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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監察人審查完峻，出具書面查核報告書在案。

(二) 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三) 有關財務資料請參閱附件三。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第二案

案 由：本公司一○五年度盈虧撥補案。(董事會提)
說 明：本公司一○五年度盈虧撥補表列示如下 :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虧撥補表

一○五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待彌補虧損 0
加：一○五年度稅後淨利(損) (12,246,601)
加：一○五年度其他綜合(損)益 (244,190)
期末累計虧損餘額 (12,490,791)
以資本公積彌補累計虧損 12,490,791
彌補後之累計虧損 0

   董事長：徐立德       經理人：陳松青      會計主管：李寅禎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伍、討 論 事 項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案。(董事會提)
說 明：

(一) 依因應公司營業地址之變更，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第三

條。

(二) 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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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案。(董事會提)
說 明：

(一) 為配合法令之規定，擬修訂本公司「取得與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

(二) 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陸、選 舉 事 項

    第一案
案  由：選舉第八屆董事及監察人案。(董事會提)
說 明：

(一) 本公司第七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於民國一○六年六月十五日屆

滿。

(二) 擬於本次股東常會全面改選董事九人(包含獨立董事二人)及監

察人三人。新當選董事及監察人擬自股東常會選舉後就任，任

期自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起至民國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止，任期三年。

(三) 經民國一○六年五月十日董事會審查通過之獨立董事候選人名

單，請參閱附件六。

決 議：選舉結果：
名稱 戶號或身分證字號 當選名單 當選權數

董事 168 環宇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徐立德      58,303,563
董事 169 環宇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張昌邦      53,905,286
董事 169 環宇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張樑      53,479,563
董事 412 中加投資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張立言      53,426,886
董事 412 中加投資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李綉媛      53,374,332
董事 19896 復星實業(香港)有限公司代表人：陳啟宇 53,340,796
董事 168 環宇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陳松青 53,313,872

獨立董事 559 鄧世雄 46,537,433
獨立董事 561 鄧泗堂 46,537,433
監察人 56 戴水泉 52,468,796
監察人 558 侯福仁 52,468,796
監察人 195 戴依 52,468,796



~4~

第二案

案  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董事會提)
說  明：

(一) 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

圍內之行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

可。

(二) 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經營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並

擔任董事之行為，在無損及公司之利益下，擬提請股東常會同

意解除競業禁止之限制。
名稱 姓名 兼任本公司及其他公司之職務

董事 張立言 康聯控股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董事 陳啟宇
國藥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非執行董事

浙江迪安診斷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柒、臨 時 動 議：無

捌、散 會上午十一時五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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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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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玻尿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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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康公司生醫事部已經

成功開發出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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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及中國共33張產品許可證。保養品事

業部歷年來除了為國際保養品大廠代工生產之外，也先後開發出碧芙蕾詩(BioFlash) 、

黛諾(Dr.Neo) 以及妮歐荷(NeoRenee)三大品牌，其中碧芙蕾詩及妮歐荷系列共40品項

獲得中國保養品國家進口備案証。

二、105年營業成果

本公司105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336,388仟元，較104年度261,469仟元增加

74,919仟元，成長28.6%。其中生醫產品事業部營收174,080仟元，較104年117,866仟
元增加56,214仟元，成長4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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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308仟元，較104年143,603仟元增加18,705仟元，成長13%，主要係

國外代工客戶營收增加所致。

105年度營業成本為201,471仟元，較104年度169,938仟元，增加31,533仟元（8%），

主要係因營收增加，以致營業成本較104年增加為高; 105年營業費用為146,229仟元較

104年度152,055仟元，減少5,826仟元，主要係因銷售及研發費用減少所致。

本期淨損失為新台幣12,491仟元，較104年度淨損失63,363仟元，損失減少5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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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研

發成果：獲得產品上市許可證共4項，產品認證送件共5項。

獲得認證產品如下：

l 105年4月20日-膚美登真皮填補劑(Formaderm Dermal Filler Injection) 取

得中國上市許可證。

l 105年6月 24日-癒立安膠原蛋白傷口敷料 (HealiAid Collagen Wound

Dressing) 取得中國上市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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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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及 104 年 12 月 31 日

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05 年及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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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及 104 年 12 月 31 日之合併財務狀況，

暨民國 105 年及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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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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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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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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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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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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12 月 31

日存貨之帳面金額為 91,040 仟元（係扣除備抵跌價損失 27,772 仟元）， 105

年度存貨跌價及報廢損失 9,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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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由於客戶集中且該營業收入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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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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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及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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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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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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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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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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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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5 年及 104 年 12 月 31 日之個體資產負債

表，暨民國 105 年及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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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及

104 年 12 月 31 日之個體財務狀況，暨民國 105 年及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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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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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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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12 月 31 日存貨之帳面金額為 86,754 仟元

（係扣除備抵跌價損失 26,529 仟元）， 105 年度存貨跌價及報廢損失 1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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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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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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由於客戶集中且該

營業收入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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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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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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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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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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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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

國 105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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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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北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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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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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公司營業地址異動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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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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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訂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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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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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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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五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作業程序

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前條文 條次 修正後條文 備註

第九條 本處理程序悉二、委請專家出具估價報告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

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

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先取得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略

第九條 二、委請專家出具估價報告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除與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外，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先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略

依法令要

求修訂

第十條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人取得

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

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

約及支付款項：

以下略

第十條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除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

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

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

契約及支付款項：

以下略

依法令要

求修訂

第十一條 二、委請專家出具意見
(三)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除與政府機構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

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

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

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二、委請專家出具意見
(三)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

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

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依法令要

求修訂

第十四條 二、委請專家出具意見 第十四條 二、委請專家出具意見 依法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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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前條文 條次 修正後條文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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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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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修訂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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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

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四）除前（一）至（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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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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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證券商於初級市

場認購及依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

貨幣市場基金。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

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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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三億元以

上。但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

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

限。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之設備，且

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並達下列規定之一:

(1)實收資本額未達新台幣一百億元之公開發行公司，

交易金額達新台幣五億元以上。

(2)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一百億元以上之公開發行公

司，交易金額達新台幣十億元以上。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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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金額達新

臺幣五億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

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新

臺幣五億元以上。

依法令要

求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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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前條文 條次 修正後條文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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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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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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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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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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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知悉知即日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目

重行公告申報。

第二十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日。

第一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月七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三年六月十六日。

第二十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日。

第一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月七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三年六月十六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增訂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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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六

獨立董事侯選人名單

被提名人 學歷 主要經歷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現在持有本公

司股份

鄧泗堂 台灣大學商學系工商管理組學士

政治大學財政研究所碩士
1.東吳大學專業副教授(現職)

2.安永會計師事務所高級顧問

3.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

4.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執行長

5.中國工商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

6.台北商業技術學院、輔仁大學講師

天仁茶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開曼東凌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葳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0 股

鄧世雄 台灣大學醫學系醫學士 1.社團法人台灣天主教長期照顧機構協會理事長(現職)

2.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執行長(現職)

3.天主教單國璽基金會執行長(現職)

4.天主教耕莘醫院院長

5.天主教耕莘醫院行政副院長、研發副院長、醫療副院

長

6.天主教耕莘醫院永和分院院長

7.台大醫院放射科兼任主治醫師、台大醫學院兼任講師

8.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醫學中心放射線科

訪視助理教授

無 0 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