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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1 年度配發員工酬勞之經理人姓名及配發情形 
本公司民國 2021 年度為稅前淨損，故依章程規定不擬估列員工酬勞及董

事酬勞。 
(五)、 分別比較說明本公司及合併報告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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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後純益比例之分析，並說

明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及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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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總額占稅後純益比

例之分析  

職稱 

酬金總額占稅後純益比例 

2020 年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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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 8.01% (2.59%) (2.59%)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 21.74% 21.74% (6.54%) (6.54%) 

2. 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及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

之關聯性： 
(1) 本公司董事酬金可分為報酬、酬勞及業務執行費用： 

A. 董事報酬：依公司章程第 23 條規定「全體董事之報酬，授權董

事會依同業通常水準支給議定。」辦理。 
B. 董事酬勞：依公司章程第 27 條規定「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

撥不高於百分之一．五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

先預留彌補虧損數」議定之。 
C. 業務執行費用：以車馬費為主，係參考上市公司或同業支給標準

訂定。 
D. 董事報酬由薪資報酬委員會就各董事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

獻價值，將績效風險之合理公平性與所得報酬連結，並參酌公司

營運績效暨同業通常水準支給情形後提出建議提交董事會決

議。 
(2) 經理人薪資結構共分為固定薪資與變動薪資兩項，固定薪資為每月

所發放薪資；變動薪資則包括員工酬勞、年終獎金及員工認股權憑

證，主要係依其個人年度考評績效作為發放標準，包括所投入之時

間、所擔負之職責、達成個人目標情形、擔任其他職位表現等。另

員工酬勞係依公司章程第 27 條規定「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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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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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相信健全及有效率之董事會運作是本公司落實公司治理的最重要基礎。在此認知下，本

公司 2021 年度加強第 9 屆董事會職能之目標與執行情形評估如下 : 

項次 目標 執行情形評估 

1 提昇資訊透明度 本公司於董事會召開後當日即公告重大訊息，三日內更
新公司網站之董事會重要決議。 

2 鼓勵董事持續進修，提
昇董事本職學能 

本公司董事皆至少依規定完成至少 6 小時進修以上之時
數。 

3 提昇董事會董事之出席
率 

本公司透過先期排程規劃，提前通知之方式，以提昇提
昇董事會董事之出席率，2021 年董事親自出席率達
100%。 

4 
強化公司治理，提昇董
事與會計師及內部稽核
主管溝通 

本公司董事皆定期瞭解公司之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之執
行與改善情形。併定期透過會計師查核報告與書面治理
溝通函瞭解公司之營運與公司治理現況。 

5 進行董事會各項績效評
估 

本公司 2021 年度董事會各項績效評估結果皆高於 4.8
分，級距介於 5 分「非常認同」與 4 分「認同」之間，
董事對於各項評核指標運作多為非常認同，評鑑董事會
及各功能性委員會整體運作良好，符合公司治理要求，
且有效強化董事會職能與維護股東權益。 

 

(二)、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 

(1) 審計委員專業資格與經驗: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董事 
洪文湘 

考試院顧問及臺灣大學會計學系名譽教授。曾任臺灣銀行董事、私立

德明商業專科學校校長、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臺灣大學商學研究

所所長等，具有五年以上之商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相關科

系之公私立大專院校教授資格及公司業務所須工作經驗，具備公司治

理、財務會計及商務等領域之分析及管理能力。 

獨立董事 
蔡揚宗 

任永日化工(股)公司及天二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及台新銀行(股)公
司監察人，曾擔任新日興科技(股)公司監察人、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

會計學系及會計學研究所教授，具有五年以上之商務、財務、會計或

公司業務所需相關科系之公私立大專院校教授資格及公司業務所須

工作經驗，兼具公司治理、會計資訊及財務分析能力、產業發展及科

技應用洞察力。 

獨立董事 
蘭堉生 

中央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及博士班研究，曾任職於花旗銀

行、台灣應用材料、華晶科技等公司人力資源部，具有五年以上之商

務、財務及公司業務所須工作經驗，能適時對本公司董事會提出相關

公司治理及營運管理意見與方針，以要求經營團隊擬定營運策略據以

執行。 
 

(2)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於 2020年 6月 23日設立，取代原先監察人之制度，

委員會成員由三位獨立董事組成，其中至少一人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

依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辦理，每季至少召開一次會議，主

要職責及 2021 年度工作重點為審查、監督公司財務報告、風險控管事

項及與財務相關議案，其審議事項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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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次 會議時間 重要決議 
2. 通過本公司為具體展現推動全球

環保與善盡社會責任的決心，本公

司將逐年逐步採用綠色電力案。 
3. 通過本公司擬買回本公司股份以

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案。 
2021 年 
第 5 次 

2021 年 7 月 27 日 1. 通過調整本公司現金股利之配息

比例案。 
2. 通過本公司現金股利發放案。 
3. 通過本公司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

獨立性之情形。 
2021 年 
第 6 次 

2021 年 10 月 27 日 1. 通過本公司 2022 年年度稽核計畫

案。 
2. 通過本公司捐贈訊連玩美教育基金

會案。 
3. 通過本公司 2021 年第一次買回庫

藏股之股票註銷案。 
2022 年 
第 1 次 

2022 年 3 月 3 日 1. 通過 2021 年度董事報酬案。 
2. 本公司 2021 年度財務報表及營業

報告書案。 
3. 通過本公司簽證會計師變更案。 
4. 通過本公司持股 100%之子公司

Cyberlink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Corp. (BVI) 擬認購本公司轉投資

Perfect Corp. ( Cayman) 所發行之

普通股案。 
5. 通過本公司持股 100%子公司

Cyberlink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Corp. (BVI)之轉投資 Perfect 
Corp.(Cayman)與美國上市公司

Provident Acquisition 
Corp.(Cayman)合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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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次 會議時間 重要決議 
2022 年 
第 2 次 

2022 年 3 月 29 日 1. 通過 2021 年度虧損撥補案。 
2. 過過 2021 年公積配發現金案，預

計每股配發現金 1.72 元。 
3. 通過 2021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

書案。 
4. 通過於 2022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二)

上午 9 時整假新北市新店區中興

路三段 219-2 號 2 樓(仲信商務會

館)召開本公司 2022 年股東常會。 
5. 通過本公司章程修訂案。 
6. 通過重新制定「股東會議事規則」

並廢止原「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7. 通過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

程序修訂案。 

2022 年

第 3 次 
2022 年 4 月 26 日 1. 通過本公司 2022 年第 1 季財務報

表討論案。 
2. 通過追認 2022 年度經理人薪資調

整案。 
3. 通過制訂本公司 2022 年第一次員

工認股權憑證發行及認股辦法案。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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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與財務報告有關人士（包括董事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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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會計主管陳小娟因內部職務調整於 2021 年 3 月 1 日解任，改由

蕭椀如接任，此異動案業經 2021 年 2 月 24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職稱 姓名 到任日期 解任日期 解任原因 

會計主管 陳小娟 2011/07/06 2021/03/01 職務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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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員工享有盈餘分紅。 
2. 完善之退休制度。 
3. 提供伙食津貼及誤餐費。 
4. 提供勞工保險、團體保險與全民健康保險。 
5. 定期員工健康檢查。 
6. 服務滿一年以上有特別休假，並依年資增加。 
7. 每年舉辦員工旅遊。(包含半日遊、一日遊及員工親子日等活動) 
8. 每年舉辦各項運動與文藝競賽與活動，如： 

(1) 年度運動會。 
(2) 籃球比賽。 
(3) 桌球比賽。 
(4) 壘球比賽。 
(5) 攝影比賽。 
(6) 員工語文進修 

本公司 2021 年共舉辦 54 班次，課程時數共 400.25 個小時，

參與課程員工達 1,155 人次，教育訓練費用支出為新台幣

290.237 仟元。 
課程類別 班次 人次 時數 費用(仟元) 
管理類訓練 6 84 21 113.182 
專業類訓練 18 15 280 84.828 
菁英類訓練 6 144 14 7.741 
語文類訓練 8 59 58 59.604 
講座類訓練 0 0 0 0 

其他 16 853 27.25 24.882 
合計 54 1,155 400.25 290.237 

9. 培育人才與滿足員工成長之教育訓練：如 

(1) 公司內部定期之英文課程(由公司聘請英文老師)。 

(2) 不定期派員參加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及國際性電腦資訊展。 

(3) 不定期派員公民營單位舉辦之研討會或訓練課程。 

(4) 公司內部不定期課程之安排。 

(5) 不定期專案邀請學者專家專題演講。 

10. 部門聚餐定期定額補助。 

11. 設立職工福利委員會，提供多項員工休閒活動與補助： 

(1)生日補助/結婚補助/喪葬補助/生育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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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績效 

(一)、財務績效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項    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增(減) 

金額 
變動 
比例 

變動 
分析 

營業收入 1,577,069 1,640,662 (63,593) (3.88)  
營業成本 (255,296) (282,826) 27,530 (9.73)  
營業毛利淨額 1,321,773 1,357,836 (36,063) (2.66)  
營業費用 (1,124,891) (1,120,387) (4,504) 0.40  
營業利益 196,882 237,449 (40,567) (17.08)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利息收入 2,052 23,518 (21,466) (91.27) 1 
其他收入 129,404 99,995 29,409 29.41 2 
其他利益及損失 (33,580) (56,451) 22,871 (40.51) 3 
財務成本 (148) (242) 94 (38.84) 4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

聯企業損益之份額 (796,163) (50,653) (745,510) 1471.80 5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

利 (501,553) 253,616 (755,169) (297.76)  
 

(二)、增減比例變動說明： 
1. 利息收入：主要係因定存減少所致。 
2. 其他收入：主要係股利收入及將逾期應付款項轉列收入增加所致。 
3. 其他利益及損失：主要係因本期兌換損失減少所致。 
4. 財務成本：主要係因本期認列租賃而產生之利息費用較少所致。 
5.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損益之份額：主係因關聯企業認列所發行

之特別股評價損失，依持股比例認列鉅額投資虧損。 
 

(三)、收入或成本有重大變動之說明：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