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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勤崴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七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開會程序 

一、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討論事項 

四、臨時動議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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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勤崴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七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開會議程 

時    間：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四)上午十時整 

地    點：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二段 100 號四樓(本公司會議室) 

一、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討論事項 

    (一)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討論。 

    (二) 解除本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競業禁止案。 

四、臨時動議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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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討論。 
說  明：因應未來擬規劃有關國內高精圖資製作之規範與管理及本公司在自駕用高精

地圖之未來業務發展所需，擬新增營業項目〔測繪業〕；另為明訂本公司之股

利政策，調整相關文字說明。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4~5 頁。 
決  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本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競業禁止案。 
說  明：(一) 依公司法第 209 條之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

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 本公司基於營運需要及業務上之考量，在無損公司章程所列營業範圍之

利益為限下，擬解除法人董事代表人吳董事學蘭，擔任「智趣王數位科

技(股)公司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 
決  議：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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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  

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2)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3)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4)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5)F213060 電信器材零售業 
(6)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7)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8)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

發業 
(9)F21303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

售業 
(10)F113020 電器批發業 
(11)F213010 電器零售業 
(12)F113030 精密儀器批發業 
(13)F213040 精密儀器零售業 
(14)F109070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批

發業 
(15)F209060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零

售業 
(16)F401010 國際貿易業 
(17)E605010 電腦設備安裝業 
(18)I401010 一般廣告服務業 
(19)I401020 廣告傳單分送業 
(20)J304010 圖書出版業 
(21)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22)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23)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24)CE01010 一般儀器製造業 
(25)I301040 第三方支付服務業 

(26)G902011 第二類電信業 
  (27)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

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2)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3)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4)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5)F213060 電信器材零售業 
(6)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7)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8)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

發業 
(9)F21303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

售業 
(10)F113020 電器批發業 
(11)F213010 電器零售業 
(12)F113030 精密儀器批發業 
(13)F213040 精密儀器零售業 
(14)F109070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批

發業 
(15)F209060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零

售業 
(16)F401010 國際貿易業 
(17)E605010 電腦設備安裝業 
(18)I401010 一般廣告服務業 
(19)I401020 廣告傳單分送業 
(20)J304010 圖書出版業 
(21)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22)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23)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24)CE01010 一般儀器製造業 
(25)I301040 第三方支付服務業 
(26)G902011 第二類電信業 
(27)EZ08011 測繪業 

  (28)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
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因應政府

對於高精

地圖之規

範管理及

公司未來

高精地圖

之業務所

需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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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   明 

第二十六條 

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
款、彌補累積虧損，次提10 %為法定盈餘
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
本額時，得不再提列，其餘再依法令規定
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
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
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息
紅利。公司分配股利之政策，應以股東權
益為最大考量，並參酌公司目前及未來之
國內外產業競爭狀況、投資環境及資金需
求等因素，得以股票股利或現金股利之方
式為之，並參考同業及資本市場股利之一
般發放水準，以作為股利發放之依據。股
利發放提撥之數額以不低於當年度可分
配盈餘之二十 %為原則，惟現金股利分派
之比例以不低於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為
原則。此盈餘分派之金額、股利之種類及
比率，得視當年度實際獲利及資金狀況經
董事會通過後提股東會議決之。 

第二十六條 

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
款、彌補累積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
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
收資本額時，得不再提列，其餘再依法令
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
餘，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
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
股息紅利。公司分配股利之政策，應以股
東權益為最大考量，並參酌公司目前及未
來之國內外產業競爭狀況、投資環境及資
金需求等因素，得以股票股利或現金股利
之方式為之，並參考同業及資本市場股利
之一般發放水準，以作為股利發放之依
據。股利發放提撥之數額不低於當年度可
分配盈餘之百分之二十，惟現金股利分派
之比例不低於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此盈
餘分派之金額、股利之種類及比率，得視
當年度實際獲利及資金狀況經董事會通
過後提股東會議決之。 

明訂股利

政策並調

整說明文

字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發起人同意
於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訂立。第一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四月六日。第
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年六月十
日。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三年六月
九日。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三年十
月二十一日。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一○五年六月二十日。第七次修正於中
華民國一○五年九月十日。第八次修正於
中華民國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第九次
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發起人同意

於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訂立。第一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四月六日。第

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年六月十

日。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三年六月

九日。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三年十

月二十一日。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一○五年六月二十日。第七次修正於中

華民國一○五年九月十日。第八次修正於

中華民國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第九次

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七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 

增列本次

修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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