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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貿 網 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11 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17日(星期五) 上午 9時正 

地    點：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 19-10號 A棟 2樓(南港軟體園區) 

出席股數：股東及股東代表所持有股份 95,544,252 股(其中電子投票股數為

80,282,535 股)，占本公司股份總數 150,000,000 股之 63.69%，

已逾法定數 額。 
 

主   席：張董事長陸生                           記    錄︰施銘惠 

 

出席董事：董事暨總經理 高國峯 

          董事 宋秀玲、許寧佑、陳國寶、黃彥男、賀士郡、徐文吉 

          獨立董事暨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楊子菡 

          獨立董事李志城 

列    席︰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謝勝安會計師 

 

壹、宣佈開會：出席股東代表股份總數已達法定數額，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

司 111年股東常會正式開始。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第一案：110年度營業報告案（詳閱附件一）。 

第二案：110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案（詳閱附件二）。 

第三案：110年度員工酬勞與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案，本案依公司法第

235 條-1 及本公司章程規定，業經 110 年 12 月 29 日董事會決議

通過，同意按稅前獲利狀況提撥百分之五為員工酬勞、百分之二

為董事酬勞。經結算後分派員工酬勞現金 28,252,000元、董事酬

勞現金 11,304,000元，並於 111年 2月 24日董事會報告在案。 

股票代碼：6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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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110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說  明： 

一、本公司 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經本

公司 111年 2月 24日董事會通過及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並經安

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謝勝安會計師及林素雯會計師查核完竣。 

二、本公司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相關財務報表詳閱附件

一及附件三。 

開  票：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95,544,252權(含電子投票

80,282,535權) 

表決結果 占表決時出席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95,465,204權 

(含電子投票 80,228,587權) 
99.91% 

反對權數：39,114權 

(含電子投票 39,114權) 
0.04%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未投票：39,934權 

(含電子投票 14,834權) 
0.04% 

決  議：贊成權數超過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二分之一以上，本案照董事會

所提原議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110年度盈餘分配案。 

說  明： 

一、本公司 110年度盈餘分配業經 111年 2月 24日董事會依公司法及

本公司章程規定決議通過，其盈餘分配內容為110 年度股東現金

股利每股配發 2.05元，共計提撥新台幣 307,500,000元，尚餘未分

配盈餘新台幣 32,055,378元。110年度盈餘分配表詳閱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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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此分配案俟經股東常會通過後，若因辦理庫藏股買回或轉讓予員

工，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使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時，授

權董事會按除息基準日實際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調整股東配息率。 

三、有關配息之相關事宜，俟本次股東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之。 

開  票：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95,544,252權(含電子投票

80,282,535權) 

表決結果 占表決時出席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95,465,459權 

(含電子投票 80,228,842權) 
99.91% 

反對權數：39,113權 

(含電子投票 39,113權) 
0.04%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未投票：39,680權 

(含電子投票 14,580權) 
0.04% 

決  議：贊成權數超過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二分之一以上，本案照董事會

所提原議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經主席詢問全體出席股東，無臨時動議。 
 

陸、散會： 當日上午 9時 1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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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 經營方針 

本公司為台灣資訊服務業的領導業者，自民國 85 年由「通關自動化小組」轉

型為公民合營公司，至今成立已 25 週年。25 年來面對內外部環境挑戰，始終秉持

「安全、品質、服務、效益」四大經營理念，配合政府打造海空運通關自動化、電

子申報繳稅、電子發票整合、地政資訊查詢、國有財產管理、汽機車險資訊查詢、

關港貿單一窗口、食藥雲、外籍旅客退稅 e化等服務，提升國家與產業競爭力。本

公司積極創新與精進，提供政府間(B2G)及企業與企業間(B2B)各項加值應用服務，

為客戶創造資訊價值，服務涵蓋民眾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領域。 

因應智慧生活趨勢及滿足客戶多元需求，本公司逐步將服務對象擴及至終端消

費者(C)，並進行應用服務基礎架構全面雲端化，提供更符合客戶需求的整合性服務。

為創造持續性競爭優勢，讓本公司營運長期穩健成長，110年訂定三大營運策略「多

元整合服務平台」、「推動智慧創新應用」、「優化組織營運效能」，進一步說明如下： 

(一) 多元整合服務平台 

因應行動化應用普及與電子商務交易成長，本公司藉由服務客戶(G/B)的

客戶(C)，積極發展 EZWay實名認證與委任確認、電子發票加值服務、車險通

路要保(TViCar)與行動保險(隨行保)服務、醫療支付等C會員ASP及加值應用，

並發展 B2G、B2B、B2C 各項金流服務，除了拓展新客群，亦同步鞏固既有客

戶黏著度，為政府、各產業與企業帶來更多創新服務和商業機會，期能成為本

公司新的成長動能。 

(二) 推動智慧創新應用 

面對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智慧創新是公司不斷突破與成長的動能，本公司

透過核心業務與擅長場域發展 AI大數據分析、IoT物聯網、雲架構服務等智慧

創新應用，厚植本身技術能量。COVID-19 疫情加速全球數位轉型，有助於本

公司將智慧創新成果進行跨產業或場域運用，以協助政府與企業發展智慧型服

務與商業模式。 

(三) 優化組織營運效能 

在數位轉型浪潮下，本公司全面檢視並推動內部數位轉型。成立台中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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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包含台中雲機房與第二客服中心，共同投入防疫振興與企業重大專案。

同時在內部管理系統進行專案管理系統全面改善，達成專案精準管理的目標與

成效，並規劃視訊會議系統、070 行動分機等數位基礎建設，讓組織營運效能

更優化。 

本公司深耕貿易通關、流通供應鏈、政府資訊服務領域，致力建立企業與政府

間(B2G)及企業與企業間(B2B)資訊通道，運用電子資料交換技術提供網路加值服務。

110 年依循三大營運策略發展新服務模式，並進行軟硬體設備與系統升級、組織與

人員效能提升，以確保本公司持續成長及永續經營。 

在追求企業永續經營的過程中，本公司秉持「企業經營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

會」的精神回饋於社會，關注企業社會責任重點包括持續拓展業務領域，促進就業

機會；確保同仁健康與多元平等職場，提升同仁福利；透過核心專業關懷弱勢族群，

推廣無紙化服務，減少碳排放量，落實環境保護，致力成為台灣資訊服務業中實踐

ESG的標竿企業。 

 

二、 實施概況及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 110年積極拓展本業營收來源、開發新業務，以下說明營業計畫主要實

施成果： 

(一) 政府防疫振興專案 

110 年 5 月本公司打造全國版簡訊實聯制系統，協助政府掌握相關疫調動

態。緊接著投入 COVID-19 公費疫苗預約平台建置，協助全民有序接種疫苗。

在疫情逐漸趨緩時，立即展開振興經濟專案，協助政府達成數位五倍券使用率

倍增，並結合各部會加碼券活動，擴大參與人數，提升振興經濟的整體效果。

本公司運用資訊科技，成功連結健保署、外交部、移民署、內政部戶政司、衛

福部社家署等機關，衛生局、醫療院所等醫療體系；64家銀行、電子支付與電

子票證業者，6,800 個郵局窗口，14,688 間超商、超市與連鎖藥妝門市等單位

資料介接機制，順利協助政府推動防疫振興。 

 

(二) 貿易通關服務 

110 年著重核心業務服務升級，站穩市場領先地位。各服務類別重點說明

如下： 

1. 通關加值與通關傳輸：疫情帶動宅經濟興起，海空運快遞量增加，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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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趨勢積極鞏固通關傳輸業務，推廣報單資料與客戶內部 ERP 或供應鏈

系統串接的加值服務。並持續深化 EZWay，包含報關委任、實名認證及快

遞支付，建置電商運籌平台、整合進出口文件，增加客戶黏著度。 

2. 船務、報關系統及業界專案與經濟特區：優化海運快遞專區作業系統(EHU)，

建置海運快遞倉共用查詢貨況平台，結合稅務、電子發票、IoT加值應用，

為客戶創造資訊價值，取得競爭優勢。因應全球供應鏈重組，協助台商返

台進駐自由貿易港區或物流中心，提供自轉郵(自由貿易港區貨物轉成郵包)

等加值服務。 

(三) 電子發票服務 

因應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落日、境外電商營業人全面開立雲端發票等政策，

本公司積極拓展電子發票業務，主動協助客戶解決對獎問題，精進紙本寄送流

程，提供電子發票中獎通知、超商列印與兌獎。110 年與大型通路商合作拓展

商機，並提供民眾於境外電商電子發票補打統編加值功能。同時新增營業稅加

值服務，鞏固既有客戶之黏著度；並布局二聯式收銀機發票轉電子發票，申請

軟體服務專利，已有實體零售門市導入。 

(四) 保險雲端服務 

本公司推動各產業無紙化服務，協助保發中心強化並推廣電子保單服務功

能，目前國內 15家產險公司皆已導入，每月平均近 78萬張電子保單交易。同

時，本公司致力於推展行動保險服務，協助產險公司將行動要保拓展到保經代

管理平台、建置保險行動商務 2.0，除了汽機車險，並增加火險、健傷、意外等

險種，利於未來保險服務推廣。 

(五) C 與金流平台服務 

為服務客戶的客戶，本公司在通關、物流、稅務、醫療、保險等場域積極

推展 C 會員平台服務。配合政府政策推廣 EZWay，累積會員數已超過 400萬。

電子發票 C 會員達 139萬。醫療支付服務擴展到大型醫院體系；隨行保服務增

加旅平險。合計 C 會員數超過 550萬。 

本公司金流平台完成與票交所、財金平台介接，eACH/ACH 代收代付服務

應用在藝 FUN券、E-HUB。EZWay導入 ID+Account 服務，消費者收到貨物清

關推播通知時，輸入自己的 ID、銀行帳號，便可輕鬆繳關稅。虛擬帳號超商繳

款服務應用在報關公會會員費、供應鏈平台月費、民眾汽車修理公會鑑定費的

繳納。110年通過 PCI DSS 支付卡行業資料安全標準驗證，取得信用卡服務大

特店資格，以利 111年推動信用卡代收代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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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AIoT 智慧創新應用 

本公司積極在核心業務領域發展 AI大數據分析與 IoT物聯網應用，110年

自行研發智慧影像辨識軟體，有效提升辨識率，已應用於實體零售門市，導入

的門市數持續增加。並應用於圖像文字辨識，可針對網路食品圖像截圖與辨識，

進行食安稽核，有效協助食藥署防堵非法食品。本公司承接關務署物聯網全時

監控案，研發車輛及貨櫃 AIoT 追蹤監控及辨識技術，並規劃將物聯網封條與

貨櫃車流管制等專利商品化，將多車即時監控服務平台化，提供貨主更多加值

應用服務。 

(七) 營運效能優化 

110年 2 月台中營運中心正式啟用，T-cloud 雲端服務與第二客服中心共同

投入 COVID-19公費疫苗預約平台、振興五倍券平台、藝文振興抵用券等防疫

振興專案，並獲得大型流通與交通運輸業者採用。成立台中營運中心讓本公司

深耕中南部，為客戶提供更好的服務，也提供本公司更多網羅各縣市人才的機

會。 

110年 5月全國疫情警戒進入第三級前，本公司已進行視訊會議系統優化、

070 行動分機、遠端安全連線(VPN)等數位基礎建設。同時強化內部管理系統

與流程，包含精進專案管理系統、提供合約線上用印與 GPS 行動打卡，讓同仁

在 5-7月分流或全員遠距辦公時，內部營運與對外服務都能維持正常。 

除了落實服務創新與精進，本公司秉持務實經營的態度，將 ESG 具體落實於

企業營運中。110 年榮獲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頒發「Top 50 永續企業

獎」、企業永續報告書類「白金獎」、永續單項績效獎「資訊安全領袖獎」，本公司在

協助政府執行防疫振興專案之具體作為與貢獻，亦獲得 110 年 GCSA 全球永續獎

「疫情防治貢獻獎」之肯定。同時，在公司治理與誠信經營，相關資訊揭露高度透

明，榮獲第七屆公司治理評鑑排名「上市組」前 6%至 20%，在「市值 50~100億元

上市公司類別」中，更排名前 6%至 10%。 

 

三、 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無公開發佈 110年度財務預測資料。 

 

四、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 110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 2,234,098 仟元，合併營業成本 1,32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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仟元，合併營業毛利 907,023 仟元，合併營業費用 390,790 仟元，合併繼續營

業單位稅前淨利 525,594仟元，本期淨利為 425,662仟元。 

2. 110年度每股稅前盈餘 3.50 元，每股稅後盈餘 2.84元。 

3. 110年度資產報酬率（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平均資產）：14.89%。 

110年度資產報酬率（〔稅後損益＋利息費用×(1-稅率)〕／平均資產）：12.09%。 

4. 110年度淨值報酬率（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平均淨值）：23.01%。 

110年度淨值報酬率（稅後損益／平均淨值）：18.63%。 

以上資訊以合併財務報告為編製基礎。 

 

五、 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為強化核心競爭力，持續增加軟體開發最新技術及系統應用之研發費用，

歷年及 111年預計投入之合併研究費用如下表所示： 

單位：仟元 

年  度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預計) 

投入金額 24,880 23,310 20,324 21,963 28,752 

 

六、 未來展望 

110 年對本公司而言是深具挑戰，同時也是顯著成長的一年。本公司持續深耕

貿易通關、流通電子商務、政府資訊服務、智慧保險、資安防禦等核心業務領域，

並積極發展 C 領域、金流服務、AI大數據分析、IoT物聯網應用、雲端服務等創新

應用，持續為客戶創造資訊價值。正確的策略方向與務實的執行成果，本公司營業

收入與每股稅前盈餘連續 3年締造歷史新高紀錄，經營成效卓越。 

COVID-19 疫情持續對台灣經濟與社會造成巨大衝擊，本公司支持政府科技防

疫與振興經濟，全力投入相關專案。未來，本公司仍將盡最大的努力，利用資訊整

合與資訊安全核心專業能力，協助政府與企業克服疫情帶來的挑戰，成為服務型智

慧政府最堅強的後盾，增進民眾在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領域的福祉。 

預期未來零接觸、遠距及智慧化等發展趨勢，將持續帶來數位轉型、資訊安全

的需求與商機。在這長期趨勢下，111 年本公司營運策略持續以「多元整合服務平

台」、「推動智慧創新應用」、「優化組織營運效能」為方向，因應後疫情時代，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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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競爭優勢，掌握數位轉型帶來的商機，達到永續經營之目標。 

落實 ESG 是企業建構永續競爭力的關鍵，本公司持續推動社會責任與公司治

理面的具體作為。111 年將加強對環境保護的努力，透過核心專業與創新服務，找

出各產業或服務中紙本作業電子化的關鍵，減少碳排放量與資源浪費，協助客戶達

到經營與環境永續。並規劃導入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制定節能減碳、溫室氣

體、用水量、廢棄物管理政策與階段性目標，增加綠色採購金額之比例，達成對環

境永續發展之承諾，為所有利害關係人創造更多的貢獻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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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1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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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一一Ｏ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11,466,260  

加：110年稅後淨利  425, 662, 073  

加：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認列於保留盈餘  350,540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10%)  (42,601,261 )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55,322,234 ) 

累積可供分配盈餘  339,555,378  
 

分配項目   

     股東現金紅利  307,500,000 

期末未分配盈餘  32,055,3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