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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經營範疇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核心技術為膠原蛋白、透明質酸(又稱玻尿酸)以及磷

酸鈣生物陶瓷等生物高分子材料應用於生物醫材及醫美保養品兩大事業部。經過多

年的努力，和康公司生醫事業部已經成功開發出18項高階植入式醫材應用於骨科、

牙科、眼科、皮膚科、整型外科等領域，並且獲得包含台灣、歐盟、美國、新加坡、

印尼及中國共38張產品許可證。保養品事業部聚焦於國內外保養品大廠代客研製業

務，開發獨家的配方、包覆製程技術及微化倍滲透技術，積極投入自動化產線建置

以擴增產能，以能承接更大規模訂單，同時提升保養品代客研製業務之競爭優勢。

二、106年營業成果

本公司106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427,561仟元，較105年度336,388仟元增加

91,173仟元，成長27.1%。其中生醫產品事業部營收221,013仟元，較105年174,080仟
元增加46,933仟元，成長27%，主要係拓展國外新客戶營收增加所致。另外，保養品

事業部營收206,548仟元，較105年162,308仟元增加44,240仟元，成長27.3%，主要係

國外代工客戶營收增加所致。

106年度營業成本為267,276仟元，較105年度201,471仟元，增加65,805仟元

（32.7%），主要係因營收增加，以致營業成本較105年增加為高；106年營業費用為

139,237仟元較105年度146,229仟元，減少6,992仟元，主要係因管理費用減少所致。

本期淨利為新台幣15,787仟元，較105年度淨損失12,247仟元，淨利增加28,034
仟元。

三、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的核心技術是以膠原蛋白、透明質酸(又稱玻尿酸)以及磷酸鈣生物陶瓷為

主的材料開發植入式生醫醫材產品，用來修復或取代人體的缺損的組織。106年度研

發成果：獲得自有產品上市許可證共4項，合作開發產品共1項。

獲得認證產品如下：

l 106年6月5日：維視愛眼科黏彈劑(ViscAid Ophthalmic Viscoelastic) 取得印尼

上市許可證。

l 106年6月5日：安節益關節內注射劑(ArtiAid Intra-articular Injection) 取得印尼

上市許可證。

l 106年6月5日：優節益關節內注射劑(ArtiAid Plus Intra-articular Injection)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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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上市許可證。

l 106年6月14日：齦即安膠原蛋白骨科填補物(GingivAid Collagen Bone Graft)
取得印尼上市許可證。

l 106年11月24日：與Nuvasive合作開發之AttraX Scaffold取得美國上市許可

(K172497)。

此外，本公司為提升產品競爭力，逐年提高臨床試驗的投入。106年度，執行中

的臨床試驗共4件，說明如下：

(1). 「肩疾患者使用肩峰下滑囊注射透明質酸的安全性與有效性之研究」於成功

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執行中。

(2). 「腕掌關節炎患者注射透明質酸的安全性與有效性之研究」於義大醫院執行

中。

(3). 「癒立安傷口敷料在不同傷口處理的安全及有效性」於林口紀念長庚醫院執

行中。

(4). 「芙媄亮皮膚填補劑上市前臨床試驗」於中國執行中。

在保樣品事業部部分也積極強化獨家技術專利的佈署，提升為客戶開發產品的價

值性。106年度本公司獲得的技術專利如下:

       (1).   106年5月 「馬尾藻奈米脂質載體及其製備方法」取得台灣專利。

經過多年的努力，本公司的生醫事業部及保養品事業部多已建立了扎實的基礎，

未來除了持續深化創新研發的核心能力，開發創新產品，更將強化行銷業務拓展的能

力，創造獲利。

董事長：徐立德       經理人：陳松青       會計主管：李寅禎

Sherry.Chen
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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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會計師查核報告

查核意見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6 年及 105 年 12 月 31 日

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06 年及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綜

合損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包括

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

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和康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6 年及 105 年 12 月 31 日之合併財務狀況，

暨民國 106 年及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財務績效及合併現金流

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

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

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

業道德規範，與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

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做為

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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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6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

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

不對該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茲對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6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

之關鍵查核事項敘明如下：

存貨之評價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係製造及銷售醫療器材、面

膜、保養品等產品，因所屬產業快速變遷，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面臨產品推陳出新之迅速及所屬產業之激烈競爭。民國 106 年 12 月 31

日存貨之帳面金額為 93,977 仟元（係扣除備抵跌價損失 30,875 仟元）， 106

年度存貨跌價及報廢損失 10,061 仟元。由於存貨餘額及備抵存貨跌價損失對

整體合併財務報表之影響係屬重大，且存貨淨變現價值及呆滯損失之評估涉

及重大判斷，因是將存貨評價列為關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著重於資產負債表日之存貨評價，包含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針對過時之滯銷品及持續銷售產品之分類判斷是否適當，有

關滯銷品之存貨備抵跌價損失計算方法之合理性進行評估；測試持續銷售之

產品淨變現價值之來源並與最近一次銷售價格進行抽樣比對；針對備抵存貨

跌價損失整體金額並與過去歷史經驗之進行比較；另藉由抽核檢視及重新計

算以驗證管理階層對於存貨評價金額之正確性。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有關存貨續後評價之會計政策請

參閱附註四，重大會計判斷及估計不確定性說明請參閱附註五，相關表達及

揭露請參閱附註十。

收入認列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於銷貨時，係將相關風險及所有

權移轉給客戶後認列收入，且銷貨集中於前 10大客戶，約佔合併營業收入 67%。

由於客戶集中且該營業收入金額對整體合併財務報表之影響係屬重大，因是

將其收入認列列為關鍵查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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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參閱

附註四。

  本會計師瞭解並測試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及內部控制之設計與執行，檢

視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與前 10 大客戶之合約或訂單條款以

確認會計處理與收入認列會計政策是否一致，並依據過去歷史經驗及近期銷

售情形進行分析以驗證該收入認列條件已符合會計政策之規定且收入認列之

期間歸屬是否適切。

其他事項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業已編製民國 106 及 105 年度之個體財務報

表，並經本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經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

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

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和康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

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監察人）負有監

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

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

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

併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

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

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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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

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

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

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

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

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內部控制

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

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

以及使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

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

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

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

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

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

併財務報表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

財務報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查核集團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

並負責形成集團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

重大查核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

已遵循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

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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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查核意見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6 年及 105 年 12 月 31 日之個體資產負債

表，暨民國 106 年及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個體綜合損益表、個體權益

變動表、個體現金流量表以及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

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個體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6 年及

105 年 12 月 31 日之個體財務狀況，暨民國 106 年及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個體財務績效及個體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

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

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

與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

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做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

國 106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

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事項單獨表示意

見。

茲對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6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事項敘

明如下：

存貨之評價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係製造及銷售醫療器材、面膜、保養品等產

品，因所屬產業快速變遷，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面臨產品推陳出新之迅速

及所屬產業之激烈競爭。民國 106 年 12 月 31 日存貨之帳面金額為 92,688 仟元

（係扣除備抵跌價損失 29,513仟元），106年度存貨跌價及報廢損失 9,920仟元。

由於存貨餘額及備抵存貨跌價損失對整體個體財務報表之影響係屬重大，且存貨



~22~

淨變現價值及呆滯損失之評估涉及重大判斷，因是將存貨評價列為關鍵查核事

項。

  本會計師著重於資產負債表日之存貨評價，包含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針對過時之滯銷品及持續銷售產品之分類判斷是否適當，有關滯銷品之存貨備抵

跌價損失計算方法之合理性進行評估；測試持續銷售之產品淨變現價值之來源並

與最近一次銷售價格進行抽樣比對；針對備抵存貨跌價損失整體金額並與過去歷

史經驗之進行比較；另藉由抽核檢視及重新計算以驗證管理階層對於存貨評價金

額之正確性。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關存貨續後評價之會計政策請參閱附註四，重

大會計判斷及估計不確定性說明請參閱附註五，相關表達及揭露請參閱附註十。

收入認列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銷貨時，係將相關風險及所有權移轉給客戶後

認列收入，且銷貨集中於前 10 大客戶，約佔營業收入 67%。由於客戶集中且該

營業收入金額對整體個體財務報表之影響係屬重大，因是將其收入認列列為關鍵

查核事項。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參閱附註四。

  本會計師瞭解並測試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及內部控制之設計與執行，檢視和

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前 10 大客戶之合約或訂單條款以確認會計處理與收

入認列會計政策是否一致，並依據過去歷史經驗及近期銷售情形進行分析以驗證

該收入認列條件已符合會計政策之規定且收入認列之期間歸屬是否適切。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

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個體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

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

理階層意圖清算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

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監察人）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

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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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

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

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表存

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

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

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

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

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

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

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

序，惟其目的非對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

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

使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

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

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

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

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

致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

務報表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

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報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查核案件之指導、監

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

查核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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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  十  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有公司

法 179條之情事者其股份無表決權。

第  十 條：本公司各股東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每股

有一表決權。並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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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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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管會 106.1.18金管證

交字第 1060000381號函

規定，上市櫃公司自

107.1.1 起於召開股東

會時，應將電子方式列為

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

第 二十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三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十八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十九日。

第 二十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三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十八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十九日。

增訂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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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O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一年六月七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O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一年六月七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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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五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 13

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

179  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各股東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每股有一表決權。並

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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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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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管會 106.1.18 金管證交字

第 1060000381 號函規定，上

市櫃公司自 107.1.1 起於召

開股東會時，應將電子方式列

為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

第 20

條

本章程訂於民國 99年 6月 18日 本章程訂於民國 99年 6月 18日

第 2次修正於民國 102年 6月 18日

第 3次修正於民國 104年 6月 22日

第 4次修正於民國 107年 6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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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一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訂定依據)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上市

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規範之範圍 )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

第三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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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

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事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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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五第一項各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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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條所訂各款情形之一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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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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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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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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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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前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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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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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 (以下稱股東)簽到，

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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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者，應另附選舉票。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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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帶身分證明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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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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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一席監察人親自出席，及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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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

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八條：(股東會開會過程錄音或錄影之存證)

本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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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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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股東會出席股數之計算與開會)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計算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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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

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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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

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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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表決。

第十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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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

股東依法定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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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

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第十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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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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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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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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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二條：(表決股數之計算)

股東會之表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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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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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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灌之股份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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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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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

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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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

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有

異議者，應依前項規定採取投票方式表決。除議程所列議案外，股東提出之其

他議案或原議案之修正案或替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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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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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之，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紀錄。

第十四條：(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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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會議紀錄及簽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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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之股東，前項議事錄之分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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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決議方法，係經主席徵詢股東意見，股東對議案無異議者，應記載「經主

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惟股東對議案有異議時，應載明採票決方式

及通過表決權數與權數比例。

第十六條：(對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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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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條：(會場秩序之維護)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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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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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條：(休息、續行集會)

會議進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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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條：(附則)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廿條

本辦法訂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八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二年六月十八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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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章：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中華民國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規定組織之，公司名稱中文為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文為Maxigen  Biotech Inc.

第   二   條：公司登記之經營業務範圍如下：

1. F108031醫療器材批發業 (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4565鐘錶

及眼鏡批發業、4571藥品及醫療用品批發業及 4649其

他機械器具批發業) 。

2. F108011中藥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4571藥品及醫療

用品批發業；但不含中藥製劑) 。

3. F108021西藥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4571藥品及醫療

用品批發業) 。

4. F108040化粧品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4572化粧品批

發業) 。

5. IG01010生物技術服務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7210自然及

工程科學研究發展服務業)。

6. C802100化粧品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1940化粧品製

造業)。

7. C801030精密化學材料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1810基

本化學材料製造業；硝化甘油、水銀法鹼氯、CFC、海

龍、三氯乙烷、四氯化碳及聯合國禁止化學武器公約列

管化學物質甲類化學品者除外)。

8. CF01011醫療器材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760輻射及

電子醫學設備製造業、3321眼鏡製造業及 3329其他醫

療器材及用品製造業)。

9. CE01030光學儀器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729其他通

訊傳播設備製造業、2730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2771

照相機製造業、2779其他光學儀器及設備製造業及 3321

眼鏡製造業)。

第 二條之 一：本公司得經董事會決議為他公司有限責任股東，其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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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除法另有規定，得不受本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限

制，但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股本。前項董事會之決議，應

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

第 三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桃園市，必要時經董事會決議，得在

國內外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分公司之設立或撤銷應經董

事會決議或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第   四   條：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公司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 四條之 一：本公司於業務需要，得對外背書保證。

第二章：股    份

第   五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壹拾億元整，分為壹億股，每股金額新台

幣壹拾元。前述股份得發行特別股。授權董事會視實際需要分次發行。

前項資本額保留新台幣捌仟萬元，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共計捌佰

萬股，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

本公司發行認股價格不受「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五十三條規定限制之員工認股權憑證，或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

價格轉讓予以員工，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出

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行之。

第 五 條之一：本公司得發行記名式甲種特別股，其權利義務及主要發行條件如下:

一、特別股股息

特別股股息為年利率1%，依每股發行價格及實際發行日數計算，

並於每年股東常會承認前一年度財務報表並決議分派盈餘後，應

優先分配特別股股息，以現金一次發給，特別股年度股息之除息

基準日授權董事會另訂之。非有法定事由，本公司不得違反常規

決議不予分派盈餘。發行年度現金股利之發放，則自發行日起，

按當年度實際發行日數與全年度日數之比例計算。發行日定義為

增資基準日。

倘年度決算無盈餘或盈餘不足分派本特別股股息或本公司決議

不予分派盈餘時，其未分派或分派不足額之股息，應累積於以後

有盈餘年度優先補足。本特別股除領取前述股息外，不得參加普

通股關於盈餘及資本公積之分派。惟當年度普通股配發股利超過

面額 1%時，本特別股股東有權依其持股比例再參加分配。

二、特別股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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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特別股股東得自發行滿六個月之次日起，依每 1 股特別股轉換

為 1 股普通股之比例轉換為普通股。本特別股轉換之普通股之權

利義務（除法令規定之轉讓限制及未上市流通外）與本公司其他

已發行普通股相同。

三、選舉及被選舉權

本特別股股東於普通股股東會有表決權及選舉權，亦有被選舉為

董事、監察人之權利。

四、清算優先權

本特別股分派公司剩餘財產之順序優先於普通股，但每股以不超

過發行價格加計應付未付之股息總額為限。本特別股除參與前述

剩餘財產分派外，不得參加普通股之剩餘財產分派。

五、發行期間及收回

本特別股發行期間為四年，自增資基準日起滿四年到期，屆期本

公司應按每股發行價格加計累積積欠之特別股股息以現金收回

本特別股。於收回本特別股時，截止收回日應發放之現金股利，

按當年度實際發行日數與全年度日數之比例計算。

六、新股認購權

本公司以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時，特別股股東有與普通股股東相同

之新股優先認股權。

七、減資

本特別股發行期間，倘本公司擬進行減資而將導致特別股之股數

依比例減少而有損害特別股股東權利者，應經代表已發行特別股

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特別股股東出席之特別股股東會，以出席

特別股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

八、發行特別股

本特別股經全數收回及/或轉換前，本公司發行任何特別股，若其

權利或順位相同或優先於已發行特別股時，應經代表已發行特別

股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特別股股東出席之特別股股東會，以出

席特別股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

第   六   條：本公司股票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並經主管機關或

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發行之股票得免印製股票，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機構登錄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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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公司非將已規定之股份總數，全數發行後，不得增加資本。

增加資本後之股份總數，得分次發行。

本公司股務之處理，依證券管理機關所頒布之「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

務處理準則」規定辦理。

第   七   條：本公司股東名簿之變更，於股東常會前六十日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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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為之。

第三章：股東會

第   八   條：本公司股東會分下列兩種：

一、股東常會。

二、股東臨時會。

股東常會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依法召開。股東臨時會於必要

時依法召集之。

第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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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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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依主管機關頒布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

規定辦理。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

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每一議案以三百字為限，提案超過一

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第 九 條之一：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者，以董事長為主席，遇董事長因事缺席時由董

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由董事會

以外之其他召集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召集權人有二人

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

第   十   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有公司法 179條之情事者其股份無表

決權。

第  十一  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較高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

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一條之一：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股東會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

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依公司法第一八三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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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之二：本公司股票擬撤銷公開發行時，除經董事會同意外，應經股東會決議

後辦理之。

第四章：董事及監察人

第  十二  條：本公司設董事七至九人，監察人三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

任，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本公司全體董事及監察人合計持股比例，

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本公司得於董事、監察人於任期內就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

任內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第十二條之一：本公司前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五分之一，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

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三  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董事長應由三分之二以上之董事出席及出席董

事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之，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董事會必要時得增設副董事長ㄧ名，由董事依前項方法互選。

第  十四  條：董事會應依照有關法令、公司章程及股東會決議執行公司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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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召集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並

得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進行；但有緊急情事時，得

隨時召集之。

董事出席董事會，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五條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之二：監察人除依法執行監察職務外，並得列席董事會議，但不得加入表決。

第  十六  條：本公司全體董事、監察人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董事、監察人對公司

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同業通常支給水準議定之。董事

及監察人之車馬費得依同業通常水準給付之。

第五章：經 理 人

第  十 七 條：本公司設總經理一人及經理人若干，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

第廿九條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之一：本公司得於經理人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

購買責任保險。

第六章：會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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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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等各項表冊於股東常會開

會三十日前交監察人查核後，提交給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第  十九  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五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

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

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高於百分之

五為董監酬勞。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

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第十九條之一：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時，應依法完納一切稅捐，彌補以往年度虧

損，如尚有盈餘先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累

積已達本公司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另依相關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

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為股東紅利，由董事

會擬具分配方案，經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

第十九條之二：本公司係屬技術及資本密集之科技事業，正值成長期，為配合公司長

期資本規劃，以求永續經營、穩定成長，股利政策係採剩餘股利政策。

股東紅利之發放金額原則以當年度稅後淨利依法令規定提列各項公

積後之金額至少提撥百分之五十。惟在平衡股利之原則下，以往年度

未分配盈餘於當年度稅後淨利不足分配時得動支。分派股利時主要係

考量公司未來擴展營運規劃及現金流量之需求，其中股票股利至少

50%，其餘搭配部份現金股利。

惟此項盈餘分配之種類及比例，得視當年度實際獲利及資金情況，經

股東會決議調整之。

第七章：附   則

第 二十  條：本章程未規定之事項，悉依照公司法及證券相關法規辦理。

第 二十一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三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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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十九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六月七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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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全體董事、監察人持股情形

一、公司現任董事及監察人法定成數及股數如下:

本公司普通股發行股數為 : 70,847,000股

      特別股發行股數為 :7,910,000股，總股數為:78,757,000股

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法定股數 :6,300,560股(10%*80%)

全體監察人最低應持有法定股數:630,056股(1%*80%)

二、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107年 4月 28日)之股東名簿記載，全體董事及監

察人持有股數如下表:

職稱 姓名 選任日期 持有股數(股) 比例(%)

董事長

環宇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

徐立德

106.06.26 6,203,061 7.88%

陳松青

董事
中加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

張立言 106.06.26
1,254,939 1.59%

李綉媛 106.06.26

董事 環宇財務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張昌邦 106.06.26
929,767 1.18%

董事 張樑 106.06.26

董事
復星實業(香港)有限公

司代表人:安海濤
106.06.26 7,910,000 10.04%

獨 立 董

事
鄧世雄 106.06.26 0 0.00%

獨 立 董

事
鄧泗堂 106.06.26 0 0.00%

監察人 戴水泉 106.06.26 479,000 0.61%

監察人 戴  依 106.06.26 114,000 0.14%

監察人 侯福仁 106.06.26 120,000 0.15%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 16,297,767 20.69%

全體監察人持有股數 713,000 0.91%

Sherry.Chen
戳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