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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三貝德數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105年度營業報告書 

一、經營方針及目標 

在資訊科技高度發展下，數位化科技教育已成為未來發展重點，

由於網際網路增進使用者互動與資訊分享，改變學習者之學習方式，

使得教育方式更多元、更活潑。教育結合數位學習成為一種新的發展

趨勢。三貝德多年來致力於高品質自製數位學習產品之研發與銷售，

透過建置數位學習平台，打破地域限制和時間限制，讓學習者安排個

人化的學習時間與進度，以獲得最佳的學習效果，並利用最新的科技，

應用於教學上，提供學習者城鄉無差距、時間零距離的學習服務。 

三貝德多年來致力於幼兒教育及國中、高中數位學習內容發展與

製作，為國內少數數位學習教材供應商，產品橫跨幼兒、國小、國中

至高中，產品鏈完整，擁有多年數位教材製作經驗、實力堅強的經銷

團隊以及多位重量級的明星教師，三貝德不斷在產品細緻度、影片精

緻度、題庫有效度中反覆修正產品與新增內容，研發團隊不斷推出具

備創新思維的數位學習教材，另課程設計以快樂學習、好玩為基礎，

並融合多元豐富的元素，將知識轉換成學習者彼此理解之知識，以達

到活用知識為目的，持續為學習者帶來創新的體驗與價值。 

三貝德105年度透過電視節目置入性行銷，並針對國小及國中推

出試讀APP軟體之體驗行銷，獲得學生好評，大量下載試讀後進而購

買三貝德完整課程產品，使105年度營收達768,273仟元。 

二、105年度營業成果報告 

而105年度營業收入768,273仟元，較前一年度677,964仟元成長約

13.32%；營業毛利643,469仟元較前一年度572,563仟元12.38%；稅前

淨利54,868仟元較前一年度78,830仟元下滑30.39%，主要係105年度營

運規模持續提升，惟三貝德大量增聘業務人員、為提高產品曝光度致

增加網路平台及媒體廣播之廣告費用及產品代言費用等均推升推銷費

用，加上增聘研發人員、國中產品進行優化等因素亦推升研發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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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稅前淨利率自104年度之11.62%下降至7.14%。 

三、106年度營業計畫概要 

數位學習必然會成為未來之趨勢及人類生活不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貝德希望以目前廣大的B2C之基礎及近3年來建置的學校公播經驗，

逐步朝1.向上延展B2C數位內容的年齡層，2.將數位內容由B2C橫向發

展至B2B、B2S商模，3.將成熟的平台運營經驗及標準化數位內容產出

流程複製到其他國家。以下茲就數位內容及平台之發展規畫分述如

下： 

1.數位內容部分 

(1)106-108 年將課程年齡段由 K-12 向上延伸至 K-12-成人，利用高

效高質之視頻與教材做出與同業差異化區隔切入目前品質傳統

但市場龐大的成人教育四大考試。 

(2)109-110 年再向上延伸至長青教育，長青教育之科目更加多元廣

泛，將與坊間大型的烹飪中心、藝術推廣單位、音樂舞蹈中心、

文大教育推廣中心等長期耕耘實體長青教育之單位進行課程授

權並協助雲端化，一方面可協助傳統業者將課程通路活化，二方

面可使本公司之課程段達到 K-12-成人-長青的完整年齡段。 

2.平台部分 

(1)於 106 年將原有 K-12 學習平台導入專注力偵測系統、語音辨識

系統、AR 擴增實境課程、VR 虛擬實驗室，使得升學學習更加有

效率與完整。 

(2)於 106-108 年逐步打造出可以一站式購課、排課、閱讀、做題、

發問的電商模式的成人教育學習平台。 

(3)在教育產業上學校是最前線的教育體系，本公司計畫於 107-108
年，以 B2C 之平台為基礎，加入老師需要的電子教案 PPT、方便

的自錄上架流程、各種難度的題庫系統及派卷閱卷機制、學生出

缺席管理與家長的溝通平台，打造出符合第一線老師需求的 B2S
平台，解決目前學校教師行政管理工作繁重之問題，引導老師將

大部分時間用於教學質量的提升與翻轉教育的實踐。 

(4)補習班是第二線面對學生且市場龐大的補救教學體系，本公司計

畫於 108 年以 B2S 平台為基礎，再加入名師直播功能與即時回饋

機制，並將補習班的學習歷程延伸至回家後，串接 B2C 的個人化

服務，打造出符合補習班、家長需求的 B2S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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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三貝德數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說明 

第三條：評估程序 
(略)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交易金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關交易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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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略) 

第三條：評估程序 
(略)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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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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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略)

配合「公開發
行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理
準則」修訂，修
正相關文字敘
述。 

第五條：公告申報程序 
本公司於股票公開發行後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
列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及內容，於事實
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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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二十、總資產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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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在此限。
前述總資產百分之十係以證券發行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規定之最近期個體財務報告中之
總資產金額計算，此認定標準於本處理程序
均適用之。 

(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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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金額並達下
列規定之一： 
(一)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之公開

發行公司，交易金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二)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上之公
開發行公司，交易金額達新臺幣十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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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易或從事大陸地區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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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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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類屬供營業使用之

第五條：公告申報程序 
本公司於股票公開發行後取得或處分資產，
有下列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及內容，
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
於主管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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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易金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二十、
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但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金，不在此
限。前述總資產百分之十係以證券發行
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最近期個體
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金額計算，此認定
標準於本處理程序均適用之。 

 
(略) 
(新增) 
 
 
 
 
 
 
 
 
(新增)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易或從事大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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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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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公開發
行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理
準則」修訂，修
正相關文字敘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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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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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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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投入之交易金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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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略)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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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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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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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略) 

第六條：資產估價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設備，除與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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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
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
或會計師意見。 
(略) 

第六條：資產估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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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本公司經法
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
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
見。 
(略)

配合「公開發
行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理
準則」修訂，修
正相關文字敘
述。 

第十一條：決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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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發行之貨幣市場基金外，執行單位應將下列資料
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易
契約及支付款項： 
(略) 

第十一條：決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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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單位應將下列資料
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
交易契約及支付款項： 
(略) 

配合「公開發
行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理
準則」修訂，修
正相關文字敘
述。 

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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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公開發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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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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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公開發
行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理
準則」修訂，修
正相關文字敘
述。 

第二十九條：實施與修訂 
(略) 
設置審計委員會時，第四條、第七條、第十一條、
第十三條、第十六條、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八條
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 
制訂日期 ：民國 102 年 5月 10 日訂定，經 102
年 5 月 10 日董事會通過，並提報民國 102 年 6
月 17 日股東會同意。 
第一次修訂：經民國 103 年 5 月 14 日經董事會
通過，並提報民國 103 年 6月 27 日股東會同意。
第二次修訂：經民國 106 年 3 月 6日經董事會通
過，並提報民國 106 年  月  日股東會同意。

第二十九條：實施與修訂 
(略) 
設置審計委員會時，第四條、第七條、第十
一條、第十三條、第十六條、第二十七條及
第二十八條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員
會準用之。 
制訂日期 ：民國 102 年 5月 10 日訂定，經
102 年 5 月 10 日董事會通過，並提報民國
102 年 6月 17 日股東會同意。 
第一次修訂：經民國 103 年 5 月 14 日經董
事會通過，並提報民國 103 年 6 月 27 日股
東會同意。

新 增 修 訂 日
期。 

18



21 
 

【附件六】 

三貝德數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說  明 

第二條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J402011 電影片發行業。 

2.J503051 錄影節目帶業。 

3 F11801 資訊軟體批發業。 

4.F218010 資訊軟體零售

業。 

5.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

業。 

6.I301020 資料處理服務

業。 

7.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

務業。 

8.F109070 文教、樂器、育

樂用品批發業。 

9.F209060 文教、樂器、育

樂用品零售業。 

10.J304010 圖書出版業。 

11. J399010 軟體出版業。 

12.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

機器設備批發業。 

13.F213030 電腦及事務性

機器設備零售業。 

14.CC01120 資料儲存媒體

製造及複製業。 

15.CH01040 玩具製造業。 

16.C701010 印刷業。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J402011 電影片發行業。 

2.J503051 錄影節目帶業。 

3 F11801 資訊軟體批發業。 

4.F218010 資訊軟體零售業。 

5.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6.I301020 資料處理服務業。 

7.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

務業。 

8.F109070 文教、樂器、育樂

用品批發業。 

9.F209060 文教、樂器、育樂

用品零售業。 

10.J304010 圖書出版業。 

11. J399010 軟體出版業。 

12.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

器設備批發業。 

13.F213030 電腦及事務性機

器設備零售業。 

14.CC01120 資料儲存媒體

製造及複製業。 

15.CH01040 玩具製造業。 

16.C701010 印刷業。 

17.F401010 國際貿易業。 

18.IZ99990 其他工商服務

業。 

 

因應未來營運所

需，增加營業項目。 

19



22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說  明 

17.F401010 國際貿易業。 

18.IZ99990 其他工商服務

業。 

19.JB01010 會議及展覽服

務業。 

20.F601010 智慧財產權業。 

21.J602010 演藝活動業。 

22.JZ99050 仲介服務業。 

23.ZZ99999 除許可業務

外，得經營法令非禁止或限

制之業務。 

19 JB01010 會議及展覽服務

業。 

20.F601010 智慧財產權業。 

21.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

得經營法令非禁止或限制之

業務。 

第二十九條 

本公司年度如有獲利，於彌

補以往年度虧損後，應先提

撥不低於百分之一為員工

酬勞及不高於百分之五為

董、監酬勞，由董事會決議

分派後應提股東會報告。上

述員工酬勞以股票或現金

發放時，發放對象得包含符

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 

本公司年度決算如有盈餘，

依法繳納稅捐，彌補以往年

度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

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

積累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

本額時，得不再提列。次得

視業務需要或法令規定提

列特別盈餘公積，其餘額加

計以前年度累積未分配盈

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

第二十九條 

本公司年度如有獲利，於彌

補以往年度虧損後，應先提

撥不低於百分之一為員工酬

勞及不高於百分之五為董、

監酬勞，由董事會決議分派

後應提股東會報告。上述員

工酬勞以股票或現金發放

時，發放對象得包含符合一

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年度決算如有盈餘，

依法繳納稅捐，彌補以往年

度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

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

積累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

額時，得不再提列。次得視

業務需要或法令規定提列特

別盈餘公積，其餘額加計以

前年度累積未分配盈餘，由

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報請

股東會決議分派股利。 

 

因應未來營運所

需，修正相關文字

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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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說  明 

案報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

利。 

本公司處於成長階段，基於

資本支出、業務擴充及健全

財務規劃以求永續發展等

需求，股利政策將依據公司

未來資金支出預算及資金

需求情形，每年就可供分配

盈餘提撥不低於百分之二

十五分配股東股息紅利，惟

累積可供分配盈餘低於實

收股本百分之五時，得不予

分配；分配股東股息紅利

時，得採現金股利或股票股

利發放，其中現金股利不低

於股利總額之百分之十為

原則，惟本公司有重大業務

發展或投資計畫而需保留

足夠資金時，得將現金股利

發放率調降為不低於股利

總額百分之五。惟此項盈餘

分配之種類及比率得視當

年度實際獲利及資金狀況

經股東會決議調整之。 

 

本公司處於成長階段，基於

資本支出、業務擴充及健全

財務規劃以求永續發展等需

求，股利政策將依據公司未

來資金支出預算及資金需求

情形，每年就可供分配盈餘

提撥不低於百分之二十五分

配股東股息紅利，惟累積可

供分配盈餘低於實收股本百

分之五時，得不予分配；分

配股東股息紅利時，得採現

金股利或股票股利發放，其

中現金股利不低於股利總額

之百分之十為原則，惟此項

盈餘分配之種類及比率得視

當年度實際獲利及資金狀況

經股東會決議調整之。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訂立於民國九十五

年十月十九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

年三月二十一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

年四月十八日。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訂立於民國九十五年

十月十九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年

三月二十一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年

四月十八日。 

增訂修訂日期及次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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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說  明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

年九月二十二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

年五月十三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

年九月二十八日。 

第六次修正於民國一○一

年六月二十九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二

年六月十七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三

年六月二十七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四

年六月十七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五

年二月二十五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

六年六月八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年

九月二十二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年

五月十三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年

九月二十八日。 

第六次修正於民國一○一年

六月二十九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二年

六月十七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三年

六月二十七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四年

六月十七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五年

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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