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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公司基本資料公司基本資料公司基本資料公司基本資料

◎◎◎◎設立日期設立日期設立日期設立日期：：：：89898989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26262626日日日日

◎◎◎◎創立人創立人創立人創立人：：：：李瑞西李瑞西李瑞西李瑞西

◎◎◎◎資本額資本額資本額資本額(100(100(100(100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382,029,740382,029,740382,029,740382,029,740元元元元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www.anstek.com.twwww.anstek.com.twwww.anstek.com.twwww.anstek.com.tw

◎◎◎◎主要經營業務主要經營業務主要經營業務主要經營業務：：：：電子零組件通路電子零組件通路電子零組件通路電子零組件通路

◎◎◎◎營業地址營業地址營業地址營業地址：：：：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75757575號號號號21212121樓樓樓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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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og ICs (類比類比類比類比 IC ), DSP & Solution (數位信號處理器數位信號處理器數位信號處理器數位信號處理器 & 解決方案解決方案解決方案解決方案 ), MEMs (微機電產品微機電產品微機電產品微機電產品)…

http://www.analog.com

SOC chips for Multimedia, Graphic and Network.
http://www.aspeedtech.com

Gaming Network Card, Gaming Network IC

http://www.bigfootnetworks.com

Bluetooth, WiFi, GPS related
http://www.CSR.com

CMOS MEMS Oscillator ( CMOS 微機電振盪器微機電振盪器微機電振盪器微機電振盪器) 

http://www.discera.com

SRAM, PSRAM, SDRAM, DDR1 and DDR2 SDRAM, and KGD (Know-Good-Die)…

http://www.etron.com/

LED Driver IC, Battery Charger, Solar Charger with MPPT function

http://www.green-mark.com

High Speed ADC, HDMI Tx/Rx/Sw, Power Management ( 電源管理電源管理電源管理電源管理) IC, ..
http://www.ite.com.tw

PCI Express, NetChip USB Controller, P-to-P Bridge, PCI I/O Accelerators…
http://www.plxtech.com

Touch PAD, Cap. Sensor, Fan Controller, Reset IC,…

http://www.sentelic.com

High Performance CPLD, FPGA 
http://www.xilinx.com

二二二二、、、、主要產品線主要產品線主要產品線主要產品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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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供應商現況供應商現況供應商現況供應商現況(一一一一)
應用應用應用應用
領堿領堿領堿領堿

供應商供應商供應商供應商
名名名名 稱稱稱稱

上市櫃上市櫃上市櫃上市櫃 主要特色主要特色主要特色主要特色 主要產品主要產品主要產品主要產品 主要市場主要市場主要市場主要市場

類比元件

美商亞德諾
(ADI)

NYSE: ADI
高效能轉換器全球
市佔第一名

類比IC, 混合信號IC,  
信號處理晶片以及微機
電產品

工業控制, 儀表&儀器, 自
動測試系統等

聯陽
(ITE)

TSE
性能及價格均具優
勢

HDMI傳輸/接收晶片, 
電源管理IC

影像相關產品(ex:機上盒
,HDMI交換器等)

信驊科技
(Aspeed)

N/A
透過光纖傳輸可節
省配線的成本

高速影像壓縮以及傳輸
晶片

光纖HDMI信號傳送以及接
收

數位邏輯元件

美商賽靈思
(Xilinx)

NASDAQ: 
XLNX

高階FPGA全球市佔
第一名

高階FPGA(可程式化邏
輯閘), CPLD (可程式
化邏輯裝置 ) 

IC 設計,工業控制,儀器,
工業電腦, 

美商 Discera N/A
以半導體的方式生
產, 可大幅降低成
本

微機電結構的震盪器 適用於各類電子產品

鈺創科技
(Etron)

OTC
種類多，與Intel合
作銷售

利基型SRAM,DRAM 數位信號處理,監控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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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供應商現況供應商現況供應商現況供應商現況(二二二二)
應用應用應用應用
領堿領堿領堿領堿

供應商供應商供應商供應商
名名名名 稱稱稱稱

上市櫃上市櫃上市櫃上市櫃 主要特色主要特色主要特色主要特色 主要產品主要產品主要產品主要產品 主要市場主要市場主要市場主要市場

觸控、雲端
、

綠能新技術

捷橋科技
(PLX)

NASDAQ: 
PLXT

PCI-E 橋接器全球市佔第
一名

PCI-E 橋接器, USB 控制
器, NAS (網路資料儲存
晶片)

工業電腦,PC伺服器

英商劍橋半
導體 (CSR)

FTSE 
250: 
CSR

藍芽以及衛星定位產品全
球市佔第一名

藍芽晶片以及衛星定位晶
片

無線藍芽產品,衛星定
位相關產品

陞達科技
(Sentelic)

N/A
擁有多項觸控專利, 可與
國外品牌競爭

觸控板/面板/按鍵控制器
, 重置 IC

工控產品,消費性產品

新綠科技
(Green 
Mark)

N/A 強調長壽命, 效率高 LED 照明驅動IC
照明市場(包括燈泡,燈
管,路燈等相關綠能產
業) 

其它

美商
Big Foot

N/A
強調可大幅度加快網路遊
戲的速度

線上遊戲網路加速卡
高階個人用PC,線上遊
戲市場

佳邦科技
(INPAQ)

OTC
價格具競爭力，互通性高
，種類多

ESD 保護元件 各類電子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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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公司之營運風險公司之營運風險公司之營運風險公司之營運風險

風險事項風險事項風險事項風險事項 因應對策因應對策因應對策因應對策

代理權之穩定度

1.鞏固與供應商間之合作關係

2.爭取具完善代理商管理制度之產品線，維持代理權之
穩定性

最近三年度向ADI進貨比重分別達
67.88%、59.49%及49.24%之

進貨集中風險

1.持續開拓新產品線

2.持續開發新客戶及新市場

3.持續擴大營運規模並兼顧整體毛利

匯率變動風險
隨時注意匯率變化情形，以現貨、遠期外匯合約的方式
避免外幣波動的風險

產品之市場需求風險 掌握市場需求，了解產品趨勢，做好庫存管理

營運資金需求較大

1.持續開發高獲利產品，增加公司盈餘
2.財務部門嚴格掌控營運資金調度
3.藉由資本市場取得長期穩定之資金，改善財務結構，
提升自有資本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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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主要供應商簡介主要供應商簡介主要供應商簡介主要供應商簡介

• Analog Devices Inc. (ADI)
美商亞德諾半導體美商亞德諾半導體美商亞德諾半導體美商亞德諾半導體

• Xilinx Inc. 
美美美美商賽靈思商賽靈思商賽靈思商賽靈思

• PLX Technology, Inc. 
美美美美商捷橋商捷橋商捷橋商捷橋

• Cambridge Silicon Radio Ltd.(CSR)
英商劍橋無線半導體英商劍橋無線半導體英商劍橋無線半導體英商劍橋無線半導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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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og Devices Inc. (ADI)
美商亞德諾半導體美商亞德諾半導體美商亞德諾半導體美商亞德諾半導體

•美國Dow Jones上市公司
•股價：US$28~US$32
•營收：2009年US$20億，2010年US$26億
•毛利率：55%~60%
•20%營收投資於研發
•高效能轉換器(ADC,DAC)佔有率世界第一
•全世界最知名之類比元件供應商
•主要用途：工業與儀器、醫療、汽車電力、微機電、無線通訊
•未來展望：類比元件每年預估15%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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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linx Inc. 
美美美美商賽靈思商賽靈思商賽靈思商賽靈思

•美國NASDAQ上市公司

•股價：US$23~US$25

•營收：2009年US$18億，2010年US$20億

•毛利率：55%~60%

•FPGA (可程式邏輯陣列閘)佔有率世界第一

•全世界最知名之FPGA供應商

•主要用途：工業與儀器、醫療、汽車電力、微機電、無線通訊

•客戶含括：IC設計廠商，FABLESS之廠商，各類應用

•未來展望：開發費用高，促使IC設計廠商採用FP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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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X Technology, Inc. 
美美美美商捷橋商捷橋商捷橋商捷橋

•美國NASDAQ上市公司

•股價：US$3.2~US$4

•營收：2009年US$8300萬，2010年US$1.2億

•毛利率：45%

•橋接器(PCI-E)、網路附接儲存器(DAS)、直接連接儲存器
(NAS)佔有率世界第一

•全世界最知名PCI-E供應商

•主要用途：Sever、MB、Notebook、資料存取、工業控制

•未來展望：伺服器及個人化雲端運算服務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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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上市公司
•股價：US$4.58
•營收：2009年US$6億，2010年US$8億
•藍芽(Blue Tooth)晶片、衛星定位(GPS)晶片、佔有率
世界第一

•主要用途：藍芽耳機、智慧型手機、衛星定位產品
•未來展望：藍芽與衛星定位相關產品持續成長

Cambridge Silicon Radio (CSR)
英商劍橋無線半導體英商劍橋無線半導體英商劍橋無線半導體英商劍橋無線半導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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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應用類別與客戶群產品應用類別與客戶群產品應用類別與客戶群產品應用類別與客戶群

二二二二、、、、創造需求之能力創造需求之能力創造需求之能力創造需求之能力

•發掘潛在客戶發掘潛在客戶發掘潛在客戶發掘潛在客戶

•創造需求之成果創造需求之成果創造需求之成果創造需求之成果

•創造需求之實證創造需求之實證創造需求之實證創造需求之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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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專注於工業產品專注於工業產品專注於工業產品專注於工業產品

1.1.1.1.工業產品特色工業產品特色工業產品特色工業產品特色

• 應用面廣，超過120個產品應用類別

• 產品少量多樣，需完善之管理

97~99年度銷售料件分別為：2,891、2,794及3,168個

• 客製化高，客戶群廣

97~99年度累積交易客戶數：1,376~1,429家

• 產品生命週期長，被替代性低

• 設計時間較長，中小型客戶對技術支援之依賴度高，

• 獲利較佳且穩定



2.2.2.2.產品應用類別與客戶群產品應用類別與客戶群產品應用類別與客戶群產品應用類別與客戶群(一一一一)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應用產品應用產品應用產品應用產品 使用產品使用產品使用產品使用產品((((料號料號料號料號))))

1 工業控制與儀器

a. 量測儀器及儀表
信號放大器、類比對數位/數位對類比轉換器、
類比開關…

b. 半導體/LED/電池…等自動測試
Pin驅動器、類比對數位/數位對類比轉換器、
儀表放大器…

C. 工業PC RS232/485線驅動器、數位隔離器…

d. 工廠自動化
類比對數位/數位對類比轉換器、儀表放大器、
微處理器…

e. 馬達、太陽能專用變頻器
數位隔離器、信號放大器、微處理器或數位信
號處理器…

f. 智慧型電力電表 功率量測積體電路、數位隔離器…

g. 安全監控產業
影像解碼器/編碼器、影像信號放大器/濾波
器…

2 微機電產品

a.電視遊樂器搖桿 (ex. Wii) 慣性感測器

b. 玩具 (ex.遙控直昇機、互動式
電子寵物)

慣性感測器、陀螺儀、信號放大器…

c. GPS衛星導航 慣性感測器、陀螺儀、信號放大器…

d. 量測工具以及電動工具 慣性感測器、陀螺儀…

3 通訊產品
a. 微波通訊 射頻放大器、鎖相迴路、混波器

b. 無線對講機 數位信號處理器
16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應用產品應用產品應用產品應用產品 使用產品使用產品使用產品使用產品((((料號料號料號料號))))

4 汽車電子

a. 車道偏移警告系統
影像信號解碼器、數位信號處理器、放大
器…

b. 車距過近警示系統 信號放大器、數位信號處理器…

c. 視聽音響 影像信號解碼器…

d. 行車紀錄器以及防盜器 影像信號解碼器、慣性感測器

5 LED 照明 a. LED 球泡燈 & 燈管 LED 驅動 IC

6
醫療照顧 (Heath 
Care)

a. 老人照顧 加速器、微處理器

b. 血糖計、血壓計
信號放大器、電源管理 IC、阻抗量測
IC…

c. 心電圖機
信號放大器、電源管理 IC、數位信號處
理器…

d. 耳溫槍
信號放大器、電源管理 IC、阻抗量測
IC…

7
高解析度影像傳輸產
品

a. KVM切換器
高速影像切換開關、影像信號放大器/濾
波器…

b. 長距離影像訊號傳輸
影像信號放大器、信號補償器、 信號延
遲器…

c. 高解析度矩陣式切換器
矩陣信號切換器、影像信號放大器/濾波
器…

2.2.2.2.產品應用類別與客戶群產品應用類別與客戶群產品應用類別與客戶群產品應用類別與客戶群(二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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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創造需求之能力創造需求之能力創造需求之能力創造需求之能力

1.1.1.1.發掘潛在客戶發掘潛在客戶發掘潛在客戶發掘潛在客戶
．從廣泛客戶群尋求新產品應用
．從產品應用尋找新客戶
．從各型秀展中，尋找潛在客戶並推薦適當產品線和料件

2.2.2.2.創造需求之成果創造需求之成果創造需求之成果創造需求之成果
．．．．每個月開發150個以上之新Project，約含200~300個
料件

．97、98及99年度新增客戶數：661、535、465家
．榮獲ADI台灣 99年最佳經銷商伙伴獎
-新增客戶比例，ADI全球3%，安馳7%
-台灣區新增註冊且有下單之Project，總計550個，
安馳佔44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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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名稱客戶名稱客戶名稱客戶名稱 產品名稱產品名稱產品名稱產品名稱 整合元件類別整合元件類別整合元件類別整合元件類別 為客戶帶來之效益為客戶帶來之效益為客戶帶來之效益為客戶帶來之效益

固緯電子 電子直流負載器 ADI
•協助固緯電子跨入電子直流負載器之第一

代產品，技術領先同業

美達科技 自動測試設備 ADI、Xilinx
•打入ATE市場可與國際大廠競爭
•可爭取國際大廠ODM訂單

鴻遠科技
8 x 8高畫質多媒體界面(HDMI)
矩陣式切換器

ADI、Xilinx、ITE
•首家具有設計此產品之能力，品質與價格

可與國際大廠競爭

研華科技
美商思科大型工業網路控制系
統器

ADI、Xilinx、PLX
•累積FPGA之設計經驗並提昇系統整合能力
•可爭取其他網路通訊及工業控制大廠之

ODM訂單

茂傑國際科技 USB轉數位視訊介面顯示卡 PLX •創新概念之產品，獲多國專利

海華科技 三合一藍芽鍵盤 CSR •技術整合成功，取得和碩中國之訂單

工業電腦製造商
Intel Luna-Pier
數位影像縮放控制元件

ADI、Xilinx、Etron、
Discera

•協助進入低功耗的工業電腦市場
•支持不同 LCD panel 的規格，擴展商機

3.3.3.3.3.3.3.3.創造需求之實證創造需求之實證創造需求之實證創造需求之實證創造需求之實證創造需求之實證創造需求之實證創造需求之實證



經營成果經營成果經營成果經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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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營業收入情形營業收入情形營業收入情形營業收入情形

二二二二、、、、每股盈餘每股盈餘每股盈餘每股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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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營業收入情形營業收入情形營業收入情形營業收入情形

單位:仟元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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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每股盈餘每股盈餘每股盈餘每股盈餘
單位:元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肆肆肆肆、、、、未來發展未來發展未來發展未來發展

一一一一、、、、產業發展前景產業發展前景產業發展前景產業發展前景

二二二二、、、、業務發展方向業務發展方向業務發展方向業務發展方向

三三三三、、、、啟動未來之關鍵啟動未來之關鍵啟動未來之關鍵啟動未來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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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產業發展前景產業發展前景產業發展前景產業發展前景

商業應用商業應用商業應用商業應用 生活模式應用生活模式應用生活模式應用生活模式應用

物流時程安物流時程安物流時程安物流時程安
排排排排、、、、位置與導位置與導位置與導位置與導
航航航航

環保環保環保環保：：：：水資源與水資源與水資源與水資源與
土地污染監控土地污染監控土地污染監控土地污染監控

農業農業農業農業：：：：動物鑑定動物鑑定動物鑑定動物鑑定
與監視與監視與監視與監視

電源供給電源供給電源供給電源供給：：：：遙控量遙控量遙控量遙控量
表讀取與下載監測表讀取與下載監測表讀取與下載監測表讀取與下載監測 都市管理都市管理都市管理都市管理：：：：都市都市都市都市

安全與電梯監視安全與電梯監視安全與電梯監視安全與電梯監視

智慧家庭智慧家庭智慧家庭智慧家庭

居家安全居家安全居家安全居家安全

智慧型智慧型智慧型智慧型
數位相框數位相框數位相框數位相框

老人照護老人照護老人照護老人照護



二二二二、、、、業務發展方向業務發展方向業務發展方向業務發展方向

ADI
ITE

Aspeed

Xilinx
Discera
Etron

CSR
PLX

Sentelic
Green Mark

建構完整
類比元件

強化數位
邏輯元件

掌握觸控、雲端
綠能新技術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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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面廣應用面廣應用面廣應用面廣，，，，客戶群多客戶群多客戶群多客戶群多

少量多樣少量多樣少量多樣少量多樣，，，，客製化高客製化高客製化高客製化高

生命週期長生命週期長生命週期長生命週期長，，，，被替代性低被替代性低被替代性低被替代性低

掌握客戶忠誠度掌握客戶忠誠度掌握客戶忠誠度掌握客戶忠誠度，，，，原廠依賴度原廠依賴度原廠依賴度原廠依賴度
高高高高

長時間技術支援長時間技術支援長時間技術支援長時間技術支援，，，，客戶依賴度客戶依賴度客戶依賴度客戶依賴度
高高高高

啟動價值鏈啟動價值鏈啟動價值鏈啟動價值鏈
之角色之角色之角色之角色

安馳安馳安馳安馳

上游上游上游上游

供應商供應商供應商供應商

三三三三、、、、啟動未來之關鍵啟動未來之關鍵啟動未來之關鍵啟動未來之關鍵



伍伍伍伍、、、、上櫃審議會詢問重點暨櫃買中心要求上櫃審議會詢問重點暨櫃買中心要求上櫃審議會詢問重點暨櫃買中心要求上櫃審議會詢問重點暨櫃買中心要求於於於於
公開說明書及評估報告補充揭露事項公開說明書及評估報告補充揭露事項公開說明書及評估報告補充揭露事項公開說明書及評估報告補充揭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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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公開說明書補充揭露下列事項於公開說明書補充揭露下列事項於公開說明書補充揭露下列事項於公開說明書補充揭露下列事項：：：：

•風險事項乙節風險事項乙節風險事項乙節風險事項乙節

1.1.1.1.本本本本公司公司公司公司97979797、、、、98989898年度及年度及年度及年度及99999999年前三季向年前三季向年前三季向年前三季向ADIADIADIADI公司進貨金額占總金額比公司進貨金額占總金額比公司進貨金額占總金額比公司進貨金額占總金額比 重分別重分別重分別重分別
為為為為67.88%67.88%67.88%67.88%、、、、59.49%59.49%59.49%59.49%及及及及48.59%48.59%48.59%48.59%，，，，有關有關有關有關本本本本公司進貨集中於公司進貨集中於公司進貨集中於公司進貨集中於ADIADIADIADI之原因之原因之原因之原因、、、、面臨之風面臨之風面臨之風面臨之風
險及所採因應措施之說明險及所採因應措施之說明險及所採因應措施之說明險及所採因應措施之說明。。。。

2.2.2.2.本本本本公司面臨代理權穩定性風險及所採因應措施之說明公司面臨代理權穩定性風險及所採因應措施之說明公司面臨代理權穩定性風險及所採因應措施之說明公司面臨代理權穩定性風險及所採因應措施之說明。。。。

3.3.3.3.本本本本公司面臨匯率變動風險及所採因應措施之說明公司面臨匯率變動風險及所採因應措施之說明公司面臨匯率變動風險及所採因應措施之說明公司面臨匯率變動風險及所採因應措施之說明。。。。

•特別記載事項乙節特別記載事項乙節特別記載事項乙節特別記載事項乙節

1.1.1.1.本本本本公司公司公司公司97979797年底年底年底年底、、、、98989898年底及年底及年底及年底及99999999年年年年9999月底合併負債比率分別為月底合併負債比率分別為月底合併負債比率分別為月底合併負債比率分別為52.38%52.38%52.38%52.38%、、、、54.42%54.42%54.42%54.42%
及及及及65.46%65.46%65.46%65.46%，，，，有關負債比率增加原因及所採因應措施之說明有關負債比率增加原因及所採因應措施之說明有關負債比率增加原因及所採因應措施之說明有關負債比率增加原因及所採因應措施之說明。。。。

2.2.2.2.本本本本公司高速電力傳輸線公司高速電力傳輸線公司高速電力傳輸線公司高速電力傳輸線ICICICIC代理原廠代理原廠代理原廠代理原廠DS2DS2DS2DS2因財務問題受破產保護因財務問題受破產保護因財務問題受破產保護因財務問題受破產保護，，，，對對對對本本本本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財務業務之影響及所採因應措施之說明財務業務之影響及所採因應措施之說明財務業務之影響及所採因應措施之說明財務業務之影響及所採因應措施之說明。。。。

3.3.3.3.本本本本公司及董事李瑞西公司及董事李瑞西公司及董事李瑞西公司及董事李瑞西、、、、李瑞芳於李瑞芳於李瑞芳於李瑞芳於97979797年度因違反貿易法第年度因違反貿易法第年度因違反貿易法第年度因違反貿易法第13131313條第條第條第條第1111項第項第項第項第1111款款款款
規定之原因規定之原因規定之原因規定之原因，，，，及無違反及無違反及無違反及無違反櫃買櫃買櫃買櫃買中心上櫃審查準則第中心上櫃審查準則第中心上櫃審查準則第中心上櫃審查準則第10101010條第條第條第條第1111項第項第項第項第7777款規定之說款規定之說款規定之說款規定之說
明明明明。。。。



伍伍伍伍、、、、上櫃審議會詢問重點暨櫃買中心要求上櫃審議會詢問重點暨櫃買中心要求上櫃審議會詢問重點暨櫃買中心要求上櫃審議會詢問重點暨櫃買中心要求於於於於
公開說明書及評估報告補充揭露事項公開說明書及評估報告補充揭露事項公開說明書及評估報告補充揭露事項公開說明書及評估報告補充揭露事項

•推薦證券商於評估報告中對於推薦證券商於評估報告中對於推薦證券商於評估報告中對於推薦證券商於評估報告中對於本本本本公司以下項目說明之評估意見公司以下項目說明之評估意見公司以下項目說明之評估意見公司以下項目說明之評估意見：：：：

1.1.1.1.推薦證券商對推薦證券商對推薦證券商對推薦證券商對本本本本公司業績變化合理性及未來發展性之評估意見公司業績變化合理性及未來發展性之評估意見公司業績變化合理性及未來發展性之評估意見公司業績變化合理性及未來發展性之評估意見。。。。

2.2.2.2.推薦證券商對推薦證券商對推薦證券商對推薦證券商對本本本本公司公司公司公司97979797、、、、98989898年度及年度及年度及年度及99999999年前三季向年前三季向年前三季向年前三季向ADIADIADIADI公司進貨金額占總金額比重分公司進貨金額占總金額比重分公司進貨金額占總金額比重分公司進貨金額占總金額比重分
別為別為別為別為67.88%67.88%67.88%67.88%、、、、59.49%59.49%59.49%59.49%及及及及48.59%48.59%48.59%48.59%，，，，有關有關有關有關本本本本公司進貨集中於公司進貨集中於公司進貨集中於公司進貨集中於ADIADIADIADI之原因之原因之原因之原因、、、、面臨之風險及面臨之風險及面臨之風險及面臨之風險及
所採因應措施說明之評估意見所採因應措施說明之評估意見所採因應措施說明之評估意見所採因應措施說明之評估意見。。。。

3.3.3.3.推薦證券商對推薦證券商對推薦證券商對推薦證券商對本本本本公司面臨代理權穩定性風險及所採因應措施說明之評估意見公司面臨代理權穩定性風險及所採因應措施說明之評估意見公司面臨代理權穩定性風險及所採因應措施說明之評估意見公司面臨代理權穩定性風險及所採因應措施說明之評估意見。。。。

4.4.4.4.推薦證券商對推薦證券商對推薦證券商對推薦證券商對本本本本公司面臨匯率變動風險及所採因應措施說明之評估意見公司面臨匯率變動風險及所採因應措施說明之評估意見公司面臨匯率變動風險及所採因應措施說明之評估意見公司面臨匯率變動風險及所採因應措施說明之評估意見。。。。

5.5.5.5.推薦證券商對推薦證券商對推薦證券商對推薦證券商對本本本本公司公司公司公司97979797年底年底年底年底、、、、98989898年底及年底及年底及年底及99999999年年年年9999月底合併負債比率分別為月底合併負債比率分別為月底合併負債比率分別為月底合併負債比率分別為52.38%52.38%52.38%52.38%、、、、
54.42%54.42%54.42%54.42%及及及及65.46%65.46%65.46%65.46%，，，，有關負債比率增加原因及所採因應措施說明之評估意見有關負債比率增加原因及所採因應措施說明之評估意見有關負債比率增加原因及所採因應措施說明之評估意見有關負債比率增加原因及所採因應措施說明之評估意見。。。。

6.6.6.6.推薦證券商對推薦證券商對推薦證券商對推薦證券商對本本本本公司高速電力傳輸線公司高速電力傳輸線公司高速電力傳輸線公司高速電力傳輸線ICICICIC代理原廠代理原廠代理原廠代理原廠DS2DS2DS2DS2因財務問題受破產保護因財務問題受破產保護因財務問題受破產保護因財務問題受破產保護，，，，對對對對本本本本
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所採因應措施說明之評估意見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所採因應措施說明之評估意見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所採因應措施說明之評估意見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所採因應措施說明之評估意見。。。。

7.7.7.7.推薦證券商對推薦證券商對推薦證券商對推薦證券商對本本本本公司及董事李瑞西公司及董事李瑞西公司及董事李瑞西公司及董事李瑞西、、、、李瑞芳於李瑞芳於李瑞芳於李瑞芳於97979797年度因違反貿易法第年度因違反貿易法第年度因違反貿易法第年度因違反貿易法第13131313條第條第條第條第1111項第項第項第項第
1111款規定之原因款規定之原因款規定之原因款規定之原因，，，，及無違反及無違反及無違反及無違反櫃買櫃買櫃買櫃買中心上櫃審查準則第中心上櫃審查準則第中心上櫃審查準則第中心上櫃審查準則第10101010條第條第條第條第1111項第項第項第項第7777款規定說明之評款規定說明之評款規定說明之評款規定說明之評
估意見估意見估意見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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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The End

Thanks for your timeThanks for you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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