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貳、承認及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109年度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承認案。 

說 明：  

一、 本公司民國109年度財務報表(含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

量表等)，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高靚玟及施威銘會計師具查完竣。 

二、 民國109年度營業報告書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及附件三，均已

經審計委員會審議及董事會決議通過。 

三、 謹請承認。 

 

決 議： 

本議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1,209,398權(含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11,184,787

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 11,175,555 權(含電子投票 11,175,555 權) 99.69% 

反對權數 4,065 權(含電子投票 4,065 權) 0.03% 

廢票權數 29,778 權(含電子投票 5,167 權) 0.26%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109年度盈餘分配承認案。 

說  明： 

一、 本公司擬自可供分配盈餘中，分配股東股利 58,332,371 元，剩餘未分配之部分，

則保留未來年度再行分配。 

二、 股東股利中之 54,999,091 元以現金分派，依除息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持有

股份比例計算，每股分配現金股利 3.3 元(分配至元為止，元以下無條件捨去，並

將捨去金額計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三、 股東股利中之 3,333,280 元以股票分派，依除權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持有

股份比例計算，暫訂每股分配股票股利 0.2 元。 

四、 本次盈餘分派於除權除息基準日之前，如因法令變更、主管機關要求或流通在外

股份數量異動，致使股東配發現金比率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提請股東常會授權

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五、 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四。 

六、 謹請討論。 



決  議： 

本議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1,209,398權(含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11,184,787

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 11,176,575 權(含電子投票 11,176,575 權) 99.70% 

反對權數 4,065 權(含電子投票 4,065 權) 0.03% 

廢票權數 28,758 權(含電子投票 4.147 權) 0.25%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盈餘轉增資發行新股討論案。 

說  明： 

一、 本公司考量未來業務發展需要，擬自民國109年可分配盈餘中提撥股東股息及紅

利新台幣(以下同) 3,333,280元，發行新股333,328股。 

二、 前項增資俟主管機關核准後，依除權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及其持有股數，

暫訂每仟股無償配發盈餘配股20股，配發不足一股之部分，除得由股東於除權基

準日起五日內自行申請拼湊外，改依面額以現金支付(計算至元，元以下全捨)，並

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購之。 

三、 本次增資發行之新股其權利義務與原有股份相同。 

四、 本案經股東會通過並報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另訂增資配股基準日及相

關事宜。 

五、 本次盈餘轉增資案所訂各項條件於除權基準日前，如因法令變更或主管機關核定

變更時或本公司普通股股份發生變動(如：本公司買回公司股份轉讓或註銷或辦理

國內現金增資等)，致股東配股率因此發生變動者，授權董事會全權處理之。 

六、 謹請討論。 

 

決  議： 

本議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1,209,398權(含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11,184,787

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 11,176,535 權(含電子投票 11,176,535 權) 99.70% 

反對權數 4,105 權(含電子投票 4,105 權) 0.03% 

廢票權數 28,758 權(含電子投票 4.147 權) 0.25%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叁、臨時動議：無。

肆、散   會 (當日上午 9 時 21 分) 

註：本議事錄僅摘錄會議要旨，詳細內容以現場錄音、錄影為準。



附件一 

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 

安碁資訊正式於108年10月30日在證劵櫃檯買賣中心掛牌上櫃，股票代號:6690，

成為國內第一家上櫃的資訊安全服務公司。去年在新冠疫情的籠罩之下，全體人員在

分組隔離並自我健康管理的嚴密監控下仍然盡全力達成具水準的客戶服務，109 年在

整體營收及獲利仍然氣勢如虹，全年的合併營收達 803 佰萬元，相較於去年 108 年的

營收成長 25%。 

109 年在金融服務業的資安委外監控(SOC: Security Operation Center)以及中小企業

在 APP 應用發展上所需要的上線前之 APP 檢測業務，也有大幅成長。另外 109 年所

實際導入的維運技術(Operation Technology, OT)讓該相關的能源關鍵基礎經營者了解現

今資訊安全的風險以及重要性。而海外業務的發展在無畏於疫情之下，繼 108 年海外

和泰國合作廠商完成 SOC 佈署，並在 109 年共同拿下第一家證劵公司的委外監控，緊

接著再與印尼一家資安公司合作於第一階段資安檢測佈署，透過歷時 2 個月的線上教

育訓練，完成資安檢測項目：弱點掃描以及滲透測試的資安技術認證，並且開始業務

開發。 

在持續保有資安服務之領導優勢的深化上，1)精進 SOC 服務報表，109 年第四季

陸續導入新版服務報告以及通報，強化報告服務內容的精實度，並提升客戶滿意度。 

2)日誌量在客戶數增多而倍增情境下，AI 所產出之 DNS Tunneling 可疑攻擊手法，強化

了 SOC 資安監控規則防禦。3)增加自動化滲透測試工具的導入: BAS(Breach & Attack 

Simulation:入侵與攻擊模擬)，109 年第四季已經針對目標客戶進行測試，並著手開發

BAS 檢測報告書，朝向客戶端之虛擬藍隊檢測，透過報告結果強化資安防禦策略。4)109

年在關鍵基礎(CI: Critical Infrastructure)場域上進行實際的資安檢測以及 SOC 可行性分

析，從數據上已發現場域上原先所未注意之資安風險，並在第四季對相關能源產業高

階主管進行專案報告以及資安課程宣導。5)海外業務的開發在上述新增印尼合作夥伴

外，在泰國新增簽約客戶以及潛力客戶測試中已經開發多則 SOC 維運之關聯規則，朝

向資安區域聯防的目標前進。 

新冠疫情加速數位時代的發展，透過視訊、在家以及遠距上班，還有多辦公地點

的分散式工作環境，釣魚郵件以及勒索病毒及 DDoS 攻擊等手法時有所聞，尤其製造

業遭遇勒索病毒而遭勒索事件頻傳，再再暴露了製造業資安風險的危險指數。金管會

主委黃天牧更要求落實資安行動方案：資安合規檢視、資安攻防演練以及資安監控成

為四年持續性精進並且強調資安韌性的重要方針，行政院資安處亦對政府單位以及關

鍵基礎單位(國營公司以及民間企業)要求落實資安防禦以及事件通報，並且訂定資訊安



全服務廠商對資安監控的有效性以及應變能力。資安即國安，同時資安也是商業競爭

上不得不預先防範的必要佈署以及投資，安碁資訊是資安防禦的領導廠商，去年『資

安講堂』免費將資安防護知識推廣至全國各單位，提醒企業單位在疫情期間更要留意

資安事件，善盡一份心力! 

展望 110 年，在金管會的資安行動方案會更擴大從銀行、證劵以及保險的稽核力

道，而製造業的資安強化並進而觀察 5G 在 AIOT 上的應用，這都是安碁資訊擴大業務

範圍的好時機；另外將進行對資安教育訓練業務上的佈局，因為在資安的專業人力供

需上，目前是需求強而供應不足，安碁資訊在很多單位都有駐點資安工程師協助單位

做好資安日常維運工作，成立資安教育訓練單位是更積極在資安產業上提供客戶更多

的支援，從董事會、高階主管資安知能以及資安人才專業技能都需要有專業資安廠商

協助宣導以及培訓，安碁資訊有豐富資安防禦以及管理經驗，更可以擴大資安服務項

目，替資安防禦的完整度上做出更大貢獻。 

 
 
 

  董事長：                 總經理：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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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yi Road, Taipei City 110615, Taiwan (R.O.C.) Internet 網址home.kpmg/tw

會計師查核報告

安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安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O九年及－ O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O 九年及－ O 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

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索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亻系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

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

編製，足以允噹表達安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O 九年及－ O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

況，暨民國－ O 九年及－ O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與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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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

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安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

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
礎。

關鐽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亻系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安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O 九年度財務

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

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狷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鍵查核事

項如下：

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二）收入認列。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安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收入主要來自於提供企業資訊安全之整合性服務，合約中包含一個

或多個履約義務及收入認列時點（隨時間逐步滿足履約義務或於某一時點滿足履約義務）之決定

需仰賴管理階層依合約逐筆判斷，提而收入認列之複雜度。因此，收入認列之正維與否為本會

計師執行安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

~3~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lntem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附件三

















附件四 

 

安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09 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11,305,540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82,153,512 

  減：法定盈餘公積提列  (8,215,351) 

  減：特別盈餘公積提列(確定福利計畫再

衡量數) (602,400)  

  減：特別盈餘公積提列(透過其他綜合損

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未

實現評價損益) (1,764,900) 

可供分配盈餘  82,876,401 

  股東股息及紅利-現金(註一)   (54,999,091) 

  股東股息及紅利-股票(註二) (3,333,280) 

期末未分配盈餘 24,544,030 

  

註一： 

1. 現金股利每股 3.3 元。 

2. 依據本公司章程第 24 條規定，本公司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如以發放現

金之方式為之，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

議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3. 本公司已於民國 110 年 3 月 15 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分配股東現金股利

54,999,091 元。 

註二：股票股利每股 0.2 元。 

 

      董事長：                 總經理：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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