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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開會程序

台灣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四、承認事項

五、討論事項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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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開會議程

台灣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常會議程

開會日期: 中華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正

開會地點: 台北巿敦化南路二段 97 號 11 樓(元富證券教育訓練中心) 

一、主席致詞

二、報告事項

(1) 民國 105 年度營業報告。

(2) 民國 105 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

(3) 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況。

(4) 修訂本公司「105 年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及認股辦法」部分條文案。

三、承認事項

(1) 民國 105 年度決算表冊案。

(2) 民國 105 年度虧損撥補案。

四、討論事項

(1)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

五、臨時動議。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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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民國 105 年度營業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民國 105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14 頁附件一。

【第二案】

案 由：民國 105 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民國 105 年度決算表冊之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

第 18 頁附件二。

【第三案】

案 由：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況，報請 公鑒。

說 明：民國 105 年度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況，請參閱本手冊第 20 頁附件三。

【第四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105 年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及認股辦法」部分條文案，

報請 公鑒。

說 明：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要求，修訂本公司「105 年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

及認股辦法」部分條文，請參閱本手冊第 32 頁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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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案) 
案 由：民國 105 年度決算表冊案，敬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民國 105 年度營業報告書暨合併及個體財務報表經

董事會通過，其中合併及個體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曾惠瑾會計師及張明輝會計師簽證完竣並出具無保留

意見之查核報告，謹提請承認。

二、上述營業報告書及會計師查核報告、財務報表請參閱本手冊

第 14 頁附件一、第 37 頁附件五。

決 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案) 
案 由：民國 105 年度虧損撥補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 105 年度經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累積虧損為新台幣

$3,913,277,327 元，已逾 106 年 3 月 27 日實收資本額新台幣

$1,720,132,540 元之二分之一。

二、本公司 105 年度虧損撥補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5 頁。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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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虧損撥補表

一○五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額

期初待彌補虧損 (2,803,149,058) 

加:105 年度稅後純損 (1,110,128,269) 

期末待彌補虧損 (3,913,277,327) 

董事長：張念慈     經理人：黃秀美   會計主管：王振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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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案) 
案 由：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謹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中華民國106年2月9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發字第

1060001296號令，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

請參閱下表。

決 議：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依據及理由

第七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

產之處理程序

一～三(略) 
四、不動產或設備估價報告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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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報告應行記載事項詳如附

件一），並符合下列規定：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

產之處理程序

一～三(略) 
四、不動產或設備估價報告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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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報告應行記載事項詳如附

件一），並符合下列規定：

配合「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裡準則」

條文修改。

第九條 關係人交易

一(略)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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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關係人交易

一(略)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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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配合「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裡準則」

條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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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依據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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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董事會通過及審計

委員會承認後，始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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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及審計委員會承認後，始為之：

第十條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

處理程序

（一）～（三）(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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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發生日前應洽請會計師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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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

處理程序

（一）～（三）(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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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與政府機構交易外，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應洽請會計師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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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裡準則」

條文修改。

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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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或股份受讓時宜委請律師、會計

師及承銷商等共同研議法定程序

預計時間表，且組織專案小組依照

法定程序執行之。並於召開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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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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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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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或股份受讓時宜委請律師、會計

師及承銷商等共同研議法定程序

預計時間表，且組織專案小組依照

法定程序執行之。並於召開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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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裡準則」

條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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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依據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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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

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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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之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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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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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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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一百億

元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額達新

臺幣五億元以上。

2.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

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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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之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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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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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裡準則」

條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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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依據及理由

以上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額達

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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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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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前述各款交易金額之計算方

式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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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規定公告部分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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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之機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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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第五款交易金額之計算

方式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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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規定公告部分免

再計入。

1.每筆交易金額。

2.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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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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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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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具有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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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依據及理由

計入。

1.每筆交易金額。

2.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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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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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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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具有本條

第一項應公告項目且交易金額達

本條應公告申報標準者，應於事實

發生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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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如

設有非屬國內公開發行之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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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輸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

之資訊申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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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知悉之即日起算二日內

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

將人員基本資料、相關契約、議事

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計師、

第一項應公告項目且交易金額達

本條應公告申報標準者，應於事實

發生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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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如

設有非屬國內公開發行之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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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輸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

之資訊申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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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

將人員基本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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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公司依本條前述規定公告

申報之交易後，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將

相關資訊於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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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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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依據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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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公司依本條前述規定公告

申報之交易後，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將

相關資訊於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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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處理程序爾後如有修訂，

應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重大訊息

揭露，並函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備查。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六）本處理程序爾後如有修訂，

應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重大訊息

揭露，並函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備查。

第十八條 附則

(上文略) 
本處理程序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

關法令辦理。

本處理程序首次制定及經股東會

通過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三月九

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月

廿六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三年六月

十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六月

三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六月

二十七日。

附則

(上文略) 
本處理程序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

關法令辦理。

本處理程序首次制定及經股東會

通過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三月九

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月

廿六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三年六月

十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六月

三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六月

二十七日。

增訂修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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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依據及理由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六年六月

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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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臨時動議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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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一○五年度

營業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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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

在全體同仁的努力之下，浩鼎在 2016 年交出了亮眼的成績單。

乳癌新藥 OBI-822 第二/三期臨床試驗於 2 月解盲，並於 6 月在美國芝加哥所舉行的美國臨床腫瘤

學會（ASCO），以口頭簡報形式發表；該臨床試驗結果顯示，對於罹患晚期轉移性乳癌的病患，並

未達到無惡化存活期（PFS）的主要療效指標，但相較於接受安慰劑的病患，約 50%對免疫療法能

產生明顯免疫反應的病患次族群，其 PFS 則可見顯著改善。OBI-822 更名列 7 月 25 日出刊的「ASCO 
POST」醫學通訊報導三種乳癌新療法之一。

緊接著於 10 月於歐洲腫瘤醫學學會（ESMO）年會上，浩鼎舉辦「以 Globo 系列／Adagloxad Simolenin
為標的的新式癌症主動免疫療法」研討會，與全球相關專家進行交流。

在智財權布局方面，浩鼎另一主動免疫療法新藥 OBI-833「具較高碳水化合物密度之疫苗以及新穎

皂素佐劑」專利，在去年分別獲台灣與澳洲專利局核准通過。浩鼎也在去年經工業局台灣智慧財產

管理規範（TIPS）查核小組，針對「智慧財產管理審查」、「智慧財產資源管理」及「智慧財產取得

/保護/維護」等項目進行實地查核後，獲得 A 級評價。

其他 2016 年主要營運成果於下：

壹、 產品與研發

1. OBI-822 主動免疫療法

已於美國食品藥物管理署（FDA）完成二期臨床試驗結果討論會議（End of Phase II Meeting），並獲

中國 CFDA 核准展開亞洲多中心三期臨床試驗。

為準備全球臨床三期試驗用藥需求，相關 CMC 生產計畫正積極進行中；同時亦規劃新適應症開發

計畫。

2. OBI-833 主動免疫療法

本公司新世代主動免疫療法新藥 OBI-833 已於 2015 年獲准針對肺癌、胃癌、大腸直腸癌和乳癌已

轉移病患，展開臨床一期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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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BI-888 單株抗體

抗 Globo H 單株抗體已完成先驅批量製造（CMC pilot batch）生產，並啟動 IND 所需的毒理試驗，

現正進行臨床試驗用藥生產及臨床試驗設計。

4. OBI-858 肉毒桿菌素

已完成毒理試驗及原料藥生產，現正進行原料藥安定性試驗。

5.OBI-868 醣晶片

已完成胰臟癌、肺癌、大腸直腸癌、肝癌及胃癌診斷之概念性驗證。

貳、國際佈局及營運策略優化

1. 人才引進與組織強化

浩鼎向來視關鍵人才的引進為首要開發策略。為提升國際臨床試驗規劃及產品研發實力，同時為國

際及亞太區結盟佈局，公司透過海外洽談、建教合作、職能面談等方式，致力延攬高端國際人才，

強化團隊陣容。2016 年全體員工人數由年初 89 人到年底已增至 113 人，新增 24 人，成長幅度達

27 %。

2. 打造新實驗基地，培養團隊默契：

本公司去年大幅改建原位於辦公室南港軟體園區 F 棟的 18、19 樓辦公室，並增加 14 樓，全面改建

為實驗室空間；原辦公區除了部分移到 3 樓外，餘移往南港車站 City Link 辦公大樓，與營運部門合

署辦公。同仁間的距離隨著空間縮短，培養出更佳的默契，有益於團隊的合作與發揮。

3. 落實公司治理，倡議企業社會責任：

於法務處設立法遵小組，持績加強內部控制與教育訓練，以強化管理團隊及員工風險意識。本公司

並於去年首度完成根據「上櫃公司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及「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 GRI 4.0 版本的核心選項編制的「台灣浩鼎企業社會責任告書

(CSR)」，體現浩鼎在法遵和善盡社會責任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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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財務表現

本公司係屬高度風險之新藥研發公司，故在財務操作上採取保守穩健原則規畫營運資金之運用，將

資金停泊在風險極低且能產生固定收益之定期存款，以支應未來營運所需並可避免金融危機所造成

的財務損失。

  
本公司 2016 年度營業收入 92,422 仟元，主要係認列鼎腹欣權利移轉簽約金收入，另研發費用支出

為 859,480 仟元，較去年成長 32.6%，主要用於新藥研發項目有 OBI-822、OBI-833、OBI-858、OBI-868、
OBI-888 等產品；由於目前尚處於研發投入期，所投入的研發經費係為累積未來產品上市及營利成

長之能量。

  
2016 年度合併財務分析如下表：

105 年度（民國）

分析項目

最近二年財務及獲利能力分析

105 年 104 年 增(減) 

財務結構(%) 
自有資本比率 97.36 98.26 (0.92%) 
長期資金佔固定資產

比率
2,749.03 9,587.09 (71.33%) 

償還能力(%) 
流動比率 3,980.78 1,856.85 114.38% 
速動比率 3,914.01 1,823.31 114.67% 

獲利能力(%) 
總資產報酬率 (16.28) (21.40) 23.91% 
股東權益報酬率 (16.64) (21.82) 23.74% 
每股純損(元) (6.51) (5.66) (15.02%) 

肆、結語

回顧 2016 年，浩鼎無論在產品線的研發或是組織營運的優化，均有明顯的進展，也朝公司長期願

景邁進了一大步。

董事長： 總經理：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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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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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民國一 Ο 五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及個體財務報表及虧損

撥補表之議案等各項表冊，其中合併及個體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曾惠瑾及張明輝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合併

及個體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表之議案，業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合，

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敬請鑒察。

此致

本公司一 Ο六年股東常會

台灣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馮震宇

審計委員會委員 ：張仲明

審計委員會委員 ：王泰昌

中 華 民 國 一 ○ 六 年 三 月 九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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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一○五年度
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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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企業概況

一、企業簡介

台灣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灣浩鼎」)成立於2002年，由旅美生技專家

張念慈博士所創立。創辦伊始，額定資本額為4,000萬元，實收資本額1,000萬元，由張念

慈出任董事長；設址在台北市南港區南港生技園區，以此做為台灣浩鼎發展為未來行銷全

球生技品牌的發展基地。

台灣浩鼎主要從事研究及開發各種癌症新藥，目前進行中之專案包括OBI-822、
OBI-833、OBI-888、OBI-999、OBI-3424等抗癌新藥，以及OBI-868醣晶片檢測試劑、OBI-858
新型肉毒桿菌毒素製劑，其中OBI-822已於103年7月完成342人收案目標(實收349人)，105
年 2 月解盲；雖然整體試驗結果未達到實驗組與對照組在主要療效指標 PFS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無惡化存活期）的差異，但有產生Globo H專屬抗體者的PFS
明顯高於沒有產生Globo H專屬抗體者。該臨床試驗結果獲選於105年6月在ASCO美國臨

床腫瘤學會年會所舉辦的年度會議的口頭報告會議中報告。本公司已於106年1月與美國食

品藥物管理署(FDA)進行二期臨床試驗完成後會議(End of Phase 2 Meeting)，4月收到歐盟

EMA針對本公司有關OBI-822後續全球三期臨床試驗設計相關提問的書面回覆。本公司將

根據上述會議結論，規劃並執行OBI-822全球三期臨床試驗。

台灣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以成為世界一流生技醫藥公司自期，專事在創新藥物的研

究、開發與行銷，尤其是專研當前尚乏有效療法的重大疾病如癌症與感染性疾病等領域，

期能以”台灣品牌”的創新生物醫藥產品，造福人群。

二、企業經營理念

•科技／以研發為本位 從實證精神出發

•勇敢／勇於挑戰仍乏有效治療的疾病領域

•關懷／疼惜病苦者 為他們尋找明天的希望

三、企業經營策略

•以研發為核心，建置堅強的研發團隊陣容，結合中央研究院充沛的研究能量，創新癌症

免疫治療方向

•以醣類新藥研發為核心技術

•深耕並生根台灣，佈局全球，發展品牌、行銷全世界新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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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產業概況

新藥研發產業為一新產品開發期暨產品生命週期長之產業，具高科技、高附加價值之特

性，且與國民生命健康息息相關，故其安全性與有效性格外受到政府重視，屬民生必需工業。

世界先進國家皆將其列為重點科技事業，積極投入大量資金於製藥之研究與開發，我國亦將其

列為六大新興行業之一，並啟動「台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帶動產業發展，並逐步推動

建置創造生技園區與聚落，以促使生技產業躍升成為另一項兆元產業。

一、全球製藥市場概況

多年來全球藥品市場維持穩定成長態勢，根據IMS Health資料顯示，全球藥品市場規

模自2010年的8,870億美元，2015年以實際匯率計算之全球藥品市場規模成長到近1.1兆美

元，較前一年度微幅成長0.8%。2010～2015年全球藥品市場規模增加1,820億美元，2010
～2015年複合年成長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CAGR）為3.8%。

就總體環境層面來看，各國經濟狀態與匯率變化在過去5年間牽動全球藥品市場的發

展，隨著全球經濟成長趨緩，以及強勢美元造成的不利影響將反映在整體藥品市場成長表

現。就需求及供給面來看，各國因面臨縮減醫療支出的政策需求，持續關注於國內必需藥

品的使用以較低成本取得，而患者期望使用療效更佳的突破性藥物的需求日漸提升，進而

促使昂貴的突破性專利藥物陸續上市；醫療成本控制與突破性用藥費用提升這兩項將成為

全球藥品市場發展的關鍵因素，預期全球藥品市場在2016年將較2015年成長3.3%，市場

規模突破1.1兆美元。

2010～2015 年全球藥品市場變化

觀察全球各區域藥品市場市占表現，北美地區為全球最大區域市場，其中美國為全球

最大藥品市場，受到新藥上市與藥價優於其他地區等因素推動市場規模擴增，近三年成長

表現佳，連帶促使北美市場占全球藥品市場占比逐年提升，從2013年的37%，2014年增加

到39%，2015年更成長到42%，預期2016年市占比將再度提升到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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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10年藥品市場快速成長的亞太地區，近年全球市占比穩定維持在25～26%，為全

球第2大區域藥品市場。亞太地區涵括全球第2大藥品市場－日本，以及新興市場中成長表

現較佳的中國大陸。日本近年受到兌美元匯率影響，以美元計算其市場成長表現，2015
年大幅衰退11.4%，如以日圓計算，則成長6.2%，主要受惠於跨國藥廠於日本陸續上市新

藥帶動整體市場成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近年積極推廣學名藥的使用，帶動日本學

名藥不論在使用量或銷售額都有快速增加趨勢，預期將影響日本藥品市場之發展。中國大

陸在新興藥品市場中，屬於一級（Tier 1）新興市場，亦即成長性高且市場規模相對較大

的新興市場，中國大陸近年成長率雖逐漸趨緩，但仍有超過10%以上的表現，未來仍將是

全球重要的藥品市場之一。亞太地區其他受到關注的高成長市場包括印度、印尼、越南等

南亞／東南亞市場，高人口成長性、經濟成長帶動醫療需求提升等為南亞／東南亞藥品市

場成長的主要動力。

歐洲為全球第3大藥品區域市場，近年受到經濟成長發展緩慢及匯率影響，其藥品市

場規模持續下滑，2015年歐洲藥品市場為2,120億美元，較2014年大幅衰退12.6%。歐洲占

全球藥品市場占比亦逐年下降，從2013年的23%，到2015年降為20%；未來歐洲各國主要

仍受到經濟變動及醫療成本控制等因素而影響整體藥品市場發展，2016年市占比推估將持

續下滑至19%。拉丁美洲為第4大區域市場，近3年市占率約維持在7%，而非洲及中東地

區則為4%，這2大新興藥品區域市場近年成長快速，但受到經濟、政治、貨幣等情勢不穩

的影響，藥品市場發展仍受限制。

2013～2016年全球各區域藥品市場占比變化

二、我國醫藥產業現況

我國人口總數為逐年增加趨勢，但成長幅度不高，根據我國內政部統計處的人口統

計，至2015年12月底止，我國人口數為2,349萬人，較2014年同期僅成長0.3%，以人口結

構變化來看，高齡化趨勢相當明顯，2015年我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為12.5%，與2005年的

9.7%相比增加幅度頗高。就醫療環境變化來看，根據BMI的統計，2015年我國醫療支出約

329.5億美元，因匯率換算之故，較2014年微幅衰退0.6%，如以新台幣計算則較2015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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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4.1%；而醫療支出占GDP比率則維持在6.3%，人均醫療支出也較2014年微幅減少，2015
年為1,409.1美元。在醫院家數部分，2015年則維持在總家數495家，其中公立醫院有81家
占16.4%，私立醫院則有414家占83.6%。

近5年（2011～2015年）來，我國藥品市場前5大療效類別用藥未變，主要在於排名的

變化，2015年我國前5大療效類別用藥分別為抗腫瘤及免疫調節劑、消化道及代謝用藥、

心血管用藥、抗感染用藥及神經系統用藥，前5大用藥巿場合計達新台幣1,041.3億元，巿

占率達71.4%。分析前5大療效類別用藥排名的年度變化，抗腫瘤及免疫調節劑躍居我國

第1大類用藥，2015年銷售額為277.9億元，2011～2015年的複合年成長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CAGR）達6.7%；心血管用藥因暢銷藥專利到期之學名藥替代效應而

市占率下降，從2011年的第1大類用藥，2012年起退居為第2名，2015年更衰退6.2%，排

名降至第3；消化及代謝用藥則一路成長，2015年較前一年度成長1.5%，排名上升至第2
位；抗感染用藥近年銷售成長表現平緩，自2015年排名由第3位下降至第4位；神經系統用

藥多年來則穩居第5位。

             2011~2015年我國藥品市場前5大療效類別用藥銷售變化

台灣製藥產業已具新藥開發實力，其競爭力優弱，及產業趨勢分析如下: 
優勢—台灣在新藥臨床試驗的實力堅強，在亞洲居於優勢。除了醫療環境優秀、臨床醫師

參與新藥臨床試驗的經驗豐富外，台灣的病患人數也充分、且可代表東亞人種，因

此台灣具有成為早期臨床試驗發展基地的條件，發展一期/二期臨床試驗，並以此

成果吸引國際合作。此外，台灣教育水準高，培育出許多國內外生技製藥相關人才，

更可進一步堅實台灣產業實力。

弱勢—缺乏經驗乃台灣生技產業的難題。如何充實台灣生技人才的產業經驗，建立資本市

場的信心，以長期支持生技製藥產業，是台灣目前的挑戰。

由於生技業是一個高風險、高投資、長時程及高獲利的產業，在台灣投資生物科技新

藥開發，短期需要引進具有國際觀的研發人才及管理團隊，並藉由與國外企業間策略聯

盟，共同承擔開發風險，並有利踏入國際市場。中長期需要產官學的合作及人才的培養，

才能立足台灣，放眼全世界。在成長的過程必須不斷的募資、策略聯盟或透過合併公司，

才能與世界一級藥廠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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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主要產品

本公司為新藥研發公司，主要針對擁有市場前景之新藥開發專案，規劃進行人體臨床試

驗，研發成功後並能進行產品的製造、行銷或再對外授權等，目前進行中之專案主要係

OBI-822、OBI-833、OBI-888、OBI-999、OBI-3424等抗癌新藥，以及OBI-868醣晶片檢驗試劑、

OBI-858新型肉毒桿菌毒素製劑。各產品重要用途及功用如下表：

產 品 項 目 及

應 用 適 應 症
重 要 用 途 及 功 用

癌症

OBI-822 

規劃應用於乳癌及多種癌症，為癌症主動免疫療法，此療法以細胞

癌變時表面大量表現的多醣體抗原 Globo H 為標的，可以引發免疫

細胞產生可對抗乳癌細胞的抗體及活化免疫細胞，進而摧毀癌細胞

並延緩癌症復發。

OBI-833 

規劃應用於胃癌、肺癌、大腸癌、及乳癌，為癌症主動性免疫療法，

將特定癌症表現的醣類 Globo H 連結在載體蛋白(CRM197)上。施打

於人體後，誘導人體產生對抗癌症細胞的抗體及活化免疫細胞，進

而摧毀癌細胞並延緩癌症復發。

OBI-888 
規劃應用於實體腫瘤，為癌症被動免疫療法，藉由大量合成針對癌

細胞表面有過度表現之醣抗原 Globo H 的單株抗體，激發免疫系統，

進而殲滅癌細胞。

OBI-999 
本產品將利用 Globo H 抗體識別 Globo H 高度表現的癌症，藉由專

一性釋放小分子化療藥物的方式，針對 Globo H 高度表現的癌症細

胞進行直接細胞毒殺的治療。

OBI-3424 
AKR1C3 酶在 15 種以上的腫瘤有高度表現，主要參與激素合成和毒

素的清除，OBI-3424 在腫瘤細胞內 AKR1C3 酶催化下，轉化為具細

胞毒性之代謝物來達到抗腫瘤效果。

OBI-868 

早期檢測癌症之診斷試劑，透過多醣結構當作診斷癌細胞或癌症治

療的標靶，利用特定醣類分子當作探針，探尋人體內之抗 Globo 系

列醣抗體的存在，進而瞭解抗 Globo 系列醣醣抗體與癌症種類及疾

病進程的關係及醣類疫苗的機制。

其他 OBI-858 
應用於醫美及偏頭痛，透過藥物與神經傳導相關蛋白 SNAP-25 結合

使之無法作用，進而阻斷神經與肌肉交界處的神經傳導物質分泌，

使傳導受阻，肌肉收縮能因此而鬆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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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健全營運策略

本公司為新藥研發公司，依據研究調查顯示：一個新藥的誕生，由實驗室到產品上市，研

發時程長達10~15年，所耗資金達150~200億台幣。

一項新藥之開發，首先由發現具有藥理活性的化學物質開始，而後經過化學修飾合成衍生

物及藥理活性之篩選，選定標的化合物(Candidates)。進行各種臨床前藥理試驗、毒物試驗及

安全性測試後，始可向衛生主管機關提出試驗中新藥之申請(IND)，並開始進行三階段之人體

臨床試驗。第一階段臨床試驗，是以健康志願者作為受試者，以了解新藥的安全性；第二階段

臨床試驗的受試者為少數病患，主要是提供療效的基礎並探討可能的有效劑量，當試驗療效達

到一定再現性後，才能對大量病患展開第三階段臨床實驗確立療效；第三階段的臨床試驗完成

後，要將試驗報告送衛生主管機關申請查驗登記(NDA)，通過查驗登記後始可上市銷售。

本公司於105年度各新藥產品仍處於研發階段，故當年度主要產品尚無營業收入。本公司

104年10月2日與Optimer公司簽訂之鼎腹欣台灣地區法規登記核可與商標申請權利移轉合約，

已於民國105年第二季完成權利移轉，故依合約已收取並認列300萬美元之授權收入。

本公司為展現築夢踏實的勇氣與決心、追求更大的新藥研發成果，讓所有困難而未獲得有

效治療的病患，能得到更妥適、更大效果的治療，並創造臺灣品牌，開拓國際市場，作為受國

際矚目的生技發展櫥窗，回饋今日股東的支持與社會的期待。本公司健全營運之策略暨階段性

目標如下：

(一)本公司擁有之技術概況：

1. Globo 系列醣癌症免疫療法

Globo 系列醣是近年來發現的新抗癌標的，它只在癌細胞表現，不在正常細胞表現

出現的特性，還有它在癌細胞擴散時所扮演的角色，使它成為理想的抗癌標的。台灣浩

鼎選擇使用先進的癌症主動免疫式療法，來開發此類醣抗原的創新藥物，引進美國

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 (MSKCC)以及台灣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成果，開發

OBI-822 及 OBI-833。除前二針對 Globo H 之主動式免疫療法外，本公司亦有 OBI-888
及 OBI-899 研發中被動式單株抗體免疫療法及抗體小分子藥物複合體，都是針對 Globo 
H 在癌化細胞上的特殊性來毒殺癌細胞。目前最新的研究指出，高達 14 種以上的癌細

胞表面上表現 Globo 系列醣，因此此類療法對癌細胞具有高專一性、治療安全性的優

勢，以及龐大應用範圍的潛力。浩鼎計畫中的產品，將開發 Globo 系列產品至乳癌、

大腸癌、胰臟癌、肺癌、胃癌等難治癌症中，期提供癌症病人較現行藥物更安全有效的

選擇。

2. OBI 特殊製醣技術、大規模酵素醣合成法

傳統化學合成醣分子的方式，需要經過多步驟的保護(Protecting groups)及去保護

(De-protecting groups)的操作，才能得到所需要的醣分子化合物，這樣的化學合成方式，

需耗費大量的時間與操作步驟，且因多步驟操作，最終產率極低，不具有商業化量產的

可能，也因此限制了癌症疫苗的發展，而無法推向臨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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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浩鼎自美國 Optimer Pharmaceuticals Inc.及台灣中央研究院，技轉多醣體的生

產技術，突破過去數十年，科學家雖然發現醣類在癌症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卻無法大量

製備的困境。如今，台灣浩鼎擁有最尖端的醣生產技術，可突破目前醣類無法廣泛用於

新藥研發及量產的瓶頸，大幅降低合成步驟及生產成本，讓醣類藥物可以量產進入醫療

市場。

OBI 特殊製醣技術可以有效率地得出最終所需要產物，這樣的化學合成方法。由於

這項技術的開發，使得醣分子的商業化生產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奠定癌症免疫療法

的基礎。

大規模酵素醣合成法(Chemo-Enzymatic Process)，更進一步將醣類透過酵素，在數

步反應中完成六醣的製備，此為 OBI 特殊製醣技術後為更新的突破。台灣浩鼎技轉自

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所開發的大規模酵素合成法，突破了傳統醣分子化學合成時，需

要對醣分子進行官能基保護的概念。這項新技術，直接利用細菌體內的酵素專一性，輔

以各類適當的合成用試劑，在醣分子沒有被保護的狀態下，將單醣，逐一聚合成多醣體。

也因此項發明，Globo H 醣分子的合成步驟簡化為數個步驟，未來不需要在製備前做單

醣的前處理，而是可以用自然界的醣類即可製備多醣體，大幅改善產率、降低成本、減

少化學藥品造成的環境汙染。

3. 醣蛋白疫苗合成技術

  將 Globo H 與 KLH(血藍蛋白)經化學連結後，即可得到癌症疫苗 OBI-822 的原料

藥。這項化學合成技術，乃台灣浩鼎團隊，結合上述的醣體免疫療法科技，以及尖端的

醣合成技術，共同努力、逐步調整優化下的成果，生產關鍵步驟及控制參數的相關技術，

完全掌握於台灣浩鼎手中，期在未來上市後，能以最佳化的條件，在良好品管的環境下，

產出具有一致性品質的藥品，確保用藥病人的安全及有效性，長期供應所需要的病患使

用。

4. 抗體藥物複合體技術

  將能毒殺癌症細胞的化療分子與抗體經化學連結後，即可得到針對癌症細胞的新一

代複合體藥物，通稱為抗體藥物複合體(Antibody Drug Conjugate)。這個新一代藥物的

原理，是利用抗體胺基酸上的特定官能基，經適當的化學活化後，將具毒殺癌症細胞的

化療分子，有效連結在抗體上。藥物經注射到人體後，透過抗體的專一性，確保毒性化

合物只會在人體產生癌症細胞的區域釋放，從而有效殺死癌細胞，同時又不會影響人體

內其它正常細胞的生長。OBI-999 是浩鼎在這個研發新領域中的領先藥物。

(二)研究發展概況：

1. OBI-822 乳癌 Globo H 治療性疫苗，主動式癌症免疫療法

本臨床試驗已於 106 年 1 月與美國食品藥物管理署(FDA)召開第二期臨床試驗完成

會議(End of Phase 2 Meeting)；4 月收到歐洲 EMA 針對本公司有關 OBI-822 全球三期臨

床試驗設計相關提問之書面回覆；OBI-822 後續臨床試驗將根據上述會議結果規劃並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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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BI-833 新世代 Globo H 治療性疫苗，主動式癌症免疫療法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TFDA)於 104 年 7 月 20 日核准 OBI-833/821 第一期臨

床試驗計畫，針對肺癌、胃癌、大腸直腸癌和乳癌已轉移病患展開臨床一期試驗，目前

已完成所有劑量組別之安全性評估，預計於 106 年第三季啟動劑量延伸(Expansion 
Cohort Phase)臨床收案。

3. OBI-888 Globo H 被動式癌症免疫療法

單株抗體目前仍為癌症治療最多使用的標靶免疫療法，OBI-888 是針對 Globo H 為
標的設計的被動式免疫療法單株抗體。台灣浩鼎已定出適合發展的藥物的抗體結構序

列，並已提出專利申請。截至 106 年 3 月底，已完成猴子與大鼠的重複劑量毒性試驗的

投藥，目前正在進行病理分析，將於 106 年 6 月完成毒理報告。目前正以抗體細胞株進

行量產中並已選定成品藥充填廠，預計於 106 年第 3 季與美國 FDA 進行 pre-IND 會議，

並於 106 年第 4 季送出 IND 申請。

4. OBI-868 醣晶片癌症檢驗試劑

OBI-868 醣晶片能即時監測病人產生的抗醣抗體濃度。在持續地設計改良與製程

優化輔助下，晶片品質大幅提升；相較於傳統 ELISA 方法，醣晶片具有更高的靈敏度

與專一性，能夠精準定量血清中與目標醣分子結合的抗體量。醣晶片目前已應用於臨

床試驗的檢體分析，包括 OBI-822 回溯性試驗與 OBI-833 臨床試驗。在初步實驗數據

中顯示，有較好的存活率的病人，能早期產生 Globo H IgM 抗體，證實醣晶片能成功

輔助疫苗發展，並幫助病人得到更好的治療。

除了應用於臨床試驗外，醣晶片亦致力於協助開發 Globo 系列抗醣抗體所需的相

關檢測，目前已應用於各項產品線之藥理試驗研究。藉由醣晶片測量不同疫苗在動物

體內產生之效價，能夠快速且有效的篩選出有潛力的疫苗組合。此外，應用於肺癌、

腸癌、胃癌等適應症之可行性研究已完成晶片實驗，初步數據顯示醣晶片未來具有監

測癌症進程的潛力。醣晶片的發展將著重於分析臨床檢體與協助各項專案，與醣類疫

苗與單株抗體的開發相輔相成。

5. OBI-858 新型肉毒桿菌素

OBI-858 開發策略將先在台灣進行早期臨床開發。由於肉毒桿菌素的劇毒，製造

工廠的規格極為嚴格，世界上僅少數公司有能力生產。本專案發展之初即通報疾病管制

局(CDC)，並在完全遵照相關規定且符合生物安全規範下進行小量生產。初步成果証

實，本公司所生產肉毒桿菌素產品完全符合歐洲藥典規範，且已與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進行溝通會議。本產品將以新菌種發展成新型肉毒桿菌毒素，製劑用於醫學美容用

途。截至 103 年 7 月底，台灣浩鼎己生產足量肉毒桿菌素，隨後於 104 年完成毒理試驗

與臨床用原料藥生產，並展開原料藥安定性試驗。現階段正進行成品藥無菌充填製程開

發與劑型研究，未來將委託符合「藥品優良作業規範(cGMP)」之製造場所，進行臨床

試驗用成品藥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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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OBI-999 Globo H 抗體小分子藥物複合體（Antibody-Drug Conjugate），癌症治療藥

  本產品將利用 Globo H 抗體識別 Globo H 高度表現的癌症，藉由專一性釋放小分子

化學藥物的方式，針對 Globo H 高度表現的癌症細胞進行直接細胞毒殺的治療。目前已

完成初步概念驗證，正進行 CMC 計畫及毒理試驗設計。

7.  OBI-3424 AKR1C3 酶前驅藥

本公司於 106 年 5 月自美國 Threshold Pharmaceuticals 取得 TH-3424 抗癌藥物

(OBI-3424 ; AKR1C3 酶前驅藥) 的歐美及全球(除亞洲外)之研發及商品化獨家授權，

OBI-3424 預計於 107 年第 1 季進行試驗新藥申請 (IND)。AKR1C3 酶在 15 種以上的腫

瘤有高度表現，主要參與激素合成和毒素的清除，OBI-3424 在腫瘤細胞內 AKR1C3 酶

催化下，轉化為具細胞毒性之代謝物來達到抗腫瘤效果， OBI-3424 亦為此機轉中最具

潛力的研發中藥物。

 (三)短中長期業務發展計畫：

本公司以針對全球尚未滿足的醫療需求（Unmet Medical Needs）開發抗癌新藥為主營

業務。

本公司短期發展計畫為啟動 OBI-822 乳癌治療性疫苗全球三期臨床試驗，並將

OBI-888 等單株抗體推進人體臨床試驗。同時尋求與國際藥廠合作之可能性。

本公司的長程目標，為透過產品多樣化策略，如 OBI-999 抗體小分子藥物複合體及

OBI-3424 酶前趨藥，輔以產品生命週期管理，持續擴大產品組合，最終成為世界級的癌症

製藥公司。本公司會將這些成就回饋台灣，透過增加就業機會，引領生技業邁向國際化，

創造世界級的台灣品牌，並利用資本投資以及新的研發計畫，進一步投資，貢獻台灣；並

可望創造股東及公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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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營運損益差異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年度
105 年

改善計劃申報數(註) 財報數 差異數

營業收入              50,000              92,422              42,422
營業收入合計              50,000              92,422              42,422
營業成本                  -                  -                  -
營業毛利              50,000              92,422              42,422
營業費用

行銷費用 60,768  -  (60,768)
管理及總務費用  319,151  345,412  26,261
研究發展費用  1,172,597 859,480  (313,117)

營業費用合計  1,552,516  1,204,892  (347,624)
營業淨(損)益  (1,502,516)  (1,112,470)  390,496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37,818  4,846  (32,972)
稅前(損)益  (1,464,698)  (1,107,624)  357,074
所得稅費用  -  (2,504)  (2,504)
本期淨(損)益  (1,464,698)  (1,110,128)  354,570

註：依證櫃審字第 1030035504 號控管

(一) 營業收入：

主係鼎腹欣(DIFICID)台灣地區經銷權授權收入 300 萬美元較預期高所致。

(二) 營業費用：

本公司營業費用包含各部門薪資費用、行政費用、CMO 公司生產試驗用藥、CRO 公司執

行臨床試驗及採購實驗用藥等費用。各項差異說明如下：

        1.行銷費用差異：

主係鼎腹欣(DIFICID)台灣地區經銷權業已授權予其他藥廠，故相關之市場調查及行銷

費用並未支出所致。

        2.管理及總務費用差異：

主係(1) 執行員工認股權憑證費用化。

    (2) 搬遷實驗室相關支出增加所致。

        3.研究發展費用差異：

主係(1) OBI-822 全球三期臨床試驗時程延後，相關費用遞延發生所致。

(2) OBI-833 臨床試驗時程延後，相關費用遞延發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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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主係定期存款產生之利息收入，另由於 105 年第 4 季匯率波動台幣升值

造成外幣定存未實現匯兌損失，故造成營業外收支較改善計劃申報數減少。

整體而言，生技新藥研發具有的週期長之特性，且各國藥政單位可能修訂藥政法規，藥物

研發過程中的瓶頸，都將致使開發期程的實際執行與原有規劃可能有所不同，因此造成預

估基礎變動而有所差異。本公司已建立良好的研發管理，透過層級式架構網羅專業人才、

跨部門整合、專案管理等方式，加上階段檢核點，以專案小組聯合評估計畫進度與產出成

果，盡可能管理研發期間的各項變數，在實際條件下達成最適結果。

陸、結語

合併治療已為發展抗癌新療法的趨勢，浩鼎除了持續推進主動免疫抗癌疫苗與被動免疫單株抗

體兩大產品線外，也將加快ADC等癌症標靶治療相關技術的布局；同時與理念相近、資源產品互

補的生技醫療同業或上下游廠商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來降低新藥研發與商品化之風險，尋求公司價

值的極大化。

除了年度營運目標，浩鼎也持續規劃並檢視中長期發展策略，扎實完成每一階段之重要里程

碑，穩健朝向成為國際級生技新藥公司的長遠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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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05 年員工認股權憑證

發行及認股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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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05 年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及認股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第三條

認股權人資格

條件

以認股基準日前到職之本公司

及國內外由本公司直接或間接

持有具表決權股數超過 50%之

子公司及分公司正式編制內之

全職員工為限。認股資格基準

日由董事長決定。惟具經理人

身分者，應先提報薪資報酬委

員會同意。實際得為認股權人

之員工及得認股之數量，將參

酌職級、工作績效、過去及預

期整體貢獻或特殊貢獻及發展

潛力等因素為決定原則，由總

經理擬訂轉呈董事長核准後，

報董事會同意。員工認股權憑

證給予單一認股權人得認購股

數，不得超過本次發行員工認

股權憑證總數之百分之十。依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

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

規定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累計

給予單一認股權人得認購股

數，加計認股權人累計取得限

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合計數，不

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千分

之三，且加計發行人依第五十

六條第一項規定發行員工認股

權憑證累計給予單一認股權人

得認購股數，不得超過已發行

以認股基準日前到職之本公司

及國內外由本公司直接或間接

持有具表決權股數超過 50%之

子公司及分公司正式編制內之

全職員工為限。認股資格基準

日由董事長決定。實際得為認

股權人之員工及得認股之數

量，將參酌職級、工作績效、

過去及預期整體貢獻或特殊貢

獻及發展潛力等因素為決定原

則，由總經理擬訂轉呈董事長

核准後，報董事會同意。員工

認股權憑證給予單一認股權人

得認購股數，不得超過本次發

行員工認股權憑證總數之百分

之十。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

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

一第一項規定發行員工認股權

憑證累計給予單一認股權人得

認購股數，加計認股權人累計

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合計

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

之千分之三，且加計發行人依

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發行員

工認股權憑證累計給予單一認

股權人得認購股數，不得超過

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一。

依金融監

督管理委

員會要

求，修訂

本公司

「105 年

員工認股

權憑證發

行及認股

辦法」部

分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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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一。

第五條

認股條件

4.認股權人自本公司授予員工

認股權憑證後，經本公司認定

有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且

情節重大時，本公司有權就其

尚未具行使權之認股權憑證予

以收回並註銷，且其額度不再

發行。

(刪除)5.前述權利期間及比

例，董事會得就每次發行情形

調整之。

4.認股權人自本公司授予員工

認股權憑證後，經本公司認定

有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

時，本公司有權就其尚未具行

使權之認股權憑證予以收回並

註銷，且其額度不再發行。

5.前述權利期間及比例，董事會

得就每次發行情形調整之。

依金融監

督管理委

員會要

求，修訂

本公司

「105 年

員工認股

權憑證發

行及認股

辦法」部

分條文。

第七條

認股價格之調

整

(一)本認股權憑證發行後，除本

公司發行公司所發行具有

普通股轉換權或認股權之

各種有價證券換發普通股

股份、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或因員工紅利發行新股

外，遇有本公司普通股股份

發生變動時 (包含私募)，包

括：辦理現金增資、盈餘轉

增資、資本公積轉增資、公

司合併、公司分割、股票分

割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

新股及辦理現金增資參與

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或其他

公司未取得對價而發行新

股的情形等)，認股價格依

下列公式調整之（調整後認

股價格以四捨五入之方式

計算至新台幣角為止，分以

下四捨五入）。

調整後之認股價格＝  

 (一) 本認股權憑證發行後，除

發行公司所發行具有普通股轉

換權或認股權之各種有價證券

換發普通股股份或因員工紅利

發行新股外，遇有本公司普通

股股份發生變動時 (包含私

募)，包括：辦理現金增資、盈

餘轉增資、資本公積轉增資、

公司合併、股票分割或受讓他

公司股份發行新股及辦理現金

增資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

等，認股價格依下列公式調整

之（調整後認股價格以四捨五

入之方式計算至新台幣角為

止，分以下四捨五入）。

調整後之認股價格＝  

﹝（調整前認股價格×已發行股

數）+ （每股繳款金額×新股發

行股數）﹞/
(已發行股數 + 新股發行股數)  

依金融監

督管理委

員會要

求，修訂

本公司

「105 年

員工認股

權憑證發

行及認股

辦法」部

分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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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認股價格＊[已發行

股數+(每股繳款金額＊新

股發行股數)/每股時價] 
/(已發行股數+新股發行股

數) 
(二) (略) 
(三)認股權憑證發行後，若本公

司遇非因庫藏股註銷之減

資致普通股減少股份時，

依下列公式計算其調整後

認股價格（計算至新台幣

角為止，分以下四拾五

入），

     1.於減資基準日調整之。

減資彌補虧損時: 
調整後認股價格＝調

整前認股價格＊

減資前已發行普

通股股數/減資後

已發 行普通股股

數

2.現金減資時: 
調整後認股價格＝

(調整前認股價

格-每股退還現

金金額)＊減資

前已發行普通股

股數/減資後已

發行普通股股數

3.本認股權憑證發行

後，遇有上述調整

認股價格之情形，

董事會應按認股價

(二) (略) 
(三) 認股權憑證發行後，若本公

司遇非因庫藏股註銷之減

資致普通股減少股份時，依

下列公式計算其調整後認

股價格：

調整後認股價格=調整前認

股價格×（減資前已發行普

通股股數/減資後已發行普

通股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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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調整之比例反向

調整每單位認股權

憑證可認購股數，

但以認股時章程載

明有足以供認購股

份數額者為限。

第十二條 (前文略) 
本辦法首次於民國一○五年十

一月十一日董事會通過。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六年三

月九日。

(前文略) 
本辦法首次於民國一○五年十

一月十一日董事會通過。

增列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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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一○五年度

會計師查核報告暨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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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個體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書

民國 105 年度及 104 年度

-38-



-39-



-40-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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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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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書

民國 105 年度及 104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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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台灣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台灣浩鼎生技股份有限

公司。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項目如下：

1. IG01010 生物技術服務業。

2. F108021 西藥批發業。

3. F107070 動物用藥品批發業。

4. F107080 環境用藥批發業。

5. F208021 西藥零售業。

6. F207070 動物用藥零售業。

7. F207080 環境用藥零售業。

8.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9. I103060 管理顧問業。

10. IC01010 藥品檢驗業。

11. IG02010 研究發展服務業。

12. F601010 智慧財產權業

13.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支機構。

第 四 條： 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廿八條及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第 五 條： 本公司轉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有關轉投資不得超過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四十之限制，並得因業務上之需要從事對外保證，並依本公司背書保證

作業程序執行。

第二章 股  份

第 六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三十億元，分為三億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元，

其中未發行之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前項資本總額內保留新台幣二億

四仟萬元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共計二仟四百萬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

元，授權董事會視需要分次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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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如擬發行認股價格低於發行日普通股票收盤價之員工認股權憑

證，應依相關規定，經股東會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出席，出

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得於股東決議之日起一年內

分次申報辦理。

本公司如擬將買回本公司之股份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

工，應依相關規定，經最近一次股東會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出席，

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辦理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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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 八 條: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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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條: 本公司股務處理依證券主管機關所頒布之「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規定辦理。

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 十 條： 本公司股東會分下列兩種: 
一、股東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

依法召開。

二、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依相關法令召集之。

股東會採行電子投票列為本公司股東行使表決權管道之一，其相關作業依主

管機關規定辦理。

第 十一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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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會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

第 十二 條： 股東會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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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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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或蓋章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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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條：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表決權受有限制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

規定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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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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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 十六 條： 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議事錄之製作及分

發，悉依公司法第一八三條規定辦理。

第四章 董事

第 十七 條： 本公司設董事 7 人，任期 3 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連選得連

任，董事任期屆滿而未改選時，延長其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本公司

董事之選舉自選任第六屆董事時起，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董事候

選人名單中選任。

前述董事名額中，本公司得設獨立董事名額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

席次五分之一，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

式及其他應行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之一 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應

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

審計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之成員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

法律規定監察人之職權。有關審計委員會之人數、任期、職權、議事

規則等事項，以審計委員組織規程另訂定之。

本公司得另設其他功能性委員會，其組織規程由董事會制定後施行之。

第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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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選董事長一人，並得互選副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

第 十九 條： 董事會議應由本公司董事長擔任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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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之召集通知，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四條規定辦理，並得以書面、電子郵

件或傳真方式為之。

第 二十 條： 董事得以書面授權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但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載明

授權範圍，並以受一人委託為限。

第二十一條 (刪除)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得為董事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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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金額及投保事宜授權董事會議定之。

第二十三條： 董事之報酬，由薪資報酬委員會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

酌同業通常水準支給議定後，再提報董事會決議之。本公司對獨立董事得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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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一般董事不同之薪資報酬。

第五章 經  理 人

第二十四條： 本公司得設置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辦理。

第六章 會   計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屆會計年度終了，

董事會應編造(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表，(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

案等各項表冊依法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後，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二為員工酬勞、不超過百分之二

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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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報告股東會。

前項發給股票或現金酬勞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其

條件及方式由董事會訂定之。

第二十六條之一：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累積虧損，次提 10%為法

定盈餘公積，其餘除派付股息外，如尚有盈餘，再由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紅

利。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係屬資本密集行業，且目前處於營運成長階段，須以保留盈

餘因應營運成長及投資需求之資金，原則上將採取平衡股利政策，以部份股

票股利及部份現金股利互相搭配，其中現金股利以不低於總發放股利之 10%。

惟此項盈餘分派之種類及比率，得視當年度實際獲利及資金狀況，提董事會

擬具議案，經股東會決議之。

第七章 附   則

第二十八條： 本章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十八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三月九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二月七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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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台灣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張念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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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台灣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1.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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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2.範圍：

凡本公司召開之股東會悉依本規則辦理。

3.作業說明：

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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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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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陳列於公司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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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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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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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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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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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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

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

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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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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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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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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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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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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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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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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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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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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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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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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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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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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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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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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表決權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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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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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出席股東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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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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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其他股東附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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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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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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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電子及以輸入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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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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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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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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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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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規則首次訂定及通過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三月九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月廿六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三年七月廿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六月三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六月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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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台灣浩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1.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1,720,610,800 元整，已發行股數計 172,061,080 股。

2.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之規定。

(1).本公司全體非獨立董事持股總額不得少於本公司已發行股份 10,323,664 股。

(2).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故無監察人法定應持有股數之適用。

3.本公司董事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持有股數如下: 

職稱 姓名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董事長
宜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念慈
25,765,032 14.97%

董事
宜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曾達夢

董事
盛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卓隆燁
250,000 0.15%

董事
盛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志全

獨立董事 馮震宇 - -

獨立董事 張仲明 - -

獨立董事 王泰昌 - -

全體非獨立董事持有股數 26,015,032 15.12%

註：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期間為 106 年 4 月 30 日起至 106 年 6 月 28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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