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驊宏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105 年度營業報告書 

 

驊宏資通 105 年度集團合併營收為新台幣（以下同）57.25 億元，較 104 年度成長約 5.88%，

合併營業損益為虧損 1.38 億元，扣除營業外損益及應納稅額後，最終歸屬母公司之虧損為新

台幣 1.37 億元。 

茲將 105 年度經營績效及 106 年度公司營運展望報告如次： 

一、 105 年度營業報告 

（一） 105 年度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驊宏資通 105 年度經會計師查核之集團合併營業收入為 57.25 億元，合併營業毛利

2.31 億元，扣除合併營業費用 3.69 億，合併營業損益為虧損 1.38 億元。 

1. 營業收入部份 

105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為 57.25 億元，與 104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 54.07 億元成長

約 5.88%。合併營收的變化主要仍受大陸子公司影響，大陸子公司於 105 年度、104
年度營業收入分別為 53.39 億及 50.66 億；成長幅度約為 5.37%。 

2. 營業毛利、營業損益與本期淨利 

驊宏集團 105 年度合併營業毛利為 2.31 億元，與 104 年度合併營業毛利 3.34 億元相

較，減少幅度約為 30.79%。合併營業毛利的減少，主因係大陸子公司毛利率降低所

致，由 104 年約 5.03% 減少至 105 年的 2.74%。 

105 年度合併營業費用約 3.69 億元，與 104 年度約 2.62 億相較成長幅度 41.01%。

合併營業費用成長，主仍係大陸子公司費用增加，大陸子公司 105 年度、104 年度

營業費用分別為 3.06 億及 2.10 億，成長幅度為 45.38%。由於 105 年台灣大選後兩

岸政治情勢動盪，台商於大陸經營環境急遽惡化，大陸子公司改採保守經營策略，

嚴格提列庫存備抵及備抵呆帳，105 年度新增提列呆帳費用約 7,415 萬。 

營業外損益部分，105 年度主要營業外收支為大陸子公司利息費用，金額約 5,706 萬；

以及認列 105 年果核數位轉投資收益 1,162 萬；扣除應納稅額後，最終歸屬母公司之

虧損為新台幣 1.37 億元。 

3. 集團合併營業狀況 

105 全年度集團合併營收狀況如下所示（單位：新台幣仟元）： 

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5,725,461 
合併營業（損）益 -138,164 
合併稅後（損）益 -218,153 
歸屬母公司之本期（損）益 -136,574 

（二） 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 105 年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故不適用 

 
（三）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合併基礎） 

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負債占資產比率（%） 73.43 % 74.11 %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13,034.06 % 11,779.20 % 
流動比率（%） 127.46 % 125.60 % 
速動比率（%） 94.42 % 103.87 % 

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營業（損）益 8.00 % -15.35 % 
稅前純（損）益 -0.38 % -20.06 % 

純（損）益率（%） -0.15 % -3.81 % 
每股（虧損）盈餘（元） 0.03 -1.52 

（四） 研究發展狀況 

因應近年來有關雲端及大數據等新技術的發展，驊宏集團也重新啟動研發部門，積極

投注資源在雲端服務及大數據分析等技術應用與研發活動，現階段已有初步成果； 

1.  取得包括 WebGenie 搜尋及探勘引擎系統相關專利授權，推出企業知識搜尋系統

及輿情蒐集分析系統解決方案，進攻大數據服務；並透過與關係企業合作，開發

以 WebGenie 技術為核心之雲端大數據應用． 

2.  驊宏集團轉投資之果核數位公司，其自行開發手機 APP 防盜防駭的資安保護方

案（appGuard），透過雲端服務提供最即時的防護，目前已成功打入國內主要銀

行及大型手機遊戲公司。 

二、 106 年度營運計畫概要 

自 105 年下半年起，面臨到台灣大選過後兩岸關係急凍，加上美國川普新政府上台後

中美關係的不確定性升高，台商在大陸經營的風險與困難度大為增加。驊宏集團的合

併營收與獲利有九成以上來自中國子公司，大陸市場的成長停滯與經營風險，將是驊

宏集團 106 年最嚴峻的考驗。  

展望驊宏集團 106 年營運計畫，大陸子公司延續 105 年下半年開始的保守經營策略，

嚴格管控應收帳款及存貨品質，以降低財務與經營風險。台灣地區除了原有資通訊系

統整合、產品代理及金融應用軟體服務等產品外，進一步整合集團與關係企業資源，

提供包括：雲端服務平台、大數據應用平台、雲端及資料應用平台等產品與解決方案，

帶給客戶一次到位的新時代數位解決方案。 

三、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驊宏集團的願景——無國界雲端世界的領導者 

為了提供各領域客戶更專業、完善的產品與服務，驊宏資通與關係企業共同組成「雲

端聯合戰艦」，整合所有夥伴的獨特優勢與豐富資源，聚焦驊宏資通公司在系統整合

的成功經驗和技術支援創新，結合聯盟成員各自的獨特優勢與豐富資源，提供完整的

雲端服務和大數據平台，期能以高效率、高品質的服務能量，帶給客戶最安心滿意的

使用經驗。 



 
驊宏集團下一階段的發展策略，主要有幾個重點 

 在現有優勢中，創造新機會 

 以驊宏為旗艦，尋找聯盟夥伴創造雲端未來 

 透過併購、合資等方式達到集團全球化、國際化的目標 

四、 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濟環境之影響 

自 105 年下半年起，台灣的資訊服務產業開始迎接市場與經營環境的嚴苛挑戰。 

外部競爭環境上，國內系統整合市場早已趨於飽和，加上雲端與大數據技術的發展，即

使國外原廠如 Cisco、IBM 也開始找尋硬體之外的服務與轉型空間，驊宏集團為因應此一

趨勢，也開始投入技術轉型與開拓雲端服務的新商機。 

在法規環境方面，105 年國內政權交替後兩岸關係急凍，大陸吸引台商投資的優惠措施

不再，加上美國川普新政府上台後中美關係趨於緊張，對外商的管控更加嚴謹。驊宏資

通中國子公司為 IBM 公司於大陸市場前三大分銷商，所受直接衝擊也最大。 

總體經濟環境而言，國內 IT 市場早已飽和，近年來大陸除了面臨成長停滯的壓力，更有

兩岸政治情勢動盪、全球經濟持續不振等不利因素。由於大陸營收占了驊宏集團整體合

併營收九成以上，如何減少大陸市場急凍的衝擊，同時尋找新的獲利商機，將是驊宏集

團 106 年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五、 結語 

面臨自 105 年下半年起的兩岸政經環境轉變以及全球經濟情勢的動盪，驊宏集團大陸子

公司的雖採保守經營，原本分銷業務獲利仍嚴重衰退，造成 105 年度集團營運的虧損。

展望 106 年，大陸市場仍面臨嚴峻的挑戰，預期由虧轉盈難度仍高。經營團隊除了嚴格

管控費用與經營成本，也積極尋找公司轉型或其他發展機會，以期扭轉虧損頹勢。  

台灣地區除了原有資通訊系統整合、產品代理及金融應用軟體服務等產品外，經過兩年

的轉型及研發投入，現階段已有初步成果，陸續推出 WebGenie 大數據分析、資安保護

及雲端影像管理應用等新產品與解決方案；未來公司仍將持續轉型並且紮根在雲端與大

數據的服務技術．相信公司在全體員工的努力下，定可克服相關的不利因素，提升公司

獲利來回饋各位股東． 

 

董事長／總經理：廖文鐸 

會計主管：陳臆如 

  

 
  



 
  

 
 



 
  

 
  



 
  

 
  



 
  

 
  



 
  

 
  



 
 

 
  



 
  

 
  



 
 

 
  



 
 

 
 



  
  



 
  

 



 

附件二 
 

  



 

附件三 驊宏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二十七條之二 
下列事項，由總經理提請董事會核定後執行

之： 

一、 營業計畫。 
二、 內控內稽法規及人薪管理作業規定。 
三、 本公司一級單位之設立、變更及撤銷。 
四、 租賃、買賣或建築自用不動產。 
五、 編列預算，提出決算。 

六、 金額在壹仟萬元以上之投資計畫及壹佰

萬美金以上或等額台幣金額之策略性採

購。 

七、 其他經董事會決議應提請董事會審議或

核定之事項。 
為提升作業效率，上項第三款可於董事長同意

後執行並送董事會追認。 

第二十七條之二 
下列事項，由總經理提請董事會核定後執行

之： 

一、 營業計畫。 
二、 內控內稽法規及人薪管理作業規定。 
三、 本公司一級單位之設立、變更及撤銷。 
四、 租賃、買賣或建築自用不動產。 
五、 編列預算，提出決算。 

六、 金額在壹叁仟萬元以上之投資計畫及壹

佰萬美金以上或等額台幣金額之策略性

採購。 

七、 其他經董事會決議應提請董事會審議或

核定之事項。 
為提升作業效率，上項第三款可於董事長同意

後執行並送董事會追認。 

1. 配合公司實

務作業需求

進行修正 
2. 配合本公司

訂定「取得

與處份資產

處理程序」

相關規定進

行修正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年十二月二十

一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五月二十

五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八月八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八月二十

九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二

十二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四月十七

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三月三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二十

二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十九

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三十

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二十

一日第 
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十

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二

十五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

二十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

十八日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年十二月二十

一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五月二十

五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八月八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八月二十

九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二

十二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四月十七

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三月三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二十

二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十九

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三十

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二十

一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

十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二

十五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

二十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

十八日 

增列修訂日

期 

 

第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

十八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

一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二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廿

五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廿

五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廿

五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廿五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

十九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

十四日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八月

二十二日 
第二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十五日 
第二十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

十二日 
第二十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

二十八日 
第二十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

十三日 
第二十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

十六日 
第三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六月十

三日 
第三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六月

十九日 
第三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六月

十八日 
第三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

二十八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

十八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

一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二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廿

五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廿

五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廿

五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廿五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

十九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

十四日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八月

二十二日 
第二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十五日 
第二十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

十二日 
第二十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

二十八日 
第二十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

十三日 
第二十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

十六日 
第三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六月十

三日 
第三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六月

十九日 
第三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六月

十八日 
第三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

二十八日 
第三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六年六月

二十八 

 
 

  



 

附件四 驊宏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一條：（依據） 

驊宏資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以下簡稱本程

序）係依據證券交易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

定及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以下

簡稱證期會）91.12.10（91）台財證（一）

第0910006105號函之規定制訂。 

第一條：（依據） 

驊宏資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以下簡稱本程

序）係依據證券交易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

定及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以下

簡稱證期會）91.12.10（91）台財證（一）

第0910006105號函之規定制訂。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訂

定之。 

配合主管機

關修法，修

正 現 行 條

文。 

第五條：（公告及申報標準）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

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證期會指定網站

辦理公告申報： 

一、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

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或

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 ～三、未修正 

四、 除前三項以外之資產交易或金融機

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

資，其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 買賣公債。 

（二） 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

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

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 

第五條：（公告及申報標準）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

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證期金管會指定

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

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或

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

之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 ～三、未修正 

四、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

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五、 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

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

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新

臺幣五億元以上。 

配合主管機

關修正公開

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

第30條，修正

現行條文。 

 
 

 

 

修正前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三）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

場基金。 

（四）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

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

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

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五） 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

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

售方式取得不動產，本公司

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新

臺幣五億元以上。 

六、 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

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

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

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 買賣公債。 

（二） 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證券交

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

有價證券買賣，或於國內初級市

場認購募集發行之普通公司債

及未涉及股權之一般金融債

券，或證券商因承銷業務需要、

擔任興櫃公司輔導推薦證券商

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三）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前款交易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一、 ～四、（未修正） 

第二項所稱……（以下未修正）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內公開

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

日前輸入證期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

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將全部項目重

行公告申報。 

（以下未修正） 

前款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一、 ～四、（未修正） 

第二項所稱……（以下未修正）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內公開

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

日前輸入證期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

站。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

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於知悉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以下未修正） 

 

第六條：（估價機構及專家報告） 

一、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除

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

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 ～（二）未修正  

第六條：（估價機構及專家報告） 

一、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除

與政府機構關交易、自地委建、租地

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

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 ～（二）未修正 

配合主管機

關修法，修

正 現 行 條

文。 

 



 

修正前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三）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

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

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

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

計師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計研發

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

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

見：（以下未修正） 

（四） 未修正 

二、 ～三、未修正 

四、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

府機構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

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

定辦理。 

五、 未修正 

（三）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

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

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

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

計師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計研發

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

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

見：（以下未修正） 

（四） 未修正 

二、 ～三、未修正 

四、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

府機構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

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

規定辦理。 

五、 未修正 

 

第八條：（關係人交易） 

一、 未修正 

二、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

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

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

認後，始得簽訂契約及支付款項：（以

下未修正） 

第八條：（關係人交易） 

一、 未修正 

二、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

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

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

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

後，始得簽訂契約及支付款項：（以

下未修正） 

配合主管機

關修法，修

正 現 行 條

文。 

 

 

 

 

 

 

修正前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九條：（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一、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

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

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

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過。 

二、 未修正 

三、 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以下未修正）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之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之公司，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之

即日起算二日内，將前項第一款及

第二款資料，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

路資訊系統申報本會備查。 
 

（以下未修正） 

第九條：（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一、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

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

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

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

會討論通過。但本公司合併其直接或

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

總額之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

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

公司間之合併，得免取得前開專家出

具之合理性意見。 

二、 未修正 

三、 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以

下未修正）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

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

公司，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之即日起

算二日内，將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資

料，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

申報本金管會備查。 

（以下未修正） 

 

配合主管機

關修正公開

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

第22條，修

正 現 行 條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