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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藥華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營運報告書 

一、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自行研發生產的 Besremi（Ropeginterferon alfa-2b）於 108 年 2 月 15 日

被 EMA 正式核准授予 PV 藥證，並於 108 年 9 月 15 日出現在德國與奧地利的保

險給付名單上，250 mcg(μg)/0.5mL 注射筆之價格為 2,778.26 歐元。繼德國和奧地

利之後，丹麥醫藥署（Danish Medicines Agency）在網站亦公布了 Besremi 的藥價，

250 mcg(μg)/0.5mL 注射筆之價格為 3,178.56 歐元（23,623.05 克朗），Besremi 在

歐洲的行銷布局在 2020 年初再上一城，預計歐盟會員國之後將陸續批准 Besremi

之藥價。另非歐盟的歐洲國家，例如瑞士，也會陸續批准其藥證及藥價。 

在美國 PV 方面，108 年 4 月與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簡稱 FDA)的會議中

確認本公司不須另作三期臨床試驗，108 年 8 月 28 日及 9 月 4 日的兩回 Pre-BLA 

meeting 中，FDA 再次確認得以申請歐盟藥證的臨床試驗的數據加上 FDA 所要求

新增的評估指標分析結果，就可以準備提交 BLA 送件。本公司已於美國時間 2020

年 3 月 13 日向 FDA 提出 Ropeginterferon alfa-2b（P1101）之生物藥品上市查驗登

記申請，並於美國時間 3 月 15 日傍晚（台灣時間 3 月 16 日清晨）接獲美國 FDA

正式通知送件確效完成。因 P1101 在 2012 年已獲得 PV 適應症的美國孤兒藥認證

資格，故本公司在申請藥證時依照 FDA 的藥證申請指南以孤兒藥認證及未被滿足

的醫療需求之理由同步向 FDA 申請優先審查資格。如獲優先審查資格，審查時間

將可由標準審核期的 10 個月縮短為 6 個月，最快於 2020 年第 4 季取得美國藥證。

根據 FDA 的審查流程，FDA 會將送件資料分送各部門進行資料的完整性審查，一

般會在送件後 60 天左右正式通知進入實質性審查，如獲優先審查資格也會一併通

知。 

在日本 PV 方面，經與日本獨立行政法人醫藥品醫療機器綜合機構（簡稱

PMDA）多次諮詢會議討論後達成協議，將在日本實行 30 位日本患者的銜接性二

期臨床試驗。試驗預計 2 年內完成。 

在台灣 PV 方面，108 年 6 月向 TFDA 申請新藥查驗登記優先審查，並於 7 月

10 日接獲核准通知，Besremi 的新藥查驗登記得以採優先審查機制進行，藥證的審

查時間將由原來的 360 天縮短至 240 天，有助加速 Besremi 取證上市的速度，讓台

灣成為亞洲第一個能治療早期血液腫瘤真性紅血球增生症（PV）受惠的國家。 

在中國 PV 方面， 107 年 11 月獲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簡稱 N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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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國 NMPA 諮詢 PV 藥證申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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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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證。 

本公司 Ropeginterferon alfa-2b ( P1101) 之原發性血小板增生症 (Essential 

Thrombocythemia, 簡稱 ET ) 全球多國多中心的三期臨床試驗計畫分別於 108年9

月已獲 FDA 核准通過、108 年 11 月中國 NMPA、109 年 1 月台灣 TFDA 同意試

驗進行。本次送件為 ET 多國多中心取證三期臨床試驗計畫，參與國家包括美國、

台灣、韓國、日本以及中國。時程預計 2~3 年，試驗完成後可以申請各參與試驗

國家的藥證。 

      

   （二）預算執行情形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8 年度預算數（A） 108 年度實際數（B） 差異數（B-A） 

營業收入 197,322  305,692 108,370 

營業成本 (107,208) (61,703) 45,505 

營業毛利（損） 90,114  243,989  153,875 

營業費用 (2,670,704) (1,093,212) 1,577,492 

營業淨利（損） (2,580,590) (849,223) 1,731,367 

營業外收支 20,997  7,079  (13,918) 

稅前淨利（損） (2,559,593) (842,144) 1,717,449 

本期淨利（損） (2,559,593) (842,994) 1,716,599 

其他綜合損益 -  926  926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2,559,593) (842,068) 1,717,525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本公司在 108 年度取得歐洲 PV 藥證後，已陸續出貨給 AOP，因此營收明顯

大幅成長，惟生技產業中之新藥公司對於新藥研發費用的投入仍屬龐大，因此整

體之營運結果尚處於虧損狀態。綜合上述，本年度經會計師查核之營業收入為新

台幣 305,692 千元、營業淨損為新台幣 849,223 千元、本期綜合損失總額為新台幣

842,068 千元、每股虧損 3.8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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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發發展狀況 

       1.  108 年度研發人員及費用支出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 年度 108 年度 

研究

發展

支出 

營業收入（A） 305,692 

研發經費（B） 639,575 

員工總人數（C） 202 人 

研發總人數（D） 56 人 

研發經費比例（B/A） 209% 

研發人力占總人力比例（D/C） 27%  

            

2. 本公司係屬生技產業中之新藥公司，除 109 年度新增啟動 ET 多國多中心三

期臨床試驗計畫外，仍將持續投入各項專案之研發費用，預估該年度整體

研發支出佔該年度營收將達 8 成以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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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sremi®  （P1101）新藥獲得歐盟 EMA 新藥上市許可(MAA)。 

 

4. 108 年度專利申請成果 

 

 

 

 

 

 

 

 

二、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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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藥品已於 108 年 2 月獲得歐

盟藥證，台灣的藥證亦於 108 年 7 月 31 日提出申請，預估 109 年 4 月可以獲

獲證日期 國別 專利名稱 專利號碼 

108/2/28 阿根廷 Peptide-Polymer Conjugates AR072850 B1 

108/6/19 馬來西亞 
Therapeutic Use of 

Protein-Polymer Conjugates 
MY-169961-A 

108/11/1 海合會 
Therapeutic Use of 

Protein-Polymer Conjugates 
GC001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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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藥證；本公司已於美國時間 2020 年 3 月 13 日向 FDA 提出 Ropeginterferon 

alfa-2b（P1101）之生物藥品上市查驗登記申請，並於美國時間 3 月 15 日傍晚

（台灣時間 3 月 16 日清晨）接獲美國 FDA 正式通知送件確效完成，預計將於

109 年度取得美國 PV 藥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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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MPA 核准進行第一期人體臨床試驗，目前日本

PMDA 要求完成 30 位日本病人的一年治療證明在日本病人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後即可申請藥證，中國 NMPA 亦有類似的要求，應可加速藥品上市的時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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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DA 罕見疾病用藥認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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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於 108 年取得美國、中國臨床試驗核准，台

灣也於 109 年初取得臨床試驗核准，預計於 109 年將正式全面展開第三期人體

臨床試驗。 

(二)  P1101：用於治療慢性肝炎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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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試驗許可、 105 年第一季啟動三期收案、韓國 MFDS 也核准進行第三期人體

臨床試驗，並為加快收案速度於 107 年 12 月新增中國 NMPA 核准三期臨床試

驗，該案已於 108 年 8 月收案完畢，預計於 109 年完成第三期人體臨床試驗。 

(三) 癌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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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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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henex 預

計在 109 年第一季向美國 FDA 申請藥證，本公司隨後將在 109 年第二季申請

台灣藥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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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進行小規模試量產，並規劃於 109 年進行動物試驗及申請臨床試驗

用新藥（I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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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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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開始計畫申請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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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A，本公司亦計畫在明年上半年申請台灣藥證。KX01 在牛皮癬治療上，還

要繼續找出治療牛皮癬最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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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本公司 P1101 用於治療真性紅血球增生症（PV）已於 108 年 2 月取得歐盟 EMA

核發藥證，正式從臨床的接單進入到商業化的接單。AOP 已首先在奧地利及德

國兩地進行銷售，隨後也將陸續進行與歐盟其他各國洽談保險給付業務，預期

未來供貨也將呈穩定成長趨勢，而預期銷售量主係考量市場可能供需變化、醫

院進藥情形及國家健保政策等因素。因此本公司未來營收除銷售藥品的收入以

外，另有來自依銷售淨額比例計算之權利金收入。美國藥品市場預計將於 109

年度第四季取得美國 PV 藥證，估計第四季取得藥證後即可進行市場銷售。 

 

(五) 重要之產銷政策 

➢ 積極推展 Besremi 國際能見度，強化各地子公司人才佈局，並妥善運用資源掌

握當地的法規與醫療需求，以利申請當地藥證與政府醫療保險補助。另外，持

續與意見領袖及各醫院血液疾病相關醫生維繫良好關係，也爭取各國 PV 藥證

申請的優先審查認定，以縮短取證時間，加速產品上市的腳步。 

➢ 持續推動原料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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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式啟動台中針劑廠，以符合 PIC/s GMP 針劑產品製造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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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預期台灣及美國將於今年取得藥證，因此行銷布局、藥價申請、供應鏈系統的

規劃均需要準備完成。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一) 營運規劃 

預計送件申請美國 PV 藥證、同步申請韓國 PV 藥證和孤兒藥資格；台灣 PV 藥

證預期會在第二季獲得。臨床試驗方面，將陸續完成 ET 全球三期試驗在韓國

及日本的試驗申請，同時進行美國、台灣、和中國的 ET 三期臨床試驗；日本

和中國 PV 的小型銜接性試驗也將持續進行。授權進入的產品 Oraxol 乳癌及

KX-01（日光性角化症）預計 109 年下半年申請台灣 TFDA 藥證。 

(二) 行銷規劃 

公司整體營運正式從研發、臨床、生產邁入自主規劃行銷的階段。如前所述，

預計在 109 年上半年會獲得台灣 PV 藥證、在年底前獲得美國 PV 藥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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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陸續聘用在台灣及美國的行銷規劃團隊，特別是針對美國市場。我們的行銷

規劃團隊已完成市場調查及市場進入的規劃，接下來將展開與供應商合作，更

進一步完成市場和通路的佈局。美國子公司團隊將擴編銷售、行銷、及醫療團

隊，建立完整的營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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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台中廠及台北實驗室均已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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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101 的 PV、ET 適應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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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具有較

佳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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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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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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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為取得國際之新藥行銷許可(Marketing Approv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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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全方位之營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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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101 用於治療真性紅血球增生症(PV):本公司藥品已於 108 年 2 月獲得歐盟

藥證，台灣的藥證亦於 108 年 7 月 31 日提出申請，預估 109 年 4 月可以獲

得藥證；公司與美國 FDA 持續溝通後已獲得美國 FDA 同意使用歐洲第三

期人體臨床試驗數據及文件向美國 FDA 申請藥證，本公司預計於 109 年初

向 FDA 提出 BLA 藥證申請，並預計同步申請優先審查，有機會將審查時

間由 10 個月縮短為 6 個月，預計將於 109 年度取得美國 PV 藥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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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准進行了第一期人體臨床試驗，目前日本 PMDA 要求完成 30 為日

本病人的一年治療證明在日本病人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後申請藥證，中國

CFDA 亦有類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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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並未有正式前瞻性臨床試驗數據支持對 HU 治療失效或

失去耐受性的醫療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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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通過美國罕見疾病用藥認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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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於 108 年取得美國、中國臨床核准，109 年

2 月取得台灣臨床核准，並預計於 109 年正式展開第三期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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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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及韓國第三期臨床試驗病人數預計共收足 276 人，

為加速臨床收案人數，於 107 年 12 月新增中國 CFDA 核准三期臨床試驗，

108 年 8 月已收案完畢，預計於 109 年完成第三期人體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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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臨床設計治療期間為 4 個月，201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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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henex 預計在 2020 年第一季向美國 FDA 申請

藥證，本公司隨後將在 2020 年申請台灣藥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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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於

2020 年完成此第一期人體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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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KX01 產品已於 2015 年 10 月開始進行第

一期臨床試驗，本公司已於 2019 年完成第一期臨床試驗之第三階段， 2020

年將進行第一期臨床之第四階段試驗，預計 2020 年完成此臨床試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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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授權方 Athenex 公司已於美國完成日

光性角化症(AK)之第三期臨床試驗，並開始計畫申請美國 NDA，本公司亦計

畫申請台灣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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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臨床前階段發展的新藥項目 

(一) 抗 PD-1 抗體(Anti-PD-1)單株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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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策略，主要是

Anti PD-1 抗體藥物將可與本公司現行開發中藥物(P1101、Oraxol)或者預計開發的

癌症藥物(單株抗體、蛋白質藥物及小分子藥物)協同治療腫瘤相關疾病。本公司

2019 年進行小規模試量產，並規劃於 2020 年起進行動物試驗及申請臨床試驗用新

藥(IND)。 

 

(二)  長效型蛋白質新藥： 

    藥華醫藥利用特有的 PEG 及 Site–Specific PEGylation 專利技術平台，發展

蛋白質新藥，以改良市場藥物成為 bio-better 為研發導向。本公司初步選擇三種

蛋白質藥品，分別是紅血球生成素 (Erythropoietin，簡稱 EPO) 、生長激素 

(Growth Hormone，簡稱 GH) 和干擾素-β (Interferon β，簡稱 IFN-β)。將利用基

因重組技術、專有的 PEG 分子、選擇性的 PEGylation 技術及蛋白質量產的技術，

創造長效型蛋白質藥物的獨特開發模式，改進這類生物製劑使其成為新一代藥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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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低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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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年及最後階段的監視期，總計經常要超過十年以上。 

 本公司自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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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於民國 102 年第三季進

入第三期人體臨床實驗，並於 106 年 2 月份向歐盟 EMA 遞送申請藥證，並依 EMA

規定時程於 106 年 2 月 23 日啟動新藥的審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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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於今年取得藥證正式上市銷售，自 108 年起公司將有藥品上市產生收入，

但由於屬上市初期且其他研發臨床費用尚需支出，公司尚無法損益兩平，此乃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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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使然。 

 本公司民國 107 年度及民國 108 年度虧損金額分別為 1,039,288 仟元及 842,068 

仟元，主要係因投入龐大的研發經費所致，民國 107 年度及民國 108 年度研發費用

分別為 785,713 仟元及 639,575 仟元，最近五年度合計已投入的研發費用更高達 35

億元左右。在營收方面，本公司民國 107 年度及民國 108 年度營業收入分別為 26,236

仟元及 305,692 仟元，主要來源係新藥藥品收入、研究收入及來自以前年度開發並

商品化之輔酶(Q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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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在歐洲上市屬第一年

銷售，營收貢獻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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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101：用於治療血液疾病 

➢ P1101 用於治療真性紅血球增生症（PV）：本公司藥品已於 108 年 2 月獲得歐

盟藥證，台灣的藥證亦於 108 年 7 月 31 日提出申請，預估 109 年 4 月可以獲

得藥證；公司與美國 FDA 持續溝通後已獲得美國 FDA 同意使用歐洲第三期人

體臨床試驗數據及文件向美國 FDA 申請藥證，公司預計於 109 年初向 FDA 提

出 BLA 藥證申請，預計將於 109 年度取得美國 PV 藥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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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MPA 核准進行第

一期人體臨床試驗，目前日本 PMDA 要求完成 30 位日本病人的一年治療證明

在日本病人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後即可申請藥證，中國 NMPA 亦有類似的要求，

應可加速藥品上市的時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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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DA 罕見疾病用藥認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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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於 108 年取得美國、中國臨床試驗核准，台

灣也於 109 年初取得臨床試驗核准，預計於 109 年將正式全面展開第三期人體

臨床試驗。 

P1101：用於治療慢性肝炎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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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試驗許可、 105 年第一季啟動三期收案、韓國 MFDS 也核准進行第三期人體

臨床試驗，並為加快收案速度於 107 年 12 月新增中國 NMPA 核准三期臨床試

驗，該案已於 108 年 8 月收案完畢，預計於 109 年完成第三期人體臨床試驗。 

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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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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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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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henex 預計在

109 年第一季向美國 FDA 申請藥證，本公司隨後將在 109 年第二季申請台灣藥

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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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進行小規模試量產，並規劃於 109 年進行動物試驗及申請臨床試驗用新藥

（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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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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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開始計畫申請美國

NDA，本公司亦計畫在明年上半年申請台灣藥證。KX01 在牛皮癬治療上，還

要繼續找出治療牛皮癬最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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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一) 營運規劃 

預計送件申請美國 PV 藥證、同步申請韓國 PV 藥證和孤兒藥資格；台灣 PV 藥

證預期會在第二季獲得。臨床試驗方面，將陸續完成 ET 全球三期試驗在韓國

及日本的試驗申請，同時進行美國、台灣、和中國的 ET 三期臨床試驗；日本

和中國 PV 的小型銜接性試驗也將持續進行。授權進入的產品 Oraxol 乳癌及

KX-01（日光性角化症）預計 109 年下半年申請台灣 TFDA 藥證。 

(二) 行銷規劃 

公司整體營運正式從研發、臨床、生產邁入自主規劃行銷的階段。如前所述，

預計在 109 年上半年會獲得台灣 PV 藥證、在年底前獲得美國 PV 藥證。公司

已陸續聘用在台灣及美國的行銷規劃團隊，特別是針對美國市場。我們的行銷

規劃團隊已完成市場調查及市場進入的規劃，接下來將展開與供應商合作，更

進一步完成市場和通路的佈局。美國子公司團隊將擴編銷售、行銷、及醫療團

隊，建立完整的營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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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營運損益差異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年度 
108 年度 

營運計畫預估數(註) 財報數 差異數 

營業收入 197,322  305,692  (108,370) 

營業成本 (107,208) (61,703) (45,505) 

營業毛利(損) 90,114  243,989  (153,875) 

營業費用 (2,670,704) (1,093,212) (1,577,492) 

營業淨利(損) (2,580,590) (849,223) (1,731,367) 

稅前淨利(損) (2,559,593) (842,144) (1,717,449) 

稅後淨利(損) (2,559,593) (842,994) (1,716,599) 

註：107.12.11 董事會通過 

1.營業收入:主要係商品銷售金額較原預估金額增加，因而產生差異。 

2.營業毛利:主要因銷售藥品之成本已於取得藥證前費用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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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臨床三期試驗較原預估時程延後，造成經費使用較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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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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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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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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台中廠及台北實驗室均已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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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101 的 PV、ET 適應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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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具有較

佳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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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附件四 

 

私募普通股執行進度報告 

 

1.108 年第 1 次私募普通股計畫內容 

(1)現金增資核准日期及文號：109.1.13 經授商字第 10901001830 號函核准 

(2)實際募集資金總金額：487,465,028 元 

(3)實際認購股數：5,668,198 股 

(4)應募人資料： 

項

目 

私募對象 資格條件 認購股數 與公司關係 參與公司

經營情形 

108

年

第

1

次 

詹青柳 符合證券

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第 1 項 
 

116,280 董事長 有 

林國鐘 116,280 執行長 有 

黃正谷 23,256 董事 有 

陳本源 174,419 董事 有 

陳朝和 581,396 董事 有 

許世英 186,047 董事 有 

欒衍棟 34,884 台中分公司

營運長 

有 

張雪玲 11,629 財會主管 有 

曾明坤 40,698 股東 無 

余瑞玉 1,279,070 股東 無 

黃瑪莉 174,419 股東 無 

陳麗金 290,698 股東 無 

鄭淑勻 174,419 股東 無 

鄭憲治 174,419 股東 無 

王劍鳴 174,419 股東 無 

林玉珍 93,024 股東 無 

吳馥宇 23,256 股東 無 

世強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74,419 股東 無 

凱基商業銀行受託保管香港

富怡投資有限公司投資專戶 

174,000 股東 無 

宏亞食品（股）公司 465,117 股東 無 

游簣伎 290,698 股東 無 

范綱廷 23,256 員工 有 

許哲 29,070 員工 有 

蘇靜馨 17,442 員工 有 

林慧華 34,884 員工 有 

許明彬 34,884 員工 有 

陸明山 17,442 員工 有 

吳世冠 23,256 員工 有 

蔡有癸 17,442 員工 有 

李威德 11,628 員工 有 

林大然 11,628 員工 有 

25



謝月 23,256 無 無 

詹益仁 58,140 股東 無 

黃凡修 11,628 無 無 

亞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581,395 股東 無 

法人私募對象之前十大股東 

世強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之前十大股東 持股世強比例% 與公司關係 

張瑩 13.17 股東 

柯李淑惠 9.63 無 

必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56 股東 

福斯特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6.87 股東 

鄭皆和 5.22 無 

林瑞祥 4.32 股東 

盈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4.32 無 

黃心韻 4.23 股東 

黃珮雯 3.66 無 

張焞英 3.39 無 

凱基商業銀行受託保管香港富怡投資有限公

司投資專戶之前十大股東 

持股專戶比例% 與公司關係 

白晉民 100 無 

宏亞食品（股）公司之前十大股東 持股宏亞比例% 與公司關係 

禮坊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4.73 無 

永添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9.50 無 

張國珍 7.51 無 

王連源 7.12 無 

張豪城 5.34 無 

鴻圖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4.43 無 

張舒雁 3.67 無 

王聖鈞 3.18 無 

張琇晴 2.81 無 

陳儀貞 2.31 無 

亞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之前十大股東 持股亞翔比例% 與公司關係 

生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0.58 無 

懷陽投資有限公司 6.10 無 

熏輝投資興業有限公司 4.98 無 

韋日投資有限公司 3.92 無 

匯豐銀行託管資本聯合銀行有限公司 3.24 無 

姚祖驤 2.82 無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敦北分行受託保管凱基證

券亞洲有限公司投資專戶 

2.70 無 

昇輝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43 無 

趙玉華 1.42 無 

花旗託管波露寧新興市場基金公司專戶 1.21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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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實際認購價格：每股面額 10 元、每股發行價格 86 元 

(6)實際認購價格與參考價格差異：實際購購價格為參考價格元之 80.5% 

私募有價證券種類 普通股 

股東會通過日期 108 年 10 月 1 日 

於普通股不超過 35,000 千股額度內，視市場環境及公司資金

狀況，擇適當時機與籌資工具，依相關法令及以現金增資發

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及／或現金增資私募普通股

及／或私募海外或國內轉換公司債籌資方式之辦理原則，擇

一或以搭配之方式辦理。 

價格訂定之依據及

合理性 

A.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1)本次私募普通股認股價

格之訂定，以定價日前一、三或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與定

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之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

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平均每股股

價，較高者為參考價格。(2)本次私募普通股認股價格以不

低於考價格之八成為依據。 

B.茲以本次董事會召開日期 108 年 12 月 24 日為定價日，以

定價日前 1、3 或 5 個營業日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

平均數分別為 99.5 元、99.9 元、99.6 元，擇前 3 日之收盤

均價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99.9 元為基準；另以定價日前 30 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

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

後之股價 106.8 元為基準，取上述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

訂為參考價格，故本次私募之參考價格為 106.8 元；經綜

合考量後，擬訂定 86 元為本次實際私募價格，為參考價格

之 80.5%，不低於股東臨時會決議參考價格之八成。 

C.本次私募普通股每股價格之訂定係以本公司於集中交易市

場普通股之ㄧ段時間收盤均價為參考依據，故本次私募價

格訂定方式及條件符合法令規定，應屬合理。 

特定人選擇方式 本次私募之對象已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規定之特定

人。 

辦理私募之必要性 考量私募方式相對具時效性與便利性等因素，且私募有價證

券三年內不得自由轉讓之規定將更可確保公司與應募人間之

長期關係；另透過授權董事會視公司營運實際需求辦理私

募，亦將有效提高本公司籌資之機動性與靈活性，因此以私

募方式辦理具有必要性。 

價款繳納完成日期 108 年第 1 次私募普通股於 108 年 12 月 30 日收足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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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辦理私募對股東權益影響：此次私募普通股對股東權益影響為淨增加

487,465 千元。 

(8)預計效益：將有強化公司競爭力、提升營運效能及強化財務結構之效益，

對股東權益有正面助益。 

(9)變更計畫內容、資金來源與運用、變更原因、變更前後效益及變更計畫提

報股東會情形：無變更計畫情形。

2.私募資金運用情形及計畫執行進度

計畫項目 109 年第 1 季執行情形 進度超前或落後說明 

轉投資子公司 預計支用金額 45,000 千元 本季預定支用之資金尚餘14,843千元

未支用，尚未支用之款項存於銀行存

款，仍將持續進行。 

總尚未支用之 457,308 千元資金存於

銀行帳戶。 

實際支用金額 30,157 千元 

執行進度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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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誠信經營守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政策 

本公司應本於廉潔、透明及負責之經

營理念，制定以誠信為基礎之政策，

經董事會通過，並建立良好之公司治

理與風險控管機制，以創造永續發展

之經營環境。 

第五條：政策 

本公司應本於廉潔、透明及負責之經

營理念，制定以誠信為基礎之政策，

並建立良好之公司治理與風險控管機

制，以創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 

規定誠信經

營政策經董

事會通過 

第七條：防範方案之範圍 

本公司訂定防範方案時，應建立不誠

信行為風險之評估機制，定期分析及

評估營業範圍內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

險之營業活動，並加強相關據以訂定

防範措施方案並定期檢討防範方案之

妥適性與有效性。 

本公司宜參酌國內外通用之標準或指

引訂定防範方案至少應涵蓋下列行為

之防範措施： 

一、行賄及收賄。 

二、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三、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四、提供或接受不合理禮物、款待或

其他不正當利益。 

五、侵害營業秘密、商標權、專利權、

著作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 

六、從事不公平競爭之行為。 

七、產品及服務於研發、採購、製造、

提供或銷售時直接或間接損害消

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

健康與安全。 

第七條：防範方案之範圍 

本公司訂定防範方案時，應分析營業

範圍內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

活動，並加強相關防範措施。 

本公司訂定防範方案至少應涵蓋下列

行為之防範措施： 

一、行賄及收賄。 

二、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三、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四、提供或接受不合理禮物、款待或

其他不正當利益。 

1.定期進行賄

賂風險評估

及評估現有

控管方式的

適合性和效

能 

2.導入誠信經

營(反賄賂)管

理機制，建立

誠信(反賄賂)

之企業文化 

第八條：承諾與執行 

本公司應要求董事與高階管理階層出

具遵循誠信經營政策之聲明，並於僱

用條件要求受僱人遵守誠信經營政

第八條：承諾與執行 

本公司及集團企業與組織應於內部規

章及對外文件中明示誠信經營之政

策，董事會與管理階層應承諾積極落

1.規定高階管

理成員及董

事出具遵循

反賄賂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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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本公司及集團企業與組織應於內部規

章及、對外文件及公司網站中明示誠

信經營之政策，董事會與高階管理階

層應承諾積極落實，並於內部管理及

外部商業活動中確實執行。 

本公司針對第一、二項誠信經營政

策、聲明、承諾及執行，應製作文件

化資訊並妥善保存。 

實，並於內部管理及外部商業活動中

確實執行。 

之聲明 

2.僱用合約包

含及強調誠

信經營條款 

3.反賄賂管理

機制之相關

政策、流程及

執行情形製

作文件並妥

善保存 

第十四條：組織與責任 

本公司之董事會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督促公司防止不誠信行為，

並隨時檢討其實施成效及持續改進，

確保誠信經營政策之落實。 

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理，宜由

人事單位負責誠信經營政策之制定及

監督執行，配置充足之資源及適任之

人員，相關單位負責防範方案之制

定，主要職掌下列事項，並應定期（至

少一年一次）向董事會報告。 

一、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公司

經營策略，並依據法令制度訂定

確保誠信經營之相關防弊措施。 

二、定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不誠

信行為風險，並據以訂定防範不

誠信行為方案，及並於各方案內

訂定工作業務相關標準作業程序

及行為指南。 

三、規劃內部組織、編制與職掌，對

營業範圍內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

之營業活動，安置相互監督制衡

機制。 

四、誠信政策宣導訓練之推動及協調。 

五、規劃檢舉制度，確保執行之有效

第十四條：組織與責任 

本公司之董事會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督促公司防止不誠信行為，

並隨時檢討其實施成效及持續改進，

確保誠信經營政策之落實。 

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理，宜由

人事單位負責誠信經營政策之制定及

監督執行，相關單位負責防範方案之

制定，主要職掌下列事項，並應定期

向董事會報告。 

一、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公司

經營策略，並依據法令制度訂定

確保誠信經營之相關防弊措施。 

二、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並於

各方案內訂定工作業務相關標準

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三、規劃內部組織、編制與職掌，對

營業範圍內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

之營業活動，安置相互監督制衡

機制。 

四、誠信政策宣導訓練之推動及協調。 

五、規劃檢舉制度，確保執行之有效

性。 

六、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及評

估落實誠信經營所建立之防範措

1.向董事會報

告之頻率至

少每年進行

一次之內容 

2.配合規定將

有關誠信經

營專責單位

主要掌理之

事項包括定

期分析及評

估營業範圍

內不誠信行

為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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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六、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及評

估落實誠信經營所建立之防範措

施是否有效運作，並定期就相關

業務流程進行評估遵循情形，作

成報告。 

施是否有效運作，並定期就相關

業務流程進行評估遵循情形，作

成報告。 

第十七條：會計與內部控制 

本公司應就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

營業活動(例如：衍生性金融商品操

作、資金貸與、背書保證作業等)，建

立有效之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

不得有外帳或保留秘密帳戶，並應隨

時檢討，俾確保該制度之設計及執行

持續有效。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依不誠信行為

風險之評估結果，擬訂相關稽核計

畫，內容包括稽核對象、範圍、項目、

頻率等，並據以定期查核防範方案前

項制度遵循情形，並作成稽核報告提

報董事會且得委任會計師執行查核，

必要時，得委請專業人士協助。 

前項查核結果應通報高階管理階層及

誠信經營專責單位，並作成稽核報告

提報董事會。 

第十七條：會計與內部控制 

本公司應就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

營業活動(例如：衍生性金融商品操

作、資金貸與、背書保證作業等)，建

立有效之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

不得有外帳或保留秘密帳戶，並應隨

時檢討，俾確保該制度之設計及執行

持續有效。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查核前項

制度遵循情形，並作成稽核報告提報

董事會。 

1.有關反賄賂

管理系統之

內部稽核計

畫內容包括

執行頻率、方

法 

2.確保將稽核

結果通報相

關反賄賂管

理 系 統 人

員、高階管理

人員、通報董

事會 

第十八條之ㄧ 

本公司鼓勵內部及外部人員檢舉不誠

信行為或不當行為，依其檢舉情事之

情節輕重，酌發獎金，內部人員如有

虛報或惡意指控之情事，應予以紀律

處分，情節重大者應予以革職。 

本公司於公司網站及內部網站建立並

公告內部獨立檢舉信箱、專線或委託

其他外部獨立機構提供檢舉信箱、專

線，供本公司內部及外部人員使用。

檢舉人應至少提供下列資訊： 

第十八條之ㄧ 

本公司鼓勵內部及外部人員檢舉不誠

信行為或不當行為，依其檢舉情事之

情節輕重，酌發獎金，內部人員如有

虛報或惡意指控之情事，應予以紀律

處分，情節重大者應予以革職。 

本公司於公司網站及內部網站建立並

公告內部獨立檢舉信箱、專線或委託

其他外部獨立機構提供檢舉信箱、專

線，供本公司內部及外部人員使用。

檢舉人應至少提供下列資訊： 

規定有關組

織完成賄賂

事件之調查

後應施行適

當的後續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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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舉人之姓名、身分證號碼即可

聯絡到檢舉人之地址、電話、電

子信箱。 

二、被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

被檢舉人身分特徵之資料。 

三、可供調查之具體事證。 

本公司處理檢舉情事之相關人員應以

書面聲明對於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

予以保密，並允許匿名檢舉，本公司

並承諾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情事而遭

不當處置。 

並由本公司專責單位依下列程序處

理： 

一、檢舉情事涉及一般員工者應呈報

至部門主管，檢舉情事涉及董事

或高階管理階層主管，應呈報至

獨立董事或監察人。 

二、本公司專責單位及前款受呈報之

主管或人員應即刻查明相關事

實，必要時由法規遵循或其他相

關部門提供協助。 

三、如經證實被檢舉人確有違反相關

法令或本公司誠信經營政策與規

定者，應立即要求被檢舉人停止

相關行為，並為適當之處置，且

必要時透過法律程序請求損害賠

償，以維護公司之名譽及權益。 

四、檢舉受理、調查過程、調查結果

均應留存書面文件，並保存五

年，其保存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保存期限未屆滿前，發生與檢舉

內容相關之訴訟時，相關資料應

續予保存至訴訟終結止。 

五、對於檢舉情事經查證屬實，應責

成本公司相關單位檢討相關內部

一、檢舉人之姓名、身分證號碼即可

聯絡到檢舉人之地址、電話、電

子信箱。 

二、被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

被檢舉人身分特徵之資料。 

三、可供調查之具體事證。 

本公司處理檢舉情事之相關人員應以

書面聲明對於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

予以保密，本公司並承諾保護檢舉人

不因檢舉情事而遭不當處置。 

並由本公司專責單位依下列程序處

理： 

一、檢舉情事涉及一般員工者應呈報

至部門主管，檢舉情事涉及董事

或高階主管，應呈報至獨立董事

或監察人。 

二、本公司專責單位及前款受呈報之

主管或人員應即刻查明相關事

實，必要時由法規遵循或其他相

關部門提供協助。 

三、如經證實被檢舉人確有違反相關

法令或本公司誠信經營政策與規

定者，應立即要求被檢舉人停止

相關行為，並為適當之處置，且

必要時透過法律程序請求損害賠

償，以維護公司之名譽及權益。 

四、檢舉受理、調查過程、調查結果

均應留存書面文件，並保存五

年，其保存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保存期限未屆滿前，發生與檢舉

內容相關之訴訟時，相關資料應

續予保存至訴訟終結止。 

五、對於檢舉情事經查證屬實，應責

成本公司相關單位檢討相關內部

控制制度及作業程序，並提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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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制度及作業程序，並提出改

善措施，以杜絕相同行為再次發

生。 

六、本公司專責單位應將檢舉情事、

其處理方式及後續檢討改善措

施，向董事會報告。 

七、訂定檢舉案件調查完成後，依照

情節輕重所應採取之後續措施，

必要時應向主管機關報告或移送

司法機關偵辦。 

善措施，以杜絕相同行為再次發

生。 

六、本公司專責單位應將檢舉情事、

其處理方式及後續檢討改善措

施，向董事會報告。 

第二十三條：實施 

本公司之誠信經營守則經董事會通過

後實施，並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

會，修正時亦同。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提報董事會討

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並將其反對或保留之意見，於董

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

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

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

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第二十三條：實施 

本公司之誠信經營守則經董事會通過

後實施，並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

會，修正時亦同。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提報董事會討

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並將其反對或保留之意見，於董

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

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

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

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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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私募海外或國內轉換公司債發行及轉換辦法(暫定) 

一、發行公司： 

藥華醫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或「藥華醫藥」）。 

二、發行總額： 

授權董事會於普通股不超過35,000千股額度內，擇一或以搭配之方式辦理現金

增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及／或現金增資私募普通股及／或私

募海外或國內轉換公司債，以私募方式辦理海外或國內轉換公司債（下稱「轉

換公司債」）時，得轉換之普通股股數應於前述35,000千股範圍內依私募當時

之轉換價格計算之。 

三、發行日期： 

於民國一Ｏ九年股東會通過後一年內一次或分次(最多五次)發行。 

四、發行方式： 

本轉換公司債將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6及發行當地之法令規定發行之。 

本次私募之對象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6規定之特定人為限，為公司之內

部人或是策略性投資人，並以對本公司長期發展及競爭力與既有股東權益，能

產生效益者為優先，洽定特定人之相關事宜，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

理之。內部人因對公司營運相當了解，而選擇策略性投資人之目的、必要性及

預計效益，在於支持本公司財務結構以維繫市場競爭力，對未來公司營運及獲

利之成長提升應有相當程度之貢獻。 

五、轉換公司債種類、面額及發行價格： 

本轉換公司債為私募記名式轉換公司債，面額為美金10,000元或其整倍數、或

新台幣100,000元或其整倍數，發行價格應不低於理論價格之八成。 

六、轉換公司債票面利率及付息方式： 

授權董事會依金融市場之動態訂定之。 

七、發行期間： 

自發行日起算不超過五年。 

八、償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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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已轉換、賣回、贖回或買回註銷者，本轉換公司債將於到期時由本公司按債

券面額或加計利息補償金以現金償還。 

九、轉換標的： 

藥華醫藥新發行之普通股股份。 

十、轉換： 

1、本轉換公司債轉換期間： 

除已提前贖回、買回、註銷、行使轉換權或依發行契約規定之不得轉換期間外，

本轉換公司債債權人得於發行後一定期間起至本轉換公司債到期日前一定期

間止，隨時依有關法令及發行契約之規定向本公司請求轉換為本公司之普通股

股份。 

2、本轉換公司債轉換程序： 

債權人於請求轉換時，應備妥「轉換通知書」，檢同債券及中華民國法令要求

之文件或證明，向本公司提出轉換申請。 

3、本轉換公司債轉換價格之決定及調整： 

轉換價格不得低於定價日前一、三或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簡單

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或定價日前

三十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

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的八成。實際價格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依據相關法令

規定訂定之。 

4、轉換年度有關股利之歸屬： 

本轉換公司債持有人在轉換前不得享有股利或股息；轉換後持有發行公司普通

股依法享有分派股利或股息之權利，與本公司其他普通股股東相同。 

5、轉換後之權利義務： 

本轉換公司債除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8受交付後三年內轉讓之限制外，本轉

換公司債換發之普通股，其權利義務與原有普通股股份相同。 

十一、發行公司提前贖回條件： 

授權董事會訂定之。 

十二、債券持有人賣回條件： 

本公司得選擇不設賣回權，或債券持有人得於發行滿一定時間後，要求發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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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按每年一定比率之收益率所計算之價格全部或一部份贖回本債券。 

十三、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本轉換公司債之發行條件及其他未盡事宜，授權董事會作必要之訂定、調整並

全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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