換網路平台。 

93 年 12 月 提供跨國異地備援服務。 

94 年 05 月 提供 SOC 建置服務及協同維運服務。 

94 年 10 月 導入 ArcSight SOC 技術服務。 

94 年 10 月 提供 SOC 平台監控服務。 

95 年 04 月 辦理減資彌補虧損計 1,181,656 仟元，減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1,818,844 仟元。 

95 年 05 月 提供 SOC 營運智慧顧問服務。 

95 年 09 月 取得 ISO 27001 認證。 

96 年 05 月 取得 ISO 20000 認證。 

96 年 11 月 為國內第一家獲得國際資訊安全認證聯盟 (The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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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 Security Certification Consortium, Inc.；(ISC)2® )所頒發的『資安貢獻

獎』之 data center 業者。 

97 年 04 月 SOC 監控服務取得 ISO 20000 認證及入選 itSMF 國際最佳案例。 

97 年 11 月 

發行股票計 52,082 仟元，以吸收合併方式與第三波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合

併，合併後實收資本額為 1,870,926 仟元。本公司與第三波公司皆為宏碁股

份有限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之子公司，本公司為存續公司，第三波公司為消滅

公司。 

98 年 08 月 提供 ISAC 重要民生基礎建設資安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建置服務。 

99 年 10 月 通過行政院研考會政府資安資訊分享與分析系統 G-ISAC 會員申請。 

99 年 11 月 開始投入自行研發雲端應用各種產品及服務。 

100 年 08 月 通過 Intel Cloud Builder Program 認證。 

100 年 09 月 
再次獲得國際資訊安全認證聯盟 (The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Security Certification Consortium, Inc.；(ISC)2® )所頒發的『資安貢獻獎』。 

100 年 12 月 
完成自有產品 CSP 雲端管理平台，提供企業動態擴充、易於管理的私有雲

管理系統。 

101 年 09 月 完成自有產品 SAFE3.0 提供企業日誌(log)資料管理服務。 

102 年 07 月 與經濟部、工研院合辦校園資安產學合作，培育學校資安人才。 

102 年 10 月 台北市政府採用 eDC CSP 雲端管理平台打造智慧城市。 

102 年 12 月 亞洲大學導入 eDC CSP 雲端管理平台，進行教學雲之應用。 

103 年 10 月 
第三次獲得國際資訊安全認證聯盟(The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Security Certification Consortium, Inc.； (ISC)2® )所頒發的『資安貢獻獎』。 

104 年 06 月 取得雲端資安標準 CSA STAR 認證。 

104 年 12 月 整合雲端服務，提供三雲一體(平臺雲、儲存雲、桌面雲)新服務。 

105 年 07 月 提供源碼檢測服務。 

105 年 12 月 提供行動應用 App 資安檢測服務。 

106 年 04 月 
執行能源、水利、交通領域，ISAC 重要民生基礎建設資安資訊分享與分析

中心建置服務。 

106 年 07 月 
通過行政院技服中心 GSOC 連通測試通過，擁有 SOC 資訊回傳機制能量，

協助建立政府與民間資安聯防體系之優質資安廠商。 

106 年 07 月 獲得工研院評選”關鍵資訊基礎設施保護示範應用”第一名廠商。 

106 年 08 月 成立數位鑑識中心實驗室，並通過 ISO 17025 實驗室認證。 

106 年 06 月 取得 AWS Standard Technology Partner 資格。 

106 年 10 月 辦理盈餘轉增資 35,000 仟元，增資後實收資本額 1,905,926 仟元。 

106 年 12 月 成立電腦資安事件應變中心(ACSI-CS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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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12 月 

為因應國內外資訊安全服務需求與產業快速發展趨勢，以及國內競爭同業之

佈局與挑戰，本公司依企業併購法、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以民國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分割基準日，將機房及雲端維運管理事業單位及商業軟

體銷售事業單位分割讓與新設公司宏碁雲架構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分割後的

安碁資訊將更專注在資訊安全專業服務，藉此達到落實專業分工、並專注發

展業務的策略性目的。 

分割後並同時辦理減資 1,865,926 仟元，減資後實收資本額 40,000 仟元。 

107 年 02 月 辦理法定盈餘公積轉增資 75,000 仟元，增資後實收資本額 115,000 仟元。 

107 年 03 月 
發行普通股 386 仟股作為員工認股權憑證執行之用，增資後實收資本額

118,860 仟元。 

107 年 05 月 
發行普通股 743.6 仟股作為員工認股權憑證執行之用，增資後實收資本額

126,296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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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公司治理報告 

一、組織系統 

(一) 組織結構 (民國 108 年 4 月 23 日) 

 

(二)各主要部門所營業務 

部  門 主  要  職  掌 

總經理室 

綜理公司整體業務之執行與協調，擬訂公司營運策略及方向。 

專責公司行銷宣傳、強化品牌形象、操作公關活動、行銷策略

並規劃所有媒體宣傳。 

電腦網路與應用系統開發、維護、與系統安全。 

業務行銷處 負責公司所提供服務、產品之業務銷售。 

專案計劃處 負責統籌客戶專案之服務內容規劃與建置。 

資安維運處 負責執行資安平台維運服務及資安事件鑑識服務。 

資安服務處 負責執行客戶之資訊安全管理顧問及檢測服務。 

敏捷軟體開發部 
負責評估開放程式碼及新技術之可行架構，並進行產品及平台

之開發，以加速產品及服務上線。 

新市場發展部 負責公司海外市場銷售及通路開發。 

行政管理處 

負責人事、總務行政等作業。 

負責客戶專案合約之管理作業。 

負責公司及客戶專案之軟硬體設備採購、議價等作業。 

財務處 

財務規劃、資金管理、調度及預算作業規劃、專案財務分析管

理、會計處理作業、結算、稅務制度建立與執行、投資規劃及

投資人關係維護。 

稽核室 
查核評估及研擬公司內部控制並提供改善與建議事項，以提昇

營運效率及內部控制之有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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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各部門及分支機構主管資料 

(一)董事及監察人 

1. 董事及監察人之基本資料 
日期：108 年 4 月 23 日；單位：股 

職稱 姓名 性別 
國籍或
註冊地 

初次 

選任 

日期 

選任 

日期 
任期 

選任時 

持有股份 

現在 

持有股數 

配偶、未成年
子女現在 

持有股份 

利用他人名義
持有股份 

主要經(學)歷 
目前兼任本公司及 

其他公司之職務 

具配偶或二親

等以內關係之
其他主管、董
事或監察人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董事長 

宏碁(股)公

司 
－ 

中華 

民國 

90.4.6 

(註 1) 
107.12.13 3 年 10,999,000 87.09% 10,999,000 87.09% － － － － － － － － － 

代表人： 

施宣輝 
男 

中華 

民國 
102.11.27 107.12.13 3 年 － － － － － － － － 

宏碁雲端科技事業群總經理特別

助理 

美國南加大電機博士 

宏碁(股)公司雲端科技事業群總經理 

其他公司：註 3 
－ － － 

董事 

宏碁(股)公

司 
－ 

中華 

民國 

90.4.6 

(註 1) 
107.12.13 3 年 10,999,000 87.09% 10,999,000 87.09% － － － － － － － － － 

代表人： 

萬以寧 
男 

中華 

民國 
91.10.15 107.12.13 3 年 － － － － － － － － 

遠擎管理顧問董事長兼總經理 

美國南加大企業管理研究所 

宏碁(股)公司電子化 

服務事業群總經理 

其他公司：註 3 

－ － － 

董事 

宏碁(股)公
司 

－ 
中華 

民國 

90.4.6 

(註 1) 
107.12.13 3 年 10,999,000 87.09% 10,999,000 87.09% － － － － － － － － － 

代表人： 

陳怡如 
女 

中華 

民國 
107.03.30 107.12.13 3 年 － － － － － － － － 

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安德森管理
學院企業管理碩士 

宏碁(股)公司全球資金總處部主
管 

宏碁(股)公司財務長 

其他公司：註 3 
－ － － 

獨立 

董事 
喻銘鐸 男 

中華 

民國 
107.12.13 107.12.13 3 年 － － － － － － － － 

聯發科技(股)公司財務長 

美國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企管碩
士 

開宇研究諮詢(股)公司總經理 

力旺電子(股)公司獨立董事 

頂晶科技(股)公司董事 

神盾(股)公司董事 

 

－ － － 

獨立 

董事 
童至祥 女 

中華 

民國 
107.12.13 107.12.13 3 年 － － － － － － － －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特力(股)公司執行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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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 

董事 
羅森洲 男 

中華 

民國 
107.12.13 107.12.13 3 年 － － － － － － － － 

美國 Intervideo 公司總裁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Chico 

MSCS,USA  

National University MBA, San 

Jose, USA 

神盾(股)公司董事長 

長春藤資產管理顧問(股)公司董事長 

奇邑科技(股)公司董事 

Headway Capital Limited 董事 

Oriental Gold Holdings Limited 董事 

金佶科技(股)公司法人代表董事 

AISTORM, INC.董事 

神亞科技(股)公司法人代表董事 

印芯科技(股)公司法人代表董事 

 

－ － － 

獨立 

董事 
孫元成 男 

中華 

民國 
107.12.13 107.12.13 3 年 － － － － － － － －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邏輯
技術發展處資深處長及技術長暨

研發副總經理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電機工
程博士 

－ － － － 

註 1：原法人股東宏碁電腦公司於 91.3.27 併入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註 2：本公司於 107 年 12 月 13 日股東臨時會全面改選董事並成立審計委員會，故法人董事代表人吳麗娟及張瑞川、監察人林舜英及陳玉玲於同日解任。 

註 3：兼任該集團之其他子公司職務詳如第 78 頁至第 7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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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日期：108 年 4 月 16 日 

法人股東名稱 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持股比例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宏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39% 

施振榮 1.62% 

摩根託管梵加德新興市場股票指數基金專戶 1.50% 

大通託管先進星光先進總合國際股票指數 1.47%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1.09% 

花旗託管挪威中央銀行投資專戶 1.04% 

花旗(台灣)銀行託管ＡＣＥＲ海外存託憑證 0.95% 

美商花旗託管次元新興市場評估基金投資專 0.87%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受託保管波露寧發展國

家基金有限公司投資專戶                                                 

0.75% 

花旗商銀託管新加坡政府投資專戶 0.73% 

 

3. 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屬法人者其主要股東 

日期：108 年 4 月 16 日 

法人名稱 法人之主要股東 持股比例 

宏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葉紫華 20.13% 

財團法人智榮文教基金會 1.60% 

施宣榕 17.25% 

施宣輝 26.09% 

施宣麟 17.16% 

施芳程 8.93% 

葉庭宇 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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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董事、監察人所具備之專業知識及獨立性之情形 

條件 

 

 

 

 

姓名 

是否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經驗及下列專業資格 符合獨立性情形(註) 

兼任其他公開
發行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商務、法務、財
務、會計或公司業
務所須相關科系之
公私立大專院校講
師以上 

法官、檢察官、律師、
會計師或其他與公司業
務所需之國家考試及格
領有證書之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 

商務、法務、
財務、會計或
公司業務所須
之工作經驗 

1 2 3 4 5 6 7 8 9 10 

法人董事：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施宣輝 
－ － ✓   ✓    ✓ ✓ ✓  － 

法人董事：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萬以寧 
－ － ✓   ✓ ✓   ✓ ✓ ✓  － 

法人董事：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怡如 
－ － ✓   ✓ ✓   ✓ ✓ ✓  － 

獨立董事：喻銘鐸 － － ✓ ✓ ✓ ✓ ✓ ✓ ✓ ✓ ✓ ✓ ✓ 1 

獨立董事：童至祥 － － ✓ ✓ ✓ ✓ ✓ ✓ ✓ ✓ ✓ ✓ ✓ － 

獨立董事：羅森洲 － － ✓ ✓ ✓ ✓ ✓ ✓ ✓ ✓ ✓ ✓ ✓ － 

獨立董事：孫元成 － － ✓ ✓ ✓ ✓ ✓ ✓ ✓ ✓ ✓ ✓ ✓ － 

註：各董事、監察人於選任前二年及任職期間符合下述各條件者，請於各條件代號下方空格中打“✓”。 

(1)非為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非公司之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但如為公司或其母公司、子公司依證券交易法或當地國法令設置之獨立董事者，不在此限)。 

(3)非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名義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一以上或持股前十名之自然人股東。 

(4)非前三款所列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三親等以內直系血親親屬。 

(5)非直接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五以上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或持股前五名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6)非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或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 

(7)非為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或諮詢之專業人士、獨資、合夥、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合夥人、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及其配偶。但依股票上
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第七條履行職權之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不在此限。 

(8)未與其他董事間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9)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10)未有公司法第 27 條規定以政府、法人或其代表人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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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及各部門與分支機構主管 

日期：108 年 4 月 23 日；單位：股 

職稱 姓名 性別 國籍 
就任 

日期 

持有股份 
配偶、未成年子
女持有股份 

利用他人名義 

持有股份 
主要經(學)歷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 

之職務 

具配偶或二親
等以內關係之

經理人 

經理人取得

員工認股權
憑證情形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職稱 姓名 關係 

總經理 吳乙南 男 
中華 

民國 
91/04/01 129,000 1.02% － － － － 

美國 Syracuse University 電腦資訊科學碩士 

SUN Microsystems, Taiwan 業務協理 

BMC, Taiwan 業務協理、台灣區總經理 

IBM Taiwan 系統工程師、產品經理、行銷經理 

宏碁雲架構服務(股)公司董

事 
－ － － 註 

資安長 顧寶裕 男 
中華 

民國 
90/10/02 38,000 0.30% － － － － 

交通大學資訊科學研究所碩士 

異康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系統部協理 

經濟部科技專案研發工程師及專案經理 

資訊工業策進會系統安全中心專案經理、資深工程師 

－ － － － 註 

副總經理 楊旭平 男 
中華 

民國 
90/09/05 30,000 0.24% － － － － 

復興工專電機科 

誠旭企業副理 

華康科技公司經理 

金氏電腦經理 

－ － － － 註 

副總經理 黃瓊瑩 男 
中華 

民國 
107/02/09 30,000 0.24% － － － － 

英國曼徹斯特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碩士 

NSOC 國家級資訊安全營運中心建置案技術長 

異康股份有限公司安全技術部專案經理、協理 

資訊工業策進會系統安全中心分項計畫主持人 

－ － － － 註 

財務及 

會計主管 
譚百良 男 

中華 

民國 
106/11/27  50,080 0.40% － － － － 

東吳大學會計系學士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電子化服務事業群 

財務處資深處長 

元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經營分析副理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專案經理 

眾信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員 

宏碁樂齡科技服務(股)公司

監察人 

宏碁智雲數位服務(股)公司
監察人 

宏碁双智(重庆)有限公司監
察人 

AcerCloud Technology 

(US), Inc. Director 

－ － － 註 

稽核室 

副理 
金珊如 女 

中華 

民國 
106/11/27 10,000 0.08% － － － － 

英國肯特大學國際會計及財務研究所碩士 

東吳大學會計系學士 

Acer 電子化服務事業群財務主任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副領組 

－ － － － 註 

註：請參閱第 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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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近年度支付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金 

(一)最近會計年度(107 年)支付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金 

1. 董事之酬金 
單位：新台幣仟元；股 

職稱 姓名 

董事酬金 A、B、C 及 D 等四
項總額占稅後純益

之比例 

兼任員工領取相關酬金 A、B、C、D、E、F 及
G 等七項總額占稅後純

益之比例 

有無

領取
來自
子公

司以
外轉
投資

事業
酬金 

報酬(A) 
退職退休金 

(B) 
董事酬勞(C) 

業務執行 

費用(D) 

薪資、獎金及特

支費等(E) 

退職退休金 

(F) 
員工酬勞(G)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告
內所有公

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告內所

有公司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董事長 
宏碁(股)公司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無 

代表人：施宣輝 

董事 
宏碁(股)公司 

代表人：萬以寧 

董事 
宏碁(股)公司 

代表人：陳怡如 

董事 
宏碁(股)公司 

代表人：吳麗娟(註) 

董事 
宏碁(股)公司 

代表人：張瑞川(註) 

獨立董事 喻銘鐸 

獨立董事 童至祥 

獨立董事 羅森洲 

獨立董事 孫元成 

*除上表揭露外，最近年度公司董事為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提供服務(如擔任非屬員工之顧問等)領取之酬金：無。 

註：本公司於 107 年 12 月 13 日股東臨時會全面改選董事並成立審計委員會，故法人董事代表人吳麗娟及張瑞川於同日解任，獨立董事喻銘鐸、童至祥、羅森洲及孫元成於同日就任。 

 

2. 監察人之酬金 

單位：新台幣仟元 

職稱 姓名 

監察人酬金 
A、B 及 C 等三項總額占稅後純

益之比例 
有無領取來自子公
司以外轉投資事業

酬金 

報酬(A) 酬勞(B) 業務執行費用(C)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有

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有

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有

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有

公司 

監察人 
林舜英(註) 0 0 0 0 0 0 0 0 無 

陳玉玲(註) 0 0 0 0 0 0 0 0 無 

註：本公司於 107 年 12 月 13 日股東臨時會全面改選董事並成立審計委員會，故監察人林舜英及陳玉玲於同日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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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近年度(107 年度)支付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金 

單位：新台幣仟元；股 

職稱 姓名 

薪資(A) 退職退休金(B) 獎金及特支費等等(C) 員工酬勞金額(D) 
A、B、C 及 D 等四項總額占

稅後純益之比例 
有無領取來自子公
司以外轉投資事業

酬金 本公司 

財務報告

內所有公
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

內所有公
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

內所有公
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
有公司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總經理 吳乙南 

8,645 8,645 471 471 8,284 8,284 0 0 0 0 31% 31% 無 
資安長 顧寶裕 

副總經理 楊旭平 

副總經理 黃瓊瑩 

酬金級距表 

給付本公司各個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級距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姓名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 

低於 2,000,000 元 ─ ─ 

2,000,000 元（含）～5,000,000 元（不含） 顧寶裕、楊旭平、黃瓊瑩 顧寶裕、楊旭平、黃瓊瑩 

5,000,000 元（含）～10,000,000 元（不含） 吳乙南 吳乙南 

10,000,000 元（含）～15,000,000 元（不含） ─ ─ 

15,000,000 元（含）～30,000,000 元（不含） ─ ─ 

30,000,000 元（含）～50,000,000 元（不含） ─ ─ 

50,000,000 元（含）～100,000,000 元（不含） ─ ─ 

100,000,000 元以上 ─ ─ 

總計 共 4 人 共 4 人 

本表所揭露酬金內容與所得稅法之所得概念不同，故本表目的係作為資訊揭露之用，不作課稅之用。 

4. 分派員工酬勞之經理人姓名及分派情形： 

日期：107 年 12 月 31 日；單位：新台幣仟元 

 職稱 姓名 股票金額 現金金額 總計 總額占稅後純益之比例(%) 

經

理

人 

總經理 吳乙南 

0 420 420 0.7% 

資安長 顧寶裕 

副總經理 楊旭平 

副總經理 黃瓊瑩 

財務及會計主管 譚百良 

稽核室副理 金珊如 

 
 註：107 年員工及董事酬勞預算案於 108 年 3 月 19 日董事會通過並擬於 108 年度股東常會報告，惟分派經理人之員工酬勞金額尚未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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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別比較說明本公司及合併報告所有公司於最近二年度支付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總額占個體或個別財務報
告稅後純益比例之分析並說明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及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1. 最近二年度支付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占稅後純益比例之分析： 

職稱 

106 年度 
酬金總額占稅後純益比例(%) 

107 年度 
酬金總額占稅後純益比例(%)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 

董事 ─ ─ ─ ─ 

監察人 ─ ─ ─ ─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 (209.73)% (209.73)% 31% 31% 

2. 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及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本公司董、監事酬勞，係明訂公司章程內，由董事會決議董監酬勞分派案並提股東會報告；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包含薪資、

獎金及員工酬勞，係依所擔任之職位、所承擔之責任及對本公司之貢獻度，並參酌同業水準議定之；訂定酬金之程序，亦依據

公司章程及核決權限訂定之；本公司支付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金，已併同考量公司未來面臨之營運風險及其

與經營績效之正向關聯性，以謀永續經營與風險控管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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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一) 董事會運作情形： 

最近年度(107 年 01 月 0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董事會開會 11 次(A)，董事出列
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數 

(B)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B/A) 
備註 

董事長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施宣輝 
10 0 90.91 107 年 12 月 13 日改選連任。 

董事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萬以寧 

9 1 81.81 107 年 12 月 13 日改選連任。 

董事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怡如 

8 0 100 

107 年 03 月 30 日選任並於 107 年 12

月 13 日改選連任，故其應出席次數

為 8 次。 

獨立董事 喻銘鐸 1 1 50 
107 年 12 月 13 日股東臨時會全面改
選，新選任為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童至祥 2 0 100 
107 年 12 月 13 日股東臨時會全面改
選，新選任為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羅森洲 2 0 100 
107 年 12 月 13 日股東臨時會全面改

選，新選任為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孫元成 2 0 100 
107 年 12 月 13 日股東臨時會全面改

選，新選任為獨立董事。 

董事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麗娟 

7 2 77.78 
107 年 12 月 13 日股東臨時會全面改
選後解任，故其應出席次數為 9 次。 

董事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瑞川 
6 0 100 

107 年 03 月 30 日選任並於 107 年 12

月 13 日股東臨時會全面改選後解
任，故其應出席次數為 6 次。 

其他應記載事項： 

1. 董事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
所有獨立董事意見及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 

(1)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3所列事項：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不適用證券
交易法第14條之3規定，有關證卷交易法第14條之5所列事項之說明，請
參閱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2)除前開事項外，其他經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之
董事會議決事項：無。  

2. 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無此情形。 

3. 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與執行情形評估： 

(1)本公司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訂定「董事會議事規則」以資遵
循，並於董事會後即時將重要決議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以達資訊充分揭
露及保障股東權益。 

(2)本公司董事會藉各功能委員會分工合作，如薪酬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等，以
協助董事會履行其監督職責，積極強化董事會職能落實公司治理。 

(二)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本公司於 107 年 12 月 13 日設置審計委員會，最近年度(107 年 01 月 0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審計委員會開會次數合計 1 次(A)，獨立董事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數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備註 

獨立董事 喻銘鐸 1 0 100 
本公司於 107 年 12 月 13 日股東臨時

會全面改選，並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

監察人。 

獨立董事 童至祥 1 0 100 

獨立董事 羅森洲 0 1 0 

獨立董事 孫元成 1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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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記載事項： 

1. 審計委員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
內容、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 

(1)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5所列事項：如下表。 

(2)除前開事項外，其他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之議決事項：如下表。  

日期 議案內容 
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所列事項 

其他未經審計委員會通
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之議決事項 

107.12.26 

107 年第一次 

1.擬通過本公司民國 108 年度稽核計畫 V 無 

2.民國 108 年度營運計畫暨預算案 V 無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同意通過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2. 獨立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無此情形。 

3. 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 

(1)本公司內部稽核主管定期於每季的審計委員會中向獨立董事作內部稽核
報告，並與委員溝通稽核報告結果及追蹤情形，但如有特殊狀況時，亦
會即時向審計委員會委員報告。 

(2)本公司審計委員會與內部稽核主管溝通狀況良好，主要溝通情形摘要如
下：  

日期 溝通重點 

107.12.26 
1. 107 年內部稽核單位之業務報告 

2. 108 年度之年度稽核計畫 

(3)本公司簽證會計師定期於每季的審計委員會中報告當季財務報表查核或
核閱結果，以及其他相關法令要求之溝通事項，若有特殊狀況時，亦會
即時向審計委員會委員報告。 

(2)本公司審計委員會與簽證會計師溝通狀況良好，主要溝通情形摘要如下：  
日期 溝通重點 

107.12.26 相關法令更新 

 

(三)監察人參與董事會運作情形： 

最近年度(107 年 01 月 0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董事會開會 11 次(A)，監察人出
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數 

(B) 
實際出席率 

(B/A) 
備註 

監察人 林舜英 8 88.89% 
107 年 03 月 30 日改選連任，並於 107 年 12 月
13 日股東臨時會全面改選董事，設置審計委員
會取代監察人解任，故其應出席次數為 9 次。 

監察人 陳玉玲 5 83.33% 
107 年 03 月 30 日新選任，並於 107 年 12 月 13
日股東臨時會全面改選董事，設置審計委員會
取代監察人解任，故其應出席次數為 6 次。 

其他應記載事項： 

1. 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 

(1)監察人與公司員工及股東溝通情形： 

a. 監察人得適時行使監察權，必要時可適時與本公司員工與股東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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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公司於107年12月13月股東會董監事全面改選，並成立審計委員會替代
監察人。 

 

(2)監察人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 

a. 稽核主管於稽核項目完成之次月向監察人提交稽核報告，監察人並無反對
意見。 

b. 稽核主管列席公司定期性董事會，並做稽核業務報告，監察人並無反對意
見。 

c. 會計師呈報財務報告書稿前，均會與董事及監察人進行溝通。 

2. 監察人列席董事會如有陳述意見，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董事
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監察人陳述意見之處理：無。 

 

(四)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公司是否依據「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訂定並揭露公

司治理實務守則？ 

V  
本公司已於民國108年3月1日經董

事會通過「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一)公司是否訂定內部作業程

序處理股東建議、疑義、糾

紛及訴訟事宜，並依程序實

施？ 

 

(二)公司是否掌握實際控制公

司之主要股東及主要股東之

最終控制者名單？ 

 

(三)公司是否建立、執行與關

係企業間之風險控管及防火

牆機制？ 

 

 

 

 

(四)公司是否訂定內部規範，

禁止公司內部人利用市場上

未公開資訊買賣有價證券？ 

 

V 

 

 

 

 

V 

 

 

 

V 

 

 

 

 

 

 

V 

 

 

 

 

 

 

 

 

 

 

(一)為確保股東權益，本公司由發

言人專責妥善處理股東建議。 

 

 

 

(二)本公司確實掌握實際控制公司

之主要股東及主要股東之最終

控制者名單。 

 

(三)本公司根據如子公司管理辦

法、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資金

貸與他人作業程度及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程序等內部相關辦

法建立適當風險控管機制及防

火牆。 

 

(四)本公司訂有防範內線交易管理

辦法，以禁止公司內部人利用

市場上未公開資訊買賣有價證

券。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三、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董事會是否就成員組成擬

訂多元化方針及落實執行？ 

 

 

V 

 

 

 

 

 

 

 

(一)本公司目前董事七席，包含四

席獨立董事，以其專業能力，

就公司有關內控制度執行及相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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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二)公司除依法設置薪資報酬

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是否

自願設置其他各類功能性委

員會？ 

 

(三)公司是否訂定董事會績效

評估辦法及其評估方式，每

年並定期進行績效評估？ 

 

(四)公司是否定期評估簽證會

計師獨立性？ 

 

 

 

V 

 

 

 

 

 

 

 

 

V 

 

 

 

 

 

 

 

 

 

V 

 

關議案，提供董事會良好之建

議。 

 

(二)本公司目前已設置薪資報酬委

員會，未來將視法令及實際需

求情況設置其他功能性委員

會。 

 

(三)本公司尚未訂定董事會績效評

估辦法及其評估方式。 

 

 

(四)簽證會計師係由董事會聘雇，

公司聘任前後均遵守獨立性規

定。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四、上市上櫃公司是否設置公司治

理專(兼)職單位或人員負責公

司治理相關事務(包括但不限

於提供董事、監察人執行業務

所需資料、依法辦理董事會及

股東會之會議相關事宜、辦理

公司登記及變更登記、製作董

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等)？ 

V  

本公司指定財務處為公司治理之專

職單位，包含辦理變更登記事宜、

依法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

關事宜，並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議

事錄、提供董事執行業務所需資料

及投資人關係相關業務等，並由財

務長負責督導，其具有公開發行公

司從事財務管理工作經驗達三年以

上。 

無重大差異 

五、公司是否建立與利害關係人

(包括但不限於股東、員工、

客戶及供應商等)溝通管道，

及於公司網站設置利害關係人

專區，並妥適回應利害關係人

所關切之重要企業社會責任議

題？ 

V  

本公司建立發言人制度，定期將重

要財務業務及其他相關資訊，公告

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公司網站

設置利害關係人專區，作為對外與

利害關係人之管道，使其利害關係

人快速瞭解公司營運狀況，以維持

其權益。 

無重大差異 

六、公司是否委任專業股務代辦機

構辦理股東會事務？ 
V  

本公司委託台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代辦機構辦理股東會事務。 
無重大差異 

七、資訊公開 

(一)公司是否架設網站，揭露

財務業務及公司治理資訊？ 

 

 

(二)公司是否採行其他資訊揭

露之方式(如架設英文網

站、指定專人負責公司資訊

之蒐集及揭露、落實發言人

 

V 

 

 

 

V 

 

 

 

 

(一)本公司網站已適度揭露公司財

務、業務及公司治理資訊等相

關資訊。 

 

(二)本公司總經理室專責公司資訊

之蒐集及重大事項之揭露工

作，並已建立發言人制度。並

依規定揭露相關資訊於「公開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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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制度、法人說明會過程放置

公司網站等)？ 

資訊觀測站」 

八、公司是否有其他有助於瞭解公

司治理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

(包括但不限於員工權益、僱

員關懷、投資者關係、供應商

關係、利害關係人之權利、董

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風險

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執

行情形、客戶政策之執行情

形、公司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

責任保險之情形等)？ 

V  

(一)本公司積極參與各項社會公益

活動，詳如 「企業社會責

任」專章所載。 

(二)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除按主管

機關規定安排進修外，另參與

相關由公司主動安排之進修課

程。 

(三) 本公司於董事會議事規則中

明確訂定董事 對於其利害相

關之議案討論及表決應予以

 迴避。 

(四) 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明

訂如董事長及總經理由同一人

或互為配偶或一等親屬擔

 任，則宜增加獨立董事或外

部董事席次。 

(五) 本公司已為董事及重要職員

購買責任保險。 

無重大差異 

九、就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治理中心最近年度發布之公司治理評鑑結果說明已改善情形，

及就尚未改善者提出優先加強事項與措施：無。 

 

 (五)公司如有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者，應揭露其組成、職責及運作情形： 

1. 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資料 

身分別 

   條件 
 
姓名 

 

是否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經驗及下列專業資格 符合獨立性情形（註）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薪資
報酬委員

會成員家
數 

備
註 

商務、法
務、財務、

會計或公司
業務所需相
關料系之公

私立大專院
校講師以上 

法官、檢察官、
律師、會計師或

其他與公司業務
所需之國家考試
及格    領有證

書之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 

具有商務、
法務、財

務、會計或
公司業務所
需之工作經

驗 

1 2 3 4 5 6 7 8 

獨立董事 喻銘鐸   V V V V V V V V V 1 - 

獨立董事 童至祥   V V V V V V V V V 0 - 

獨立董事 羅森洲   V V V V V V V V V 0 - 

註：各成員於選任前二年及任職期間符合下述各條件者，請於各條件代號下方空格中打“✓”。 
(1)非為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非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但如為公司或其母公司、子公司依本法或當地國法令設置之獨立董事者，不

在此限。 
(3)非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名義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一以上或持股前十名之自然人股東。 
(4)非前三款所列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三親等以內直系血親。 

(5)非直接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五以上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或持股前五名法人股東之董事、
監察人或受僱人。 

(6)非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或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 

(7)非為公司或其關係企業提供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或諮詢之專業人士、獨資、合夥、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
合夥人、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及其配偶。 

(8)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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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 

(1)本公司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計 3 人。 

(2)本屆委員任期：第一屆薪資報酬委員任期自 107 年 06 月 15 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12 日止；第二屆薪資報酬委員任期自 107 年 12 月 13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12 日止，最近年度(107 年)，上屆及本屆(107 年 12 月 13 日股東臨時會全面改
選)薪資報酬委員會分別召開 1 次及 2 次共計召開 3 次(A)，委員資格及出席情
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

數(Ｂ)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Ｂ/Ａ) 

備註 

召集人 童至祥 3 0 100 107 年 06 月 15 日董事會就任，

107 年 12 月 13 日連任，故其應出
席次數為 3 次。 

委員 喻銘鐸 3 0 100 

委員 羅森洲 2 1 66.67 

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如不採納或修正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董事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薪資
報酬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如董事會通過之薪資報酬優於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其差異情形及原因)：無此情形。 
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議決事項，如成員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敘明薪資報酬委員會日期、期別、議

案內容、所有成員意見及對成員意見之處理：無此情形。 

 

(六)履行社會責任情形：公司對環保、社區參與、社會貢獻、社會服務、社會公益、消費者

權益、人權、安全衛生與其他社會責任活動所採行之制度與措施及履行情形：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落實公司治理 

(一)公司是否訂定企業社會責任

政策或制度，以及檢討實施

成效？ 

 

(二)公司是否定期舉辦社會責任

教育訓練？ 

 

 

 

(三)公司是否設置推動企業社會

責任專(兼)職單位，並由董

事會授權高階管理階層處

理，及向董事會報告處理情

形？ 

 

(四)公司是否訂定合理薪資報酬

政策，並將員工績效考核制

度與企業社會責任政策結

合，及設立明確有效之獎勵

與懲戒制度？ 

 

V 

 

 

 

V 

 

 

 

 

V 

 

 

 

 

 

V 

 

 

 

 

 

 

 

 

 

 

 

(一)本公司已於民國108年3月19日經

董事會訂定「企業社會責任守

則」，並依守則確實執行。 

 

(二)本公司定期舉辦新人訓練、勞工

安全衛生教育訓練、企業永續與

社會責任等課程，以宣導職場安

全及環境保護。 

 

(三)本公司由總經理室、行政管理部

等部門擬各就所負責部份主導推

行，並不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四)本公司設立薪資報酬委員會定期

檢討公司薪酬政策及計畫，訂定

合理薪資報酬政策及績效考核機

制，以吸引、激勵與保留企業永

續經營所需之人才。本公司訂定

明確之績效考核制度，連結獎勵

與獎懲辦法，每年依據公司營運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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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狀況及個人績效表現調整薪資及

核給各類獎金。 

二、發展永續環境 

(一)公司是否致力於提升各項資

源之利用效率，並使用對環

境負荷衝擊低之再生物料？ 

 

(二)公司是否依其產業特性建立

合適之環境管理制度？ 

 

 

(三)公司是否注意氣候變遷對營

運活動之影響，並執行溫室

氣體盤查、制定公司節能減

碳及溫室氣體減量策略？ 

 

V 

 

 

 

V 

 

 

 

V 

 

  

(一)本公司鼓勵員工落實資源分類，

加強資源回收。 

 

 

(二)為了減少環境衝擊，本公司不使

用禁用的物質與原料，節省能源

及預防環境污染。 

 

(三)為落實環境保護之承諾，將降低

公司整體碳排放量訂為本公司長

期改善目標，期望能達成溫室氣

體排放量逐年減少。 

本公司致力於節約能源、回收廢

棄物、遵守環保法規, 並承諾污

染預防與持續改善，相關措施如

下： 

1.資源回收方面 

(1)一般垃圾：由同仁自行分

類收集後丟棄於回收箱。 

(2)資源垃圾：資源垃圾均丟

棄於回收箱，再由清潔人

員二次 細項分類。  

2.節約能源方面 

(1)辦公大樓為中央空調系

統，最佳室內溫度設定為

26-28 度；假日加班如有

空調需求，再請同仁另行

提出申請。 

(2)對公司全體人員進行節能

宣導，下班前隨手關閉座

位區空調開關。 

3.電力/照明方面 

(1)對公司全體人員進行節能

宣導，所有燈具開關均設

於門口 處，下班時隨手關

閉座位區之照明，若加班

離去時順手關閉無人區域

之照明開關。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27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2)夜間/假日加班請同仁只開

啟自已座位區域之照明。 

三、維護社會公益 

(一)公司是否依照相關法規及國

際人權公約，制定相關之管

理政策與程序？ 

 

 

 

(二)公司是否建置員工申訴機制

及管道，並妥適處理？ 

 

 

 

(三)公司是否提供員工安全與健

康之工作環境，並對員工定

期實施安全與健康教育？ 

 

 

 

 

 

(四)公司是否建立員工定期溝通

之機制，並以合理方式通知

對員工可能造成重大影響之

營運變動？ 

 

(五)公司是否為員工建立有效之

職涯能力發展培訓計畫？ 

 

 

 

 

(六)公司是否就研發、採購、生

產、作業及服務流程等制定

相關保護消費者權益政策及

申訴程序？ 

 

 

(七)對產品與服務之行銷及標

示，公司是否遵循相關法規

 

V 

 

 

 

 

 

V 

 

 

 

 

V 

 

 

 

 

 

 

 

V 

 

 

 

 

V 

 

 

 

 

 

V 

 

 

 

 

 

V 

 

  

(一)本公司遵守相關勞動法規並依據

勞工相關法規制定人事管理規則

等，從員工聘僱、任用、相關福

利、至退休等所有勞動條件，皆

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二)本公司設立員工申訴機制及管

道，內部溝通管道順暢，並妥適

處理員工相關問題，以促進良好

之勞資關係。 

 

(三)本公司針對同仁工作環境與人身

安全部份，透過管理制度的推

行，加強公司環境維護與同仁

作業之安全管理，定期辦理作

業環境檢測、年度員工健康檢

查，以及舉辦各項教育課程，

提升同仁危害意識，降低危害

發生。 

 

(四)本公司定期召開勞資會議，勞方

及資方可定期透過此會議進行溝

通。 

 

 

(五)本公司安排員工參加內外之職能

訓練課程，透過職能設計及培訓

發展，兼顧通才與專才之發展，

使每位同仁得依其發展意向，規

劃個人職涯路徑。 

 

(六)本公司與客戶間合作關係長久並

穩定，且保有良好的溝通管道，

針對客戶的問題/疑問/客訴皆有

專責部門及人員，能提供有效與

迅速的回覆處理。 

 

(七)本公司產品與服務之行銷及標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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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

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及國際準則？ 

 

(八)公司與供應商來往前，是否

評估供應商過去有無影響環

境與社會之紀錄？ 

 

(九)公司與其主要供應商之契約

是否包含供應商如涉及違反

其企業社會責任政策，且對

環境與社會有顯著影響時，

得隨時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條

款？ 

 

 

V 

 

 

 

 

V 

 

示，皆遵循本國及銷售地之法規

及國際準則。 

 

(八)本公司訂有供應商評鑑制度，並

依其執行相關事宜。 

 

 

(九)本公司與其主要供應商之契約未

包含，但採購或簽約前會評估合

作期間供應商之企業社會責任之

紀錄。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四、加強資訊揭露 

(一)公司是否於其網站及公開資

訊觀測站等處揭露具攸關性

及可靠性之企業社會責任相

關資訊？ 

  

V 

 

  

(一)本公司已建立網站並揭露「誠信

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依法

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即時公告及更

新資訊。 

 

無重大差異 

五、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訂有本身之企業社會責任守則者，請敘明

其運作與所訂守則之差異情形： 

本公司已參酌「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及考量公司實務運作情形，制定

「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且依循相關法規確實落實誠信經營，以規範本公司人員於執行業

務時應注意之事項。 

六、其他有助於瞭解企業社會責任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 

本公司已在各項合約中註明不可有不誠信之商業行為。 

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如有通過相關驗證機構之查證標準，應加以敘明：無。 

 

(七)公司履行誠信經營情形及採行措施：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差異 

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訂定誠信經營政策及方案 

(一)公司是否於規章及對外文

件中明示誠信經營之政策、

作法，以及董事會與管理階

層積極落實經營政策之承

諾？ 

 

(二)公司是否訂定防範不誠信

 

V 

 

 

 

 

 

V 

  

(一)本公司已於民國 108 年 3 月 19

日經董事會訂定「誠信經營作

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並依守

則確實執行。 

 

 

(二)本公司訂有員工業務行為準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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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差異 

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行為方案，並於各方案內明

定作業程序、行為指南、違

規之懲戒及申訴制度，且落

實執行？ 

 

(三)公司是否對「上市上櫃公

司誠信經營守則」第七條第

二項各款或其他營業範圍內

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

業活動，採行防範措施？ 

 

 

 

 

 

V 

 

則，公司於員工到職時亦進行

宣導公司誠信經營之政策。 

 

 

 

(三)本公司建立有效之內部控制制

度及會計制度，並隨時檢討，

以確保其設計及執行持續有

效，並防範不誠信行為之營業

活動。 

 

 

 

 

無重大差異 

 

二、落實誠信經營 

(一)公司是否評估往來對象之

誠信紀錄，並於其與往來交

易對象簽訂之契約中明訂誠

信行為條款？ 

 

 

(二)公司是否設置隸屬董事會

之推動企業誠信經營專(兼)

職單位，並定期向董事會報

告其執行情形？ 

 

 

 

 

(三)公司是否制定防止利益衝

突政策、提供適當陳述管

道，並落實執行？ 

 

 

(四)公司是否為落實誠信經營

已建立有效的會計制度、內

部控制制度，並由內部稽核

單位定期查核，或委託會計

師執行查核？ 

 

(五)公司是否定期舉辦誠信經

營之內、外部之教育訓練？ 

 

V 

 

 

 

 

 

V 

 

 

 

 

 

 

 

V 

 

 

 

 

V 

 

 

 

 

 

V 

 

 

 

 

 

 

 

 

 

 

 

 

 

 

 

 

 

 

 

 

 

 

 

 

 

 

 

 

 

(一)公司商業活動，由財務部門進

行往來客戶審查評等，並由法

務單位審查簽立之合約條款，

以避免與有不誠信行為紀錄者

進行交易。 

 

(二)本公司在董事會的監督下，由

總經理室、稽核等跨單位共同

推動企業誠信經營與敦促所有

員工及各關係人確實遵行，並

由稽核最高主管於審計委員會

及董事會會議中報告遵循結

果，以具體落實企業誠信。 

 

(三)本公司訂有員工業務行為準

則，對於規範員工利益衝突之

規定設有專章，並提供員工適

當之陳述管道。 

 

(四)公司建立之會計制度、內部控

制制度之執行情形，由內部稽

核人員依計畫進行查核作業，

並委託外部會計師執行查核。 

 

 

(五)本公司訂定員工業務行為準

則，本規範為所有員工進行業

務活動之最高行為準則，於每

位新進人員加入時，均施以教

育訓練要求員工務必遵守。此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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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差異 

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外，直屬主管必須負責督導所

屬同仁，確實遵守員工業務行

為準則。 

三、公司檢舉制度之運作情形 

(一)公司是否訂定具體檢舉及

獎勵制度，並建立便利檢舉

管道，及針對被檢舉對象指

派適當之受理專責人員？ 

 

 

(二)公司是否訂定受理檢舉事

項之調查標準作業程序及相

關保密機制？ 

 

(三)公司是否採取保護檢舉人

不因檢舉而遭受不當處置之

措施？ 

 

V 

 

 

 

 

 

V 

 

 

 

V 

 

 

 

 

(一) 本公司於員工業務行為準則

中訂有檢舉制度，此外，員工

於發現任何不法行為或違反公

司治理活動時，得透過電子信

箱由稽核室專責處理。 

 

(二) 本公司有受理檢舉事項之調查

標準作業程序及相關保密機

制。 

 

 

(三) 本公司採取保護檢舉人不因檢

舉而遭受不當處置之措施。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無重大差異 

 

四、加強資訊揭露 

(一)公司是否於其網站及公開

資訊觀測站，揭露其所訂誠

信經營守則內容及推動成

效？ 

 

V 

  

(一) 本公司已建立網站並揭露

「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

南」，並依法於公開資訊觀測

站即時公告及更新相關資訊。 

 

無重大差異 

五、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訂有本身之誠信經營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訂

守則之差異情形： 

本公司已參酌「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及考量公司實務運作情形，制定「誠信經營

守則」，且依循相關法規確實落實誠信經營，以規範本公司人員於執行業務時應注意之事項。 

六、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誠信經營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公司檢討修正其訂定之誠信經營守則等情

形)：本公司遵循相關法規及內部控制制度，嚴禁不誠信或違反法令之行為。 

 

(八)公司如有訂定公司治理守則及相關規章者，應揭露其查詢方式：請參閱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 

(九)其他足以增進對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瞭解的重要資訊，得一併揭露：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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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內部控制制度執行狀況應揭露下列事項： 

內部控制聲明書 

 
 

(十一)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及其內部人員依法被處罰、公司對其內部人
員違反內部控制制度規定之處罰、主要缺失與改善情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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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股東會及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1. 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日期 會議 

名稱 

重要決議 

107.2.9 
 (107 年第 1 次) 

董事會 

1.通過委任本公司一百零七年度簽證會計師並決議其報酬。 
2.通過本公司一百零六年度財務報表。 

3.通過申請本公司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登錄買賣及辦理股票公開發行。 
4.通過辦理本公司實體股票全面轉換無實體發行。 
5.通過委任本公司一級主管。 

6.通過 2018 年度營運計畫。 

107.2.9 

 (107 年第 2 次) 
董事會 

1.承認本公司一百零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代行股東會職權) 
2.通過本公司一百零六年度虧損撥補。(代行股東會職權) 

3.通過自本公司法定盈餘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代行股東會職權) 
4.通過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代行股東會職權) 

107.3.13 
(107 年第 3 次) 

董事會 

1.通過全面改選本公司董事五席及監察人二席。 
2.通過提請股東會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法人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3.訂定本公司因員工認股權憑證執行而發行普通股之增資基準日。 

4.通過發行 107 年員工認股權憑證並訂定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及認股辦法。 
5.通過本公司民國 106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6.修正本公司民國 107 年度「年度稽核計畫」。 

7.通過召開本公司 107 年度臨時股東會。 

107.3.30 
(107 年第 4 次) 

董事會 1.重新推選董事長。 

107.5.2 
(107 年第 5 次) 

董事會 

1.通過委任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進行本公司內部控制專案審查。 
2.通過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 105 年度財務報告。 
3.通過修訂內部規章。 

4.通過訂定本公司因員工認股權憑證執行而發行普通股之增資基準日。 
5.通過召開本公司 107 年第二次股東常會。 

107.6.15 
(107 年第 6 次) 

董事會 

1.訂定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 

2.聘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 
3.通過修（增）訂「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規章。 

107.8.7 

(107 年第 7 次) 
董事會 

1.同意 107 年度第二季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季報告。 
2.通過審查本公司編製財務報告能力之評估。 
3.通過本公司向金融機構辦理續約。 

107.10.26 
(107 年第 8 次) 

董事會 

1.通過全面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四席）、提名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暨設置
審計委員會。 

2.通過提請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法人代表競業禁止之限制。 

3.通過董事提名之受理期間及處所。 
4.通過訂定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 
5.通過修改本公司章程。 

6.通過修訂內部規章。 
7.通過修訂董事會議事規則。 
8.通過申請股票上櫃案。 

9.通過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為上櫃前公開承銷之股份來源，暨原股東全數放棄認
購案。 

10.通過本公司經理人民國 107 年績效評核辦法。 

11.通過變更公司營業地址。 
12.通過召開本公司 107 年度第二次股東臨時會。 

107.11.16 

(107 年第 9 次) 
董事會 通過 107 年度第二次股東臨時會之董事候選人名單。 

107.12.13 
(107 年第 10 次) 

董事會 
1.推選董事長。 
2.設立及選任董事會功能性委員會成員。 

107.12.26 
(107 年第 11 次) 

董事會 

1.通過本公司民國 108 年度稽核計畫。 
2.通過民國 108 年度營運計畫暨預算。 

3.通過「董事酬金給付原則」。 
4.通過經理人民國 107 年團隊獎金給付原則。 
5.通過經理人民國 108 年薪酬結構及年度調薪建議。 

2. 股東會之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日期 會議名稱 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107.3.30 股東會 

1.選任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 
執行情形：於 107 年 4 月 24 日獲台北市政府准予登記 

2.通過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法人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執行情形：股東會決議照案通過 

107.12.13 股東會 

1.選任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四席) 

執行情形：於 108 年 1 月 2 日獲台北市政府准予登記 
2.通過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法人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執行情形：股東會決議照案通過 

3.通過修改本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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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於 108 年 1 月 2 日獲台北市政府准予登記 
4.通過修改「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執行情形：股東會決議照案通過 
5.通過修改「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執行情形：股東會決議照案通過 

6.通過修改「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執行情形：股東會決議照案通過 

7.通過修改「董事選舉辦法」 

執行情形：股東會決議照案通過 
8.通過申請股票上櫃 
執行情形：股東會決議照案通過 

9.通過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為上櫃前公開承銷之股份來源，暨原股東全數放棄認
購 
執行情形：股東會決議照案通過 

(十三)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或監察人對董事會通過重要決議有不同意見
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其主要內容：無。 

(十四)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會計主管、財務主管、
內部稽核主管及研發主管等辭職解任情形之彙總：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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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會計師公費資訊 

(一)會計師公費資訊級距表 

會計師事務所名稱 會計師姓名 查核期間 備 註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高靚玟會計師 施威銘會計師 107 年度  

   金額單位：新台幣千元 

                 公費項目 

金額級距 審計公費 非審計公費 合  計 

1 低於 2,000 千元 V V V 

2 2,000 千元（含）～4,000 千元    

3 4,000 千元（含）～6,000 千元    

4 6,000 千元（含）～8,000 千元    

5 8,000 千元（含）～10,000 千元    

6 10,000 千元（含）以上    

 

(二)給付簽證會計師、簽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及其關係企業之非審計公費為審計公費
之四分之一以上者，應揭露審計與非審計公費金額及非審計服務內容： 

金額單位：新台幣千元 

會計師事務所 

名稱 

會計師 

姓名 
審計公費 

非審計公費 會計
師查
核期間 

備 註 制 度 
設 計 

工 商 
登 記 

人 力 
資 源 

其他 小計 

安侯建業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 

高靚玟 
施威銘 

1,470 - - - 1,450 1,450 
107 
年度 

IPO(首次公

開發行)服
務公費 

(三)更換會計師事務所且更換年度所支付之審計公費較更換前一年度之審計公費減 
少者，應揭露更換前後審計公費金額及原因：不適用。 

(四)審計公費較前一年度減少達百分之十五以上者，應揭露審計公費減少金額、比例
及原因：無。 

六、 更換會計師資訊：無。 

七、 公司董事長、總經理、負責財務或會計事務之經理人，最近一年內曾任職於簽證會
計師所屬事務所或其關係企業之情形：無。 

八、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
股東股權移轉及股權質押變動情形： 

(一)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股權變動情形： 

職稱 姓    名 

民國 107 年度 當年度截至 04 月 23 日止 

持有股數增
（減）數(註 4) 

質押股數增
（減）數 

持有股數增
（減）數 

質押股數增
（減）數 

董事長暨大股東 
(註 1、2、3)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6,999,000 － － － 

代表人：施宣輝 － － － － 

董事長暨大股東 

(註 1、2、3)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6,999,000 － － － 

代表人：萬以寧 － － － － 

董事暨大股東 
(註 2、3)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6,999,000 － － － 

代表人：吳麗娟 － － － － 

董事暨大股東 
(註 2、3)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6,999,000 － － － 

代表人：張瑞川 － － － － 

董事暨大股東 

(註 2、3)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6,999,000 － － － 

代表人：陳怡如 － － － － 

監察人(註 3) 林舜英 － － － － 

監察人(註 3) 陳玉玲 － － － － 

獨立董事(註 3) 喻銘鐸 － － － － 

獨立董事(註 3) 童至祥 － － － － 

獨立董事(註 3) 羅森洲 － － － － 

獨立董事(註 3) 孫元成 － － － － 

總經理 吳乙南 129,000 － － － 

資安長 顧寶裕 30,000 － 8,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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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    名 

民國 107 年度 當年度截至 04 月 23 日止 

持有股數增
（減）數(註 4) 

質押股數增
（減）數 

持有股數增
（減）數 

質押股數增
（減）數 

副總經理 楊旭平 30,000 － － － 

副總經理 黃瓊瑩 30,000 － － － 

財務及會計主管 譚百良 50,070 － 10 － 

稽核室副理 金珊如 3,000 － 7,000 － 

註 1：本公司於 105~106 年度及 107.03.30 前，係由宏碁(股)公司為本公司唯一法人股東，105.07.01~107.03.30 係由萬
以寧、施宣輝及吳麗娟擔任法人董事代表人；法人監察人代表人則為林舜英；105.07.01~106.08.07 係由萬以寧先
生擔任董事長，106.08.07~107.03.30 則由施宣輝先生擔任董事長。 

註 2：本公司於 107.03.30 股東臨時會全面改選董事及監察人，由宏碁(股)公司取得 5 席董事，法人董事代表人分別為
施宣輝、萬以寧、吳麗娟、張瑞川及陳怡如；監察人則係由陳玉玲及林舜英以個人身分當選。 

註 3：本公司於 107.12.13 股東臨時會全面改選董事並成立審計委員會，由宏碁(股)公司取得 3 席董事，法人董事代表

人分別為施宣輝、萬以寧及陳怡如，故法人董事代表人吳麗娟及張瑞川、監察人林舜英及陳玉玲於同日解任；
獨立董事喻銘鐸、童至祥、羅森洲及孫元成於同日就任。 

註 4：本公司於 107 年度辦理法定盈餘公積轉增資，致宏碁(股)公司持股增加 7,500,000 股；其後於 107.07.17 申請登錄

興櫃，由宏碁(股)公司提出本公司股份予輔導推薦證券商及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認購，致
宏碁(股)公司持股減少 501,000 股，整體使宏碁(股)公司持股增加 6,999,000 股。 

(二)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 10%之股東股權移轉之相對人為關係人：
無。 

(三)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 10%之股東股權質押之相對人為關係人：
無。 

九、 持股比例占前十名股東，其相互間為關係人或為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之資
訊： 

日期：108 年 4 月 23 日；單位：股 

姓名 

本人持有股份 
配偶、未成年 

子女持有股份 

利用他人名義 

合計持有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互間具有關係

人或為配偶、二親等以內之
親屬關係者，其名稱或姓名
及關係 

備註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名稱 

(或姓名) 
關係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10,999,000 87.09% － － － － － － －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俊聖 
－ － － － － － － － － 

台新綜合證券(股)公司 300,259 2.38% － － － － － － － 

吳乙南 129,000 1.02% － － － － － － － 

林根賢 81,000 0.64% － － － － － － －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受
託保管盒有基金投資專戶 

66,000 0.52% － － － － － － － 

譚百良 50,080 0.40% － － － － － － －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
司 

40,432 0.32% － － － － － － － 

顧寶裕 38,000 0.30% － － － － － － － 

楊旭平 30,000 0.24% － － － － － － － 

柯條隆 30,000 0.24% － － － － － － － 

黃瓊瑩 30,000 0.24% － － － － － － － 

 

十、 公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事業對同一轉投資事
業之持股數，並合併計算綜合持股比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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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募資情形 

一、公司資本及股份 

(一)股本來源 
單位：股；新台幣元 

年月 
發行 

價格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備  註 

股數 金額 股數 金額 股本來源 

以現金以

外之財產
抵充股款

者 

其他 

89.05 10 元 50,000 500,000 50,000 500,000 創立股本 無 註 1 

89.08 10 元 30,050,000 300,500,000 30,050,000 300,500,000 
現金增資

300,000,000 元 
無 註 2 

90.04 10 元 210,050,000 2,100,500,000 150,050,000 1,500,500,000 
現金增資

1,200,000,000 元 
無 註 3 

90.07 10 元 210,050,000 2,100,500,000 200,050,000 2,000,500,000 
現金增資

500,000,000 元 
無 註 4 

91.11 10 元 250,050,000 2,500,500,000 250,050,000 2,500,500,000 
現金增資

500,000,000 元 
無 註 5 

92.04 10 元 300,050,000 3,000,500,000 300,050,000 3,000,500,000 
現金增資

500,000,000 元 
無 註 6 

95.04 10 元 300,050,000 3,000,500,000 181,884,402 1,818,844,020 
減資彌補虧損計

1,181,655,980 元 
無 註 7 

97.11 10 元 300,050,000 3,000,500,000 187,092,616 1,870,926,160 
合併第三波增資 

52,082,140 元 

第三波股

份(註 8) 
註 8 

106.10 10 元 300,050,000 3,000,500,000 190,592,616 1,905,926,160 
盈餘轉增資

35,000,000 元 
無 註 9 

106.12 10 元 300,050,000 3,000,500,000 4,000,000 40,000,000 
分割減資 

1,865,926,160 元 
無 註 10 

107.02 10 元 300,050,000 3,000,500,000 11,500,000 115,000,000 

法定盈餘公積 

轉增資 

75,000,000 元 

無 註 11 

107.03 10 元 300,050,000 3,000,500,000 11,886,000 118,860,000 
員工認股權憑證

執行 
無 註 12 

107.05 10 元 300,050,000 3,000,500,000 12,629,600 126,296,000 
員工認股權憑證

執行 
無 註 13 

註 1：89.05.29 北市建商二字第 89294676 號函。 

註 2：89.08.15 經(089)商字第 089129675 號函。 

註 3：90.04.09 經(90)商字第 09001102810 號函。 

註 4：90.07.16 經(90)商字第 09001271860 號函。 

註 5：91.12.12 經授商字第 09101496310 號函。 

註 6：92.04.24 經授商字第 09201124120 號函。 

註 7：95.05.05 經授商字第 09501081490 號函。 

註 8：98.01.12 經授商字第 09701329350 號函；本公司發行股票計 52,082 仟元，以吸收合併方式與第三波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合併。本公司與第三波公司皆為宏碁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之子公司，本公司為存續公司，第三波公司
為消滅公司。 

註 9：106.11.08 經授商字第 10601152380 號函。 

註 10：107.01.16 經授商字第 10701003560 號函。 

註 11：107.03.09 府產業商字第 10746911710 號函。 

註 12：107.04.24 府產業商字第 10747839710 號函。 

註 13：107.05.10 府產業商字第 10749035400 號函。 
日期：108 年 4 月 23 日 

股份種類 
核定股本 

備註 
流通在外股份 未發行股份 合計 

普通股 12,629,600 股 287,420,400 股 300,050,000 股 
本公司流通在外股票為

興櫃股票 

總括申報制度相關資訊：無 
(二)股東結構 

         日期：108 年 4 月 23 日；單位：人；股；% 

      股東結構 
數量 

政府機構 金融機構 其他法人 個  人 
外國機構 
及外人 

合  計 

人       數 0 2 3 169 1 175 

持 有 股 數 0 340,691 11,004,000 1,218,909 66,000 12,629,600 

持 股 比 例 0.00% 2.70% 87.13% 9.65% 0.5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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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權分散情形 
108 年 4 月 23 日；單位：股；% 

持股分級 股東人數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1 至     999 19  3,229  0.03% 

1,000 至    5,000 91  219,600  1.74% 

5,001 至   10,000 32  244,000  1.93% 

10,001 至   15,000 13  186,000  1.47% 

15,001 至   20,000 7  133,000  1.05% 

20,001 至   30,000 5  140,000  1.11% 

30,001 至   40,000 1  38,000  0.30% 

40,001 至   50,000 1  40,432  0.32% 

50,001 至  100,000 3  197,080  1.56% 

100,001 至  200,000 1  129,000  1.02% 

200,001 至  400,000 1  300,259  2.38% 

400,001 至  600,000 0  0  0.00% 

600,001 至  800,000 0  0  0.00% 

800,001 至 1,000,000 0  0  0.00% 

1,000,001 以上 1  10,999,000  87.09% 

合              計 175  12,629,600  100.00% 

特別股股權分散情形：無 
 

(四)主要股東名單 
108 年 4 月 23 日；單位：股；% 

                      股  份 
主要股東名稱 

持  有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10,999,000  87.09% 

台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300,259  2.38% 

吳乙南                                                                         129,000  1.02% 

林根賢                                                                         81,000  0.64%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受託保管盒有基金投資專戶                   66,000  0.52% 

譚百良                                                                         50,080  0.40%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40,432  0.32% 

顧寶裕                                                                         38,000  0.30% 

楊旭平                                                                         30,000  0.24% 

柯條隆                                                                         30,000  0.24% 

黃瓊瑩                                                                         30,000  0.24% 

(五)最近二年度每股市價、淨值、盈餘、股利及相關資料 
單位：新台幣元 

年度 
項目 

106年 107年 

每股市價 

最    高 未上市/櫃 未上市/櫃 

最    低 未上市/櫃 未上市/櫃 

平    均 未上市/櫃 未上市/櫃 

每股淨值 
分 派 前 31.06 17.03 

分 派 後 31.06  尚未分派 

每股盈餘 

加權平均股數(仟股) 198,093 12,296 

追溯調整前 (0.05) 4.72 

追溯調整後 (0.04) 4.72 

每股股利 

現 金 股 利 － 3 

無償配股 
盈餘配股 － － 

資本公積配股 － － 

累積未付股利 － － 

投資報酬分析 

本益比 未上市/櫃 未上市/櫃 

本利比 未上市/櫃 未上市/櫃 

現金股利殖利率(%) 未上市/櫃 未上市/櫃 

(六)公司股利政策及執行狀況 

1. 公司章程所訂之股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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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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總額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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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保留連同以前年度為未分配盈
餘外，得派付股東股利，由董事會擬定股東股利分派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後
分派之；除依法令以公積分派外，公司無盈餘時，不得分派股息及紅利。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目前及未來之發展計畫、考量投資環境、資金需求
及國內外競爭狀況，並兼顧股東利益等因素，每年就可供分配盈餘提撥不低
於百分之二分配股東股息紅利，得以股票或現金之方式分派之。為達平衡穩
定之股利政策，本公司股利分派時，其中現金股利不得低於股利總數之百分
之十，惟經董事會決議不分配，並經股東會通過，不在此限。公司無盈餘時，
不得分派股息及紅利，惟依本公司財務、業務及經營面等因素之考量，得將
法定盈餘及資本公積全部或一部分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分派之。 

2. 本年度擬(已)議股利分派之情形：本公司 107 年度之盈餘分配案業經 108 年 3
月 19 日董事會通過，每股配發現金股利 3 元，總計新台幣 37,888,800 元，惟
尚待 108 年股東常會決議通過。 

(七)本年度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不適用。 

(八)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 

1. 公司章程所載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之成數或範圍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於預先保留彌補累積虧損之數額後，就其餘額應提撥
不低於百分之二為員工酬勞及得另提撥不高於千分之八為董事酬勞。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現金或股票為之，其分派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
公司員工，該一定條件由董事會訂定之。 

2. 本期估列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金額之估列基礎、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
之股數計算基礎及實際分派金額若與估列數有差異時之會計處理 

財務報告通過發布日前經董事會決議之員工、董監事酬勞之估列金額與發放
金額有重大差異時，該差異調整原提列年度費用，財務報告通過發布日後若
金額仍有變動，則依會計估計變動處理，於次一年度調整入帳。 

3. 董事會通過分派酬勞情形 

(1)以現金或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金額。若與認列費用年
度估列金額有差異，應揭露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 

董事酬勞 0 元及員工酬勞新台幣 1,443,658 元，與認列費用年度金額無差
異。 

(2)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金額占本期稅後純益及員工酬勞總額合計數之比例：
不適用 

4. 前一年度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之實際分派情形（包括分派股數、金額及
股價）、其與認列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有差異者並應敘明差異數、原因
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 106 年度為營運虧損，故無需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 

(九)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情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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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債(含海外公司債)辦理情形：無。 

三、 特別股辦理情形：無。 

四、 海外存託憑證之辦理情形：無。 

五、 員工認股權憑證辦理情形 

(一)公司尚未屆期之員工認股權憑證應揭露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辦理情形及對股東權益
之影響：無 

(二)累積至年報刊印日止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之經理人及取得認股權憑證可認股數前
十大員工之姓名、取得及認購情形： 

 
職稱 
(註) 

姓 名  
取得認

股數量  

取 得

認 股
數 量
占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比 率  

已執行 未執行 

認 股  
數 量  

認 股  
價 格  

認 股  
金 額  

認股數

量占已
發行股
份總數

比 率  

認
股  
數
量  

認 股  
價 格  

認
股

金
額  

認股數

量占已
發行股
份總數

比 率  

經 

理 

人 

總 經 理 吳乙南 

353,000

股 
2.80% 

353,000

股 
28 元 

29.05 元 
9,971,150

元 
2.80% 0 股 

28 元 

29.05 元 
0 元 0% 

營運總監 
林根賢 

(註) 

副總經理 楊旭平 

副總經理 黃瓊瑩 

資 安 長 顧寶裕 

財務及 

會計主管 
譚百良 

稽核室 

副理 
金珊如 

員工 

處    長 黃梓翔 

225,000

股 
1.78% 

212,000

股 
28 元 

29.05 元 
5,983,250

元 
1.68% 0 股 

28 元 

29.05 元 
0 元 0% 

資深處長 柯條隆 

資深經理 朱金松 

資深經理 陳世昌 

資深經理 張文棟 

資深經理 郭孟鈞 

資深經理 李俐娜 

資深經理 張良業 

資深經理 李國良 

資深經理 宋宏凱 

註：林根賢已於 106.12.31 分割基準日後調動職務至宏碁雲架構服務(股)公司。 

(三)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辦理情形：無。 

六、 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辦理情形：無。 

七、 資金運用計畫執行情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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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營運概況 

一、 業務內容 

(一)業務範圍 

1. 所營業務之主要內容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IZ13010  網路認證服務業 

I103010  企業經營管理顧問業 

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F113050  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F213030  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 

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F213060  電信器材零售業 

CC01050  資料儲存及處理設備製造業 

I601010  租賃業 

JZ99050  仲介服務業 

F301030  一般百貨業 

G902011  第二類電信事業 

H703100  不動產租賃業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2. 營業比重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產品名稱 

106 年度 107 年度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機房及雲端維運管 570,372 46.97   －  － 

資訊安全服務 417,149 34.35   509,893  100.00 

商業軟體銷售 226,817 18.68 － － 

合計 1,214,338 100.00 509,893 100.00 

 

3. 公司目前之商品及服務項目 
本公司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進行企業分割前，業務範疇涵蓋機房及雲端服務、
商業軟體銷售及資訊安全服務等三大領域，其中機房及雲端服務、商業軟體
銷售業務已分割讓與宏碁雲架構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安
碁資訊即聚焦於資訊安全服務業務之經營。本公司之資訊安全服務業務涵蓋
資安監控防護中心(SOC)營運服務、資安資訊分享分析建置與監控服務(ISAC)、
防駭監控服務、防毒監控服務、分散式阻斷攻擊演練服務、系統弱點掃描、
網頁弱點掃描、電子郵件警覺性測試、行動應用 APP 檢測服務、個資風險評
鑑、電子商務資安健診服務、資安健診服務、數位鑑識調查服務、資安管理
制度顧問服務等。 
在業務經營上，本公司係以自有之資安研發專業技術能力為核心，向國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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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軟硬體原廠或經銷商採購相關資安軟硬體工具，用以構建資安監控防護
中心(SOC)並提供 SOC 相關之營運管理、資安檢測、數位鑑識與顧問服務予終
端客戶，憑藉多年 SOC 專業實務維運經驗、兼具深度與廣度的客戶服務範圍、
多元的資安情資來源、與不斷充實之技術實力，本公司之資訊安全服務業務
在市場上已累積相當之正面評價。 

4. 計畫開發之新商品 
為因應日益多樣化的資安威脅態樣，進一步優化自身資安服務品質、切合市
場需求，本公司持續投入資源於新興資安服務與解決方案之開發上。目前本
公司主要開發計畫著重於人工智慧之資安應用及 OT 資安解決方案開發等兩個
領域。在人工智慧應用方面，本公司憑藉長期服務累積之客戶端實務作業資
料，通過迴歸分析、分類分群、圖形辨識、近似度分析等技術之應用及本公
司技術專家之專業知識投入、案例與趨勢研究、平台與系統之優化及回饋以
發展高度切合實務應用需求並具備即時性之關聯性分析規則。在 OT 領域資安
解決方案上，鑒於所涉及之基礎建設或生產設施運作穩定性要求極高，模擬
威脅等 IT 領域傳統資安檢測及偵防手段勢無法直接適用，本公司遂發展
TestBed 平台，利用客戶端提供之實際 OT 系統配置資訊，建構高度近似之作
業環境，從而得以在不干擾實際營運及生產活動下進行資安防護機制評估、
弱點分析，並發展切合實務需要之解決方案。 

(二)產業概況 

1. 產業之現況與發展趨勢 

(1)全球資訊安全市場規模 

資訊安全產業定義為提供資訊與系統免於遭受外部惡意攻擊與威脅等服務

產業，包含針對 PC、數據中心、伺服器、虛擬主機、行動裝置到終端設備、

分支機構、電信營運商和雲端，甚至物聯網的各類型網路裝置，提供安全

防護與偵測等硬體、軟體與服務。伴隨著資訊科技的迅速發展，全球的資

訊安全事件與也越加頻傳，不論通報件數或單件造成的損害規模都在持續

增加，其手法除傳統的社交工程(Social Engineering)、通訊郵件詐欺、惡意

程式或網頁、服務阻斷攻擊(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 DDoS)外，也演變

出作業系統漏洞攻擊等更具主動性的模式。在數位貨幣(cryptocurrency)如

比特幣(Bitcoin)、門羅幣(Monero)等具匿名性的支付手段日漸普及後，直接

向被害人勒索也成為盜取敏感資訊或個資轉賣外，攻擊者牟取不法利益的

重要來源，導致資安事件造成的危害大幅增加。在行動上網、物聯網等技

術快速發展下，不法分子更覷準終端裝置資安相關機制配置不足的弱點進

行攻擊，使資安事件領域進一步擴張到各類終端裝置。隨著大數據分析、

雲端運算等技術發展日漸成熟，數據變現成為可能、而資料更是企業貴重

的資產。為因應潛在的資訊科技攻擊事件，資安防護方案重要性越加強化。

美國資訊科技研究與顧問公司顧能(Gartner)的報告顯示，企業將持續增加

在資安領域的投資支出，全球成長率在 2018、2019 年分別為 12.32%與

8.77%，使資安總市場規模分別擴張到 1,140 億與 1,24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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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artner，2018年8月。 

 

(2)我國資訊安全市場規模 

台灣資安市場部分，市場規模雖然相較全球而言尚屬微小，但因基

期較低、資訊網路基礎建設相對成熟、資訊科技發展活躍及政府監

理機關態度趨於積極而被預期有相對強勁的成長動能。自 2016 年起，

國內的公務機關及金融業遭到駭客攻擊或因人員疏失導致個資外洩、

檔案遭加密乃至帳戶資金遭竊取及盜領情情事頻傳、加以歐盟的

「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將

於 2018 年 5 月 25 日正式施行，使未善盡個資保護責任、導致任何

歐盟成員國家個人之資訊外流或遭不當利用之國內機構將面臨鉅額

罰款，政府就資安防護要求規範逐漸加嚴、民間機構也開始加快就

資安防護措施建置的投入。自 2012 年 10 月通過修訂後個人資料保

護法後，我國於 2016 年 8 月成立行政院資通安全處，將國內資訊安

全的監理層級進一步提升，至 2018 年 5 月並正式通過資通安全管理

法，配合前瞻計畫之資訊基礎建設及資安防護設施投資計畫，對國

內公部門就資安防護之投資挹注穩健的成長動能。 

就我國資安支出應用觀之，根據 IEK 統計，主要可分為資安硬體與

模組、資安軟體、與資安服務等三大類型，其中又以資安硬體市場

規模最大，在 2016 年達 200.5 億新台幣、占整體國內資安市場的

57%，而資安服務相關開支則以 84.4 億新台幣的規模居次。然而，

就成長性而言，三大資安開支類型中尤以資安服務需求的成長動能

最強，反映國內資安市場之終端客戶在面對日益繁雜的資安防護要

求下，相較於傳統的資安軟硬體採購，更傾向採納具備客製化與整

合化特性之資安服務。國內資安服務市場被預期於 2017~2020 年之

預測期間內，實現約 115%的成長幅度、並在 2020 年達到新台幣

181.5 億的規模，占整體市場比例也將由 2016 年時的 24%躍升至

33%。若進一步分析國內企業就資安領域投資之考量事項，目前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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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的資安投資領域為 IT 基礎建設防護與員工資安意識的強化，顯

見國內企業的資安防護已由傳統的軟硬體購置更進一步深化，對資

安培訓與顧問服務的重視性日益增加。 

 

資料來源：IEK，2018 年 5 月。 

2. 產業上、中、下游之關聯性 

 

資訊安全服務產業之上、中、下游關聯圖： 

 

 
 

3. 產品之各種發展趨勢及競爭情形 
(1)產品未來發展趨勢 

過往的資安防護措施較側重過去經驗的彙整與分析，就個體本身曾經遭遇

或其他已經發生攻擊案例的資安威脅事件，進行研究分析，藉以持續強化

資安防護的周全性，然則對於尚未發動攻擊、處於潛伏階段的威脅，以及

迥異於過往模式的新型資安攻擊的因應彈性則顯不足，資安防護之前瞻性

仍有賴於資安從業人員之專業判斷。有鑑於全球資安威脅的態樣持續多元

化、新興資安攻擊模式不斷出現，利用 AI、機器學習等科技提升資安防護

核心平台之自動化程度與協調性促進偵防效率、增加資安防護平台的前瞻

性已成為全球資安廠商共通的努力方向。AI 可就資安公司自客戶端蒐集的

惡意軟體、垃圾郵件、勒索軟體等攻擊事件資訊進行整合並作分析、比較，

結合人類專家的經驗與及時市場資料，演繹出未來可能產生的攻擊模式，

並發掘已存在系統中的潛在威脅，配合導入機器人流程自動化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等方式，使因應措施可被及時且一致地執行，廣泛應用

於辨識惡意攻擊，偵測和分析攻擊形式上。本公司亦憑藉長期服務累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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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端實務作業資料，積極通過迴歸分析、分類分群、圖形辨識、近似度

分析等技術之應用及本公司技術專家之專業知識投入、案例與趨勢研究、

平台與系統之優化及回饋以發展高度切合實務應用需求並具備即時性之關

聯性分析規則，俾使現有資訊安全服務得以進一步智慧化，以因應日益增

加的資安威脅態樣，使偵防機制趨於主動。 

此外，在基礎建設運營及生產流程自動化、智慧化趨勢下，資訊科技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及操作科技(Operation Technology, OT)領域的重

合度增加、過去主要見於 IT 領域之資安威脅亦擴及 OT 領域，惟因 OT 與

廠商的生產活動密切相關，其系統之穩定性要求較 IT 更高，在運作中不容

中斷、且囿於生產效率性考量，傳統 IT 資安防護體系下之停機檢修、系統

更新作業模式難以適用於 OT 領域。從而，較諸傳統資安服務廠商所聚、

主要涵蓋電腦等端點設施、網路及伺服器資安偵防之 IT 領域，涉及關鍵基

礎建設、生產設備與機械運作之 OT 領域資安防護過去所受重視程度較低，

但其資安漏洞造成的潛在經濟損失與社會成本鉅大。因此，本公司在 OT

領域資安解決方案上，亦發展 TestBed 平台，利用客戶端提供之實際 OT

系統配置資訊，建構高度近似之作業環境，從而得以在不干擾實際營運及

生產活動下進行資安防護機制評估、弱點分析，並發展切合實務需要之解

決方案。 

(2)競爭情形 

資訊安全服務業是技術密集及專業度高的產業，就目前國內而言，資安服

務廠商包含系統整合商、資安顧問公司、資安服務專業公司及電信業者眾

多經營型態業者，大部份只能提供部份資安服務。惟隨資安威脅面向多元，

資安防護整合需求日趨殷切，安碁資訊是目前可同時提供 SOC 營運、資安

資訊分享分析建置與監控服務(ISAC)、資安檢測、鑑識與顧問服務予客戶

之高度整合資安服務專業公司，取具多項國際級專業認證，尤其 SOC 下設

之數位鑑識實驗室係目前國內唯一通過 ISO 17025 實驗室認證者，所出具

之鑑識報告可為國際所承認，故具備相當之競爭優勢。未來除加強維持與

既有客戶之緊密關係，本公司亦將積極提升專業技術及其競爭力，建立差

異化的服務特色，並積極拓展新客戶，以因應現有市場競爭態勢及未來可

能加入之競爭廠商之挑戰。 

(三)技術及研發概況 

1. 所營業務之技術層次及研究發展 
(1)所營業務之技術層次 

a. 資安偵防規則建立能力 

本公司在 SOC 領域已累績十餘年之經驗，建立相當穩定之維運管理能

量與經驗豐富之資安團隊，服務客戶範圍與數量龐大，而得以基於客

戶端回傳之實際運營資料與資安情資，發展偵防規則。本公司以每月

約 400 億筆的速度累積自客戶端蒐集的實務作業資料(operation data)，

憑藉本公司專業技術人力研析，目前已發展出 1,800 逾條、持續增加

並不斷更新的資安偵防規則，使本公司提供的資安服務具備高度即時

性與實務切合性。 

b. 資安服務整合能力 

本公司所營之主要業務內容為整合性資訊安全服務之提供，於充分了

解客戶需求下，通過深厚之服務經驗與高度專業之技術團隊評估，並

綜合對未來資安趨勢之研判，整合上游國際級資安軟硬體供應商之產

品，提供高度客製化之資安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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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切合市場需求之技術延伸能力 

本公司充分掌握市場脈動，研發重點以兼顧創新性及市場性，除因應

當前客戶需求外，並善用多元之資安情資來源，了解資安市場動態，

通過本公司技術團隊與和台灣大學、台灣科技大學等學術機構之合作，

開發結合人工智慧科技之智慧 SOC、及針對 OT 資安需求之測試平台，

使所提供之服務組合更趨完整，以切合客戶需要。 

(2)研究發展 

公司主要係提供資訊安全整合性監控及防護服務，係以自有之資安研

發專業技術能力為核心，向國內外資安軟硬體原廠或經銷商採購相關資安

軟硬體工具，用以構建資安監控防護中心(SOC)並提供 SOC 相關之營運管

理、資安檢測、數位鑑識與顧問服務予終端客戶。該公司之研發部門隸屬

於資安維運處，目前主要工作內容係針對威脅性情資做關聯性分析及規則

開發、駭客入侵手法研究、資安事件調查方法、發展具有人工智慧資安監

控防護平台。     

 

(3)最近二年度每年投入之研發費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研發費用 87,364 53,195 

營收淨額 1,214,338 509,893 

研發費用占營收淨額比率 7.19% 10.43% 

 

(4)最近年度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年度 研發項目 應用領域 

105 

論文：注入惡意 DLL之 APT攻擊手法研究 IT資安、事件調查 

專利：殭屍網路偵測系統及其方法 IT資安、SOC監控 

專利：電子裝置及偵測惡意檔案的方法 IT資安、事件調查 

攻擊分析：Pass The Ticket Attack (mimikatz) IT資安、事件調查 

服務：熱點地圖 IT資安、MSS應用 

服務：資安健診(電腦檢視, AD 伺服器群組原則, 惡意程式檢測, 封包監

聽與分析) 
IT資安、資安健診 

服務：ACSI SOC 新增 24 種資安監控規則 IT資安、SOC監控 

服務：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演練 IT資安、DDoS 

系統：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演練平台 IT資安、DDoS 

系統：資安建診系統 IT資安、資安健診 

系統：風險燈號 IT資安、MSS應用 

系統：新版 HackURL IT資安、MSS應用 

系統：FSA 中控平台 IT資安、MSS應用 

106 

論文：惡意中繼站資訊分析與整合平台之實作 IT資安、資安情資 

論文：以資訊安全維運中心為基礎之雲端平台事件處理系統 IT資安 

論文：Fileless攻擊手法分析-以勒索軟體為例 IT資安、事件調查 

服務：資安健診(新增項目：特權帳號, Linux檢視) IT資安、資安健診 

服務：ACSI SOC 新增 24 種資安監控規則 IT資安、SOC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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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ACSI SOC 因應政府資安規劃, 新增新世代二線 SOC 與監控規則 IT資安、SOC監控 

系統：惡意中繼站資訊分析與整合平台 IT資安、資安情資 

系統：良性網域名稱資訊蒐集平台 IT資安、資安情資 

系統：HackDNS系統 - 中繼站清單整合 ISC BIND IT資安、MSS應用 

工控分析：Local Area Transport (LAT)協議 OT資安、工控通訊協議 

107 

論文：A Malware Beacon of Botnet by Local Periodic Communication 
Behavior 

IT資安、SOC監控 

專利：殭屍網路中繼站偵測系統（審核中） IT資安、SOC監控 

專利：應用深度學習技術於辨識由網域生成演算法所產生之網域名稱（審
核中） 

IT資安、SOC監控 

專利：偵測 Windows使用行為與歷史異常方法（審核中） IT資安、SOC監控 

專利：自動標記 Windows使用行為流程與偵測異常方法（審核中） IT資安、SOC監控 

專利：透過字串相似度比對偵測偽裝網域名稱（審核中） IT資安、SOC監控 

漏洞挖掘：CVE-2018-19615 OT資安、工控漏洞 

漏洞挖掘：CVE-2018-19616 OT資安、工控漏洞 

服務：ACSI SOC 新增 24 種資安監控規則 IT資安、SOC監控 

數據分析：United Defense Algorithm IT資安、SOC監控 

數據分析：Beacon Beahivor Analysis IT資安、SOC監控 

數據分析：Passive DNS Analysis for Malware & Phishing Domain IT資安、SOC監控 

工控分析：Motorola MDLC協議 OT資安、工控通訊協議 

工控分析：Omron FINS協議 OT資安、工控通訊協議 

系統：ATHENA資安大數據平台 IT資安、事件調查、資安情資 

系統：中繼站探索系統 IT資安、資安情資 

(四)長、短期業務發展計劃 

1. 短期業務發展計畫: 

(1)行銷策略 

a. 深耕台灣資訊安全服務市場，精進自身技術實力並持續優化服務品質以
鞏固市場地位及客戶關係。 

b. 加強企業整體形象及知名度建立，就資安市場動態、趨勢、及資安事件
進行評析，刊載於國際性資安專業平台及相關媒體，以提高公司知名度，
並取得市場行銷之利基。 

(2)研發策略 

a. 通過客戶端回傳之巨量實務運營數據，持續開發並更新獨有之資安偵防
規則。 

b. 引入人工智慧之關聯式分析技術，發展具備主動偵防特色之智慧 SOC。 

(3)財務策略 

推動公司股票上櫃，在資本市場募集資金，並以穩健之營運方式達成財務
健全化及資金運用最佳化的目標。 

(4)管理策略 

招募及保留高度技術專業人才，持續優化服務品質。 

2. 長期業務發展計畫 

(1)行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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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開發東南亞資安市場，投入建構當地上下游營銷網絡，以俾強化自身
業務之成長動能並提高國際能見度。 

(2)研發策略 

a. 拓展人工智慧相關技術在資安服務領域的應用。 

b. 基於現有之測試平台技術，持續拓展應用範圍，以開拓 OT 資安市場。 

c. 因應 IoT 裝置普及衍生之資安防護需求，開發對應服務及解決方案。 

(3)財務策略 

充分利用資本市場多樣化的籌資管道及理財工具，建構穩健的財務結構並
嚴謹的做有利於公司發展的資本支出。 

  

(4)管理策略 

加強財務、銷售、生產、採購等系統整合，提供經營分析、決策支援、資
訊分享等智慧化的資訊管理系統。 

 

二、市場及產銷概況 

(一)市場分析 

1. 主要商品(服務)之銷售(提供)地區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內銷 914,904  79.51% 991,446  81.64% 509,679  99.96% 

外銷 

亞洲(註) 235,789  20.49% 222,892  18.36% 214 0.04% 

美洲 0 0.00% 0 0.00% 0 0.00% 

歐洲 0 0.00% 0 0.00% 0 0.00% 

其他 0 0.00% 0 0.00% 0 0.00% 

小計 235,789  20.49% 222,892  18.36% 0  0.00% 

合計 1,150,693 100.00% 1,214,338  100.00% 509,893  100.00% 

註：不含台灣市場。 

2. 市場占有率 

本公司係一資訊安全服務廠商，為因應整體資安市場之快速變動及客戶對整

體性資安解決方案之需求，提供包含資安管理服務、資安監控整合性服務等

客製化服務，除利用其具豐富經驗與技術基礎之資安監控防護中心(SOC)提供

持續性資安威脅監控管理外，也提供多樣的資安防護教育訓練課程，以提升

客戶端人員之資安意識，從而減少資安事件之發生可能性與潛在危害。 

按照本公司 105~107 年度資訊安全服務事業單位營業收入金額 326,120 仟元、

417,149 仟元及 509,893 仟元占 IEK 產業研究院估計的各該年度台灣資訊安全

服務市場規模 8,440,800 仟元、10,470,600 仟元、及 12,586,000 仟元比例來計

算，安碁資訊在各該年度的市場占有率分別為 3.86%、3.98%、及 4.05%，尚

無顯著之跨期變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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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仟元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金額 金額 變動率 金額 變動率 

資訊安全服務事業單位營收淨額(A) 326,120 417,149 27.91% 509,893 22.23% 

IEK 估計台灣資訊安全服務市場規模(B) 8,440,800 10,470,600 24.05% 12,586,000 20.20% 

推算市場佔有率(A)/(B) 3.86% 3.98% 4.05% 

資料來源：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3. 市場未來之供需狀況與成長性  

(1)供給面 

依照 IDC 所做競爭優勢與策略分析，目前全球 SOC 及其他資安代管服務

市場具備相當之集中度，處於領導地位的代表性廠商約維持在 6~8 家、但

個別廠商間地位仍持續變動。2017 年國際上提供 SOC 建置與維運服務之

具領導廠商，主要包含 IBM、BT、Verizon、AT&T、Accenture、Deloitte、

DXC Technology、SecureWorks、Symantec、Wipro、HCL、NTT Security

等公司；相較 2014 年時市場狀況，除整體市場參與者此領域的業務規模有

顯著擴張外， Deloitte 、 Accenture 、 DXC Technology 、 Wipro 、 HCL 

Technology、NTT Security 的地位有顯著提升，反映資訊軟體服務商、傳

統資安廠商及具備深厚顧問服務經驗的管理諮詢公司對 SOC 及其他資安代

管服務市場的經營態度積極性，尤其亞太地區的廠商入圍家數有增加趨勢。

在維繫及提升競爭優勢上，IDC 並認為提供與 SOC 維運伴隨提供客製化資

安顧問服務、雲端監控、雲端可視性、雲端管理、彈性的資安消費方案、

移動性裝置及物聯網資安解決方案、及優化的偵防與分析技術等會成為當

前市場參與者的優先考量，並挹注此產業的長期成長動能。 

全球SOC及其他資安代管服務市場主要參與者暨競爭地位圖 

 
資料來源：IDC MarketScape: Global Managed Security Services Vendor 

Assessment，2014年度(左圖)及2017年度(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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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場未來之成長性 

企業為因應態樣繁多且演變快速的資安威脅，以往大都選擇自行購置資安

軟體硬體或洽系統整合商(SI)購買經配合其需要之產品組合及資安解決方

案。然而，因內部人力資源配置上常缺乏資安之專責單位進行統籌、且跨

單位與跨系統統間資安情資多缺乏有效的交叉比對與關聯式分析，導致資

安警訊難以被適當並即時的傳達至當責單位，導致資安防護效果不彰。在

資安威脅日益嚴重、指向性資安攻擊頻繁發生、各國資安監理規範趨嚴、

及企業資安意識普遍強化的趨勢下，能有效建構資安縱深防禦、具備充分

專業性、整合性與即時性的資安監控防護中心(SOC)市場被預期將穩健成

長。考量建置 SOC 所需之專業經驗及資本支出對一般企業而言負擔較重，

以資安服務型態提供之 SOC (SOC-as-a-Service)，即資安管理服務(Managed 

Security Service，簡稱 MSS)，以其使客戶得以用相對低的成本獲得專業級

SOC 的資安監控與管理服務、具備資安記錄蒐集統整、資安威脅事件警示、

及已發生之資安攻擊因應之高度整合性特性，而被認為是未來資安防護手

段中最具潛力者，成為 SOC 市場重要的成長動能來源。 

根據 IDC 出具的 2017 年上半年全球資訊安全報告，全球為因應日益增加

的資安威脅而投入的相關支出裡，尤以資安管理服務(Managed Security 

Service)、網路安全 (Network Security)、安全與威脅管理 (Security and 

Vulnerability Management)、網路安全軟體(Network Security Software)、顧

問服務(Consulting Service)等五類具有最顯著的成長性。其中，被預期有最

佳成長潛力的 MSS 市場規模被預期於 2016 年至 2021 年間將實現累計平

均每年 14.7%的成長。若以地區別來看，亞太地區的 MSS 市場成長率更高

於世界平均、該地區市場占比被預期於 2021 年提升至 18%，市場規模逾

120 億美金，成為僅次於北美洲與歐洲的全球第三大市場。 

 
資料來源：IDC，2018年3月。                     單位：美金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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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rand View Research，Managed Security Services Market Report，2016年7月。 

4. 競爭利基 

(1)多年 SOC 專業實務維運經驗與龐大的客戶服務範圍 

本公司深耕台灣資安服務市場多年，自 2005 年開始提供 SOC 建置與偕同
維運服務，就 SOC 的相關組織與執掌之設計與規劃、SOC 人員的培訓(包含
平台操作與資安事件處理)與及日後維運的作業規範 SOP 等已具備豐富經驗，
並為台灣少數可同時提供 SOC 建置與維運服務之資安廠商。 

安碁資訊 SOC 累績十餘年之經驗，已建立相當穩定之維運管理能量與經驗
豐富之資安團隊，服務客戶範圍與數量相當龐大，為國內領先之資安業者，
以政府部門案件而言，涵蓋能源、水資源、交通及金融等領域，故自 2005
年起即累積大量資安事件資料，目前並以每月約 400 億筆的速度累積自客
戶端蒐集的實務作業資料(operation data)，憑藉本公司專業技術人力研析，
目前已發展出 1,800 逾條、持續增加並不斷更新的資安偵防規則，使本公
司提供的資安服務具備高度即時性與實務切合性，而本公司因具備實際維
運經驗，並高度整合 SOC 前置規畫與建置作業，因此相較於其他資安廠商
而言，本公司得以協助客戶達到資安投資項目的高度整合與集中管理而不
僅是分散採購資安系統或設備，並得以充分有效發揮功能，此外尚可透過
資安偵防規則及豐富的專業經驗等，協助有效縮短安全事件之應變時間，
徹底找出事件的問題來源。而龐大實務作業資料庫亦為人工智慧與機器學
習等技術之應用提供良好的發展基礎。 

(2)導入人工智慧技術並開發智慧 SOC (Intelligent SOC) 

傳統 SOC 分析平台，需即時完成原始事件比對與分析後，確認是否有安全
威脅，並依據結果，發布資安警訊通報通知客戶、追蹤處理結果，如果有
需要進一步執行事件調查，再依照雙方合約規範執行，因此係偏向反應式
(reactive)之資安防護措施，較受限於難以實現跨設備、跨客戶大範圍與長
週期分析。本公司累積長期資安事件分析與調查之心得，發現尚有很多潛
伏之資安威脅，需要透過大數據分析平台，執行跨設備(如：防火牆、入侵
偵測設備)、大範圍(跨客戶)、長週期(數週或數月)的分析，才能夠發掘出
來－這些潛伏期之資安威脅，是目前資安設備、防毒軟體尚未能夠辨識出
來的潛藏危害。且為因應日益加快的資安攻擊樣態演化速度、及多元化的
資安威脅樣態，導入人工智慧科技、使資安偵防機制智慧化、自動化，主
動就各類潛在攻擊事件進行偵防，已是當前市場的重要趨勢。 

本公司同時具備(1)龐大的實務作業資料庫而得以實現大數據平台；(2)資安
專業人才與豐富經驗，並為國內少數擁有通過 ISO 17025 認證數位鑑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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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室之 SOC 業者，因此得以辨識哪些徵兆或特徵是潛伏的資安威脅；(3)導
入機器學習演算法，以海量原始日誌為學習對象，並由資安專家驗證與調
整學習演算法，反覆進行確認與改良，最終得出可靠的學習結果。此演算
法於 Intelligent SOC 中自動運算，將資安專家的智慧自動化，讓安碁資訊
SOC 具備智慧運算的能力。故而本公司在發展人工智慧之資安應用上業已
具備堅實之基礎，憑藉自客戶端蒐集之實務作業資料發展的關連性分析規
則，可直接投入真實場景應用，並藉由客戶與專家提供之回饋不斷調整。
結合本公司在 SOC 建置營運領域的豐富經驗、及龐大的客戶基數，人工智
慧技術的導入使本公司資安偵防平台得以在傳統資安防護設施資訊整合的
基礎上，就客戶端回傳之資訊進行統合分析，偵知共通惡意攻擊之來源，
從而與以先制封鎖並為其他客戶提供預警。較諸傳統 SOC，導入人工智慧
技術的智慧 SOC (Intelligent SOC)更具前瞻性與整合性，使資安防護化由傳
統反應式(reactive)提升至主動式(proactive)服務，將資安威脅提早排除與解
決，對潛在資安威脅得以制敵機先。 

(3)情資來源多元、建構國內首屈一指之資安情資平台 

除經多年累積之龐大客戶基數外，本公司亦與亦與國際資安情資組織、暗
網之調研機構頻繁進行交流，從而得以及時掌握資安領域之國際動態，及
時並持續回饋至偵防平台中。由於資料來源皆係客戶端實務作業所產生，
基於該等資料發展的偵防與因應規則能高度切合實務需要，並能及時反應
當前資安環境趨勢。相對同業而言，本公司因具備龐大客戶基數、長久資
安服務歷史、多樣的資料來源，得以發展實務應用性佳、具備高度即時性
之資安防護方案，鞏固自身競爭優勢，並具備發展整合性、主動性資安防
護與因應措施之良好基礎。 

(4)技術能力與服務品質取具國際認證，擔綱國家級資安防護計畫重任 

本公司具備 ISO 27001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認證、BS10012 個人資訊管理認證、
數位鑑識中心 ISO 17025 實驗室認證等國際級認證，出具之資安鑑識與調
查報告為國際所公認。除取具國際級認證作為自身技術實力與服務品質之
表彰，以鞏固客戶信任及市場地位外，本公司亦於全球最大之資安弱點情
資資料庫(CVE)發布研究成果，並獲得美國國家資安弱點資料庫(NVD)之承
認，顯示本公司就資安威脅事件之自主研究與評估能力亦獲得相當肯定。 

在營運實績方面，本公司就國內資安市場的長期耕耘、已建立良好商譽，
往來客戶涵蓋臺灣證券交易所、財政部、科技部等重要公部門機關，亦擔
綱國家級資安防護規劃之八大關鍵基礎設施中之能源、水資源、交通、金
融等四大領域之防護機制建構維運工作，並參與資訊安全暨區域聯防委託
服務案等重點資安計畫，善用自身在資安服務領域的豐富經驗，協助建構
構成國家安全重要部分之資安防護體制 

(5)領域橫跨 IT 與 OT，切合資安防護發展趨勢 

較諸傳統資安服務廠商所聚焦、主要涵蓋電腦等端點設施、網路及伺服器
資安偵防之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領域，涉及關鍵基礎建設、
生產設備與機械運作之操作科技(Operation Technology, OT)領域過去所受重
視程度較低，但其資安漏洞造成的潛在經濟損失與社會成本鉅大，由去年
台積電機台遭惡意程式入侵、導致部分生產線停擺之事件可見一斑。有鑑
於基礎建設運營及生產流程自動化、智慧化趨勢下，IT 及 OT 領域的重合
度增加、過去主要見於 IT 領域之資安威脅亦擴及 OT 領域，本公司已積極
投入 OT 資安領域，係國內少數同時跨足 IT 及 OT 領域之資安服務廠商，不
僅在傳統資訊系統、網路、伺服器、資料庫等 IT 領域監控防護具有豐富實
務經驗，亦跨足重要工業設施作業平台、基礎建設核心系統等 OT 領域資
安防護業務，通過 TestBed 平台進行逼近實務作業情況之模擬測試，在不
影響正常作業活動的情況下，辨認系統弱點所在與潛在威脅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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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發展遠景之有利、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1)有利因素 

a. 台灣企業資安市場穩定成長、金融業資安支出成長尤快 

為因應日益增加的潛在資安威脅，國內企業在資安防護領域的開支持續
成長。基於其掌握大量具高度敏感性與價值之資訊、組織所管理之資產
及收益較具規模，國內的政府部門與金融業常成為包含 DDoS、勒索型
惡意軟體、APT 等資安攻擊之主要目標。鑒於資安事件可能對正常營業
乃至具急迫性之重大活動構成顯著之妨害、重創品牌商譽或構成民眾對
組織的不信任、乃至損及我國國際形象，國內民間各產業部門及政府機
關幾皆致力於資安領域之投入，除防範潛在的資安威脅外，亦是各該組
織對於維繫自身產品或服務品質、重視客戶及人民權益之表彰。 

b. 政府資安監理規範趨嚴、推動公部門資安需求扮演積極角色 

鑒於近年來台灣資安事件頻仍、資安威脅的可能型態與影響程度皆持續
增加，除民間企業強化自身資安防護措施外，國內政府機關也對資安議
題表達高度重視，行政院於民國 105 年 8 月 1 日成立資安專責單位資通
安全處，將資安正式定調為國安層級事項外，資安專法《資通安全管理
法》也於民國 106 年 5 月 11 日通過，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使資安防護建立體制化的要求與相關檢核機制層級由行政命令進一步提
高為具強制力之法律，適用範圍亦由公務機關擴張至受有政府資源投入、
涉及公眾利益、組織機能對國家安全與大眾影響重大之非公務機關。在
106 年 7 月核定版本的前瞻基礎建設－數位建設計畫中，亦正式將資訊
安全基礎建設納入前瞻計畫的重點投入項目、相關計畫總金額達新台幣
69.8 億元，彰顯當局對國家整體資訊安全之重視。是故，對於主要經營
國內市場、積極參與公領域資安採購案件的整合性資安服務提供者而言，
市場前景趨於正向。 

c. 資安威脅模式日益增加、整合性資安服務需求增加 

在資安威脅態樣多元化的趨勢下，從終端聯網裝置、通訊網路、伺服器、
乃至雲端設施都可能成為攻擊的目標，且混合多種攻擊模式之進階持續
性滲透攻擊(APT)事件亦越發頻繁，資安防護措施之布置必須兼具深度與
廣度，能有效且及時地統合來自不同防護機制之威脅情資，並持續因應
當前資訊科技領域動態與個體本身特性做出彈性之動態調整，方能有效
偵知潛在之威脅活動，從而提早加以因應。 

資安監控中心(SOC)以其具備整合端點防護、防火牆(Firewall)、網路型入
侵偵測系統(NIDS/IPS)、主機型入侵偵測系統(HIDS)等多元防護措施、提
供公司個體層級多面向防護的能力之特性，在資安威脅態樣演進快速、
所需應對量能劇增的環境下，已成為越來越多企業的資安防護選擇。除
此之外，為確保組織之資安防護布置可切合當前實務運作需求、因應資
安環境變動而及時調整，在初始建置外，後續維運與相關顧問服務的重
要性也顯著提升，以確保組織保有最適的因應量能，以最大程度發揮防
護效能。 

d. 資安防護措施智慧化趨勢下，作業資料及資安情資具高度價值 

導入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技術於現有之資安偵防平台上，可使資安公司
就自客戶端蒐集的惡意軟體、垃圾郵件、勒索軟體等攻擊事件資訊進行
更有效率的整合、分析與比較，並結合人類專家的經驗與及時市場資料，
演繹出未來可能產生的攻擊模式、發掘已存在系統中的潛在威脅，配合
導入機器人流程自動化(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等方式，使因應措施
可被及時且一致地執行，廣泛應用於辨識惡意攻擊，偵測和分析攻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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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為確保智慧化偵防機制得以充分切合客戶之實務運營需要，長期
之資安服務經驗、自客戶端蒐集的實務作業資料(operation data)之累積、
及即時之市場資安情資來源便至關重要，因為投入的資訊越即時、越貼
近實務、內容越豐富、涵蓋面向越廣泛，可能演繹出的規則越富於價值，
並能切合實務需求，具備豐富營運經驗、在業界累積有深厚情資網絡的
資安業者，也因而將更受市場青睞。 

(2)不利因素 

a. 國內資安市場規模有限，海外市場拓展不易 

台灣資安市場雖在民間企業投資與政府政策規劃帶動下被預期將迎來顯
著成長，惟整體市場規模相較國際資安市場而言，仍顯狹隘，而海外市
場則因應當地環境及法令規範而有較高之在地化與客製化門檻，拓展不
易。 

因應對策： 

本公司雖已在國內民間與政府部門皆已建立相當的商譽並維繫穩定的客
戶關係，但亦有鑒於台灣市場的侷限性，憑藉自身在資問服務領域的豐
富實務經驗與與能力，積極布局東南亞資安市場。 

 

b. 系統整合商、電信業者等紛紛投入資安市場，造成競爭 

資安市場除資安管理服務供應商(Managed Security Service Provider，
MSSP)外，尚有系統整合商(System Integration，SI)、電信業者及資安顧
問公司等之參與，市場日趨競爭。 

因應對策： 

資安服務業是技術密集及專業度高的產業，就目前國內而言，資安服務
廠商包含系統整合商、資安顧問公司、資安服務專業公司及電信業者眾
多經營型態業者，大部分只能提供部分資安服務。惟隨資安威脅面向多
元，資安防護整合需求日趨殷切，本公司是目前可同時提供 SOC 營運、
資安資訊分享分析建置與監控服務(ISAC)、資安檢測、鑑識與顧問服務
予客戶之高度整合資安服務專業公司，故具備一定競爭優勢，且本公司
除加強維持與既有客戶之緊密關係，亦積極提升專業技術及其競爭力，
建立差異化的服務特色，並積極拓展新客戶，以因應未來可能加入之競
爭廠商。 

c. 人才留才與培育日漸困難 

資安監控領域相關人才流動率較高，SOC 營運管理經驗傳承及專業實力
需仰賴有效的留才及培育。 

因應對策： 

本公司通過對國內市場的長期經營，已在資安檢測、監控、管理、及顧
問服務領域累積豐富的經驗，並持續投注研究資源於包含大數據分析、
機器學習在內的市場主流科技趨勢，致力於將該等科技與公司目前旗下
的服務相結合，以期進一步強化資安防護服務的即時性、準確性與前瞻
性，鞏固並強化自身的市場地位，並同時以龐大的資料庫與處理經驗，
增加人才留任動因；此外，本公司認為具有功能完整的系統平台
(Platform)搭配完善的作業規範(Process)與訓練有素之技術人力(People)等
成功的關鍵因素，故相當重視人力素質之培養及技術專業認證質量，本
公司因有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導
入服務，及 SOC 規劃建置，在人才養成不遺餘力，培訓員工在資安管理、
資安監控、資安檢測、輔導國際認證等各類專業能力；本公司也設有通



54 

過 ISO 17025 實驗室認證之數位鑑識中心與資安實驗室(Security LAB)，提
升資安監控人才的培育。 

(二)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與生產過程 

1. 主要產品重要用途 

產品名稱 主要用途或功能 

資安監控防護中心 

(SOC)營運服務 

包含資安監控防護中心營運，提供 7x24 的資安防護維運服務，將蒐

集的設備原始營運資訊進行深度的分析，研判潛在的安全問題，有

效的處理的攻擊事件。防駭監控：將企業內部多種資安設備，所產

生的資安事件記錄，以系統化的方式進行收集、關聯性分析、異常

網路行為監控、警訊通報及協助事件處理。防毒監控：針對病毒活

動進行監控，隨時注意防毒系統之異常訊息，發掘是否有變種病毒

的存在。即時掌握病毒疫情資訊，建立快速回應及有效的通報機

制。資安事件調查分析、數位鑑識中心調查鑑識服務、資安威脅之

人工智慧與大數據分析、SOC 規劃建置。 

資訊安全檢測 
包含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演練、系統弱點掃描、網頁弱點掃描、滲

透測試、電子郵件警覺性測試等服務。 

資訊安全管理服務 
包含資安健診服務、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MS)建置輔導、個資風險

評鑑等服務。 

情資分享與維運科技

安全管理服務 

包含資安威脅情蒐與分析服務、資安情資分享與分析平台建置及維

運服務、工業控制系統弱點與威脅評估服務。 

機房及雲端服務 

主要係提供企業專屬機房租用、主機代管、主機效能監控、備份服

務、資訊系統維運委外管理、災難備援規劃服務及演練、緊急備援

中心、公有雲服務、Iass 到府服務、巨量資料分析服務、雲端備援

服務、AWS 雲端專業服務、CSP 雲端管理平台、Box101 儲存雲、

Safe3 資安日誌保存與稽核系統、InspireOz 資訊服務管理平台等服

務。另，該業務業已分割讓與新設公司宏碁雲架構服務股份有限公

司。 

 

2. 主要產品之生產過程 
 

本公司資訊安全服務之主要提供過程如下： 

 

 
 
 



55 

 

(三)主要原料之供應狀況 

 

產品名稱 主要原料供應情況說明 

資訊安全服務 

本公司主要係以資安專業技術為核心，向國內、外資安軟硬體原廠或經

銷商，採購相關資安軟硬體工具，用以提供 SOC 營運、資安檢測、數

位鑑識與顧問服務予終端客戶。本公司均與供應商建立穩定之合作關

係，供應情形穩定，未有供貨來源中斷之情事。 

機房及雲端服務 

本公司主要係向台電購買電力，向機電及網路供應商，採購相關機電及

網路設備，提供機房及雲端服務予終端客戶。本公司均與供應商建立穩

定之合作關係，供應情形穩定，未有供貨來源中斷之情事。另，該業務

業已分割讓與新設公司宏碁雲架構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四)最近二年度任一年度中曾占進（銷）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客戶名稱及其進（銷）

貨金額與比例，並說明其增減變動原因。 

1. 最近二年度任一年度中曾佔進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供應商及其進貨金額與比
例，並說明其增減變動原因 

本公司於 106 年度及 107 年度並無占進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供應商；另本公
司機房及雲端服務、商業軟體銷售業務，已於 106.12.31 分割至宏碁雲架構服
務(股)公司，就本公司分割後存續之資訊安全服務業務而言，106 年度亦無占
進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供應商。 

2. 最近二年度任一年度中曾佔銷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客戶名稱及其銷貨金額與
比例，並說明其增減變動原因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次 

106 年度 107 年度 

名稱 金額 
占全年度銷

貨淨額比率 

與發行人

之關係 
名稱 金額 

占全年度銷

貨淨額比率 

與發行人

之關係 

1 宏碁 265,335 21.85% 母子公司 － － － 無 

 其他 949,003 78.15%  其他 509,893 100.00  

 銷貨淨額 1,214,338 100.00%  銷貨淨額 509,893 100.00  

本公司 106 年度有宏碁公司為占年度總銷貨額 10%以上之銷貨客戶，主要來源

係機房及雲端維運管理事業單位，而就本公司資訊安全服務業務而言，並無占

銷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客戶。 

增減變動原因：本公司主要提供宏碁公司機房及雲端服務，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就雲端機房維運管理及商業軟體銷售事業單位進行分割後，107 年度即已無

繼續與宏碁公司進行機房及雲端服務之業務往來，故該年度並無占年度總銷貨

額 10%以上之銷貨客戶。 

(五)最近二年度生產量值表：本公司非屬製造業，故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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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最近二年度銷售量值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主要部門 

106 年度 107 年度 

內銷 外銷 內銷 外銷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資訊安全服務 － 417,149 － － － 509,679 － 214 

機房及雲端維運管理 － 570,372 － － － － － － 

商業軟體銷售 － 3,925 － 222,892 － － － － 

合計 － 991,446 － 222,892 － 509,679 － 214 

銷售量值變動情形之說明： 

本公司最近二年度銷售量值變動主係受機房及雲端維運管理與商業軟體銷售

事業單位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分割讓與新設公司之影響，其餘則係受市場狀

況與客戶需求影響而變動，並無異常變化情事。 

三、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從業員工資料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分割後) 
107 年度 

108 年 

3 月 31 日 

員工人數 

業務銷售 38 18 24 24 

技術服務 64 30 37 39 

研究開發 57 22 47 49 

客戶服務 13 3 3 3 

管理&財務 3 3 10 11 

合計 175 76 121 126 

平均年歲 41.0 41.5 40.5 40.7 

平均服務年資 9.2 7.1 6.7 6.9 

學歷分布比率 

博士 0.7% 1% 1.70% 1.6% 

碩士 27.6% 53% 44.60% 42.8% 

大專 70.4% 46% 50.40% 52.4% 

高中 1.3% 0% 3.30% 3.2% 

高中以下 0% 0% 0% 0% 

 

四、 環保支出資訊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污染環境所受損失(包括賠償)及處分之總額，並
說明未來因應對策(包括改善措施)及可能之支出(包括未採取因應對策可能發生損失、
處分及賠償之估計金額，如無法合理估計者，應說明其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無。 

五、 勞資關係 

(一)列示公司各項員工福利措施、進修、訓練、退休制度與其實施狀況，以及勞資間
之協議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1. 員工福利措施： 

本公司為保障員工之福利，依法設立職工福利委員會，提供法令規定相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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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例如：團體醫療保險、婚喪喜慶及生育禮金、急難救助、年節禮品獎金、
生日禮金並定期舉辦員工旅遊、健康檢查活動等多樣福利。 

2. 員工進修、訓練狀況： 

本公司以人為本，重視人才培育，依各部門所需要的專業技術與訓練分別安
排員工內部上課及不定期外派訓練，並在兼顧個人成長與公司發展之宗旨下，
規劃全方位之教育訓練，提供員工完整之教育訓練體系。 

3. 退休制度與其實施狀況： 

本公司每月負擔之員工退休金提撥率，不得低於員工每月薪資百分之六。本
公司依「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每月提撥不得低於勞工每
月工資 6%至勞工退休金帳戶，並依退休金條例及本公司人事管理辦法之相
關規定，據以辦理退休事宜。 

4. 勞資間之協議情形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本公司依據相關法令規定並致力於維持和諧勞資關係，依照服務契約書、 工
作規則及各項管理規章辦理，內容明訂員工權利義務及福利項目，以維護員
工權益。本公司自成立以來即積極建立雙向及開放之溝通管道，截至目前尚
無勞資糾紛及公司損失之情事發生。 

本公司訂有完整書面管理辦法，內容明訂員工權利義務及福利項目，以維護
員工權益。 

(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因勞資糾紛所遭受之損失，並揭露目前及未
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應說明無法合理估計之
事實：本公司自成立至今，勞資關係和諧，並無發生因勞資糾紛而導致損失之情
事，估未來因勞資糾紛而導致損失的可能性極低。 

 

六、重要契約 

契約性質 契約對象 契約起迄日期 主要內容 限制條款 

銷售合約 臺北市政府資訊局, 
Jul-01-2018 

~Dec-31-2020 

107 年度本府資訊安全暨區域聯防委託

服務案 

保密與限制

轉包 

銷售合約 
桃園市政府資訊科技

局 

Aug-06-2018 

~Dec-31-2019 

107 年度前瞻計畫—桃竹竹苗區域聯防

暨情資交換中心委外服務案 

保密與限制

轉包 

銷售合約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Jan-01-2019 

~Dec-31-2019 
108年度 F-ISAC 資安專業情資服務案 

保密與限制

轉包 

銷售合約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

司 

Nov-12-2018 

~Nov-11-2020 
資安監控中心委外監控及技術服務 

保密與限制

轉包 

銷售合約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Feb-22-2017 

~Feb-21-2020 
106年度資通安全監控系統維護案 

保密與限制

轉包 

銷售合約 台灣自來水有限公司 
Sep-10-2018 

~Sep-09-2019 

107 年度資安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功能

維護專案 

保密與限制

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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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財務概況 

一、 最近五年度簡明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 

(一)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 

1. 簡明資產負債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合併)：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資 料(註 1)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流動資產 

不適用 

378,790 442,367 238,124 375,586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063,206 1,844,005 991 4,009 

無形資產 51,422 61,141 30,937 105,025 

其他資產 127,677 140,299 84,090 68,088 

資產總額 2,621,095 2,487,812 354,142 552,708 

流動負債 
分配前 519,581 386,286 214,448 329,523 

分配後(註 2) 612,928 443,404 214,448 329,523 

非流動負債 37,060 40,424 15,467 8,060 

負債總額 
分配前 556,641 426,710 229,915 337,583 

分配後(註 2) 649,988 518,828 229,915 337,583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2,064,454 2,061,102 124,227 215,125 

股  本 1,870,926 1,870,926 40,000 126,296 

資本公積 2,110 2,110 － 22,124 

保留盈餘 
分配前 194,788 195,002 94,179 77,167 

分配後(註 2) 101,441 102,884 94,179 77,167 

其他權益 (3,370) (6,936) (9,952) (10,462) 

庫藏股票 － － － － 

非控制權益 － － － － 

權益總額 
分配前 2,064,454 2,061,102 124,227 215,125 

分配後(註 2) 1,971,107 2,003,984 124,227 215,125 

註 1：本公司自 105 年度起採國際財務報導準則，105 年度合併財務報告之比較期未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餘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註 2：依據次年度股東常會決議之情形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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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簡明綜合損益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合併)：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資 料(註)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營業收入 

不適用 

1,165,933 1,150,693 1,214,338 509,893 

營業毛利 412,434 354,755 340,368 206,216 

營業損益 209,618 127,306 (22,058) 71,318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3,184) (7,899) 8,050 (579) 

稅前淨利 196,434 119,407 (14,008) 70,739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 103,099 93,561 (8,705) 57,988 

停業單位損失 － － － － 

本期淨利(損) 103,099 93,561 (8,705) 57,988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稅後淨額) 
(1,482) (3,566) (2,577) (51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01,617 89,995 (11,282) 57,478 

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103,099 93,561 (8,705) 57,988 

淨利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 － － －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101,617 89,995 (11,282) 57,478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非控制權益 
－ － － － 

每股盈餘(虧損) (元) 0.55 0.50 (0.04) 4.72 

註：本公司自 105 年度起採國際財務報導準則，105 年度合併財務報告之比較期未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餘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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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簡明資產負債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個體)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資 料(註 1)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流動資產 

不適用 

215,106 293,065 238,124 375,586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055,940 1,841,037 991 4,009 

無形資產 51,422 61,141 30,937 105,025 

其他資產 130,651 140,299 84,090 68,088 

資產總額 2,453,119 2,335,542 354,142 552,708 

流動負債 
分配前 351,605 233,399 214,448 329,523 

分配後(註 2) 444952 290517 214,448 329,523 

非流動負債 37,060 41,041 15,467 8,060 

負債總額 
分配前 388,665 274,440 229,915 337,583 

分配後(註 2) 482012 331558 229,915 337,583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2,064,454 2,061,102 124,227 215,125 

股  本 1,870,926 1,870,926 40,000 126,296 

資本公積 2,110 2,110 － 22,124 

保留盈餘 
分配前 194,788 195,002 94,179 77,167 

分配後(註 2) 101,441 102,884 94,179 77,167 

其他權益 (3,370) (6,936) (9,952) (10,462) 

庫藏股票 － － － － 

非控制權益 － － － － 

權益總額 
分配前 2,064,454 2,061,102 124,227 215,125 

分配後(註 2) 1,971,107 2,003,984 124,227 215,125 

註 1：本公司自 105 年度起採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上述財務資訊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註 2：依據次年度股東常會決議之情形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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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簡明綜合損益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個體)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資 料(註)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營業收入 

不適用 

892,154 908,514 987,521 509,893 

營業毛利 373,891 313,919 312,254 206,216 

營業損益 206,541 123,710 (19,318) 71,318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8,618) (4,303) 5,310 (579) 

稅前淨利 197,923 119,407 (14,008) 70,739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 103,099 93,561 (8,705) 57,988 

停業單位損失 － － － － 

本期淨利(損) 103,099 93,561 (8,705) 57,988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稅後淨額) 
(1,482) (3,566) (2,577) (51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01,617 89,995 (11,282) 57,478 

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103,099 93,561 (8,705) 57,988 

淨利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 － － －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101,617 89,995 (11,282) 57,478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非控制權益 
－ － － － 

每股盈餘(虧損) (元) 0.55 0.50 (0.04) 4.72 

註：本公司自 105 年度起採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上述財務資訊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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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簡明資產負債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個體)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年

度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資 料(註 1)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流動資產 287,516 248,536 

不適用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272,422 2,055,940 

無形資產 4,126 4,450 

其他資產 102,191 143,368 

資產總額 2,666,255 2,452,294 

流動負債 
分配前 486,691 350,986 

分配後(註 2) 632,058 444,333 

非流動負債 68,922 32,206 

負債總額 
分配前 555,613 383,192 

分配後(註 2) 700,980 476,539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2,110,642 2,069,102 

股  本 1,870,926 1,870,926 

資本公積 2,110 2,110 

保留盈餘 
分配前 237,606 196,066 

分配後(註 2) 92,239 102,718 

其他權益 － － 

庫藏股票 － － 

非控制權益 － － 

權益總額 
分配前 2,110,642 2,069,102 

分配後(註 2) 1,962,837 1,975,755 

註 1：本公司自 105 年度起採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上述財務資訊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註 2：依據次年度股東常會決議之情形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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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簡明綜合損益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個體)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資 料(註 1)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營業收入 1,045,983 1,007,216 

不適用 

營業毛利 746,832 759,812 

營業損益 191,576 207,16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4,110) (8,618) 

稅前淨利 187,466 198,542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 187,466 198,542 

停業單位損失 － － 

本期淨利(損) 187,466 198,542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稅後淨額) 
－ －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87,466 198,542 

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187,466 198,542 

淨利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 －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187,466 198,542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非控制權益 
－ － 

每股盈餘(虧損) (元) 0.86 0.55 

註：本公司自 105 年度起採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上述財務資訊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二)影響上述簡明財務報表作一致性比較之重要事項如會計變動、公司合併或營業部門
停工等及其發生對當年度財務報告之影響： 

為因應國內外資訊安全服務需求與產業快速發展趨勢，以及國內競爭同業之佈局與
挑戰，本公司於民國一○六年十一月九日經董事會決議，依企業併購法、公司法及
其他相關法令，以民國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分割基準日，將機房及雲端維運
管理事業單位及商業軟體銷售事業單位分割讓與新設公司宏碁雲架構服務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宏碁雲架構公司」)，其相關營業及淨資產予宏碁雲架構公司，其
會計處理係以所讓與之資產帳面價值(若有減損，則以認列損失後之金額為基礎)減
除負債後之淨額，由本公司辦理減資轉銷股本，不認列處分損益。 

該分割減資案業經經濟部於民國一○七年一月十六日核准在案。分割之相關資訊如
下： 

1.對合併財報之影響 

單位：新台幣仟元 

資產：  

現金 239,162  

應收票據及帳款(含關係人) 167,164  

存貨 12,205  

其他流動資產 15,148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629,477  

無形資產 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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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金融資產 33,923  

其他非流動資產 21,174  

小計 2,119,109  

負債：  

應付帳款(含關係人) (153,322) 

其他應付款 (66,458) 

其他流動負債 (824) 

淨確定福利負債 (29,782) 

其他非流動負債 (248) 

小計 (250,634) 

淨資產 1,868,475  

2.對個體財報之影響 

單位：新台幣仟元 

資產：  

現金 150,755  

應收票據及帳款(含關係人) 135,510  

其他流動資產 8,523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4,12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627,234  

無形資產 856  

其他金融資產 33,923  

其他非流動資產 21,174  

小計 1,982,095  

負債：  

應付帳款(含關係人) (48,685) 

其他應付款 (34,905) 

淨確定福利負債 (29,782) 

其他非流動負債 (248) 

小計 (113,620) 

淨資產 1,868,475  

  

(三)最近五年度簽證會計師姓名及查核意見 

1. 最近五年度簽證會計師姓名及查核意見 

年度 會計師事務所名稱 會計師姓名 會計師查核意見 

103 年 張惠貞 無保留意見 103 年 

104 年 張惠貞 無保留意見 104 年 

105 年 高靚玟/施威銘 無保留意見 105 年 

106 年 高靚玟/施威銘 無保留意見 106 年 

107 年 高靚玟/施威銘 無保留意見 107 年 

2. 最近五年度更換會計師之情形，公司、前任及繼任會計師對更換原因之說明： 

更換簽證會計師係因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內部業務調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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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最近五年度財務分析 

(一)財務分析－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合併財報)： 

年度 

分析項目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分 析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財務結構

(％) 

負債占資產比率 

不適用 

21.24  17.15  64.92  61.08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比率 
101.86  113.97  14,096.27  5,567.12  

償債能力

(%) 

流動比率 72.90  114.52  111.04  113.98  

速動比率 69.52  111.23  111.00  76.30  

利息保障倍數 29.90  59.40  － 96.83  

經營能力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5.88  5.39  6.73  5.14  

平均收現日數 62.07  67.72  54.23  71.01  

存貨週轉率(次) 120.25  205.81  449.00  654.07  

應付款項週轉率(次) 2.38  3.97  6.45  2.47  

平均銷貨日數 3.04  1.77  0.81  0.56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次) 0.54  0.59  1.32  203.95  

總資產週轉率(次) 0.43  0.45  0.85  1.12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3.99  3.73  (0.61) 12.92  

權益報酬率(%) 4.94  4.54  (0.80) 34.18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10.58  6.38  (35.02) 56.01  

純益率(%) 8.84  8.13  (0.72) 11.37  

每股盈餘(元) 0.55 0.5 (0.05) 4.72  

現金流量 

現金流量比率(%) 76.56 81.16  125.70  51.03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322.3 325.16  295.15 236.17  

現金再投資比率(%) 8.47 4.47  167.90 141.17  

槓桿度 
營運槓桿度 1.95  2.75  (15.31) 2.86  

財務槓桿度 1.03  1.02  1.00  1.01  

請說明最近二年度各項財務比率變動原因：(若增減變動未達 20%者可免分析) 

(1)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減少：主要係 107 年度本公司添購營業設備 4,378 仟元所致。 

(2)利息保障倍數：本公司 106 年度無財務成本，故無法計算本項財務比率。107 年度財務成主要來源係

就以前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核定稅額行行政救濟而衍生之利息。 

(3)應收款項週轉率減少：主要係 106 年度本公司進行企業分割後，自 107 年度起不再計入雲端機房及

商軟銷售事業單位營收淨額所致。 

(4)應收款項平均收現日數增加：主要係 107 年度應收款項週轉率降低所致。 

(5)存貨周轉率增加：主要係本公司 106 年度進行企業分割，導致 12,205 仟元之存貨分割至宏碁雲架構

公司，107 年度本公司平均存貨餘額已不再計入該部分存貨所致。 

(6)應付款項週轉率減少：主要係本公司 107 年度資訊安全服務業務擴張導致應付供應商款項增加所

致。 

(7)平均售貨日數減少：主要係 107 年度存貨周轉率增加所致。 

(8)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增加：主要係 106 年度本公司進行企業分割，1,629,477 仟元的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分割至宏碁雲架構公司，本公司 107 年度平均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不再計入該部分

固定資產所致。 

(9)總資產週轉率增加：主要係 106 年度本公司進行企業分割，2,119,109 仟元的資產分割至宏碁雲架構

公司，本公司 107 年度平均總資產餘額已不計入該部分資產所致。 

(10)資產報酬率增加：主要係本公司 107 年度資訊安全服務業務稅後淨利，及 106 年度本公司進行企業

分割，2,119,109 仟元的資產分割至宏碁雲架構公司後 107 年度平均總資產餘額已不計入該部分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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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 

(11)權益報酬率增加：主要係本公司 107 年度資訊安全服務業務稅後淨利，及 106 年度本公司進行減資

分割致普通股股本減少 1,865,926 仟元，本公司 107 年度平均權益餘額已不計入該部分普通股股本

所致。 

(12)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增加：主要係本公司 107 年度資訊安全服務業務稅後淨利，及 106 年度

本公司進行減資分割致普通股股本減少 1,865,926 仟元，本公司 107 年度平均權益餘額已不計入該

部分普通股股本所致。 

(13)純益率增加：主要係 106 年度本公司進行企業分割，107 年度已不再計入雲端機房及商軟銷售事業

單位之營運績效，而資訊安全服務事業利潤率較高所致。 

(14)每股盈餘增加：主要係本公司 107 年度資訊安全服務業務稅後淨利，及 106 年度本公司進行減資分

割致流通在外普通股股數減少 186,593 仟股，本公司 107 年度加權平均流通在外普通股股數已不計

入該部分普通股所致。 

(15)現金流量比率減少：主要係 106 年度本公司進行企業分割，107 年度不再計入雲端機房事業單位營

業活動產生之淨現金流量所致。 

(16)現金再投資比率減少：主係因 107 年度本公司購置佈署於客戶端之軟體及支付相關授權金分類為無

形資產所致。 

(17)營運槓桿率增加：主要係因本公司 107 年度為營業淨利而 106 年度係營業淨損所致。 

註1：本公司自105年度起採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上述財務資訊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註2：103年度採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註3：本公司依企業併購法、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於106年12月31日為分割基準日，將機房及雲端維運管理事業單位及商業軟體銷售事業單位分

割讓與新設宏碁雲架構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註4：財務分析公式如下： 

1.財務結構 

(1)負債占資產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2)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股東權益淨額＋長期負債)／固定資產淨額。 

2.償債能力 

(1)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2)速動比率＝(流動資產－存貨－預付費用)／流動負債。 

(3)利息保障倍數＝所得稅及利息費用前純益／本期利息支出。 

3.經營能力 

(1)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週轉率＝銷貨淨額／各期平均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餘

額。 

(2)平均收現日數＝365／應收款項週轉率。 

(3)存貨週轉率＝銷貨成本／平均存貨額。 

(4)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週轉率＝銷貨成本／各期平均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餘

額。 

(5)平均銷貨日數＝365／存貨週轉率。 

(6)固定資產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固定資產淨額。 

(7)總資產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資產總額。 

4.獲利能力 

(1)資產報酬率＝［稅後損益＋利息費用×(１－稅率)］／平均資產總額。  

(2)股東權益報酬率＝稅後損益／平均股東權益淨額。 

(3)純益率＝稅後損益／銷貨淨額。 

(4)每股盈餘＝(稅後淨利－特別股股利)／加權平均已發行股數。  

5.現金流量 

(1)現金流量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流動負債。 

(2)淨現金流量允當比率＝最近五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最近五年度(資本支出＋存貨增加額＋現金股利)。 

(3)現金再投資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現金股利)／(固定資產毛額＋長期投資＋其他資產＋營運資金)。 

6.槓桿度 

(1)營運槓桿度＝(營業收入淨額－變動營業成本及費用)／營業利益。 

(2)財務槓桿度＝營業利益／(營業利益－利息費用)。 

註4：前項每股盈餘之計算公式，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以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為準，而非以年底已發行股數為基礎。 

2.凡有現金增資或庫藏股交易者，應考慮其流通期間，計算加權平均股數。 

3.凡有盈餘轉增資或資本公積轉增資者，在計算以往年度及半年度之每股盈餘時，應按增資比例追溯調整，無庸考慮該增資之發行期間。 

4.若特別股為不可轉換之累積特別股，其當年度股利(不論是否發放)應自稅後淨利減除或增加稅後淨損。特別股若為非累積性質，在有稅後淨

利之情況，特別股股利應自稅後淨利減除；如為虧損，則不必調整。  

註5：現金流量分析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係指現金流量表中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數。 

2.資本支出係指每年資本投資之現金流出數。 

3.存貨增加數僅在期末餘額大於期初餘額時方予計入，若年底存貨減少，則以零計算。 

4.現金股利包括普通股及特別股之現金股利。 

5.固定資產毛額係指扣除累計折舊前的固定資產總額。 

註6：發行人應將各項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依性質區分為固定及變動，如有涉及估計或主觀判斷，應注意其合理性並維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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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分析－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個體財報) 

年度 

分析項目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分 析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財務結構

(%) 

負債占資產比率 

不適用 

15.84  11.75  64.92  61.08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比率 
102.22  114.18  14,096.27  5,567.12  

償債能力

(%) 

流動比率 61.18  125.56  111.04  113.98  

速動比率 60.09  123.92  111.00  76.30  

利息保障倍數 29.90  59.40  － 96.83  

經營能力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5.58  5.14  6.08  5.14  

平均收現日數 65.41  71.01  60.03  71.01  

存貨週轉率(次) － － － 654.07  

應付款項週轉率(次) 3.00 7.26  8.76  2.47  

平均銷貨日數 － － － 0.56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次) 0.41  0.47  1.07  203.95  

總資產週轉率(次) 0.35  0.38  0.73  1.12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4.25  3.98  (0.65) 12.92  

權益報酬率(%) 4.94  4.54  (0.80) 34.18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10.58  6.38  (35.02) 56.01  

純益率(%) 11.56  10.30  (0.88) 11.37  

每股盈餘(元) 0.55 0.50 (0.04) 4.72  

現金流量 

現金流量比率(%) 113.14  100.27  119.51  51.03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9.46 34.70 338.79  236.17  

現金再投資比率(%) 5.39 2.86  156.98  141.17  

槓桿度 
營運槓桿度 1.8 2.51 (16.03) 2.86  

財務槓桿度 1.03  1.02  1.00  1.01  

請說明最近二年度各項財務比率變動原因：(若增減變動未達 20%者可免分析) 

(1)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減少：主要係 107 年度本公司添購營業設備 4,378 仟元所致。 

(2)利息保障倍數：本公司 106 年度無財務成本，故無法計算本項財務比率。107 年度財務成主要來源係

就以前年度核定稅額行行政救濟而衍生之利息。 

(3)應收款項週轉率增加：主要係 106 年度本公司進行企業分割後，107 年度平均應收款項餘額不再計入

屬雲端機房事業單位相關應收款項所致。 

(4)平均收現日數減少：主要係 107 年度應收款項週轉率降低所致。 

(5)存貨周轉率、平均售貨日數：本公司 106 年度年底及年初皆無存貨餘額故無法計算本項比率，107 年

度本公司就履行合約成本中性質上屬於商品存貨部分分類為存貨，惟本公司並非採進銷貨模式為主

要營業模式。 

(6)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增加：主要係 106 年度本公司進行企業分割，1,627,234 仟元的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分割至宏碁雲架構公司，本公司 107 年度平均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不再計入該部分

固定資產所致。 

(7)總資產週轉率增加：主要係 106 年度本公司進行企業分割，1,982,095 仟元的資產分割至宏碁雲架構

公司，本公司 107 年度平均總資產餘額已不計入該部分資產所致。 

(8)資產報酬率增加：主要係本公司 107 年度資訊安全服務業務稅後淨利，及 106 年度本公司進行企業

分割，1,982,095 仟元的資產分割至宏碁雲架構公司後 107 年度平均總資產餘額已不計入該部分資產

所致。 

(9)權益報酬率增加：主要係本公司 107 年度資訊安全服務業務稅後淨利，及 106 年度本公司進行減資

分割致普通股股本減少 1,865,926 仟元，本公司 107 年度平均權益餘額已不計入該部分普通股股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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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10)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增加：主要係本公司 107 年度資訊安全服務業務稅後淨利，及 106 年度

本公司進行減資分割致普通股股本減少 1,865,926 仟元，本公司 107 年度平均權益餘額已不計入該

部分普通股股本所致。 

(11)純益率增加：主要係 106 年度本公司進行企業分割，107 年度已不再計入雲端機房及商軟銷售事業

單位之營運績效，而資訊安全服務事業利潤率較高所致。 

(12)每股盈餘增加：主要係本公司 107 年度資訊安全服務業務稅後淨利，及 106 年度本公司進行減資分

割致流通在外普通股股數減少 186,593 仟股，本公司 107 年度加權平均流通在外普通股股數已不計

入該部分普通股所致。 

(13)現金流量比率、現金流量允當比率、現金再投資比率減少：主要係 106 年度本公司進行企業分割，

107 年度不再計入雲端機房事業單位營業活動產生之淨現金流量，且資訊安全服務業務成長導致衍

生之應付供應商款項增加、就購置佈署於客戶端之軟體及支付相關授權金認列為無形資產所致 

(14)營運槓桿率增加：主要係因本公司 107 年度為營業淨利而 106 年度係營業淨損所致。 

註1：本公司自105年度起採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上述財務資訊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註2：103年度採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註3：本公司依企業併購法、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於106年12月31日為分割基準日，將機房及雲端維運管理事業單位及商業軟

體銷售事業單位分割讓與新設宏碁雲架構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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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務分析－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個體財報)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分 析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財務結構
(%) 

負債占資產比率 20.94 15.68 

不適用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
率 

95.94 102.21 

償債能力
(%) 

流動比率 52.21 70.48 

速動比率 51.56 59.92 

利息保障倍數 29.15 29.99 

經營能力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7.27 6.3 

平均收現日數 50.21 57.94 

存貨週轉率(次) － － 

應付款項週轉率(次) 1.18 1.64 

平均銷貨日數 － －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次) 0.44 0.47 

總資產週轉率(次) 0.38 0.39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6.12 4.27 

權益報酬率(%) 7.66 4.97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10.02 10.61 

純益率(%) 15.44 10.3 

每股盈餘(元) 0.86 0.55 

現金流量 

現金流量比率(%) 89.25 112.81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4.21 9.46 

現金再投資比率(%) 5.99 5.33 

槓桿度 
營運槓桿度 3.73 3.66 

財務槓桿度 1.03 1.03 

請說明最近二年度各項財務比率變動原因：(若增減變動未達 20%者可免分析) 

不適用。 

註1：本公司自105年度起採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上述財務資訊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註2：102、103年度採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註3：公開說明書本表末端，應列示如下之計算公式： 

1.財務結構 

(1)負債占資產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2)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股東權益淨額＋長期負債)／固定資產淨額。 

2.償債能力 

(1)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2)速動比率＝(流動資產－存貨－預付費用)／流動負債。 

(3)利息保障倍數＝所得稅及利息費用前純益／本期利息支出。 

3.經營能力 

(1)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週轉率＝銷貨淨額／各期平均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

生之應收票據)餘額。 

(2)平均收現日數＝365／應收款項週轉率。 

(3)存貨週轉率＝銷貨成本／平均存貨額。 

(4)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週轉率＝銷貨成本／各期平均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

生之應付票據)餘額。 

(5)平均銷貨日數＝365／存貨週轉率。 

(6)固定資產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固定資產淨額。 

(7)總資產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資產總額。 

4.獲利能力 

(1)資產報酬率＝［稅後損益＋利息費用×(１－稅率)］／平均資產總額。  

(2)股東權益報酬率＝稅後損益／平均股東權益淨額。 

(3)純益率＝稅後損益／銷貨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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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股盈餘＝(稅後淨利－特別股股利)／加權平均已發行股數。  

5.現金流量 

(1)現金流量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流動負債。 

(2)淨現金流量允當比率＝最近五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最近五年度(資本支出＋存貨增加額＋現金股利)。 

(3)現金再投資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現金股利)／(固定資產毛額＋長期投資＋其他資產＋營運資金)。 

6.槓桿度 

(1)營運槓桿度＝(營業收入淨額－變動營業成本及費用)／營業利益。 

(2)財務槓桿度＝營業利益／(營業利益－利息費用)。 

註4：前項每股盈餘之計算公式，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以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為準，而非以年底已發行股數為基礎。 

2.凡有現金增資或庫藏股交易者，應考慮其流通期間，計算加權平均股數。 

3.凡有盈餘轉增資或資本公積轉增資者，在計算以往年度及半年度之每股盈餘時，應按增資比例追溯調整，無庸考慮該增資

之發行期間。 

4.若特別股為不可轉換之累積特別股，其當年度股利(不論是否發放)應自稅後淨利減除或增加稅後淨損。特別股若為非累積

性質，在有稅後淨利之情況，特別股股利應自稅後淨利減除；如為虧損，則不必調整。  

註5：現金流量分析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係指現金流量表中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數。 

2.資本支出係指每年資本投資之現金流出數。 

3.存貨增加數僅在期末餘額大於期初餘額時方予計入，若年底存貨減少，則以零計算。 

4.現金股利包括普通股及特別股之現金股利。 

5.固定資產毛額係指扣除累計折舊前的固定資產總額。 

註 6：發行人應將各項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依性質區分為固定及變動，如有涉及估計或主觀判斷，應注意其合理性並維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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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最近年度財務報告之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  

 

四、 最近年度財務報告，含會計師查核報告、兩年對照之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
動表、現金流量表及附註或附表：請參閱附錄一。 

五、 最近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公司個體財務報告。但不含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請參閱
附錄二。 

六、 公司及其關係企業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如有發生財務週轉困難情事，應列明
其對本公司財務狀況之影響：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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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財務狀況及財務績效之檢討分析與風險事項之評估 

一、 財務狀況 

(一)財務狀況-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合併財報)：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分析項目 
106 年 107 年 

差異 

增(減)金額 變動比率 

流動資產 238,124 375,586 137,462  57.73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991 4,009 3,018  304.54  

無形資產 30,937 105,025 74,088  239.48  

其他資產 84,090 68,088 (16,002) (19.03) 

資產總額 354,142 552,708 198,566  56.07  

流動負債 214,448 329,523 115,075  53.66  

非流動負債 15,467 8,060 (7,407) (47.89) 

負債總額 229,915 337,583 107,668  46.83  

股  本 40,000 126,296 86,296  215.74  

資本公積 － 22,124 22,124  － 

保留盈餘 94,179 77,167 (17,012) (18.06) 

股東權益總額 124,227 215,125 90,898  73.17  

差異說明(變動超過 20%且金額達 1 仟萬以上者)： 

1.流動資產：107 年度期末餘額較上期增加，主係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持有餘額增加所致 

2.無形資產：107 年度期末餘額較上期增加，主係因購置營業所需軟體及支付相關授權金所致。 

3.資產總額：107 年度期末餘額較上期增加，主係流動資產及無形資產餘額增加所致。 

4.流動負債：107 年度期末餘額較上期增加，主係因資訊安全服務業務擴張所致之應付款項增加造成 

5.負債總額：107 年度餘額較上期增加，主係因資訊安全服務業務擴張所致流動負債增加所致。 

6.股本：107 年度期末餘額較上期增加，主係法定盈餘公積轉增資及員工認股權執行所致 

7.資本公積：107 年度期末餘額較上期增加，主係員工認股權執行導致之普通股發行溢價所致。 

8.股東權益總額：107 年度餘額較上期增加，主係法定盈餘公積轉增資及員工認股權執行導致之股本增

加所致。 

 (二)重大變動項目之未來因應計畫：上述變動對本公司財務、業務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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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務績效 

(一)財務績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合併財報)： 
單位：新台幣仟元；% 

科目名稱 106 年 107 年 
差異 

增減金額 變動比率 

營業收入淨額 1,214,338  509,893  (704,445) (58.01) 

營業成本 873,970  303,677  (570,293) (65.25) 

營業毛利 340,368  206,216  (134,152) (39.41) 

營業費用 362,426  134,898  (227,528) (62.78) 

營業損益 (22,058) 71,318  93,376  (423.32)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8,050  (579) (8,629) (107.19) 

稅前淨利 (14,008) 70,739  84,747  (604.99) 

本期所得稅費用 (5,303) 12,751  18,054  (340.45) 

本期淨利(損) (8,705) 57,988  66,693  (766.15) 

差異說明(變動超過 20%且金額達 1 仟萬以上者)： 

1.營業收入：107 年度較上期減少，主係因雲端機房及商軟銷售事業單位分割讓與後，不再計入各該單

位營業收入所致。 

2.營業成本：107 年度較上期減少，主係因雲端機房及商軟銷售事業單位分割讓與後，不再計入各該單

位營業成本所致。 

3.營業毛利：107 年度較上期減少，主係因雲端機房及商軟銷售事業單位分割讓與後，不再計入各該單

位營業毛利所致。 

4.營業費用：107 年度較上期減少，主係因雲端機房及商軟銷售事業單位分割讓與後，不再計入各該單

位營業費用所致。 

5.營業損益：107 年度較上期增加，主係因雲端機房及商軟銷售事業單位分割讓與後，不再計入各該單

位營業損益、且資訊安全服務事業營運績效成長所致。 

6.稅前淨利：107 年度較上期增加，主係因雲端機房及商軟銷售事業單位分割讓與後，不再計入各該單

位營業損益、且資訊安全服務事業營運績效成長所致。 

7.本期所得稅費用：107 年度較上期增加，主係因整體營運績效由稅前虧損轉為稅前淨利所致 

8.本期淨利(損)：由 106 年度稅前淨損轉為 107 年度稅前淨利，主係因就處於虧損狀態之雲端機房及商

軟銷售事業單位做分割讓與後，不再計入各該單位營業損失，而資訊安全服務事業營運績效成長所

致。 

(二)預期銷售數量與其依據，對公司未來財務業務可能影響及因應計畫： 

本公司未來一年隨著連接器產品之景氣趨勢向上之影響，預計銷售量將隨營業規模
持續成長，有助於本公司未來營收及獲利之增加，另為提高公司毛利率及獲利水準，
與客戶共同開發利基性產品及新應用領域將會是公司未來發展方向，故本公司整體
營運尚無重大異常，應無需擬定因應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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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現金流量 

(一)最近年度(107 年度)現金流量變動之分析說明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06 年度 107 年度 增(減)比例% 

營業活動 269,559  168,152  (37.62) 

投資活動 (289,343) (138,832) 52.02  

籌資活動 (57,118) 31,807  155.69  

最近年度現金流量變動之主要原因如下： 

(1)營業活動：主要係因分割雲端機房及商軟銷售事業單位造成。 

(2)投資活動：主要因 107 年度適用 IFRS 15 下就購置佈署於客戶端之軟體及預付權利金分類為無

形資產而相關現金支出歸入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及 107 年度無分割事業支付現金所

致。 

(3)籌資活動：主係因 107 年度員工認股權執行繳入股款、且未發放現金股利所致。 

(二)流動性不足之改善計畫：本公司並無現金流動性不足之情形。 

(三)未來一年(108 年度)現金流動性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期初現金餘額(1) 

預計全年來自 

營業活動淨現 

金流入量(2) 

預計全年現金流

出量(3) 

預計現金剩餘 

(不足)數額 

(1)＋(2)-(3) 

預計現金不足 

額之補救措施 

投資計畫 理財計晝 

175,527 51,000 37,889 188,638 N.A. N.A. 

未來一年現金流量變動情形分析： 

(1)營業活動：現金流入主要為營業收入。 

(2)投資活動：現金流出主要為營業支出及資本支出。 

(3)融資活動：現金流出主要為償還銀行長期借款及股利發放。 

(4)預計未來一年未有現金不足情形。 

四、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無 

五、最近年度轉投資政策、其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改善計畫及未來一年投資計畫 

(一)轉投資政策： 

本公司依循主管機關訂定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訂有「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作為本公司進行轉投資事業之依據，以掌握相關之業務與財
務狀況；本公司於最近年度尚無轉投資事業。 

(二)最近年度轉投資事業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改善計畫：無 

(三)未來一年投資計畫：無 

六、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風險事項之分析評估 

(一)利率、匯率變動、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1. 利率變動影響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營業收入淨額 1,214,338 509,893 

利息費用 － 738 

利息費用占營業收入淨額比率 －% 0.14% 

資料來源：各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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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106 及 107 年度利息費用分別為 0 仟元及 738 仟元，占該年度營業收入淨

額比率分別為 0%及 0.14%，顯示利率變動對本公司營運並無重大影響。本公司資

金運用穩健保守，閒置資金大部分存放於銀行孳息為主，本公司除隨時觀察金融

市場利率變化對本公司資金之影響，以期隨時採取變通措施，並與往來銀行維持

良好關係及密切聯繫，掌握利率變動等相關資訊以研判未來利率走勢，適當調整

借款利率，本公司未來亦視金融利率變動狀況適時調整資金運用情形。 

2. 匯率變動影響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營業收入淨額 1,214,338 509,893 

兌換利益(損失) 6,385 11 

兌換利益(損失)占營業收入淨額比率 0.53% －% 

資料來源：各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本公司 106 及 107 年度兌換利益(損失)分別為 6,385 仟元及 11 仟元，占該年度營

業收入淨額比率分別為 0.53%及 0%，對本公司損益影響尚屬有限。本公司銷售予

客戶之產品與服務主要以新台幣計價，大陸子公司第三波軟件(北京)有限公司商

業軟體進貨交易部分採美元計價，106 年度兌換利益(損失)淨額占該年度營業收入

淨額比率為 0.53%，比重相對微小，顯示匯率變動對本公司並無重大影響。惟本

公司財務部門與金融機構仍保持密切關係，持續觀察匯率變動情形，充分掌握國

際間匯率走勢及變化訊息，並進行風險評估，以規避匯率變動所產生之風險。 

3. 通貨膨脹情形 

本公司一向秉持專注本業及務實原則經營事業，財務政策以穩健保守為原則，並
無從事高風險、高槓桿之投資業務。本公司已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等作業辦法，作為本公司
從事相關行為之遵循依據。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除於 106 年度
對本公司之母公司宏碁股份有限公司有資金貸與之情事外，尚無為他人背書保證
及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事。前述資金貸與相關作業程序均符合本公司所訂定
之「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相關規定。 

(三)未來研發計畫及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1. 未來研發計畫 

(1)研發智慧化資安營運管理中心(Intelligent SOC) 

由反應式(reactive)資安防護進入主動式(proactive)資安防護，目前 SOC 平台主
要功能在於即時監控與防禦，分析各種異常徵兆，並據以發出警示或防護建
議，即為反應式資安防護中心，這是目前廣為周知，成熟與常見的營運方式；
但若無攻擊異常徵兆則不會主動發出告警，例如在駭客蟄伏期間，傳統的反
應式分析邏輯，無法偵測尚未發動攻擊之潛在風險。本公司利用運用「大數
據」與「機器學習」技術，具備智慧化的分析能力，讓資安監控與防護進入
主動式，是資安監控與防護重要突破。 

(2)發展資安鑑識專家智慧分析平台 

面對多樣化的資訊安全攻擊，發展資安鑑識機器學習平台，透過大量數據分
析與機器學習建立模型，識別未知的手法攻擊模式，提早進行防護。平台從
數據擷取至模型訓練全程處理，預載數據分析函式庫(NumPy、Pandas 等)與
機器學習框架(scikit-learn、TensorFlow、Keras 等)，可透過 CPU 或使用 GPU 加
速運算。本公司資安專家能運用平台收集的資料數據，訓練機器學習模型，
並套用模型識別潛藏的新威脅。 

(3)自動化滲透測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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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專業資安團隊具豐富的滲透測試服務經驗，進一步發展自動化滲透測
試平台。平台將團隊攻擊手法拆分為步驟，程式化共通的步驟為無服務器函
式(Serverless Function)，並透過流程工具(Pipeline)結合邏輯判斷，串接不同函
式，以貼近人類專家實際行為，進行自動化滲透測試。平台將專家的手法自
動化，並收集各函式攻擊的關鍵結果數據，提供人類專家調整攻擊邏輯、發
展新的攻擊手法，持續反饋滲透測試方法論於自動化平台。 

2. 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為了鞏固現有的資安技術優勢，預計未來將繼續投入經費挖掘、培訓與資安技
術相關研發人才，並編列預算擴充資安服務平台能量，希望能持續推出技術領
先資安服務，以提升核心競爭力進而成為資安服務中的技術領導廠商。 

(四)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日常營運均遵照國內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並隨時注意國內外政策發展趨勢
及法規變動情形，蒐集相關資訊提供經營階層決策參考，以調整本公司相關營運策
略。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並未受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而有
影響公司財務業務之情形。 

(五)科技改變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隨時注意所處產業之科技變化及技術發展演變，並掌握市場脈動及同業訊息，
面對多樣化的資訊安全攻擊，發展資安鑑識機器學習平台，透過大量數據分析與機
器學習建立模型，識別未知的手法攻擊模式，提升本公司競爭力；最近年度及截至
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尚無發生科技改變及產業變化而對公司財務業務造成重大影
響之情事。 

(六)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理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係屬資訊服務業，成立至今皆致力於經營並維護良好之企業形象，並遵守各
項法令之規定，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並無企業形象改變造成對企
業危機管理之情事。 

(七)進行併購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尚無購併計畫。惟將來若有併購計畫時，將
依據相關法令之規定及本公司制定之相關管理辦法辦理之，以確實保障公司利益及
股東權益。 

(八)擴充廠房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係屬資訊服務業，並無擴充廠房之需求，因此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
本公司尚無擴充廠房之計畫。 

(九)進貨或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1. 進貨方面 

本公司係屬資訊服務業，經營業務多屬專案性質，因此進貨主要為搭配專案所
需求之軟硬體設備。每項專案搭配的軟硬體設備，隨專案需求不同而異，且本
公司有多家供應商可以搭配，提供不同軟硬體的穩定貨源，故最近年度及截至
年報刊印日止，並未有進貨集中的風險。 

2. 銷貨方面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對單一客戶銷售比率超過 10%以上者，
僅於 106 年度對本公司之母公司宏碁股份有限公司之銷售占比達 21.85%，主係
對宏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機房及雲端服務業務，惟機房及雲端服務業務已分割
讓與新設公司。 

就本公司之資訊安全服務業務而言，並無銷售比率占比超過 10%以上之客戶，
尚無銷貨集中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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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之大量移轉或更換對公司之影響、
風險及因應措施：無。 

(十一)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無。 

(十二)訴訟或非訟事件 

1. 公司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已判決確定或目前尚在繫屬中之訴訟、非
訟或行政爭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應揭露
其系爭事實、標的金額、訴訟開始日期、主要涉訟當事人及目前處理情形： 

本公司因對民國 100 年度至 102 年度國稅局核定之營利事業所得稅不服，依法
提出行政救濟，經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判決敗訴定讞。惟因前開案件相關稅款
當年度均已估列，故其判決結果對本公司之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並無重大影響。 

2. 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實質負責人、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及
從屬公司，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已判決確定或目前尚在繫屬中之訴
訟、非訟或行政爭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公司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
者：無。 

3. 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最近二年度及
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發生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規定情事及公司目前辦理情
形：無。 

(十三)資安風險評估分析及其因應措施： 

本公司為資訊安全專業服務公司，深知資訊安全管理的重要性。為控制資安風險，
避免發生資安事件而導致服務品質與企業信譽之危害，本公司於民國 95 年即通過
國際資訊安全管理標準 ISO 27001 之驗證稽核，並取得證書。之後迄今每一年均由
公正第三方驗證機構實施驗證覆核，並於每三年依國際標準組織之要求實施重新驗
證稽核，目前證書仍持續有效。本公司除已建立由總經理及一級主管所組成的資訊
安全委員會，並已建立資訊安全政策和相關標準作業程序多年，且每年定期實施資
安風險評鑑、資安風險處理、全員資訊安全教育訓練、資安內部稽核、資訊安全委
員會審查等作業，除確認整體資訊安全之落實度與風險之可控度之外，也針對各種
新興資安風險進行及時的檢討與因應。此外，本公司也已建置各種資安技術控管方
案，包括網路防火牆、入侵防禦系統、網頁應用程式防火牆、防毒系統等，搭配
SOC 全天候資安監控、系統弱點掃描、電子郵件警覺性測試等作業，可確保本公司
將資安風險控制於可接受的範圍內，且能維持本公司所提供資安專業服務的高品質
及穩定度，使服務水準與客戶權益得到保障。 

(十四)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無。 

七、其他重要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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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特別記載事項

一、關係企業相關資料： 

(一)關係企業組織架構：

日期：107 年 12 月 31 日 

87.09% 

(二)關係企業間之關係、相互持股比例、股份及實際投資金額：

107 年 12 月 31 日；單位：新台幣仟元；仟股；% 

關係企業名稱 
與本公司 

之關係 

本公司持有關係企業 

之股份 

該關係企業持有 

本公司之股份 

股數 
持股 

比例 

實際投資 

金額 
股數 

持股 

比例 

實際投資 

金額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 － － － 10,999 87.09% 109,990 

二、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應揭露股東會或董事會通過日
期與數額、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特定人選擇之方式、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私募
對象、資格條件、認購數量、與公司關係、參與公司經營情形、實際認購（或轉換）價
格、實際認購（或轉換）價格與參考價格差異、辦理私募對股東權益影響、自股款或價
款收足後迄資金運用計畫完成，私募有價證券之資金運用情形、計畫執行進度及計畫效
益顯現情形：無。 

三、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子公司持有或處分本公司股票情形：無。 

四、 其他必要補充說明事項：無。 

  安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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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監事、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各部門及分支機構主管兼任其他公司職務一覽表 

 

企業名稱 職稱 姓名 

宏碁樂齡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施宣輝 

監察人 譚百良 

展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施宣輝、陳怡如 

Acer Service Corporation Director 陳怡如 

Acer Japan Corp. Director 陳怡如 

宏碁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施宣輝、萬以寧、陳怡如 

總經理 萬以寧 

愛普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萬以寧、陳怡如 

PT. Acer Manufacturing Indonesia Director 陳怡如 

Acer Computer (Far East) Limited Director 陳怡如 

TWP International Inc. Director 萬以寧 

宏碁智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施宣輝、萬以寧、陳怡如 

好漾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陳怡如 

宏碁雲端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施宣輝、陳怡如 

波寶創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萬以寧、陳怡如 

Acer Worldwide Incorporated Director 陳怡如 

龍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陳怡如 

宏星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陳怡如 

Acer Holdings International, Incorporated Director 陳怡如 

宏碁智聯網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陳怡如 

安圖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陳怡如 

Acer Cloud Technology(Chongqing) Ltd. 
Director 施宣輝、陳怡如 

Supervior 譚百良 

Acer Cloud Technology Inc. 
Director 施宣輝、陳怡如 

President 施宣輝 

Acer Market Services Limited Director 陳怡如 

Acer American Holdings Corp. Director 陳怡如 

Acer Cloud Technology (US), Inc. Director 施宣輝、譚百良 

宏碁智雲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施宣輝、陳怡如 

監察人 譚百良 

Acer Being Signage GmbH Director 施宣輝 

Acer Greater China (B.V.I.) Corp. Director 陳怡如 

建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施宣輝 

酷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陳怡如 

跨世紀投資有限公司 董事 陳怡如 

渴望園區服務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陳怡如 

宏碁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施宣輝 

Acer Third Wave Software (Beijing) Co. Ltd Director 萬以寧 

聯永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施宣輝、陳怡如 

監察人 譚百良 

Acer SoftCapital Incorporated Director 陳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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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智醫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陳怡如 

Acer European Holdings SA Director 陳怡如 

宏碁雲架構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陳怡如 

Acer Information (Zhong Shan) Co., Ltd. Director 陳怡如 

PT. Acer Indonesia Director 陳怡如 

群碁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陳怡如 

Acer Digital Services (B.V.I.) Holding Corp  Director 陳怡如 

Acer Digital Services (Cayman Islands) Corp. Director 陳怡如 

智聯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施宣輝、陳怡如 

Shanghai AST Technology Service Ltd. Director 施宣輝、陳怡如 

Boardwalk Capital Holdings Limited Director 陳怡如 

倚天資訊(股)公司 

董事 施宣輝、萬以寧 

監察人 陳怡如 

總經理 萬以寧 

AGP Insurance (Guernsey) Limited Director 陳怡如 

Beijing Altos Computing Ltd. Director 陳怡如 

Acer China Venture Corp Supervior 陳怡如 

ASC Cayman, Limited Director 陳怡如 

海柏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陳怡如 

StarVR Europe SA Director 陳怡如 

Gateway, Inc. Director 陳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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