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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華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108 年股東常會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正 

地點：南港展覽館 504a 會議室（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 號 5F）  

一、 報告出席股份總數並宣佈開會 

二、 主席致詞 

三、 報告事項 

(一) 107 年度公司營運報告。 

(二) 107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三) 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報告。 

四、 承認事項 

(一) 107 年度營運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 

(二) 107 年度虧損撥補案。 

五、 討論事項 

(一)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二)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三)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管理辦法」案。 

(四)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管理辦法」案。 

六、 臨時動議 

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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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107 年度公司營運報告，報請 公鑒。 

說明：本公司 107 年度營運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10-15 頁（附

件一）。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107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報請 公鑒。 

說明：本公司 107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請參閱本手冊第 16

頁（附件二）。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由：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明：報告107年度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請參閱本手冊第17-23

頁（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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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107 年度營運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明： 

（一）本公司 107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財務報表，業經安永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余倩如會計師及林麗凰會計師查核簽證竣事

出具查核報告，連同營運報告書及虧損撥補案，業經審計委

員會及董事會決議通過。 

（二）107 年度營運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10-15 頁（附件一）、107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24-31 頁（附件四）、107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32-39 頁（附件五）。 

（三）提請 承認。 

決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107 年度虧損撥補案，敬請 承認。 

說明： 

（一）107 年期初待彌補虧損新台幣 872,851 仟元，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第 9 號「金融工具」重編之影響數新台幣 28,000 仟元，107

年股東常會通過資本公積彌補虧損新台幣 872,851 仟元，減

計 107 年稅後淨損新台幣 1,039,760 仟元、加計其他綜合損益

新台幣 131仟元，本期期末待彌補虧損新台幣 1,011,629仟元。 

（二）經 108 年第 3 次董事會，全體出席董事討論通過，依「公司

法第 239 條：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除填補公司虧損外，

不得使用之」辦理，將帳列「資本公積－普通股股票溢價」

新台幣 1,011,629 仟元彌補虧損，期末待彌補虧損為 0 仟元。

本公司於 107 年度無盈餘，擬不分配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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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7 年度虧損撥補表如下： 

藥華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107 年度虧損撥補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待彌補虧損(107 年 1 月 1 日) $ (872,851) 

首次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金融

工具」其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之影響數 

28,000 

107 年股東常會通過「資本公積－發行股票

溢價」彌補虧損 

872,851 

減：107 年度本期淨損 (1,039,760) 

加：107 年度其他綜合損益 131 

期末待彌補虧損(107 年 12 月 31 日) (1,011,629) 

彌補項目：  

 資本公積－發行股票溢價 1,011,629 

期末待彌補虧損 $0 

     

 

 

（四）提請 承認。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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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敬請 討論。 

說明：依據 107 年 8 月 1 日總統華總一經字第 10700083291 號令，

配合員工獎酬工具對象擴大至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須於章

程中訂明始得為之，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相關條文，

檢附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40-41 頁（附件

六）。 

決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敬請 討論。 

說明：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 年 11 月 26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70341072 號函辦理，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

程序」相關條文，檢附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

第 42-55 頁（附件七）。 

決議：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管理辦法」案，敬請 討論。 

說明：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8 年 3 月 7 日金管證審字第

1080304826 號函辦理，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管理辦

法」相關條文，檢附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56-58 頁（附件八）。 

決議：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管理辦法」案，敬請 討論。 

說明：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8 年 3 月 7 日金管證審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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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304826 號函辦理，擬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管理辦法」

相關條文，檢附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59-60

頁（附件九）。 

決議： 

 

 

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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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營運報告書 

一、107 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 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著“深耕台灣 佈局全球”之信念，公司致力於新藥發明、試驗發展、生產製造，

進而行銷世界，成為全方位的生物新藥公司。所創新發明之長效型干擾素

Ropeginterferon alfa-2b(以下簡稱 P1101)可應用在許多適應症如真性紅血球增生症

(PV)、血小板增多症(ET)、慢性骨髓性白血病(CML)和骨髓纖維化(MF)，以及慢性肝

炎和癌症疾病等。目前歐洲 PV 治療已於 106 年 2 月份向歐盟 EMA 遞送申請藥證，

且依 EMA 規定時程啟動新藥審核，在 107 年初台中廠及台北試量產實驗室均獲 EMA

優良製造規範 (GMP) 證書，成為台灣第一家通過 EMA 認證的生物製劑新藥公司；

於 107 年 12 月獲得歐盟人體用藥委員會(CHMP)給予推薦上市許可之正面意見，並於

108 年 2 月核發藥證。為因應未來龐大市場需求，除持續將 Ropeginterferon alfa-2b 原

料藥(API)蛋白質廠進行新一代製程技術的優化及商業化量產，以有效提升生產效率

與降低成本外，亦於 107 年底正式落成啟動台中生物新藥針劑廠，符合 PIC/s GMP

針劑產品製造規範，能有效串連上、下游生產製造並增加產品線的完整性，落實未來

全球 P1101 的針劑銷售亦可由台灣直接製造供應，行銷布局全球的願景。 

在美國 PV方面則已規劃用歐盟第三期人體臨床試驗的數據(PROUD/CONTI-PV)

再加部份數據報告向美國 FDA 申請藥證，目前仍積極與美國 FDA 進行溝通，爭取以

最短時間向美國 FDA 提出藥證申請。而 PV 臨床研究亦擴展至亞洲地區，本公司除

106 年 6 月已獲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CFDA)申請進口(含港、澳、台)治療

用生物臨床試驗之批准，同時也納入以罕見病用藥申請優先審評名單，此舉將會加速

公司未來在中國的新藥臨床試驗申請（IND）、簡化臨床試驗階段及加速新藥上市審

批等程序，另又分別於 107 年 5 月獲得日本(PMDA)及 11 月獲中國 CFDA 核准進行

PV 第一期人體臨床試驗，預計完成後將以該地區之第一期臨床數據及合併

PROUD/CONTI-PV 三期臨床試驗的結果，分別向日本 PMDA 及中國 CFDA 諮詢 PV

藥證申請之許可，期盼能直接申請藥證或進行小型銜接性試驗後即可申請。本公司同

時依時程規劃也將啟動全球多國多中心的 ET 三期臨床試驗，以擴大產品效益，並積

極推動日本及中國的 PV 及 ET 罕見疾病之臨床及行銷佈局。 

    在慢性肝炎方面，本公司以 P1101 單獨使用進行治療 B 型肝炎的臨床試驗，目

的在探索 P1101 之最適劑量，已於 106 年第四季完成試驗，並獲邀 2017 美國肝病年

會 AASLD Late Breaking Research 報告 B 肝(HBV)二期臨床試驗結果，顯示 P1101 具

安全、抗病毒反應快且擁有較高的耐受性。本公司計畫於 108 年向台灣、韓國、東南

亞、中國及美國等地申請以 P1101 治療 B 型肝炎 e 抗原陽性病人之多國多中心第三

期人體臨床試驗，以提供 B 型肝炎病患未來用藥的新選擇。另 C 型肝炎(HCV)基因第

二型第三期在台灣及韓國目前處於收案階段，為加速臨床收案人數，亦於 107 年 12

月獲准 CFDA 增加中國區域的臨床試驗，將有助於該臨床試驗計畫的順利推進。 

    在新藥授權(Licensing-in)方面，與美國Athenex公司共同開發之癌症用藥-口服紫

杉醇（Oraxol）亦已於台灣完成安全性橋接試驗，目前Athenex正在南美洲進行第三

期人體臨床試驗，未來將合併Athenex南美臨床三期期中分析資料，並搭配美國、英

國、澳洲及紐西蘭法規送審策略，視Athenex進度在台灣申請藥證；另一項KX01用於

治療牛皮癬之臨床試驗正在探索最佳治療劑量，本公司將根據此結果再決定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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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的規劃。 

    在臨床前階段發展的新藥方面則還包括1.抗PD-1抗體(Anti-PD-1)單株抗體：係一

種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可用於治療惡性色素瘤、非小細胞肺癌、晚期腎癌等多種惡性

腫瘤，極大程度上提高了癌症患者的存活率，惟目前該藥價十分昂貴，對一般家庭實

屬沈重之負擔，本公司擬藉其生物藥研發經驗及生產效率及品質控管的專長，研發出

高品質且穩定的Anti-PD-1單株抗體，進而發展單株抗體新藥開發平台，以降低生產

成本，減低病患之財務負擔，規劃108年進行小規模試量產。2.長效型紅血球生成素

(PEG-EPO)：用來治療貧血、洗腎、各種癌症，目前市場上用於治療慢性腎病的紅血

球生成素施打頻率為每週一次，本公司研發之長效型紅血球生成素，可將施打頻率調

降為每兩週一次或每四週一次，對於相關疾病患者實為助益，預計於108年進行小規

模試量產及動物試驗。3.長效型白血球生長激素(PEG-GCSF)：GCSF為人體中自然產

生的蛋白質，能刺激骨髓內顆粒性白血球生長分裂，增加白血球數目，使身體的抵抗

能力提高，預計於108年進行小規模試量產。4.長效型β干擾素：用來治療多發性硬化

症 (Multiple Sclerosis ，簡稱MS)，也都納入公司中長期的研發目標。     

   (二) 預算執行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7 年度預算數(A) 107 年度實際數(B) 差異數(B-A) 

營業收入 125,136  26,236  (98,900)  

營業成本 (88,530) (28,394) 60,136 

營業毛利(損) 36,606  (2,158)  (38,764) 

營業費用 (2,108,308) (1,052,732) 1,055,577  

營業淨利(損) (2,071,702) (1,054,890) 1,016,812  

營業外收支 36,283  15,722  (20,561) 

稅前淨利(損) (2,035,419) (1,039,168) 996,251  

本期淨利(損) (2,035,419) (1,039,760) 995,659  

其他綜合損益 -  472 472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2,035,419) (1,039,288) 996,131  

               

   (三)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本公司係屬生技產業中之新藥公司，於新藥研發階段需投入龐大之研發費用，

通常產品尚未正式上市銷售或產生授權收入之前，公司多處於虧損狀態，等新藥獲准上

巿許可時將具營收爆發力，此乃產業特性使然。是以，本公司在正式取得藥證上市銷售

前，營收無法支應相關營運成本費用之時，公司所需要的營運週轉金仍是仰賴增資的

挹注。由上表得知，107 年度預算執行營收差異係歐洲藥證取得較原預估時間略晚所

致、而營業費用則主係臨床研發費用實際支出較原預算少所致；整體而言，經會計

師查核之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26,236 仟元、營業淨損為新台幣 1,054,890 仟元、本期綜

合損失總額為新台幣 1,039,288 仟元、每股虧損 4.7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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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發發展狀況 

       1.  107 年度研發人員及費用支出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 年度 107 年度 

研究

發展

支出 

營業收入(A) 26,236 

研發經費(B) 785,713 

員工總人數(C) 190 人 

研發總人數(D) 55 人 

研發經費比例(B/A) 29,948% 

研發人力占總人力比例(D/C) 28.95%  

            

2. 近年獲得獎項及研發成果 

 本公司台中廠獲歐洲藥物管理局(EMA) 及台灣衛生福利部認定優良製造規

範 (GMP) 證書。 

 本公司台北試量產實驗室獲歐洲藥物管理局(EMA) 認定通過優良製造規範

(GMP)證書。 

 本公司合作夥伴 AOP 公司 Besremi®  (P1101)新藥獲得歐盟人體用藥委員會

(CHMP)給予推薦上市許可之正面意見。 

 研發成果如下： 

類別 產品 適應症 目前開發階段 

血液
疾病 

P1101 

(新一代長效型干擾
素)自行開發 

真性紅血球增生
症 PV 

• 歐洲：107 年 12 月獲得歐盟人體用藥
委員會(CHMP)給予推薦上市許可之
正面意見 

• 美國：準備第三期臨床試驗(Phase III)

數據文件及申請藥品上市查驗登記
(BLA) 

• 台灣：準備進行橋接臨床試驗(或免做) 

• 日本：進行第一期臨床試驗(Phase I) 

• 中國：進行第一期臨床試驗(Phase I) 

血小板增生症 ET • 全球：申請第三期臨床試驗審查(IND) 

PEG-EPO 

(長效型紅血球增長激
素)自行開發 

腎病患貧血、癌症
化療貧血 

• 細胞株建構完成及製程開發 

PEG-GCSF 

(長效型白血球增長激
素)自行開發 

癌症化療及愛滋
病所產生之白血

球低下症 

• 細胞株建構完成及製程開發 

慢性
肝炎 

P1101 

(新一代長效型干擾
素)自行開發 

B 型肝炎 • 申請第三期臨床試驗審查(IND) 

C 型肝炎 • 進行第三期臨床試驗 Phase III 

B 型肝炎+ C 型肝
炎合併感染 

• 擬申請第三期臨床試驗審查(IND) 

腫瘤
疾病 

Anti-PD-1 抗體 

(免疫檢查點抑制
癌症 • 細胞株建構完成及製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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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產品 適應症 目前開發階段 

劑)自行開發 

Oraxol®  

(口服紫杉醇) 

授權開發 

乳癌 

• 台灣：完成安全性橋接試驗 

• 南美洲：由合作夥伴 Athenex 公司於南
美洲進行人體第三期臨床試驗中 

皮膚
疾病 

KX01 

(激酶抑制劑) 

授權開發 

牛皮癬 • 台灣:進行第一期臨床試驗 Phase I 

 

3. 107 年度專利申請成果 

 

 

二、108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 P1101：用於治療血液疾病 

 P1101 用於治療真性紅血球增生症(PV): PV 歐洲三期臨床試驗結果，已於 107

年 12 月獲得歐盟人體用藥委員會(CHMP)給予推薦上市許可之正面意見，亦於

108 年 2 月底前核發藥證；公司亦與美國 FDA 持續溝通討論使用歐洲第三期人

體臨床試驗數據及文件向美國 FDA 申請藥證之可行性。另本公司進一步將 PV

臨床研究擴展至亞洲地區，並已獲得日本 PMDA 及中國 CFDA 核准進行第一

期人體臨床試驗，完成後將以該地區第一期臨床數據及 P1101 於歐洲第三期人

體臨床試驗之數據及文件申請日本及中國 PV 上市許可。 

 P1101 用於血小板增生症(ET)：ET 與 PV 皆為罕見血液型疾病，本公司 P1101

用於治療血小板增生症(ET)皆已通過美國罕見疾病用藥認證，且於 105 年間已

與美國 FDA 溝通 P1101-ET 的臨床試驗相關事宜並討論 ET 試驗最佳之進展方

向，本公司 P1101 治療 PV 已通過 EMA 審查准許上市後，將加速進行 P1101

治療 ET 的臨床試驗，計劃於美國、台灣、日本、中國及韓國等執行多國多中

心的第三期人體試驗，驗證於已接受過 hydroxyurea(HU)治療但未達預期療效或

治療失敗的 ET 病人族群，觀察 P1101 的治療效果。本公司預計於 108 年上半

年開始第三期臨床試驗。 

 PEG-EPO 長效型紅血球生成素：慢性腎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簡稱 CKD)

患者在洗腎過程中常發生貧血，一般認為紅血球生成素的減少為主要病因。貧

血會減少組織的氧輸送導致疲勞，亦會造成認知功能受損及免疫功能下降和心

臟功能受損，患有 CKD 和貧血患者需要終生施打紅血球生成素激活藥劑治療。

目前用於治療慢性腎病的紅血球生成素施打頻率為每週一次，本公司研發之長

效型紅血球生成素，可將施打頻率調降為每兩週一次或每四週一次，對於相關

疾病患者實為助益。本公司預計於 108 年進行小規模試量產及動物試驗，並於

109 年進行 GMP 臨床試驗生產及 IND 申請。 

獲證日期 國別 專利名稱 專利號碼 

107/1/15 智利 Protein-Polymer Conjugates 55.298 

107/2/27 阿根廷 Peptide-Polymer Conjugates AR067964B1 

107/7/31 印度 Protein-Polymer Conjugates 299529 

107/10/9 加拿大 Protein-Polymer Conjugates 2696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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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G-GCSF 長效型白血球生長激素：GCSF 為人體中自然產生的蛋白質，能刺

激骨髓內顆粒性白血球生長分裂，增加白血球數目，使身體的抵抗能力提高。

本公司利用專利擁有的聚乙二醇化反應平台及基因工程技術自行研發生產重

組人顆粒性白血球群落生長因子，研發生產長效型，目標為達到十四天以上，

甚至一個月注射一次。本公司預計於 108 年進行小規模試量產，並於 109 年進

行動物試驗且申請 IND。 

(二)  P1101：用於治療慢性肝炎疾病 

 P1101 用於治療慢性 B 型肝炎: 於 101 年取得 TFDA 台灣第二期臨床試驗許

可，以 P1101 單獨使用進行治療 B 型肝炎的臨床試驗，目的係探索 P1101 之

最適劑量，已於 106 年第四季完成試驗。並於 108 年上半年向台灣、韓國、泰

國、越南、中國等地陸續提出申請以 P1101 治療 B 型肝炎 e 抗原陽性(HBV e+)

病人之多國多臨床中心進入第三期人體試驗。 

 C 型肝炎基因體第二型(HCV GT2)：於 104 年取得 TFDA 台灣第三期臨床試

驗許可，已於 105 年第一季正式啟動三期收案，韓國亦同時取得韓國食品藥物

管理署(簡稱 MFDS)核准進行第三期人體臨床試驗，另亦於 107 年 12 月新增中

國 CFDA 核准三期臨床試驗，將可加快收案速度，有助於臨床試驗計畫順利進

行，預計於 108 年第四季可完成第三期人體試驗。 

 B 型肝炎+ C 型肝炎合併感染:係 C 型肝炎藥物 DAA 例如夏奉寧(Harvoni)治療

B 型肝炎+ C 型肝炎合併感染病患時，同時併用 P1101 以預防 B 型肝炎的發作

之三期人體臨床試驗設計，目前與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CDE)溝通中，預

計 108 年下半年進行臨床試驗。 

(三) 癌症 

 Anti-PD-1 抗體：係一種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可用於治療包括惡性色素瘤、非小

細胞肺癌、晚期腎癌等多種惡性腫瘤，極大程度上提高了癌症患者的存活率，

惟目前該藥價十分昂貴，對一般家庭實屬沈重之負擔，本公司擬藉其生物藥研

發經驗及生產效率及品質控管的專長，研發出品質高且穩定的抗 PD1 抗體，發

展單株抗體新藥開發平台，並降低生產成本，減低病患之財務負擔。本公司規

劃 108 年進行小規模試量產，並於 109 年進行動物試驗及申請 IND。 

 Oraxol 治療乳癌：本公司與美國 Athenex 公司共同開發之癌症用藥-口服紫杉

醇（Oraxol）亦已於台灣完成安全性橋接試驗，未來將合併 Athenex 南美臨床

三期期中分析資料，搭配美國、英國、澳洲及紐西蘭法規送審策略，惟申請 NDA

進度仍需視 Athenex 公司臨床試驗進度而定。 

 KX-01(牛皮癬)：本產品自美國 Athenex 公司授權，計劃對牛皮癬適應症開發皮

膚外用劑型藥物，並於 104 年第四季啟動第一期臨床試驗，目前本公司已進行

至第一期臨床試驗之第三階段制定最高劑量，預計 108 年上半年完成。而授權

方公司已於美國完成日光性角化症(AK)之第三期臨床試驗，並開始 NDA。KX01

在牛皮癬治療上，要找出治療牛皮癬在最高劑量下之最佳治療期，本公司將根

據此結果，再決定臨床試驗三期的規劃。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一) 短期發展策略及計劃 

 在美國、台灣、日本、韓國及中國展開 P1101 用於治療血小板增生症(ET)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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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全球臨床試驗。 

 持續進行 P1101 用於治療其他適應症之臨床試驗：包含慢性 B 型肝炎及其他罕

見血液增生疾病。 

 持續進行授權(Licensing-In)新藥：口服癌症新藥 Oraxol®  / Oratecan®  及牛皮癬

用藥 KX01 之臨床試驗。 

(二) 中長期發展策略及計劃 

 擴大技術平台，除了持續 PEGylated 生物製劑新藥研發並擴大利用化學合成專

長研發小分子新藥。 

 發展癌症免疫療法之生物製劑新藥開發，使癌症治癒率大幅提高，以嘉惠癌症

病患。 

 開發新成分新藥，成為世界一流專業藥廠，完成垂直整合，提升公司在國際醫

藥研發產業的能見度及在世界醫藥研發產業之地位。 

 持續與學術界及產業界合作，開發新藥。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本公司成立 15 年以來，一本初衷，專注於新藥開發，資源投入從創新發明、試

驗發展、建廠生產製造，到取得藥證行銷國際，期盼透過完整的垂直整合打造真正研

發、製造均在臺灣，臨床試驗與銷售又能與歐美及國際接軌的新藥產品。故台中生物

製劑廠於 101 年先導廠完成設立以來，歷經試量產、TFDA 查廠、藥證申請所需的確

校生產，進而在 107 年初台中廠及台北試量產實驗室均已獲 EMA 通過優良製造規範 

(GMP) 證書，成為台灣第一家生物製劑藥廠通過 EMA 認證的新藥公司；並於 107

年 12 月獲得歐盟人體用藥委員會(CHMP)給予推薦上市許可之正面意見，且亦於 108

年 2 月正式取得 EMA 藥證，公司將依全球行銷規劃銷售需求來架構供應鏈，真正落

實「深耕台灣，行銷世界」的願景。加以本公司之 GMP 蛋白質藥廠房係架構於孤兒

藥相關法案之下，因此對孤兒藥研發專利行銷業務的推展，相較於其他生技同業，均

具有相當的優勢。 

   本公司自行研發的 P1101 技術平台除擁有完整的全球專利布局外，委外合作也

持續利用外部資源嚴選優良廠商進行長期配合，並以策略聯盟方式搭建供應鏈、銷售

渠道，及聘請在地化國際專業人員組建核心團隊，以確保臨床試驗品質，並謹守當地

臨床試驗法規，以縮短各國之間的差異，有利於掌握當地之法規條件，順利控管專案

進度及品質的執行。因此本公司無論是研發技術創新、藥物上市後之行銷及營運資源

整合效能，將著眼於長期永續發展，善盡社會責任，並謀取股東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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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7 年度 

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報告 

壹、公司簡介 

    藥華醫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或「藥華醫藥」)係於民國 89 年 5

月 9 日設立，並於 92 年 10 月正式營運。本公司係以研發為導向之生技新藥公司，

以台灣為基地致力於新藥創新發明、人體試驗發展，進一步建置符合 PIC/S 規範之

蛋白質新藥 GMP 廠，目標為取得美國 FDA 及歐盟 EMA 之新藥行銷許可(Marketing 

Approval)，以將本公司自主研發、製造之蛋白質新藥，行銷至歐美，更進一步至國

際新藥市場。本公司預計將於 2019 年起陸續推出歐盟 EMA 及美國 FDA 之核准新藥

上市銷售。 

一、 公司目前之商品(服務)項目 

(一) 新一代長效型干擾素 P1101(Ropeginterferon alfa-2b，以下簡稱 P1101) 

    本公司自 2003 年正式營運以來，研究及經營團隊已成功地開發多項專利，

並成功開發出高度定位(>90%)的PEG耦合反應技術平台(site-specific pegylation 

technology platform)。該專利技術平台可以發展出一系列的高度定位長效型蛋

白質新藥品。本公司利用該技術平台和上述突破性的化學耦合技術，在 PEG

和 α干擾素間，插入了一個胺基酸 Proline。Proline 成功地連結了 PEG 和 α干

擾素，形成一個化學上最穩定的”碳-胺”鍵。利用這個特性，形成了一個 95%

以上為單一成分的新一代 PEG 長效型 α干擾素藥物(P1101, PEG-P-IFN-α2b)，

即為本公司新藥「P1101」 (INN：ropeginterferon alfa-2b；CAS registry number：

1335098-50-4)。 

    目前市面上的長效型干擾素 α 藥物 PEGASYS(珮格西施注射劑 )和

PegIntron，因為副作用的關係，僅被核准用於治療慢性肝炎。PEGASYS 被核

准用於治療慢性 B 型肝炎及慢性 C 型肝炎，PegIntron 僅被核准用於治療慢性 C

型肝炎。在治療血液疾病的方面，雖然許多文獻已指出干擾素的療效，但礙於

副作用的關係，只能作為仿單外使用。本公司發明之新一代長效型干擾素

P1101，可應用在罕見血液增生疾病(Myeloproliferative Neoplasms, MPNs)、肝

臟疾病和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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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P1101 可用於多個適應症，目前用於治療罕見血液疾病真性紅血球增生

症(Polycythemia Vera：PV)、慢性 B 型肝炎及慢性 C 型肝炎；規劃中用於其他

血液增生疾病(Myeloproliferative Neoplasms：MPNs)相關適應症尚包含：慢性骨

髓性白血病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CML)、血小板增多症 (Essential 

Thrombocythemia：ET)、原發性骨髓纖維化(Primary Myelofibrosis：PMF)。 

1. 目前歐洲 PV 治療已於 106 年 2 月份向歐盟 EMA 遞送申請藥證，且依 EMA

規定時程啟動新藥審核，在 107 年初台中廠及台北試量產實驗室均獲 EMA

優良製造規範 (GMP) 證書，成為台灣第一家通過 EMA 認證的生物製劑新

藥公司；於 107 年 12 月獲得歐盟人體用藥委員會(CHMP)給予推薦上市許

可之正面意見，並於 108 年 2 月核發藥證。為因應未來龐大市場需求，除

持續將 Ropeginterferon alfa-2b 原料藥(API)蛋白質廠進行新一代製程技術的

優化及商業化量產，以有效提升生產效率與降低成本外，亦於 107 年底正

式落成啟動台中生物新藥針劑廠，符合 PIC/s GMP 針劑產品製造規範，能

有效串連上、下游生產製造並增加產品線的完整性，落實未來全球 P1101

的針劑銷售亦可由台灣直接製造供應，行銷布局全球的願景。 

在美國 PV 方面則已規劃用歐盟第三期人體臨床試驗的數據

(PROUD/CONTI-PV)再加部份數據報告向美國 FDA 申請藥證，目前仍積極

與美國 FDA 進行溝通，爭取以最短時間向美國 FDA 提出藥證申請。而 PV

臨床研究亦擴展至亞洲地區，本公司除 106 年 6 月已獲中國國家食品藥品

監督管理總局(CFDA)申請進口(含港、澳、台)治療用生物臨床試驗之批准，

同時也納入以罕見病用藥申請優先審評名單，此舉將會加速公司未來在中

國的新藥臨床試驗申請（IND）、簡化臨床試驗階段及加速新藥上市審批等

程序，另又分別於 107 年 5 月獲得日本(PMDA)及 11 月獲中國 CFDA 核准

進行 PV 第一期人體臨床試驗，預計完成後將以該地區之第一期臨床數據及

合併 PROUD/CONTI-PV 三期臨床試驗的結果，分別向日本 PMDA 及中國

CFDA 諮詢 PV 藥證申請之許可，期盼能直接申請藥證或進行小型銜接性試

驗後即可申請。 

2. P1101 用於血小板增多症(ET)。血小板增多症病人在未獲妥善治療的情況

下，有極高的血栓及出血風險。目前的一線治療方式多使用低劑量的阿斯

匹林搭配 hydroxyurea (HU)治療，但有 20%-40%的病人會對 HU 的治療失去

耐受性或是失效，而治療失效的病人有更高的風險疾病會持續進程惡化，

減低存活率。ET 與 PV 皆為罕見血液型疾病，本公司 P1101 用於治療真性紅

血球增生症(PV)及治療血小板增生症(ET)皆已通過美國罕見疾病用藥認證；且

已於 105 年已與美國 FDA 溝通 P1101-ET 的臨床試驗相關事宜並討論 ET 試驗

最佳之進展方向，本公司 P1101 治療 PV 已通過 EMA 審查准許上市後，將加

速進行 P1101 治療 ET 的臨床試驗。 

3. P1101 用於治療慢性 C 型肝炎基因體第二型，於 2012 年取得 TFDA 台灣第

二期臨床試驗許可，2014 年完成台灣第二期臨床試驗收案，於 2015 年 5 月

取得 TFDA 第三期人體試驗同意函，已於 2016 年 1 月正式啟動三期收案，

韓國部分亦已於 2016 年 3 月取得韓國食品藥物管理署(Ministry of Food and 

Drug Safety 簡稱 MFDS)核准同意進行該第三期人體臨床試驗。該臨床設計

治療期間為 24 週，為加速臨床收案人數，亦於 107 年 12 月獲准 CFDA 增

加中國區域的臨床試驗，將有助於該臨床試驗計畫的順利推進。 

4. P1101 用於治療慢性 B 型肝炎，於 2012 年取得 TFDA 台灣第二期臨床試驗

許可，以 P1101 單獨使用進行治療 B 型肝炎的臨床試驗，目的係探索 P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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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最適劑量，本臨床試驗於 2017 年第四季完成試驗。於第二期試驗結果發

現 P1101 在治療 e 抗原陽性的 B 肝族群中，達到 e 抗原血清轉換率的比率

及時程均較現行市場上之長效型干擾素更優。因此本公司已規劃於 e 抗原

陽性的 B 肝族群之全球性第三期人體試驗，並應用文獻中 B 肝核心抗體量

及 B 肝病毒量之特定篩選條件，篩選出預期對干擾素有最佳反應的族群進

行本試驗，期能驗證 P1101 相對於口服藥治療 e 抗原陽性的 B 肝族群在 e

抗原血清轉換率之優越性。本公司計畫於 108 年向台灣、韓國、東南亞、中

國及美國等地申請以P1101治療B型肝炎 e抗原陽性病人之多國多中心第三期

人體臨床試驗，以提供 B 型肝炎病患未來用藥的新選擇。 

(二) 口服紫杉醇(Oraxol) 

    本公司依 2015 年 10 月 30 日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CDE)業務諮詢會議

記錄，CDE 原則接受本公司以授權方 Athenex 公司(前 Kinex 公司)於韓國及南

美等區域執行之臨床數據(含第一、第二、第三期臨床試驗共計 200 位病人)，

加上本公司在台灣執行的人體藥物動力研究 (Pharmacokinetics Study)以及反

應數據(24 位/整體試驗執行期間預計一年)申請藥證。本公司已於 2016 年第 2

季向 TFDA 提出申請新使用途徑新藥的開發計劃，於 2016 年 7 月獲得衛福部

核准執行用於治療乳癌臨床試驗，並在 2017 年第一季開始人體藥物動力研究

(PK)及反應試驗，預計完成 PK 數據報告並取得 Athenex 提供之臨床試驗報告

後，併同向 TFDA 提出藥證申請。本公司 Oraxol 合併 Ramucirumab Solution 用

於治療晚期胃癌及食道癌之供查驗登記用藥品臨床試驗計畫，亦已於 2017 年 4

月獲台灣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TFDA)同意試驗進行。 

(三) 牛皮癬(Psoriasis)用藥 (以下簡稱 KX01) 

    由美國生技公司 Athenex 公司(前 Kinex 公司)所開發的嶄新化合物分子

KX01 已證明對於癌症細胞的增生有顯著的抑制效果，並已進入美國人體臨床

試驗第二期。本公司認為 KX01 化合物作用的抑制增生之生物機轉，應可適用

於非惡性細胞增生之頑固性牛皮癬疾病，因此向 Kinex 公司取得 KX01 化合物

在台灣、中國大陸、港澳、星馬等地區的授權，以針對牛皮癬適應症開發皮膚

外用劑型，屬於新成份新藥。 

 

二、 臨床前階段發展的新藥項目 

在臨床前階段發展的新藥方面則還包括 

(一)  抗 PD-1 抗體(Anti-PD-1)單株抗體 

    係一種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可用於治療惡性色素瘤、非小細胞肺癌、晚

期腎癌等多種惡性腫瘤，極大程度上提高了癌症患者的存活率，惟目前該藥

價十分昂貴，對一般家庭實屬沈重之負擔，本公司擬藉其生物藥研發經驗及

生產效率及品質控管的專長，研發出高品質且穩定的 Anti-PD-1 單株抗體，進

而發展單株抗體新藥開發平台，以降低生產成本，減低病患之財務負擔，規

劃 108 年進行小規模試量產。 

(二)  長效型紅血球生成素(PEG-EPO) 

    慢性腎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簡稱 CKD)患者在洗腎過程中常發生

貧血，一般認為紅血球生成素的減少為主要病因。貧血會減少組織的氧輸送

導致疲勞，亦會造成認知功能受損及免疫功能下降和心臟功能受損，患有 CKD

和貧血患者需要終生施打紅血球生成素激活藥劑治療。目前用於治療慢性腎

病的紅血球生成素施打頻率為每週一次，本公司研發之長效型紅血球生成

素，可將施打頻率調降為每兩週一次或每四週一次，對於相關疾病患者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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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益，預計於 108 年進行小規模試量產及動物試驗。 

(三) 長效型白血球生長激素(PEG-GCSF) 

    GCSF 為人體中自然產生的蛋白質，能刺激骨髓內顆粒性白血球生長分

裂，增加白血球數目，使身體的抵抗能力提高。本公司利用專利擁有的聚乙

二醇化反應平台及基因工程技術自行研發生產重組人顆粒性白血球群落生長

因子，研發生產長效型，目標為達到十四天以上，甚至一個月注射一次，預

計於 108 年進行小規模試量產。 

 

貳、過去虧損原因 

    本公司主要從事新藥開發，該產業特點除了成功率低外，另外就是開發時間

很長。新藥開發從臨床前試驗到進入人體臨床第一期試驗(Phase I)，成功概率約

70%、第二期(Phase II)約 33%、第三期(Phase III)則約 25~30%，換言之完成第三

期到最後獲准上市銷售的成功概率就又不到一半；且一般而言，在實驗室的研究

期約為 2-3 年，臨床前實驗平均為 3-5 年，人體臨床試驗三個階段至少也需 3-5 年，

加上新藥審查期 2-3 年及最後階段的監視期，總計經常要超過十年以上。 

    本公司自 92 年正式營運以來，所從事的新藥開發時程較學名藥更長、且單一

產品的投資更為龐大，雖然自行研發之新藥產品 P1101 已於 102 年第三季進入第

三期人體臨床實驗，但在取得藥證正式上市銷售前目前仍處於新藥研發投入階

段，產品尚未正式上市銷售或產生授權收入，公司仍將處於虧損之狀態，此乃產

業特性使然。 

    本公司 106 年度及 107 年度虧損金額分別為 874,261 仟元及 1,039,288 仟元，

主要係因投入龐大的研發經費所致，106 年度及 107 年度研發費用分別為 683,318

仟元及 785,713 仟元，本公司 106 年度及 107 年度營業收入分別為 4,035 仟元及

26,236 仟元，主要來源係研究收入及商品銷貨收入。 

綜上，本公司最近兩年度虧損主要原因係新藥產品尚未上市產生營收，而臨床試

驗及各新藥研發專案的進行須持續投入龐大研發費用所致。 

 

參、預計未來改善計畫 

一、本公司未來營運目標如下 

(一)P1101：用於治療血液疾病 

1. P1101用於治療真性紅血球增生症(PV): PV歐洲三期臨床試驗結果，已於 107

年 12 月獲得歐盟人體用藥委員會(CHMP)給予推薦上市許可之正面意見，亦

於 108 年 2 月底前核發藥證；公司亦與美國 FDA 持續溝通討論使用歐洲第三

期人體臨床試驗數據及文件向美國 FDA 申請藥證之可行性。另本公司進一步

將 PV 臨床研究擴展至亞洲地區，並已獲得日本 PMDA 及中國 CFDA 核准進

行第一期人體臨床試驗，完成後將以該地區第一期臨床數據及 P1101 於歐洲

第三期人體臨床試驗之數據及文件申請日本及中國 PV 上市許可。 

2. P1101 用於血小板增生症(ET)：ET 與 PV 皆為罕見血液型疾病，本公司 P1101

用於治療血小板增生症(ET)皆已通過美國罕見疾病用藥認證，且於 105 年間已與

美國 FDA 溝通 P1101-ET 的臨床試驗相關事宜並討論 ET 試驗最佳之進展方向，

本公司 P1101 治療 PV 已通過 EMA 審查准許上市後，將加速進行 P1101 治療

ET 的臨床試驗，計劃於美國、台灣、日本、中國及韓國等執行多國多中心的第

三期人體試驗，驗證於已接受過 hydroxyurea(HU)治療但未達預期療效或治療失

敗的 ET 病人族群，觀察 P1101 的治療效果。本公司預計於 108 年上半年開始第

三期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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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EG-EPO 長效型紅血球生成素：慢性腎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簡稱 CKD)

患者在洗腎過程中常發生貧血，一般認為紅血球生成素的減少為主要病因。貧

血會減少組織的氧輸送導致疲勞，亦會造成認知功能受損及免疫功能下降和心

臟功能受損，患有CKD 和貧血患者需要終生施打紅血球生成素激活藥劑治療。

目前用於治療慢性腎病的紅血球生成素施打頻率為每週一次，本公司研發之長

效型紅血球生成素，可將施打頻率調降為每兩週一次或每四週一次，對於相關

疾病患者實為助益。本公司預計於 108 年進行小規模試量產及動物試驗，並於

109 年進行 GMP 臨床試驗生產及 IND 申請。 

4. PEG-GCSF 長效型白血球生長激素：GCSF 為人體中自然產生的蛋白質，能刺

激骨髓內顆粒性白血球生長分裂，增加白血球數目，使身體的抵抗能力提高。

本公司利用專利擁有的聚乙二醇化反應平台及基因工程技術自行研發生產重組

人顆粒性白血球群落生長因子，研發生產長效型，目標為達到十四天以上，甚

至一個月注射一次。本公司預計於 108 年進行小規模試量產，並於 109 年進行

動物試驗且申請 IND。 

(二) P1101：用於治療慢性肝炎疾病 

1. P1101用於治療慢性B型肝炎: 於 101年取得TFDA台灣第二期臨床試驗許可，

以 P1101 單獨使用進行治療 B 型肝炎的臨床試驗，目的係探索 P1101 之最適劑

量，已於 106 年第四季完成試驗。並於 108 年上半年向台灣、韓國、泰國、越

南、中國等地陸續提出申請以 P1101 治療 B 型肝炎 e 抗原陽性(HBV e+)病人之

多國多臨床中心進入第三期人體試驗。 

2. C 型肝炎基因體第二型(HCV GT2)：於 104 年取得 TFDA 台灣第三期臨床試

驗許可，已於 105 年第一季正式啟動三期收案，韓國亦同時取得韓國食品藥物

管理署(簡稱 MFDS)核准進行第三期人體臨床試驗，另亦於 107 年 12 月新增中

國 CFDA 核准三期臨床試驗，將可加快收案速度，有助於臨床試驗計畫順利

進行，預計於 108 年第四季可完成第三期人體試驗。 

3. B 型肝炎+ C 型肝炎合併感染:係 C 型肝炎藥物 DAA 例如夏奉寧(Harvoni)治

療 B 型肝炎+ C 型肝炎合併感染病患時，同時併用 P1101 以預防 B 型肝炎的

發作之三期人體臨床試驗設計，目前與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CDE)溝通

中，預計 108 年下半年進行臨床試驗。 

(三)癌症 

1. Anti-PD-1 抗體：係一種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可用於治療包括惡性色素瘤、

非小細胞肺癌、晚期腎癌等多種惡性腫瘤，極大程度上提高了癌症患者的

存活率，惟目前該藥價十分昂貴，對一般家庭實屬沈重之負擔，本公司擬

藉其生物藥研發經驗及生產效率及品質控管的專長，研發出品質高且穩定

的抗 PD1 抗體，發展單株抗體新藥開發平台，並降低生產成本，減低病患

之財務負擔。本公司規劃 108 年進行小規模試量產，並於 109 年進行動物

試驗及申請 IND。 

2. Oraxol 治療乳癌：本公司與美國 Athenex 公司共同開發之癌症用藥-口服紫

杉醇（Oraxol）亦已於台灣完成安全性橋接試驗，未來將合併 Athenex 南美

臨床三期期中分析資料，搭配美國、英國、澳洲及紐西蘭法規送審策略，惟

申請 NDA 進度仍需視 Athenex 公司臨床試驗進度而定。 

3. KX-01(牛皮癬)：本產品自美國 Athenex 公司授權，計劃對牛皮癬適應症開發

皮膚外用劑型藥物，並於 104 年第四季啟動第一期臨床試驗，目前本公司已

進行至第一期臨床試驗之第三階段制定最高劑量，預計 108 年上半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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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授權方公司已於美國完成日光性角化症(AK)之第三期臨床試驗，並開始

NDA。KX01 在牛皮癬治療上，要找出治療牛皮癬在最高劑量下之最佳治療

期，本公司將根據此結果，再決定臨床試驗三期的規劃。 

 

三、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一)短期發展策略及計劃 

1.在美國、台灣、日本、韓國及中國展開 P1101 用於治療血小板增生症(ET)之

第三期全球臨床試驗。 

2.持續進行 P1101 用於治療其他適應症之臨床試驗：包含慢性 B 型肝炎及其他

罕見血液增生疾病。 

3.持續進行授權(Licensing-In)新藥：口服癌症新藥 Oraxol®  / Oratecan®  及牛皮

癬用藥 KX01 之臨床試驗。 

(二)中長期發展策略及計劃 

1.擴大技術平台，除了持續 PEGylated 生物製劑新藥研發並擴大利用化學合成

專長研發小分子新藥。 

2.發展癌症免疫療法之生物製劑新藥開發，使癌症治癒率大幅提高，以嘉惠癌

症病患。 

3.開發新成分新藥，成為世界一流專業藥廠，完成垂直整合，提升公司在國際

醫藥研發產業的能見度及在世界醫藥研發產業之地位。 

4.持續與學術界及產業界合作，開發新藥。 

 

肆、營運損益差異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年度 
107 年度 

營運計畫預估數(註) 財報數 差異數 

營業收入 3,029  26,236  23,207  

營業成本 (2,258) (28,394) (26,136) 

營業毛利(損) 771  (2,158) (2,929) 

營業費用 (955,481) (1,052,732) (97,251) 

營業淨利(損) (954,710) (1,054,890) (100,180) 

稅前淨利(損) (932,907) (1,039,168) (106,261) 

稅後淨利(損) (932,997) (1,039,760) (106,763) 

註： 

1.營業收入:主要係商品銷售收入及勞務提供收入，其中勞務提供收入較原預估金

額增加，因而產生差異。 

2.營業毛利:主要認列存貨跌價及呆滯較原預估金額增加，因而產生差異。 

3.營業費用:主要包含各部門薪資費用、行政費用、臨床試驗費用及其他新藥開發

費用等，由於臨床試驗持續推動、製程技術的優化及 臨床前階段的新藥項目

投入，使研發費用較原預估金額增加，因而產生差異。 

4.營業淨利(損)、稅前淨利(損)、稅後淨利(損):主要因上述(一)至(三)項所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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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產生差異。 

整體而言，生技新藥研發具有的週期長之特性，且臨床試驗及各新藥研發專案

的進行須持續投入龐大研發費用，未來隨著本公司藥品陸續於各個地區取得藥

證並上市銷售，營業狀況將持續改善，屆時本公司獲利效益將能顯現以回饋本

公司所有股東。 

伍、結論 

    本公司致力於新藥開發，資源投入從創新發明、試驗發展、生產製造，到取

得藥證後行銷國際市場，期望透過完整的垂直整合能打造真正研發、製造均在臺

灣，臨床試驗與銷售又能與歐美及國際接軌的新藥產品，成為全方位的新藥公司。 

    本公司研發團隊實力堅強，多位核心成員曾在美國生技藥廠任職，擁有多年

的研發經驗及多項各國專利，可確保公司永續經營的能力。加上對最新生物科技

及新藥發展趨勢之掌握度高，研發項目選題正確，在動物試驗後能精準選出最有

潛力的發展標的，進而展開人體臨床試驗，最終達成上市銷售的目標。此外，由

本公司自行建造、符合 TFDA/EMA/FDA 標準的蛋白質新藥廠，可讓本公司將研

發成果從實驗室製程放大並移轉到符合國際標準的量產標準，除能完整掌握新藥

產品品質外，更具有絕對的成本控制優勢。 

    本公司成立 15 年以來，一本初衷，專注於新藥開發，資源投入從創新發明、試

驗發展、建廠生產製造，到取得藥證行銷國際，期盼透過完整的垂直整合打造真正

研發、製造均在臺灣，臨床試驗與銷售又能與歐美及國際接軌的新藥產品。故台中

生物製劑廠於 101 年先導廠完成設立以來，歷經試量產、TFDA 查廠、藥證申請所

需的確校生產，進而在 107 年初台中廠及台北試量產實驗室均已獲 EMA 通過優良製

造規範 (GMP) 證書，成為台灣第一家生物製劑藥廠通過 EMA 認證的新藥公司；並

於 107 年 12 月獲得歐盟人體用藥委員會(CHMP)給予推薦上市許可之正面意見，且

亦於 108 年 2 月正式取得 EMA 藥證，公司將依全球行銷規劃銷售需求來架構供應

鏈，真正落實「深耕台灣，行銷世界」的願景。 

    本公司自行研發的 P1101 技術平台除擁有完整的全球專利布局外，委外合作也

持續利用外部資源嚴選優良廠商進行長期配合，並以策略聯盟方式搭建供應鏈、銷

售渠道，及聘請在地化國際專業人員組建核心團隊，以確保臨床試驗品質，並謹守

當地臨床試驗法規，以縮短各國之間的差異，有利於掌握當地之法規條件，順利控

管專案進度及品質的執行。因此本公司無論是研發技術創新、藥物上市後之行銷及

營運資源整合效能，將著眼於長期永續發展，善盡社會責任，並謀取股東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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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之二： 

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對象，包

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

員工。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承購股份之員工

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

司員工。 

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

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

公司員工。 

本公司收買之庫藏股，轉讓之對象包

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

員工。 

本條規定之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

從屬公司員工，其一定條件授權董事

會訂定之。  

 轉讓予員工之

對象包括符合

一定條件之控

制或從屬公司

員工。  

第七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代表公司

之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經依法

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

免印製股票，或發行新股時，股票得

就該次發行總數合併印製，惟應洽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七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

以上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後發行

之。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

票，或發行新股時，股票得就該次發

行總數合併印製，惟應洽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機構登錄。 

配合 107年8月 1

日總統華總一經

字 第 

10700083291  號

令，依據修正後

公司法 162 條規

定本公司股票由

代表公司之董事

簽名或蓋章 

第二十條： 

本公司當年度之稅前利益扣除分配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於保

留彌補累積虧損後如尚有餘額，應提

撥不低於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提撥

不高於百分之五為董事酬勞。 

員工酬勞、董事酬勞分派比率之決定

及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之，應由

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

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

之，並報告於股東會。 

第二十條： 

本公司當年度之稅前利益扣除分配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於保

留彌補累積虧損後如尚有餘額，應提

撥不低於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提撥

不高於百分之五為董事酬勞。 

員工酬勞、董事酬勞分派比率之決定

及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之，應由

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

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

之，並報告於股東會。 

配合增訂第五條

之二，故刪除第

四項規定，避免

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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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

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

員工。 

有關本公司員工入股等相關事宜，應

依本公司員工配股發放辦法辦理之。 

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

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有關本公司員工入股等相關事宜，應

依本公司員工配股發放辦法辦理之。 

第二十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

十八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二月十

九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二

十八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

二十六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

十八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二年六月二

十八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０四年五月二

十九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五年六月二

十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一０六年六月二

十八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七年六月二

十五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一０八年六月二

十六日。 

第二十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

十八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二月十

九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二

十八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

二十六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

十八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二年六月二

十八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０四年五月二

十九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五年六月二

十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一０六年六月二

十八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七年六月二

十五日。 

增列第十次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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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資產範圍 

本處理程序所稱資產之適用範圍如

下： 

一、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

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

證、認購 (售) 權證、受益證券及

資產基礎證券等投資。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

資性不動產、土地使用權、營建

業之存貨)及其他固定資產。 

三、會員證。 

四、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

權等無形資產。 

五、使用權資產。 

六、金融機構之債權 (含應收款項、

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 

七、衍生性商品。 

八、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九、其他重要資產。 

第二條：資產範圍 

本處理程序所稱資產之適用範圍如

下： 

一、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

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

證、認購 (售) 權證、受益證券及

資產基礎證券等投資。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

資性不動產、土地使用權、營建

業之存貨)及其他固定資產。 

三、會員證。 

四、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

權等無形資產。 

五、金融機構之債權 (含應收款項、

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 

六、衍生性商品。 

七、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八、其他重要資產。 

配合適用國

際財務報導

準則第十六

號租賃公報

規定，爰新增

擴大使用權

資產範圍 

 

第三條：名詞定義 

一、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特定利

率、金融工具價格、商品價格資

產、利率、匯率、價格或費率指

數、信用評等或信用指數、或其

他變數或其他利益等商品所衍生

之遠期契約、選擇權契約、期貨

契約、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換契

約，上述契約之組合，或嵌入衍

生性商品之組合式契約或結構型

商品等及上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

合式契約等。所稱之遠期契約，

不含保險契約、履約契約、售後

服務契約、長期租賃契約及長期

進(銷)貨合約。 

二、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第三條：名詞定義 

一、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資產、

利率、匯率、指數或其他利益等

商品所衍生之遠期契約、選擇權

契約、期貨契約、槓桿保證金契

約、交換契約，及上述商品組合

而成之複合式契約等。所稱之遠

期契約，不含保險契約、履約契

約、售後服務契約、長期租賃契

約及長期進(銷)貨合約。 

二、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

企業併購法、金融控股公司法、

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律進行

合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處分

之資產，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

配合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 

第九號金融

工 具 之 定

義，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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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

企業併購法、金融控股公司法、

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律進行

合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處分

之資產，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

六條之三第八項規定發行新股受

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

讓）者。 

三、關係人、子公司：應依證券發行

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定

之。 

四、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或

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其他

設備估價業務者。 

五、事實發生日：指交易簽約日、付

款日、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

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

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

者。但屬需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投

資者，以上開日期或接獲主管機

關核准之日孰前者為準。 

六、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部投資

審議委員會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

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規定從事之

大陸投資。 

七、以投資為專業者：指依法律規定

設立，並受當地金融主管機關管

理之金融控股公司、銀行、保險

公司、票券金融公司、信託業、

經營自營或承銷業務之證券商、

經營自營業務之期貨商、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及基金管理公司。 

八、證券交易所：國內證券交易所，

指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外國證券交易所，指任何有

組織且受該國證券主管機關管理

之證券交易市場。 

九、證券商營業處所：國內證券商營

六條第八項規定發行新股受讓他

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讓）

者。 

三、關係人、子公司：應依證券發行

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定

之。 

四、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或

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其他

設備估價業務者。 

五、事實發生日：指交易簽約日、付

款日、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

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

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

者。但屬需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投

資者，以上開日期或接獲主管機

關核准之日孰前者為準。 

六、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部投資

審議委員會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

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規定從事之

大陸投資。 

七、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

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

算一年，已公告部份免再計入。 

八、所稱「最近期財務報表」係指公

司於取得或處分資產前依法公開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

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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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處所，指依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規定證券商

專設櫃檯進行交易之處所；外國

證券商營業處所，指受外國證券

主管機關管理且得經營證券業務

之金融機構營業處所。 

七、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

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

算一年，已公告部份免再計入。 

八、所稱「最近期財務報表」係指公

司於取得或處分資產前依法公開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

報表。 

第五條：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

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

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

應符合下列規定：與交易當事人

不得為關係人。 

一、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法、銀行

法、保險法、金融控股公司法、

商業會計法，或有詐欺、背信、

侵占、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犯罪

行為，受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

告確定。但執行完畢、緩刑期滿

或赦免後已滿三年者，不在此限。 

二、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或有

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價

者之估價報告，不同專業估價者

或估價人員不得互為關係人或有

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

時，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

業能力、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二、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

適當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

以出具報告或意見書；並將所執

第五條：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

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

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

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 

明確外部專

家責任，參 

酌證券發行

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第

九條投資性 

不動產有關

會計師對估 

價報告合理

意見書之相 

關評估、查核

及聲明事項

等，新增第二

項，明定本準

則相關專家

出具估價報

告或意見書

之評估、查核

及聲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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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序、蒐集資料及結論，詳實

登載於案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及

資訊等，應逐項評估其完整性、

正確性及合理性，以做為出具估

價報告或意見書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

專業性與獨立性、已評估所使用

之資訊為合理與正確及遵循相關

法令等事項。 

第八條：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不動

產或其他固定資產之交易條件之

決定程序 

（一）取得或處分於集中交易市場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

券，依當時之交易金額決定。 

（二）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易市場

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

券，應考量其每股淨值、獲利能

力、未來發展潛力、市場利率、

債券票面利率及債務人債信等，

並參考當時交易價格及鑑價報告

議定。 

（三）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其他固定

資產，應參考公告現值、評定現

值、鄰近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

等，經詢價、比價、議價或招標

方式決定。如符合本程序規定標

準者，應另聘專業鑑價機構，取

得鑑價報告。 

二、授權層級 

本處理程序所定有價證券資產之取得

或處分，授權董事長在新台幣三千五

百萬元以內決行，並應事後提報董事

會追認，超過新台幣三千五百萬元

者，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超過新台

幣五千萬元者，應經董事會通過後辦

理，另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

第八條：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不動

產或其他固定資產之交易條件之

決定程序 

（一）取得或處分於集中交易市場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

券，依當時之交易金額決定。 

（二）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易市場

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

券，應考量其每股淨值、獲利能

力、未來發展潛力、市場利率、

債券票面利率及債務人債信等，

並參考當時交易價格及鑑價報告

議定。 

（三）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其他固定

資產，應參考公告現值、評定現

值、鄰近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

等，經詢價、比價、議價或招標

方式決定。如符合本程序規定標

準者，應另聘專業鑑價機構，取

得鑑價報告。 

二、授權層級 

本處理程序所定資產之取得或處分，

授權董事長在新台幣三千五百萬元以

內決行，並應事後提報董事會追認，

超過新台幣三千五百萬元者，應經董

事會通過後辦理，另應充分考量各獨

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

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

錄。 

修訂核決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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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第十條：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不動

產、或其他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之資產鑑價報告之取得 

一、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設備 

本公司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自地

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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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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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或特定

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

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

議通過；其嗣後有，來交易條件

變更者時，亦同應比照上開程序

辦理。 

(二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

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

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

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

應洽請會計師依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

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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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

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

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

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

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

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

月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

第十條：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不動

產或其他設備之資產鑑價報告之

取得 

一、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設備 

本公司除與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外，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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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或特定

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

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

議通過，未來交易條件變更者，

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二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

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

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

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

應洽請會計師依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

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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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

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

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

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

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

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

月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

見書。 

配合適用國

際財務報導

準則第十六

號租賃公報

規定，爰新增

擴大使用權

資產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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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書。 

二、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

估交易價格之參考。有下列情形之

一，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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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

意見： 

(一)取得或處分非於證券交易所或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 

(二)取得或處分私募有價證券。 

二、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

估交易價格之參考。有下列情形之

一，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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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

意見： 

(一)取得或處分非於證券交易所或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 

(二)取得或處分私募有價證券。 

第十一條：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

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之

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

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

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固定資

產循環程序辦理。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應參考

市場公平市價，決議交易條件及

交易價格，作成分析報告提報總

經理，並依本公司「核決權限表」

規定簽核後始得為之。 

三、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

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

時，應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決

後，由使用部門及財務單位負責

執行。 

四、會員證或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或會員證專家評估意見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之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第十一條：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

資產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

資產，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

固定資產循環程序辦理。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應參考市場公平市價，決議交易

條件及交易價格，作成分析報告

提報總經理，並依本公司「核決

權限表」規定簽核後始得為之。 

三、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

資產時，應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

決後，由使用部門及財務單位負

責執行。 

四、會員證或無形資產專家評估意見

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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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適用國

際財務報導

準則第十六

號租賃公報

規定，爰新增

擴大使用權

資產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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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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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

定辦理。 

第十三條：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

之處理程序 

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

產，除依第七條、第八條及第十

條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

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

金額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

者，應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

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另

應依以下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

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

另外在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

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並

應考慮實質關係。 

二、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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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百分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買賣國內公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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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下列資料，經

審計委員會同意，並提交董事會

決議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

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

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依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評

第十三條：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

之處理程序 

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

產，除依第七條、第八條及第十

條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

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

金額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

者，應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

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另

應依以下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

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

另外在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

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並

應考慮實質關係。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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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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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下列資料，經審計

委員會同意，並提交董事會決議

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

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

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依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評估預定

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

1.配合適用

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

第十六號

租賃公報

規定，爰新

增擴大使

用權資產

範圍 

2.配合廠房等

不動產租

賃  之實務

運作，放寬

向關  係人

取得不動

產使用權 

資產，得以

鄰近地區

一年內非

關係人租

賃交易作

為設算及

推估交易

價格合理

性之參考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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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

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

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

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

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

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

性。 

(六)依規定須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

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六條

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

算一年，已依本準則規定提交董事會

通過及審計委員會承認部分免再計

入。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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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間，取得

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董事會得

依第八條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先

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

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

使用權資產。 

依第一項規定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

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

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

事會議事錄載明。 

三、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一)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應按下列方法評估

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1.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利

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

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

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

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

性。 

(六)依規定須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

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六條

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

算一年，已依本準則規定提交董事會

通過及審計委員會承認部分免再計

入。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董事會得依第八條授

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

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依第一項規定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

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

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

事會議事錄載明。 

三、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一)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按

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

性： 

1.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利

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本。所稱

必要資金利息成本，以公司購入資

產年度所借款項之加權平均利率為

準設算之，惟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

布之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2.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構

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該標

的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金融機構

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計值應達

貸放評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

49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本。所稱

必要資金利息成本，以公司購入資

產年度所借款項之加權平均利率為

準設算之，惟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

布之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2.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構

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該標

的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金融機構

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計值應達

貸放評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

間已逾一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

易之一方互為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二)合併購買或租賃同一標的之土地

及房屋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

按前款所列任一方法評估交易成

本。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依本條第三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規定評估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成本，並應洽請會

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四)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依本條第一及

第二項規定辦理，不適用前三款

規定： 

1.關係人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

年。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

動產而取得不動產。 

4.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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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子公司彼此間，取得供營業使用

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五)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本

條第三項第(一)、(二)款規定評估結

間已逾一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

易之一方互為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二)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

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前款

所列任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本

條第三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

定評估不動產成本，並應洽請會

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四)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依本條第一及

第二項規定辦理，不適用前三款

規定： 

1.關係人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交

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

動產而取得不動產。 

(五)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本

條第三項第(一)、(二)款規定評估結

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本條

第三項第(六)款規定辦理。但如因下

列情形，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

動產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

理性意見者，不在此限： 

1.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行興建

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估，房屋

則按關係人之營建成本加計合理營

建利潤，其合計數逾實際交易價格

者。所稱合理營建利潤，應以最近

三年度關係人營建部門之平均營業

毛利率或財政部公布之最近期建設

業毛利率孰低者為準。 

(2)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鄰近地

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

例，其面積相近，且交易條件經按

不動產買賣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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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本條

第三項第(六)款規定辦理。但如因下

列情形，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

動產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

理性意見者，不在此限： 

1.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行興建

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估，房屋

則按關係人之營建成本加計合理營

建利潤，其合計數逾實際交易價格

者。所稱合理營建利潤，應以最近

三年度關係人營建部門之平均營業

毛利率或財政部公布之最近期建設

業毛利率孰低者為準。 

(2)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鄰近地

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易案

例，其面積相近，且交易條件經按

不動產買賣或租賃慣例應有之合理

樓層或地區價差評估後條件相當

者。 

(3)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一年內之

其他非關係人租賃案例，經按不動

產租賃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價差推

估其交易條件相當者。 

2.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動產

或租賃取得不動產使用權資產，其

交易條件與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

非關係人成交易案例相當且面積相

近者。 

前述所稱鄰近地區成交易案例，以同

一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方圓

未逾五百公尺或其公告現值相近者為

原則；所稱面積相近，則以其他非關

係人成交易案例之面積不低於交易標

的物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前述所

稱一年內係以本次取得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

追溯推算一年。 

(六)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地區價差評估後條件相當者。 

(3)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一年內之

其他非關係人租賃案例，經按不動

產租賃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價差推

估其交易條件相當者。 

2.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動

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區一年內

之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相當且面

積相近者。 

前述所稱鄰近地區成交案例，以同一

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方圓未

逾五百公尺或其公告現值相近者為原

則；所稱面積相近，則以其他非關係

人成交案例之面積不低於交易標的物

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前述所稱一

年內係以本次取得不動產事實發生之

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六)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

按本條第三項第(一)~(五)款規定

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

應辦理下列事項。 

1.本公司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

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交易法第四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

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

資者如為公開發行公司，亦應就該

提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證券交易法

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 

2.審計委員會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

條規定辦理。 

3.應將本款第三項第(六)款第 1點及第

2 點處理情形提報股東會，並將交易

詳細內容揭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

書。 

本公司及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

價之公開發行公司經依前述規定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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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權資產，如經按本條第三項

第(一)~(五)款規定評估結果均較

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

項。 

1.本公司應就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額，依

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以分派

或轉增資配股。對本公司之投資採

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行

公司，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股比

例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審計委員會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

條規定辦理。已依本法規定設置審

計委員會者，本款前段對於審計委 

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準用之。 

3.應將本款第三項第(六)款第 1點及第

2 點處理情形提報股東會，並將交易

詳細內容揭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

書。 

本公司及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

價之公開發行公司經依前述規定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或承

租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終

止租約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

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者，並經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

該特別盈餘公積。 

(七)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若有其他證據顯示

交易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者，

亦應本條第三項第(六)款規定辦

理。 

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為適當補

償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

不合理者，並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七)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若有

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

規之情事者，亦應本條第三項第

(六)款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本公司於股票公開發行

後，取得或處分資產之資訊公開

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一)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

第十六條：本公司於股票公開發行

後，取得或處分資產之資訊公開

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一)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配合適用國

際財務報導

準則第十六

號租賃公報

規定，爰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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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

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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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但

買賣國內公債或附買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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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

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

損失上限金額。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

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

資，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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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證券交易

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

券買賣，或於國內初級市場認購募

集發行之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

之一般金融債券（不含次順位債

券），或申購或買回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或期貨信託基金，或證券商因承

銷業務需要、擔任興櫃公司輔導推

薦證券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價證

券。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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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

用之機器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且

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

並達下列規定之一： 

(1)實收資本額未達新台幣一百億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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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但

買賣公債或附買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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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

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

損失上限金額。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

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

資，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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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證券交易

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

券買賣，或於國內初級市場認購募

集發行之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

之一般金融債券，或證券商因承銷

業務需要、擔任興櫃公司輔導推薦

證券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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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

用之機器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

關係人，交易金額並達下列規定之

一： 

(1)實收資本額未達新台幣一百億元之

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額未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2)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一百億元之公

開發行公司，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

擴大使用權

資產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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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額未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2)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一百億元之公

開發行公司，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

十億元以上。。 

5.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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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

億元以上，處分自行興建完工建案

之不 動產，且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

者，交易金額為達新臺幣十億元以

上。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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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公

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

五億元以上。 

(五)前述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

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

算一年，已依規定公告部分免再

計入。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

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

金額。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內

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

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本會指定之資

訊申報網站。 

二、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十億元以上。。 

5.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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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前述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

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

算一年，已依規定公告部分免再

計入。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

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

動產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

金額。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內

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

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本會指定之資

訊申報網站。 

二、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達應公告項

目且交易金額達申報標準者，應

按性質規定之格式，於事實發生

之即日起算二日內辦理公告申

報。 

三、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應將相關資訊於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

報。 

(二)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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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達應公

告項目且交易金額達申報標準

者，應按性質規定之格式，於事

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辦理公

告申報。 

三、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應將相關資訊於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

報。 

(二)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

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

時，應於知悉之即日起二日內將

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

契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

告、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

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司，除其他

法律另有規定者外，至少保存五

年。 

(四)本公司依第二款規定公告申報之

交易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

相關資訊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終止

或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依契

約預定日程完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

時，應於知悉之即日起二日內將

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

契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

告、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

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司，除其他

法律另有規定者外，至少保存五

年。 

(四)本公司依第二款規定公告申報之

交易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

相關資訊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終止

或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依契

約預定日程完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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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資金貸與他人管理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

限額 

本公司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

額，及就業務往來、短期融通資金訂

定之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須經提

報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後方能辦

理。 

一、資金貸與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

淨值的百分之四十為限。 

二、資金貸與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

號，資金貸與總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淨值的百分之四十為限；個別

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最近一

年度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稱業

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

貨金額孰高者。 

三、資金貸與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

公司或行號者，該貸與總額以不

超過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四十為

限；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淨值的百分之十為限。 

四、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均為百分之百之國外子公司

間，如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而

從事資金貸與，或本公司直接及

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

國外公司對該公開發行公司從事

資金貸與，其金額得不受貸與企

業淨值之百分之四十之限制，且

其融通期間亦不受一年或一營業

週期之限制。但仍應訂定資金貸

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並應

明定資金貸與期限。惟該等子公

司仍應於其作業程序中載明資金

貸與之限額與期限。 

第三條：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

限額 

本公司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

額，及就業務往來、短期融通資金訂

定之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須經提

報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後方能辦

理。 

一、資金貸與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

淨值的百分之四十為限。 

二、資金貸與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

號，資金貸與總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淨值的百分之四十為限；個別

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最近一

年度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稱業

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

貨金額孰高者。 

三、資金貸與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

公司或行號者，該貸與總額以不

超過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四十為

限；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淨值的百分之十為限。 

四、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均為百分之百之國外子公司

間，如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而

從事資金貸與，其金額得不受貸

與企業淨值之百分之四十之限

制，且其融通期間亦不受一年或

一營業週期之限制。惟該等子公

司仍應於其作業程序中載明資金

貸與之限額與期限。 

1.放寬同一

持股控制

關係且持

有表決權

股份均為

百分之百

之國外公

司間，從事

資 金 貸

與，不受第

一項第二

款 之 限

制。 

2.明定公司

從事資金

貸與超過

本條文規

定之限額

時，公司負

責人應連

帶負返還

責任及損

害賠償責

任。 

 

 
 

56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及前項但書

規定時，應與借用人連帶負返還責

任；如公司受有損害者，亦應由其

負損害賠償。 
 

第九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公開發行後，應於每月 10

日前將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資

金貸與餘額輸入公開資訊觀測

站。 

二、本公司公開發行後，資金貸與餘

額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

發生之日（係指簽約日、付款日、

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資

金貸與或背書保證對象及金額之

日等日期孰前者）起二日內輸入公

開資訊觀測站： 

(一)資金貸與他人之餘額達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者。 

(二)對單一企業資金貸與餘額達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以

上者。 

(三)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新增資金貸與

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達

該公開發行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二以上。 

三、本公司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

定，評估資金貸與情形並提列適

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

適當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

資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必要之查

核程序。 

四、本公司之子公司若非屬國內公開

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

三款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

公司為之。 

第九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公開發行後，應於每月 10

日前將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資

金貸與餘額輸入公開資訊觀測

站。 

二、本公司公開發行後，資金貸與餘

額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

發生之日起二日內輸入公開資訊

觀測站： 

(一)資金貸與他人之餘額達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者。 

(二)對單一企業資金貸與餘額達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以

上者。 

(三)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新增資金貸與

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達

該公開發行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二以上。 

三、本公司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

定，評估資金貸與情形並提列適

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

適當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

資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必要之查

核程序。 

四、本公司之子公司若非屬國內公開

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

三款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

公司為之。 

明訂事實發

生日 

第十二條：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再經董事會通過後，

第十二條：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再經董事會通過後，

依據證券交

易法第十四

條 之 五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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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改時亦同。如有

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審計委員

會及提報股東會討論。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將本作業程序提報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

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

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並

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

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改時亦同。如有

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審計委員

會及提報股東會討論。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將本作業程序提報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

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

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定，審計委員

會之職權包

括訂定或修

正資金貸與

他人之重大

財務業務行

為之處理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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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背書保證管理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財務部應於每月十日前公

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

書保證餘額。 

二、背書保證餘額達下列標準之一

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

公告申報： 

(一)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二)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

以上者。 

(三)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臺

幣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

證、採用權益法之長期投資帳面

金額及資金貸與餘額合計數達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

十以上者。 

(四)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

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且達

該公開發行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前項公告申報，係指輸入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

子公司有前項各款應公告申報之事

項，應由本公司為之。前項子公司背

書保證餘額占淨值比例之計算，以該

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占本公司淨值比

例計算之。 

本公司應評估或認列背書保證之或有

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背書保

證資訊，並提供簽證會計師相關資

料，以供會計師執行必要查核程序。 

第十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財務部應於每月十日前公

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

書保證餘額。 

二、背書保證餘額達下列標準之一

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

公告申報： 

(一)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二)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

以上者。 

(三)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臺

幣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

證、長期投資及資金貸與餘額合

計數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四)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

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且達

該公開發行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前項公告申報，係指輸入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

子公司有前項各款應公告申報之事

項，應由本公司為之。前項子公司背

書保證餘額占淨值比例之計算，以該

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占本公司淨值比

例計算之。 

本公司應評估或認列背書保證之或有

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背書保

證資訊，並提供簽證會計師相關資

料，以供會計師執行必要查核程序。 

為明確長期

性質投資之

定義，爰參酌

證券發行人

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第九

條第四項第

一款規定修

正 

 

第十五條：實施與修訂 

修訂本程序時，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同

第十五條：實施與修訂 

修訂本程序時，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同

參考證券交

易法第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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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意，再經董事會通過，並提報股東會

同意。 

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後，訂定或修

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應經審

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中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第三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

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

之。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依規定將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

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並將其同意或

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

事會紀錄。 

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

不符本作業程序或金額超限時，應訂

定改善計畫，將相關更改計畫送審計

委員會，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意，再經董事會通過，並提報股東會

同意。 

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後，訂定或修

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應經審

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中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第三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

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

之。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依規定將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

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

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

不符本作業程序或金額超限時，應訂

定改善計畫，將相關更改計畫送審計

委員會，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條 之 三 規

定，酌予調整

第五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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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藥華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訂定依據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辦理。 

第二條：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股東會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計算之。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

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

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

人並應携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

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二條之ㄧ：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或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

知各股東。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

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

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

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

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

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

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

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

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

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受理處

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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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

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

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

未列入之理由。 

第二條之二：委託出席股東會及授權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

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

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

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三條：表決股數之計算、廻避制度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

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

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

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

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四條：召開股東會地點及時間之原則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

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

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第五條：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

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

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

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至

少一席獨立董事親自出席，及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參與出席，

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錄。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第六條：會場秩序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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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得列席股東會。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戴識別證或臂章。 

第七條：股東會開會過程錄音或錄影之存證 

股東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八條：開會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

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

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

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

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第九條：議案討論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

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

宣布散會。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但主席違反議

事規則，宣布散會者，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

繼續開會。 

第十條：股東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

以發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

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第十一條：發言時間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 

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第十二條：法人指派出席 

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第十三條：答覆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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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提付表決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

決。 

第十五條：監票及計票人員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表

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錄。 

第十六條：休息、續行集會 

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

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

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第十七條：議案表決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

意通過之。 

表決時，如經主席徵得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第十八條：表決順序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

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第十九條：維持秩序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

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配戴「糾察員」字樣臂章。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

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二十條：議案表決、監票及計票方式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

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依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應採行電子投票之公司：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

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

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

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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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

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

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

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

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布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

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或

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份。 

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之，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記錄。 

第二十一條：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

結果。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

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二十二條：會議記錄及簽署事項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

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

要領及其結果記載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第二十三條：對外公告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

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

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二十四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本議事規則訂立於民國九十二年二月十九日。 

第一次修訂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二次修訂民國一百零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三次修訂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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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藥華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藥華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稱為

PharmaEssentia Corp.) 

第二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C110010 飲料製造業 

C199990 未分類其他食品製造業 

C801010 基本化學工業 

C802041 西藥製造業 

C802100 化粧品製造業 

C802990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F107200 化學原料批發業 

F108021 西藥批發業 

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F108040 化粧品批發業 

F207200 化學原料零售業 

F208021 西藥零售業 

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F208040 化粧品零售業 

F208050 乙類成藥零售業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F601010 智慧財產權業 

IC01010 藥品檢驗業 

IG01010 生物技術服務業 

IG02010 研究發展服務業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制或限制之業務 

第三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支機構。 

第三條之ㄧ：本公司得為他公司有限責任股東之轉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百分比

之限制。 

第三條之二：本公司得就業務上之需要依本公司「背書保證管理辦法」之規定從事對外

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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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公司法第廿八條及證券管理機關之規定辦理。 

 

第二章 股份 

 

第五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臺幣肆拾億元，分為肆億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元，

分次發行。前項資本總額內保留新台幣肆億元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計肆千

萬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 

第五條之ㄧ：本公司發行認股價格低於發行日普通股收盤價之員工認股權憑證時，應有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行之。並得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次申報辦理。 

第六條：股東之出資除現金外，得以對公司所有之貨幣債權，或公司所需之技術、商譽

抵充之，惟抵充之技術數額不得超過新台幣陸億元。 

第七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後發行之。本

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或發行新股時，股票得就該次發行總數合併印

製，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八條：股票之更名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三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十五日內或

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 

        本公司辦理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

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

之。 

 

第三章 股東 

 

第九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

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本公司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

將開會之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 

股東會之召集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之股東，前項召集通知，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十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蓋

章委託代理人出席。 

股東委託出席之辦法，除依公司法第一七七條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

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依公司法規定無表決權者，不在此

限。 

第十二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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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

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其議事錄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並依公司法第

一八三條規定辦理。 

前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依主管機關規定，本公司股東亦得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以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其相關事宜悉依法令規定辦理。 

 

第四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十三條：本公司設董事七至十一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

連選得連任。 

本公司應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 

獨立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有關提名制度之各項規定依公司法第一

九二條之一規定辦理。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

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循事項，悉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用單記名累積選舉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

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

多者，當選為董事。 

其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例，悉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董事選任方式依公司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之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股東就

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第十三條之一：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

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 

審計委員會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規定監察人之職權。有

關審計委員會之人數、任期、職權、議事規則等事項，以審計委員會組織規

程另訂定之。 

第十四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

互推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第十四條之ㄧ：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或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

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董事會行使下列職權時應經全體董

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公司章程修訂之擬議。 

(二)除本條第(八)項獲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二年期以上或價款在新台

幣一億元以上之契約。 

(三)非核准預算範圍內價款在董事會所訂金額以上之重大資本支出，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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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一目的者不得拆細申請或拆細逕行支出。 

(四)以公司名義為保證、背書、承兌、承諾及其他對外墊款、放款、舉債，

其總金額超過新台幣壹億元(含)者。 

(五)分支機構之設置及裁撤。 

(六)轉投資、收購或合併其他事業。 

(七)公司之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之典讓、出售、出租、出質、抵

押或為其他方式處分之核可或擬議。 

(八)公司與關係企業、關係人、董事及其親屬間交易價款在新台幣玖仟萬

以上之契約。 

(九)盈餘分配案或盈虧彌補之擬議。 

(十)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十一)增資或減資之擬議。 

(十二)建廠或擴建計畫之核可。 

(十三)執行長、總經理之委任、解任及報酬。 

(十四)董事長、執行長、總經理授權辦法之核定。 

(十五)公司組織規章之核定。 

(十六)其他依法須提報股東會決議事項之擬議。 

第十四條之二：（刪除。） 

第十五條：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之一：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席，惟董事因故無法親自出席時，得由其

他董事代理。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時，應於每次出具委託

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 

        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委託為限。董事居住國外者，得以書面委託居住

國內之其他股東，經常代理出席董事會。 

        前項代理，應向主管機關申請登記。變更時，亦同。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

自出席。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本公司如遇緊急事項得隨

時召集董事會。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為

之。 

董事對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時，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自身利

害關係之重要內容。 

第十六條：全體董事之報酬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價值，並參酌國內外業界

水準，由董事會議定之。本公司對獨立董事，得訂與一般董事不同之合理薪

資報酬。 

第十六之一條：本公司得為董事及重要職員購買責任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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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經理人 

 

第十七條：（刪除。） 

第十七條之一：本公司得設經理人若干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

規定辦理。 

 

第六章 會計 

 

第十八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

表（三）盈餘分配或虧損彌補之議案，依法提交股東會，請求承認。 

第十九條：（刪除。） 

第二十條：本公司當年度之稅前利益扣除分配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於保留彌補

累積虧損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提撥不高於百

分之五為董事酬勞。 

員工酬勞、董事酬勞分派比率之決定及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之，應由董

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

於股東會。 

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有關本公司員工入股等相關事宜，應依本公司員工配股發放辦法辦理之。 

第二十條之一：本公司年度總決算時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虧損，次提百

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並依法令及主管機關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

公積後，如尚有盈餘，其餘額再加計以前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

擬具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 

本公司考量公司所處環境及成長階段，未來將配合業務發展擴充，盈餘

之分派應考量公司未來之資本支出預算及資金需求，於發放股利時，以

截至本期可分配盈餘中至少提撥百分之十為股東紅利（包括現金或股票）

進行分配，其中現金股利不低於全部股利百分之十為原則。 

第二十條之二：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如欲停止公開發行時，須經全案提報股東會通

過後向主管機關申請之。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本章程未定事項，依公司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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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０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一０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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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藥華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份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條文) 

 
第一條：本處理程序係為公司取得及處分資產有所依據，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

及「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有關規定訂定。 

第二條：資產範圍 

本處理程序所稱資產之適用範圍如下： 

一、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證、認購 (售) 

權證、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等投資。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資性不動產、土地使用權、營建業之存貨)

及其他固定資產。 

三、會員證。 

四、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五、金融機構之債權 (含應收款項、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 

六、衍生性商品。 

七、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八、其他重要資產。 

第三條：名詞定義 

一、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資產、利率、匯率、指數或其他利益等商品所衍

生之遠期契約、選擇權契約、期貨契約、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及

上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等。所稱之遠期契約，不含保險契約、履

約契約、售後服務契約、長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銷)貨合約。 

二、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企業併購

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律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

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八項規定發行新股受

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讓）者。 

三、關係人、子公司：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定之。 

四、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其他設備估價

業務者。 

五、事實發生日：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事會決議

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但屬需經主管

機關核准之投資者，以上開日期或接獲主管機關核准之日孰前者為準。 

六、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

作許可辦法規定從事之大陸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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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公告部份免再計入。 

八、所稱「最近期財務報表」係指公司於取得或處分資產前依法公開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 

第四條：投資非供營業用不動產與有價證券額度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個別取得上述資產之額度訂定如下： 

一、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其總額不得高於淨值的百分之二十。 

二、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高於淨值的百分之一百。 

三、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金額不得高於淨值的百分之五十。 

第五條：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

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 

第六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本處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者，如有

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審計委員會。 

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

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是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重大之資產交易，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前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第七條：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評估，應就取得或處分之目的、標的物、交易相對人、

移轉價格、收付款條件、價格參考依據等事項簽具意見，呈請權責單位核

准。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之作業程序，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之交易條件之決定程序 

（一）取得或處分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依當時

之交易金額決定。 

（二）取得或處分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應考

量其每股淨值、獲利能力、未來發展潛力、市場利率、債券票面利率及

債務人債信等，並參考當時交易價格及鑑價報告議定。 

（三）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應參考公告現值、評定現值、鄰近

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等，經詢價、比價、議價或招標方式決定。如符合

本程序規定標準者，應另聘專業鑑價機構，取得鑑價報告。 

二、授權層級 

本處理程序所定資產之取得或處分，授權董事長在新台幣三千五百萬元以

73



 

 

內決行，並應事後提報董事會追認，超過新台幣三千五百萬元者，應經董

事會通過後辦理，另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

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第九條：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不動產或其他設備之執行單位 

長短期有價證券投資之執行單位為財務部，不動產及其他設備之執行單位為使

用部門及總經理室。 

第十條：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不動產或其他設備之資產鑑價報告之取得 

一、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設備 

本公司除與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

用之設備外，交易金額達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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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或特定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時，該項

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條件變更者，亦應比照上開程

序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

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師

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

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

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二、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有下列情形之

一，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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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一)取得或處分非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 

(二)取得或處分私募有價證券。 

第十一條：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固定資產

循環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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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應參考市場公平市價，決議交易條件及交

易價格，作成分析報告提報總經理，並依本公司「核決權限表」規定簽核

後始得為之。 

三、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時，應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決後，由

使用部門及財務單位負責執行。 

四、會員證或無形資產專家評估意見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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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取得或處分金融機構之債權之處理程序 

本公司原則上不從事取得或處分金融機構之債權之交易，嗣後若欲從事取得或

處分金融機構之債權之交易，將提報董事會核准後再訂定其評估及作業程序。 

第十三條：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之處理程序 

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依第七條、第八條及第十條規定辦理

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達公司總資產百

分之十以上者，應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另應依以下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另外在

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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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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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下列資料，經審計委員會

同意，並提交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依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

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

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規定須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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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六條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準則規定提交董事會

通過及審計委員會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董事會得依第八條授

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依第一項規定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

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三、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一)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1.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利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本。所稱

必要資金利息成本，以公司購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之加權平均利率

為準設算之，惟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布之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2.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構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該標

的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計值應

達貸放評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逾一年以上。但金融機構

與交易之一方互為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二)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前款所列任

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本條第三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評

估不動產成本，並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四)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本條第一及第二

項規定辦理，不適用前三款規定： 

1.關係人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委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產

而取得不動產。 

(五)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本條第三項第(一)、(二)款規定評估結果

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本條第三項第(六)款規定辦理。但如因下列

情形，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理

性意見者，不在此限： 

1.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行興建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營建成本加計合

理營建利潤，其合計數逾實際交易價格者。所稱合理營建利潤，

應以最近三年度關係人營建部門之平均營業毛利率或財政部公布

之最近期建設業毛利率孰低者為準。 

(2)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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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其面積相近，且交易條件經按不動產買賣慣例應有之合理

樓層或地區價差評估後條件相當者。 

(3)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租賃案例，經按

不動產租賃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價差推估其交易條件相當者。 

2.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動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區一年內之

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相當且面積相近者。 

前述所稱鄰近地區成交案例，以同一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

方圓未逾五百公尺或其公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積相近，則

以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之面積不低於交易標的物面積百分之五十

為原則；前述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取得不動產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六)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按本條第三項第(一)~(五)款規定評估

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1.本公司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交易法第四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

股。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行公司，亦

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

列特別盈餘公積。 

2.審計委員會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理。 

3.應將本款第三項第(六)款第 1 點及第 2 點處理情形提報股東會，並將

交易詳細內容揭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本公司及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公開發行公司經依前述規

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

分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者，並經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七)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規之

情事者，亦應本條第三項第(六)款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注意下列重要風險管理及稽核事項之控管： 

一、交易原則及方針： 

（一）交易種類：本公司得從事之衍生性商品包含指其價值由資產、利率、

匯率、指數或其他利益等商品所衍生之遠期契約、選擇權契約、期貨

契約、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及上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

約等。 

（二）經營或避險策略：本公司利潤應來自正常營運，透過上述衍生性商

品所從事之操作，僅為規避營運上之風險，不得從事任何投機性交易，

並應於從事該項操作時，提報最近一次之董事會報告，且持有之幣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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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與公司實際進出口交易之外幣需求相符。 

（三）權責劃分 

1.財務部負責整個公司外匯操作之策略擬定。 

2.按公司本身之營業額、外匯收支預計表，確定外匯部位後，訂立每期

(每月或每季)必須避險之底限，提出未來之操作策略，提請總經理及

董事長核准後，依策略進行操作。 

（四）績效評估： 

1.以公司帳面上匯率成本與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間產生損益為績效

評估基礎。 

2.財務部至少每週應評估一次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位，惟若為業

務需要辦理之避險性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應呈送

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 

（五）契約總額：財務部應掌握公司整體部位，以規避交易風險，避險性

交易金額以不超過台幣三千五百萬。超過授權範圍之任何操作均事先

取得董事會核准。 

（六）損失上限之訂定：衍生性商品全部及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為全部

契約金額百分之十。 

二、作業程序及控制： 

1.本公司所從事之衍生性商品交易，以避險性契約為限。 

2.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交易人員及確認、交割等作業人員不得互相兼任。 

3.交易人員需將「外匯交易單」交予確認人員登錄。 

4.確認人員需定期與交易銀行核對交易明細與總額。 

5.交易人員需隨時注意交易總額，是否超過本辦法所規定之契約總額。 

6.建立備查簿，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類、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及應

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7.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會計處理方式，係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暨有

關法令，以完整的帳簿憑證與會計記錄，將其處理方式允當表達交易過

程與損益結果。 

三、風險管理措施： 

1.信用風險管理 

交易對象限定與公司有往來之銀行或專業經紀商為原則，以規避交易對

象未能履約的風險。 

2.市場風險管理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密切注意因不利的市場價格水準或價格波動而造

成公司財務狀況風險。 

3.流動性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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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市場流動性，在選擇性金融性產品方面以流動性較高(即隨時可在

市場上軋平)為主，市場銀行必須有充足的資訊及隨時可在任何市場進行

交易能力。 

4.作業風險管理 

應確實遵循公司訂定授權額度，作業流程及納入內部稽核，以避免作業

風險。 

5.法律風險管理 

與銀行簽署的文件應經過專業人員檢視後，才可正式簽署，以避免法律

風險。 

6.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應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理措施是否適

當並確實依本準則及公司所訂之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辦理。 

7.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應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有異常情事時，

應採取必要之因應措施，並立即向董事會報告，已設置獨立董事者，董

事會應有獨立董事出席並表示意見。 

四、內部稽核： 

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按月稽核

交易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之遵循情形，作成稽核報告，如

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五、定期評估方式 

(一)董事會應授權高階主管人員定期監督與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是否

確實依公司所訂之交易程序辦理，及所承擔風險是否在容許承作範圍

內、市價評估報告有異常情形時(如持有部位已逾損失受限)時，應立即

向董事會報告，並採因應之措施。 

(二)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位至少每週應評估一次，惟若為業務需要辦

理之避險性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應呈送董事會授權

之高階主管人員。 

六、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董事會之監督管理原則 

(一)董事會應指定高階主管人員隨時注意衍生性商品交易風險之監督與控

制，其管理原則如下： 

1.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理措施是否適當並確實依本準則及公司所

訂之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辦理。 

2.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有異常情事時，應採取必要之因應措施，並

立即向董事會報告，本公司若已設置獨立董事者，董事會應有獨立董

事出席並表示意見。 

(二)定期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績效是否符合既定之經營策略及承擔

之風險是否在公司容許承受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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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依所訂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規定授權相關人員辦理者，事後應提報最近期董事會。 

(四)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應建立備查簿，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之種類、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及依本條第五項第（二）款、第六項

第（一）及第（二）款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第十五條：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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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應將合併、分割或收購重要約定內容及相

關事項，於股東會開會前製作致股東之公開文件，併同本條第一項之

專家意見及股東會之開會通知一併交付股東，以作為是否同意該合

併、分割或收購案之參考。但依其他法律規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合

併、分割或收購事項者，不在此限。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

任一方之股東會，因出席人數、表決權不足或其他法律限制，致無法

召開、決議，或議案遭股東會否決，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應

立即對外公開說明發生原因、後續處理作業及預計召開股東會之日期。 

二、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一)董事會日期：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

殊因素事先報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

會及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相關事項。參與股份受讓之公司

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本會同意者外，應於同一

天召開董事會。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之公司，應將下列資料作成完整書面記錄，並保存五年，備

供查核。 

1.人員基本資料：包括消息公開前所有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計畫或計畫執行之人，其職稱、姓名、身分字號(如為外國人則為

護照號碼)。 

2.重要事項日期：包括簽訂意向書或備忘錄、委託財務或法律顧問、簽

訂契約及董事會等日期。 

3.重要書件及議事錄：包括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意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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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備忘錄、重要契約及董事會議事錄等書件。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之公司，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之即日起算二日内，將前款第

一及第二目資料，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備查。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上市或股票在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者，而本公司係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之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第二及第三款規定辦理。 

(二)事前保密承諾：所有參與或知悉公司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

之人，應出具書面保密承諾，在訊息公開前，不得將計畫之內容對外

洩露，亦不得自行或利用他人名義買賣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案相關之所有公司之股票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三)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之訂定與變更原則：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除下列情形外，不得任意變更，且

應於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情況： 

1.辦理現金增資、發行轉換公司債、無償配股、發行附認股權公司債、

附認股權特別股、認股權憑證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2.處分公司重大資產等影響公司財務業務之行為。 

3.發生重大災害、技術重大變革等影響公司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情事。 

4.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任一方依法買回庫藏股之調

整。 

5.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 

6.已於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其他條件，並已對外公開揭露者。 

(四)契約應載內容：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契約應載明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公司之權利義務，並應載明下列事

項： 

1.違約之處理。 

2.因合併而消滅或被分割之公司前已發行具有股權性質有價證券或已

買回之庫藏股之處理原則。 

3.參與公司於計算換股比例基準日後，得依法買回庫藏股之數量及其處

理原則。 

4.參與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之處理方式。 

5.預計計畫執行進度、預計完成日程。 

6.計畫逾期未完成時，依法令應召開股東會之預定召開日期等相關處理

程序。 

(五)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家數異動時：參與合併、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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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任何一方於資訊對外公開後，如擬再與其他公

司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除參與家數減少，且股東會已

決議並授權董事會得變更權限者，參與公司得免召開股東會重行決議

外，原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中，已進行完成之程序或法律

行為，應由所有參與公司重行為之。 

(六)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公開發行公司者，本公

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本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二)款事前保密承諾、

第(五)款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家數異動之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本公司於股票公開發行後，取得或處分資產之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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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

新台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或附買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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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

上限金額。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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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下列

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

證券買賣，或於國內初級市場認購募集發行之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

股權之一般金融債券，或證券商因承銷業務需要、擔任興櫃公司輔

導推薦證券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

價證券。。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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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

為關係人，交易金額並達下列規定之一： 

(1)實收資本額未達新台幣一百億元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額未達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2)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一百億元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額未達新

臺幣十億元以上。。 

5.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且其

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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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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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前述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依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

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本會指定之資

訊申報網站。 

二、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達應公告項目且交易金額達申報標準者，應按性

質規定之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辦理公告申報。 

三、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應將相關資訊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二)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於

知悉之即日起二日內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

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

規定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四)本公司依第二款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

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網站辦

理公告申報：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第十七條：本公司之子公司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子公司亦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有關規定訂定「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提報子公司董事會通過，經子公司董事會通過

後，提報本公司董事會核備，修正時亦同。 

二、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取得或處分資產達「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所訂應公告申報標準者，本公司亦代該子公司辦理

應公告申報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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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中，所稱「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總

資產百分之十」規定，係以本公司之最近期財務報表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第十八條：本程序未盡事宜部份，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本公司相關規章辦理。 

第十九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時，如經理人及主辦人員以職務之便，從事違法取得

或處分資產行為，違反本作業程序時，依公司有關規定懲處之。 

第二十條：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後，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應經審計

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中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第三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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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藥華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管理辦法(修訂前條文) 

 
第一條：目的及法令依據 

本公司配合經營實際需要，需將資金貸與其他公司(以下簡稱借款人)，均需依照

本作業程序辦理。本程序係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訂定，本程序如有未盡事宜，另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二條：資金貸與對象與評估標準 

依公司法規定，本公司之資金，除有下列各款情形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他

人：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號；前述所稱「業務往來」係指與本公司

有進貨或銷貨行為者。 

二、與本公司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或行號，係指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

評價之被投資者因業務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他公司或行號因購

料或營運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前述所稱「短期」，依經濟部

前揭函釋，係指一年或一營業週期 (以較長者為準) 之期間。融資金額係指

本公司短期融通資金之累計餘額。 

第三條：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本公司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及就業務往來、短期融通資金訂定之

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須經提報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後方能辦理。 

一、資金貸與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四十為限。 

二、資金貸與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號，資金貸與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的

百分之四十為限；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最近一年度業務往來金額

為限，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三、資金貸與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或行號者，該貸與總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淨值的百分之四十為限；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十

為限。 

四、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均為百分之百之國外子公司間，如有短

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而從事資金貸與，其金額得不受貸與企業淨值之百分之

四十之限制，且其融通期間亦不受一年或一營業週期之限制。惟該等子公

司仍應於其作業程序中載明資金貸與之限額與期限。 

第四條：資金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本公司資金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須經提報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後方能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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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融通期限以一年為限，其利率不得低於本公司向金融機構一年期短期資金

借款之平均利率，並應按月計息。惟情形特殊者得經董事會之同意，依實際狀

況需要計收利息、延長融通期限。 

第五條：資金貸與辦理程序 

一、凡向本公司借款者，應出具融資請求書(或公函)，由公司財務單位審查其必

要性，並評估其用途、目的、效益、簽具應否貸與之意見，並由財務單位

擬定計息利率及期限，呈總經理、董事長核准，提請董事會決議通過後辦

理。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除依前項辦理外，應評估是否取得同額之擔保票據，

必要時應辦理適度之動產或不動產抵押設定。 

三、本公司擬將資金貸與他人時，均應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不得授權其他人決

定，並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將其同意或反對明確意見及反對理

由列入董事會記錄。 

四、資金融通之期限屆滿再展期時，須就被貸與人的信用狀況重新評估，並決

定還款期限、利率，呈總經理、董事長核准後提報董事會核備。 

五、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建立備查簿，就資金貸與之對象、金額、董事會通

過日期、資金貸放日期及依第六條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第六條：資金貸與審查程序 

一、本公司資金貸與須經提報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後方能辦理。詳細審查

程序，應包括： 

(一)敘明資金貸與對象、金額、理由、解除條件及日期等 

(二)資金貸與他人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財務單位審慎評估其對象與額度是否符合本作業程序及法令規定，且

其原因係屬必要且合理。 

(三)貸與對象之徵信及風險評估。 

財務單位應取具借款人之所營事業、財務狀況、償債能力與信用、獲

利能力、借款用途及保證資料，並予以審查及徵信，並提出風險評估

報告。 

(四)對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財務單位提出之風險評估報告應包含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

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五)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評估價值。 

1.財務單位就上述之風險評估結果提出是否取得擔保品以及其擔保品

之應有價值，以保全公司權益。 

2.資金貸與案件若需提供擔保品者，財會部應就借款人提供之擔保品予

以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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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項意見應呈總經理、董事長核准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辦理，不得授權

他人決定，另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

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第七條：還款 

一、貸款撥放後，應經常注意借款人及保證人之財務、業務以及信用狀況等，

如有提供擔保品者，並應注意其擔保價值有無變動情形，在放款到期一個

月前，應通知借款人屆期清償本息。 

(一)借款人於貸款到期償還借款時，應先計算應付之利息，連同本金一併清

償後，始得將本票、借據等償債憑證註銷發還借款人。 

(二)如借款人申請塗銷抵押權時，應先查明有無借款餘額後，以決定是否同

意辦理抵押塗銷。 

第八條：已貸予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逾期債權處理程序 

一、展期 

借款人於貸放案到期前，如有需要，應於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後，重新辦

理相關手續。 

二、逾期債權 

    財務單位對逾期之債權應通報法務單位及呈請總經理、董事長核准後，以

債務人提供擔保之票據、動產或不動產進行追索事宜，以確保本公司權益，

其執行情形應提報董事會核備。 

三、案件之登記與保管 

(一)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建立備查簿，就資金貸與之對象、金額、董

事會通過日期、資金貸放日期及依本作業程序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

登載備查。 

(二)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執行

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

察人。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餘額超限時，稽核單位應督促財務單位訂定

期限將超限之貸與資金收回，並將該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會。 

第九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公開發行後，應於每月 10 日前將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資金貸與餘

額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二、本公司公開發行後，資金貸與餘額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

起二日內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一)資金貸與他人之餘額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二)對單一企業資金貸與餘額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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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新增資金貸與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達該公

開發行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以上。 

三、本公司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評估資金貸與情形並提列適足之備抵

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

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四、本公司之子公司若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三款應公

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第十條：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控管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之規

定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若欲將資金貸予他人，應提報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

核准後再辦理。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者，該子公司有第九條各款應公告申報

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第十一條：罰則 

一、本公司內部稽核單位應每季定期檢查及評估前開規範之執行情形，作成書

面紀錄，如發現有違反規定，情節重大者，除依規定簽報董事長懲處外，

應即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二、本公司之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反本作業程序時，依照本公司人事規章之懲

處辦法提報考核，依其情節輕重處罰。 

第十二條：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再經董事會通過後，提報

股東會同意，修改時亦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

應將其異議併送審計委員會及提報股東會討論。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將本作業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

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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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藥華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管理辦法(修訂前條文) 

 

第一條：目的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頒布之「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訂定本作業程序。凡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均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二條：背書保證之對象 

本公司得對下列公司背書保證：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四、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書

保證，且其金額不得超過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五、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出資

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者，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得為

背書保證之。 

第三條：背書保證適用範圍 

一、融資背書保證：客票貼現融資、為他公司融資之目的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及為本公司融資之目的而另開立票據予非金融事業作擔保者。 

二、關稅背書保證：為本公司或他公司有關關稅事項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三、其他背書保證：無法歸類列入前二項之背書或保證事項。 

四、本公司提供動產或不動產為他公司借款之擔保設定質權、抵押權者。 

第四條：背書保證之額度 

本公司背書保證之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報淨值之百分之四十為限，對

單一公司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報淨值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之百分之四十為限，整體得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金額則以不超過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淨值以最近期經會計師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所載為準。 

因業務往來對企業背書保證，其累積背書保證金額以不超過當年度與其業務往

來交易總額為限。 

第五條：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一、辦理背書保證時，財務單位應依背書保證對象之申請，逐項審核其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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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度是否符合本作業程序之規定及有無已達應公告申報標準之情事，並應

併同第六條之詳細審查程序評估結果簽報總經理、董事長核准後，提董事

會討論同意後為之。 

二、財務單位應就背書保證事項建立備查簿。背書保證經董事會同意後，除依

規定程序申請鈐印外，並應將背書保證對象、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或董

事長決行日期、背書保證日期及依第六條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

查，有關之票據、約定書等文件，亦應影印妥為保管。 

三、內部稽核人員應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

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四、被背書保證者還款時，應將還款之資料照會本公司，以便解除本公司保證

之責任，並應登載於背書保證備查簿上。 

第六條：背書保證詳細審查程序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應由財務部詳細審查評估並作成意見，包括： 

一、敘明背書保證對象、金額、理由、解除條件及日期等 

二、分析評估背書保證必要性及合理性 

三、分析評估背書保證對象之信用及營運情形 

四、分析評估對本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五、應否取得擔保品及擔保品之評估價值 

第七條：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對外背書保證者，應督促該子公司依金管會訂定之「公

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規定，並參酌本公司之意見，

訂定「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處理程序」，經子公司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該

公司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二、本公司應督促子公司自行檢查訂定之「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處理程序」

是否符合相關準則規定及背書保證交易是否依本作業程序規定辦理相關事

宜。 

三、子公司應於每月十日(不含)以前編制上月份為他人背書保證明細表，並呈閱

本公司。 

四、子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

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稽核單位，

本公司稽核單位應將書面資料送交審計委員會。 

五、本公司稽核人員依年度稽核計劃至子公司進行查核時，應一併了解子公司

為他人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執行情形，若發現有缺失事項應持續追蹤其改善

情形，並作成追蹤報告呈報董事長。 

六、本程序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制準則之規定認

定之。本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者，本準則所稱之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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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制準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

權益。 

第八條：授權及印鑑之使用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應使用向經濟部登記之公司印鑑。該印鑑章應由董事

會授權之專人保管，並依「印鑑管理辦法」之規定，始得鈐印或簽發票據。 

二、對國外公司為保證行為時，公司所出具之保證函應由董事會授權之人簽署。 

第九條：決策及授權層級 

一、財務單位應呈總經理、董事長核准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辦理，另應充分

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

董事會紀錄。 

二、遇有緊急情形時，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於單筆新台幣三仟萬元之限額內依

本作業辦法有關之規定先予決行，事後再報經董事會追認之，並將辦理情

形有關事項，報請股東會備查。 

三、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務需要而有超過本辦法所訂額度之必要且符合本

辦法所訂條件者時，應經董事會同意並由半數以上之董事對公司超限可能

產生之損失具名聯保，並修正背書保證作業辦法，報經股東會追認之；股

東會不同意時，應訂定計劃於一定期限銷除超限部分。 

第十條：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財務部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餘

額。 

二、背書保證餘額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公告申報： 

(一)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二)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者。 

(三)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期

投資及資金貸與餘額合計數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

上者。 

(四)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且達該公

開發行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前項公告申報，係指輸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各款應公告申報之事

項，應由本公司為之。前項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占淨值比例之計算，以該

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占本公司淨值比例計算之。 

本公司應評估或認列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背書保

證資訊，並提供簽證會計師相關資料，以供會計師執行必要查核程序。 

第十一條：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之子公司提供背書保證之續後控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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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或子公司得為淨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之子公司背書保證，除應依

第六條規定詳細審查其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合理性及該對象之風險評估外，得

要求被保證之子公司提供適當之擔保品，並按季評估擔保品價值是否與背書保

證餘額相當，必要時得要求增提擔保品，並應訂定後續控管計畫，提董事會討

論同意後為之。 

子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依前項規定計算之實收資本

額，應以股本加計資本公積-發行溢價之合計數為之。 

第十二條：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反本準則或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時之處罰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時，如經理人及主辦人員以職務之便，從事違法背書

保證行為，違反本作業程序時，依公司有關規定懲處之。 

第十三條：本管理辦法非經股東會同意，公司不得執行背書保證作業。  

第十四條：本施行辦法未盡事宜部份，依有關法令規定及本公司相關規章辦理。 

第十五條：實施與修訂 

修訂本程序時，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再經董事會通過，並提報股東會同

意。 

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後，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應經審計

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中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第三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依規定將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

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

列入董事會紀錄。 

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不符本作業程序或金額超限時，應訂定

改善計畫，將相關更改計畫送審計委員會，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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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藥華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持股情形 

基準日：108.4.28 

職稱 姓名 
選任 

日期 

選任時持有股數 現在持有股數 

股數 % 股數 % 

董事長 詹青柳 107.6.25 2,407,428 1.10 2,520,090 1.15 

董事 陳朝和  107.6.25 3,077,196 1.40 3,077,196 1.40 

董事 張添 107.6.25 0 0 0 0 

董事 陳本源 107.6.25 1,426,886 0.65 1,426,886 0.65 

董事 

行政院國家發

展基金管理會 

代表人：余榮熾 

107.6.25 22,066,296 10.07 22,066,296 10.05 

董事 

耀華玻璃(股)公

司管委會代表

人：鄭國榮 

107.6.25 9,666,000 4.41 9,666,000 4.40 

董事 黃正谷 107.6.25 1,082,025 0.49 1,216,365 0.55 

董事 許世英 107.6.25 21,000 0.01 21,000 0.01 

獨立董事 楊育民 107.6.25 0 0 0 0 

獨立董事 張進德 107.6.25 0 0 0 0 

獨立董事 田健和 107.6.25 2,000 0 2,000 0 

董事合計 39,748,831 18.13 39,995,833 18.21 

107 年 4 月 27 日普通股發行總股份：219,129,415 股 

108 年 4 月 28 日普通股發行總股份：219,469,992 股 

註：本公司全體董事法定應持股數為 12,000,000 股，截至 108 年 4 月 28 日止全體董

事持有 39,995,83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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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本次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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