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信醫藥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開會時間：2017 年 6 月 19 日（星期一）下午 2 點整 

 

開會地點：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AB 廳 

 

出席股數：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份共計 97,221,100 股，出席具表決權總

股數為 73,895,902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之 76%。 

 

列席：楊銓慶；本公司研究開發處副總經理 

      黃鈞彥；本公司財會部協理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吳世宗 會計師 

      立暘法律事務所           陳貞吟 律師 

       

董事會成員出席： 

董事長 Lester John Wu 吳崇漢、董事 林懋元、董事 蕭斯欣、獨立董事 簡

紹峰 

 

主席：Lester John Wu 吳崇漢                   紀錄：楊琇雁 

 

壹、 宣佈開會（大會報告出席股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貳、 主席致詞（略） 

 



 

 
 

 

參、 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二○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公鑒。 

 說 明：本公司二○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第二案  

案 由：審計委員會審查 2016 年度決算表冊之報告書，敬請 公鑒。 

 說 明：本公司二○一六年度決算表冊之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 

【附件二】。 

第三案  

案 由：本公司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敬請 公鑒。 

 說 明：二○一六年度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請參閱【附件三】。 

 

第四案  

案 由：股東提案未列入議案之理由，敬請 公鑒。 

  說 明：本公司本次股東會受理股東提案申請，期間 2017 年 04 月 14 日起至

2017 年 04 月 24 日止，並未接獲任何股東提案。 

 

第五案  

案 由：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敬請 公鑒。 

  說 明：依台灣證券相關法令要求，向股東會報告本公司之董事會議事辦法， 

          請參閱【附件四】。 

 

 

 

 

 

 



 

 
 

 

肆、 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本公司 2016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二○一六年度財務報表已提請第一屆第十一次董事會決議

通過，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吳世宗會計師、邱政俊會計

師查核完竣，並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檢同二○一六年度營

業報告書在案。 

二、二○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二○一六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請參閱【附件五】。 

三、提請  承認。 

 

決  議：經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進行決議，本案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出席股東 
總表決權數 
(其中電子投

票權數) 

贊成權數 
(其中電子投

票權數) 

反對權數 
(其中電子

投票權數) 

無效權數 
(其中電子

投票權數) 

棄權/ 
未投票權數 
(其中電子

投票權數) 

73,712,902 權 

(866,699 權) 

72,841,399 權 

(866,699 權) 

0 權 

(0 權) 

165,000 權 

(0 權) 

706,503 權 

(0 權) 

比率 98.82% 0% 0.22% 0.96%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二○一六年度虧損撥補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二○一六年度本期稅後淨損為新台幣 101,918 仟元，截至二○一六

年底累積虧損為新台幣 534,304 仟元。 

二、二○一六年度虧損撥補表已提請第一屆第十一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請參閱【附件六】。 

三、提請  承認。 



 

 
 

 

決  議：經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進行決議，本案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出席股東 
總表決權數 
(其中電子投

票權數) 

贊成權數 
(其中電子投

票權數) 

反對權數 
(其中電子

投票權數) 

無效權數 
(其中電子

投票權數) 

棄權/ 
未投票權數 
(其中電子

投票權數) 

73,712,902 權 

(866,699 權) 

72,841,399 權 

(866,699 權) 

0 權 

(0 權) 

165,000 權 

(0 權) 

706,503 權 

(0 權) 

比率 98.82% 0% 0.22% 0.96% 
 

 

伍、 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增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案，謹請  討論。 
說 明：一、依本公司章程規定訂定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請參閱【附件

七】。 
 二、本案於 2017 年 3 月 23 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於本次股東常會 
     提案討論。 

 三、謹請  討論。 

 

決  議：經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進行決議，本案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出席股東 
總表決權數 
(其中電子投

票權數) 

贊成權數 
(其中電子投

票權數) 

反對權數 
(其中電子

投票權數) 

無效權數 
(其中電子

投票權數) 

棄權/ 
未投票權數 
(其中電子

投票權數) 

73,895,902 權 

(866,699 權) 

73,097,399 權 

(866,699 權) 

0 權 

(0 權) 

0 權 

(0 權) 

798,503 權 

(0 權) 

比率 98.92% 0% 0% 1.08%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與處分資產準則」、「資金貸與處理準則」及「背書

保證處理準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依金管證發字第 1060004523 號函規定修訂本公司「取得與處分

資產準則」，修正條文對照請參閱【附件八】。 

二、依公司現行作業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處理準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修正條文對照請參閱【附件九】及【附件十】。 

三、本案於 2017 年 3 月 23 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於本次股東常會提

案討論。 

四、謹請  討論。 

 

決  議：經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進行決議，本案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出席股東 
總表決權數 
(其中電子投

票權數) 

贊成權數 
(其中電子投

票權數) 

反對權數 
(其中電子

投票權數) 

無效權數 
(其中電子

投票權數) 

棄權/ 
未投票權數 
(其中電子

投票權數) 

73,895,902 權 

(866,699 權) 

73,097,399 權 

(866,699 權) 

0 權 

(0 權) 

0 權 

(0 權) 

798,503 權 

(0 權) 

比率 98.92% 0% 0% 1.08%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本公司第一屆董事競業禁止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或有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 

           之業務，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之前提下，爰依台灣公司法 209 條 

           規定，擬請股東會解除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 

二、提請解除競業禁止董事名單參閱【附件十一】 

三、案於 2017 年 3 月 23 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於本次股東常會提案 

    討論。 

四、謹請  討論。 



 

 
 

 

決  議：經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進行決議，本案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出席股東 
總表決權數 
(其中電子投

票權數) 

贊成權數 
(其中電子投

票權數) 

反對權數 
(其中電子

投票權數) 

無效權數 
(其中電子

投票權數) 

棄權/ 
未投票權數 
(其中電子

投票權數) 

73,895,902 權 

(866,699 權) 

73,097,399 權 

(866,699 權) 

0 權 

(0 權) 

0 權 

(0 權) 

798,503 權 

(0 權) 

比率 98.92% 0% 0% 1.08%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申請股票上市、櫃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本公司自 2017 年 1 月 18 日獲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公開發

行，為吸引優秀人才並提高市場競爭力，以因應未來公司業務成

長之需要，擬申請股票上市、櫃。 

二、申請股票上市、櫃之送件時間，擬視公司營運狀況及資本市場變 

    動情形，擬提請 2017 年度股東常會授權本公司董事會全權辦理。 

三、案於 2017 年 3 月 23 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於本次股東常會提案

討論。 

四、謹請  討論。 

 

決  議：經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進行決議，本案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出席股東 
總表決權數 
(其中電子投

票權數) 

贊成權數 
(其中電子投

票權數) 

反對權數 
(其中電子

投票權數) 

無效權數 
(其中電子

投票權數) 

棄權/ 
未投票權數 
(其中電子

投票權數) 

73,895,902 權 

(866,699 權) 

73,097,399 權 

(866,699 權) 

0 權 

(0 權) 

0 權 

(0 權) 

798,503 權 

(0 權) 

比率 98.92% 0% 0% 1.08% 

 



 

 
 

第五案 (董事會提) 

案  由：初次申請上市、櫃掛牌前之現金增資提撥公開承銷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為配合本公司申請股票上市、櫃案，依相關法令之規定，擬以辦

理現金增資做初次上市、櫃前公開承銷之來源。 

二、本次發行之現金增資除依台灣公司法第267條規定，保留10%~15%

股份由員工認購，其餘 85%~90%股份擬依台灣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

之 1 及相關股票上市、櫃之法令規定，由原股東放棄優先認購權，

全數提撥供辦理上市、櫃前公開承銷，員工放棄或認購不足部份

擬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發行價格認購之。 

三、本次現金增資發行之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已發行普通股相同，並

採無實體發行。 

四、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發行時間、發行價格、資金運用計劃及

預計產生效益，擬採用之承銷方式及其他未盡事宜，如因法令規

定或主管機關核定及基於營運評估或因客觀環境須予以修正變更

時，擬提請 2017 年度股東常會授權本公司董事會全權辦理。 

五、案於 2017 年 3 月 23 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於本次股東常會提案

討論。 

六、謹請  討論。 
 

決  議：經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進行決議，本案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出席股東 
總表決權數 
(其中電子投

票權數) 

贊成權數 
(其中電子投

票權數) 

反對權數 
(其中電子

投票權數) 

無效權數 
(其中電子

投票權數) 

棄權/ 
未投票權數 
(其中電子

投票權數) 

73,895,902 權 

(866,699 權) 

73,097,399 權 

(866,699 權) 

0 權 

(0 權) 

0 權 

(0 權) 

798,503 權 

(0 權) 

比率 98.92% 0% 0% 1.08%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散會：2017 年 6月 19 日下午 2點 52 分主席宣佈散會。 
  



 

 
 

  

 

 
共信醫藥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Gongwin Biopharm Holdings (KY) 

2016 年營業報告書 
2016 Annual Business Report 

一、2016 年營業結果 

回顧 2016 年度，為因應新政府推動的各項生技政策，整合新興製藥產業所需之各項措

施，並將生技產業列入五大創新產業之一的決心，本公司決定在上半年擴大營運，因而將營

運地點搬到現址，同時不斷招募人力以加速各項營運觸角，在 2016 年已經如先前規劃，順

利的整理出子公司 PTS International Inc.在中國大陸完成之肝癌臨床試驗結果，向台灣 TFDA

提出以 PTS100 治療肝癌的二期臨床試驗申請；同時也向美國 FDA 提出 PTS-02 符合孤兒藥

認定的申請；2016 年 6 月，中國 CFDA 第 113 號公告：「總局關於藥物臨床試驗資料自查核

查撤回品種重新申報有關事宜的公告」說明了撤回品種重新申報的有關事宜，本公司的

PTS302 得以依據這份公告的規定補充完善臨床試驗，重新提出申請。並預計在 2017 年第

1~2 季左右送件。 

I. 2016 Annual Business Results  
Looking back in 2016, to respond to new government’s promotion of various biotechnology 

policies, various measures required to integrate the emerging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nd 
determination to categorize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as one of the major five innovative 
industries, the Company has decided to expand its operations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6 by relocating 
the location of operations to the current address. Meanwhile, the Company has continued to recruit 
talents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its operational fields. In 2016,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plan, the liver cancer clinical trial results conducted in Mainland China by the subsidiary PTS 
International Inc. were successfully organized, and Phase II clinical trial application to treat liver 
cancer with PTS100 was submitted to Taiwan FDA; at the meantime, the application of orphan drug 
identification for PTS-02 to USA was also submitted. In June 2016, No. 113 announcement by 
China FDA, the “Announcement regarding relevant matters of self-audit, verification and re-
submission of drug clinical trial data concerning rejected items by China FDA” described relevant 
matters concerning the re-submission of rejected items, so the Company’s may supplement and 
improve the clinical trials of PTS302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gulations in this announcement and 
resubmit the application. The submission is expected to take place during the first and second 
quarter of 2017.  

 
研發方面，本公司已經進駐國內大專院校的育成中心，展開一系列與 PTS 新藥相關的

研究計畫。除了自行開發的項目之外，與大專院校、財團法人、CRO 的研發計畫也已經陸

續展開。部分成果也已經成為全球專利佈局的材料，包含子公司天津紅日健達康在內，總計

在 2016 年本公司共提出 4 項專利申請，預計在 2017 年可以獲得 1~2 項專利核准。此一研發

成果可為未來的國際授權建立穩固的基礎。在市場方面，本公司在 2016 年年底已經與澳洲

一家醫藥公司達成包括：澳洲、紐西蘭的市場銷售協議。未來將依據此一區域合約為範例，

開拓全球的市場授權活動。 

In the aspect of R & D, the Company has stationed in the incubation centers inside domestic 

附件一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launched research programs for a series of PTS related new drugs. In 
addition to self-developed projects, the research programs with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undations, CRO have also been launched one after another. Part of the results have also become 
the basis for global patent deployment, and there were a total of four items of patent applications 
submitted by the Company in 2016, including the application by subsidiary Tianjin Chase Sun 
Jiandakang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Co., Ltd.; approximately 1-2 patent approvals are expected 
to be obtained in 2017. The R & D results shall lay concrete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licensing 
in the future. In the aspect of markets, the Company has signed a marketing and sales agreement 
with an Australian pharmaceutical company, including the markets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In the future, the Company shall develop the global-wise market licensing activities basing on this 
regional contract as an example. 

 
二、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II. Analysis of Financial Receipts and Expenditures, and Profitability 

單位：新台幣仟元：% 
Unit: NT$ in 1,000’s:% 

年 度 

Year 

 
分 析 項 目 

Item Analyzed 

 
2015 年 

Year 2015 

 

 
2016 年 

Year 2016 

 

 
增(減)比(%) 

Increase (Decrease) 

Ratio (%) 

損 益 

 
分 析 

P r o f i t  a n d 

Loss Analysis 

營業收入 

Operating Income  

0 93 100.00 

營業毛利 

Operating Margin 

0 93 100.00 

營業淨利  

Operating Net Profit   

(50,363) (106,937) (112.33) 

 
獲 利 

 

 
能 力 

Profitability 

資產報酬率(%) 

Return on Assets (%) 

(14.83%) (15.25%) (2.83) 

權益報酬率(%) 

Return on Equity (%) 

(18.85%) (17.34%) 8.01 

占實收 

資 本 比 率

(%) 

Ratio to 

Paid-In 

Capital 

營業利益 

Operational Profit 

(5.37) (11.00) (104.84) 

稅前純益 

Pre-Tax Net Profit 

(5.33) (10.73) (101.31) 

純益率(%) 

Net Profit Rate *%) 

0 (112,212.9) (100.00) 

每股盈餘(元) 

Earnings per Share (Dollars) 

(0.54) (1.08) (100.00) 



 

 
 

三、研究發展狀況 

III. Research & Development Status 

本公司現階段的研究發展方向，主要以 PTS 的抗癌特性為開發主軸，除了建立自主細

胞活性分析系統與腫瘤動物模式外，也針對 PTS 有效的抗癌分子機制進行研討，同時導入

先進的劑型技術，以因應市場的需求發展趨勢。以上的研究工作除了自行研發之外，分別委

請台灣大學、工研院、生技中心及台北醫學大學，以期建立更具有市場競爭性的新產品。 

The Company’s R & D direction in the current stage is mainly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PTS anti-cancer properties. In addition to establishing autonomous cell activity analysis system and 
tumor animal model, research on PTS’s effective anti-cancer molecular mechanism is also 
conducted. At the meantime, the advanced formulation technology is also implemented in response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s required by the market. In addition to our own R & D, we also invite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TRI, Development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and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for collaborations, to create new products with market competitiveness. 

因應 CFDA 在 2016 年 113 號公告，本公司於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2 月對參與中國三

期肺癌試驗的 17 家醫院進行了 100%數據核查，由於數據真實可靠，雖有不完整及不規範的

問題，但是並不影響療效/安全性的結論，預計可於 2017 年第二季重新向 CFDA 遞交藥證申

請。其次，本公司於 2016 年 6 月與台灣醫藥品查驗中心完成二期肝癌臨床試驗諮詢，9 月

向 TFDA 及台大醫院遞交試驗申請。於 11 月 4 日取得台大醫院 IRB 核准。TFDA 於 2016 年

10 月 17 日要求補件，本公司於 2017 年 1 月 13 日完成補件，預計 TFDA 於 2017 年 3 月第

二次回覆。第三，本公司於 2016 年 9 月向美國 FDA 提出氣管腺樣囊性癌(TACC)的孤兒藥

認證申請，並於 2017 年 1 月取得認證，將為全世界第二家獲得此認證之藥廠。此認證對產

品在全球的能見度將有明顯的幫助。 

In response to the announcement No. 113 by CFDA in 2016, during the period of July 2016 
and February 2017 the Company conducted 100% data audit on 17 hospital which participate in 
China Phase III lung cancer trials. As the data was found to be true and reliable, even though there 
were issues of incompleteness and non-standardization, the efficacy/safety conclusion was not 
affected; the drug permit license application is expected to be re-submitted to CFDA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17. Secondly, the Company has completed consultation with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Taiwan concerning Phase II liver cancer clinical trial in June 2016, and the trial 
application was submitted to TFDA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Sept. The approval from 
IRB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as obtained on Nov. 4. TFDA requested supplementary 
documents on Oct. 17, 2016, and the Company completed the submission of supplementary 
documents on Jan. 13, 2017; TFDA is expected to make second response in March 2017. Thirdly, 
the Company submitted the application of orphan drug designation for tracheal adenoid cystic 
carcinoma (TACC) to US FDA in Sept. 2016, and obtained the designation, becoming the second 
pharmaceutical company to have acquired this designation in the world. This designation shall help 
significantly in terms of this product’s global visibility. 

 
四、2017 年營業計畫概要 

IV. Summary of 2017 Annual Business Plan 

 
在研究發展方面，2017 年會陸續完成 PTS 的 GLP 藥毒理實驗，並將製程技術優質化，



 

 
 

以完成相關臨床用藥的 CMC 及臨床藥品製備。臨床試驗方面，在 2017 年第二季將完成中

國肺癌藥證的重新送件，預計於 2017 年底取得 CFDA 核准。其次，若取得 TFDA 核准亦將

於 2017~2018 年在台大醫院啟動二期肝癌臨床試驗，預計需要 2 年左右的時間完成所有受試

者的第一年追蹤，以評估後續的臨床策略。第三，2017 年將進行新適應症(惡性肋膜積液及

腺樣囊性癌)全球試驗申請的可行性評估，並於二年內完成美國及澳洲的新適應症臨床試驗

申請遞件。 
In the aspect of R & D, the GLP toxicology experiment of PTS shall be successively 

completed in 2017, and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technology shall be optimized,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 CMC of related clinical drugs and preparation of clinical drugs. In the aspect of 
clinical trials, the re- submission of China lung cancer drug permit license shall be completed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17, and the CFDA approval is expected to be obtained at the end of 2017; and 
the audit approach of this case shall be the demonstration reference for official guidance to other 
companies making re-submission. Secondly, if TFDA approval is obtained, Phase II liver cancer 
clinical trial is expected to start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uring 2017-2018, and it is estimated 
to take approximately two years to complete first year’s tracking of all participants, in order to 
assess subsequent clinical strategies. Thirdly, the feasibility assessment of new indication 
(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 and adenoid cystic carcinoma) global trial application shall be 
conducted in 2017, and the new indication clinical trial application shall be submitted in USA and 
Australia within two years. 

 
2016 年 12 月已與澳洲合作夥伴完成合約簽署。按照目前規劃，在完成臨床前相關試驗

之後，將於 2017 年安排進行與澳洲法規單位 TGA 的諮詢會議，針對未來澳洲之臨床試驗

設計、上市前規劃等議題進行意見交換與討論，預計於年底向台灣/澳洲提出臨床試驗申

請，目前規劃是以 PTS 針對惡性胸腔積液的臨床試驗，執行時間約 2-3 年。 
In Dec. 2016, the Company has signed the contract with the Australian cooperation partner 

Phentac.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plan, after the related pre-clinical trials are completed, a 
consultation meeting with the Australian regulatory unit (TGA) shall be arranged and conducted in 
2017 to exchange opinions and discuss concerning issues, including future clinical trial design and 
pre-market planning, etc. for Australia. The clinical trial application is expected to be submitted in 
Taiwan/Australia by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the current plan is to conduct clinical trial of PTS on 
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 and the execution time is approximately 2-3 years. 

醫藥產業關乎國計民生。近年來，中國全面實施藥品醫療器械審評審批制度改革，審評

審批提速，進一步調動了醫藥創新的積極性。隨著“十三五”《醫藥工業發展規劃指南》的落

地實施，更多臨床急需的創新藥物有望加速獲批，讓更多患者儘快獲益。同時，中國的醫藥

行銷已經進入專業化時代，醫藥企業之間的競爭也是專業化的競爭。所謂專業化，是指產品

的專業化、行銷的專業化和管理的專業。順應市場趨勢，共信將依照 PTS 循證醫學的證

據，讓臨床醫師充分瞭解藥品最優勢患者族群以及安全注意事項，計畫在呼吸介入相關醫學

會議平台中，藉由中國呼吸介入領域主要領先專家共同探討 PTS 的臨床使用經驗分享與交

流，來推廣 PTS 的知名度與臨床治療成果， 同時與專精於呼吸介入治療的大型三甲醫院合

作推動 PTS 呼吸內鏡教育訓練中心，提供廣泛臨床醫師專業的用藥方式與安全教育，加大

PTS 上市前的學術醫學教育與產品品牌的知名度， 為 PTS 成功上市前做系統性的市場銷售

做前期鋪墊工作。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s closely related to national planning and people’s liveliness. In the 

recent years, China has fully implemented the reform of drug and medical instrument review and 
approval system, with review and approval process accelerated, to further trigger the enthusiasm for 
drug innovation. Following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Development 
Planning Guide",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approval of innovative drugs urgently needed for clinical 
trials could be accelerated, so more patients can benefit as soon as possible. In the meantime, 
pharmaceutical marketing in China has entered into an era of specialization, so the competitions 



 

 
 

among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are also competitions of specialization. The so-called 
specialization refers to the specialization of products,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Conforming to 
the market trends, Gongwin shall follow the evidences of PTS evidence-based medicine to let 
clinical doctors fully understand the drug’s most advantageous patient groups as well as safety 
precautions. The Company plans to promote the popularity of PTS and clinical treatment results on 
the respiratory intervention related medical conference platform for major leading experts from the 
China respiratory intervention field to jointly discuss PTS’s clinical uses, experience sharing and 
exchange. In the meantime, the Company will cooperate with large scale triple A hospitals 
specialized in respiratory intervention treatment to promote PTS respiratory endoscop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enter, providing extensive clinical doctors with professional routes of administration 
and safety education, thereby enhancing PTS’s pre-listing and pre-market academic and medical 
education and product brand awareness, paving the way for PTS’s successfully listing with 
systematic marketing and sales efforts.  

 
 
 
 
 
 
 
 
 
 
 
 
 
 
 

董事長 Lester John Wu             總經理 林懋元            財務長 黃鈞彥 
Chairman Lester John Wu            GM: Morrice Lin            CFO：Henry Huang 
 

 

 

 

 

 

 

 

 

 

 

 

 

 

 

 

 



 

 
 

 

 

 

 
 
 
 

共信醫藥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 2016 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

表議案，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吳世宗及邱政俊

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

表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台灣證券交易法第十

四條之四及台灣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

核。 

 

 

 

共信醫藥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簡紹峰 

 

 

日    期：西元 2016 年 0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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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信醫藥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健全營運計畫書執行情形-2017 年度第一季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2017 年 

期間 
第一季 1 月-2 月 

預算數 
第一季 1 月-2 月 

實際數 
差異數 

營業收入 0 177 177 

國際授權 0 177 177 

中國授權 0 0 0 

製劑銷售 0 0 0 

營業成本 0 0 0 

營業毛利  0 177 177 

毛利率 0% 100%  

營業費用      

 推銷費用 0 0 0 

 管理費用 11,433 15,238 3,805 

 研究發展費用 15,205 6,020 (9,185) 

營業費用合計 26,638 21,258 (5,380) 

營業損益 (26,638) (21,081) 5,557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55) (169) (114) 

本期稅前損益 (26,693) (21,250 5,443 
 
差異說明： 
一、營業收入實際數較預算數增加 177 仟元，主要係共信醫藥控股權利金增加 177 仟元

(USD5,769.24 元)所致。 
二、管理費用實際數較預算數增加 3,805 仟元： 
 其中 

1.薪資費用增加 5,950 仟元，主要係共信醫藥控股公司增加員工認股權薪資費用所致。 
2.勞務費用增加 2,010 仟元，主要係共信醫藥控股增加 Deloitte 二期查核款 930 仟元及

台新興櫃送件費 500 仟元所致。 
3.其他費用減少 3,938 仟元，主要係天津紅日實際減少申報註冊費、檢驗費、資料裝訂

費共計 3,938 仟元所致。 
三、研究發展費用實際數較預算數減少 9,185 仟元： 
 其中 

1.薪資費用減少 1,760 仟元，主要係台灣共信薪資費用減少 1,760 仟元所致。 
2.委託研究費用減少 6,291 仟元，主要係台灣共信臨床處減少 3,149 仟元及製技處減少

2,021 仟元所致。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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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信醫藥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辦法 

 

第一條、 訂定依據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董事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

能，爰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訂定本辦法，以資遵

循。 

 

第二條、 議事規範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規範，其主要議事內容、作業程序、議事錄應

載明事項、公告及其他應遵循事項，應依本規範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董事會召集及會議通知 

1.董事會應至少每季召開一次，並於議事規範明定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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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3.前項召集之通知，得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為之。 

4.第七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除有突發緊急情事或正當理由外，

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第四條、 董事會開會地點及時間 

董事會之召開，應於本公司所在地及辦公時間內為之。 

但為業務需要，得於其他便利董事出席且適合董事會召開之地點

及時間為之。 

 

第五條、 會議通知及會議資料 

1.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議事事務單位為財務單位。 

2.議事事務單位應擬訂董事會議事內容，並提供充分之會議資

料，於召集通知時一併寄送。 

3.董事如認為會議資料不足，得向議事事務單位請求補足。 

4.董事如認為議案資料不充足，得經董事會決議後延期審議之。 

第六條、 議事內容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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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性董事會之議事內容，至少包括下列各事項： 

1.報告事項： 

(1)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2)重要財務業務報告。 

(3)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4)其他重要報告事項。 

2.討論事項： 

(1)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 

(2)本次會議預定討論事項。 

3.臨時動議。 

  

第七條、 應經董事會討論事項 

下列事項應提董事會討論： 

1.公司之營運計畫。 

2.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但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

規定無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在此限。 

3.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

內部控制制度。 

4.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

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5.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6.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7.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

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8.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

決議或董事會決議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

關係人；所稱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

累積對同一對象捐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或達最近年度經

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五以上者。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事會召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年，已提董事會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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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設有獨立董事者，對於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應經董事會決議

事項，獨立董事應親自出席或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出席。獨立

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見，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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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 董事會之授權原則 

除第七條第一項應提董事會討論事項外，董事會依法令或公司章

程規定，授權執行之層級、內容等事項，應具體明確。 

 

第九條、 簽名簿等文件備置及董事之委託出席 

 1.召開董事會時，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董事簽到以供查考。 

 2.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如不能親自出席，得依公司章程規

定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如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

出席。 

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時，應於每次出具委託

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

委託為限。 

  

第十條、 董事會主席及代理 

董事會應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股

東會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會議主席由該召集權

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者，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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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董事會參考資料、列席人員 

董事會召開時，董事會指定之議事單位應備妥相關資料供與會董

事隨時查考。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相關部門或子公司

之人員列席。  

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師、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及說

明。但討論及表決時應離席。 



 

18 

 

 

第十二條、 董事會議遲延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並有過半數之董事出席時，應即宣

布開會。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數未出席時，主席得宣

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者，主

席得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程序重新召集。  

前項及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

之。 

 

第十三條、 會議進行方式 

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之議程進行，但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

意者，得變更之。 

前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

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會議進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

董事提議，主議，主席應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此外，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或協商。 

 

第十四條、 表決方式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

討論，提付表決。 

議案表決時，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如

經主席徵詢而有異議者，即應提付表決。表決方式由主席就下列

各款規定擇一行之，但出席者有異議時，應徵求多數之意見決定

之： 

1.舉手表決。 

2.唱名表決。 

3.投票表決。 

4.公司自行選用之表決。 

第二項所稱出席董事全體不包括依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不得行使

表決權之董事。 

 

第十五條、 董事會之決議 

董事會議案之決議，除證交法及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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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議案之表決如有設置監票及計票人員之必要者，由主席指定之，

但監票人員應具董事身分。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錄。 

 

第十六條、 董事之利益迴避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

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

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以迴避，並不

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司法

第二百零六條第三項準用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議事錄作成及保存 

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議事錄應詳實記載下列事項: 

1.會議屆次（或年次）及時間地點。 

2.主席之姓名。 

3.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席、請假及缺席者之姓名與人數。 

4.列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5.紀錄之姓名。 

6.報告事項。 

7.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監察人、專家及

其他人員發言摘要、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

名、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其應迴避或不迴避理由、迴避

情形、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及獨立董事依第七

條第四項規定出具之書面意見。 

8.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監察

人、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涉及利害關

係之董事姓名、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其應迴避或不迴避

理由、迴避情形、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及獨立

董事依第七條第四項規定出具之書面意見。 

9.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之議決事項，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除應於議事錄載明

外，並應於董事會之日起二日內於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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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公告申報： 

1.獨立董事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2.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司，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過。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一部分，應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紀錄人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內分

送各董事及監察人，並應列入公司重要檔案，於公司存續期間妥

善保存。 

第一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十八條、 會議全程錄音或錄影與檔案保存 

本公司應將董事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存證，並至少保存

五年，其保存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保存期限未屆滿前，發生關於董事會相關議決事項之訴訟

時，相關錄音或錄影存證資料應續予保存至訴訟終結止。 

以視訊會議召開董事會者，其視訊影音資料為議事錄之一部分，

應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第十九條、 附則 

本議事辦法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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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信醫藥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虧損撥補表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小計 合計 

期初餘額  (432,386)  

加：    

    本年度稅後淨損 (101,918)   

可供分配盈餘  (534,304)  

    

期末待彌補虧損  (534,304)  

 

 

 

 

 

 

 

 

 

 

 

 

 

 

 

 

 

 

董事長：吳崇漢                   經理人：林懋元           會計主管：黃鈞彥 

       Lester John Wu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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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信醫藥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任程序 
 

第一條 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事，爰依台灣證券相關法及本公司章程令訂定本規

範，以資遵循。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程序辦理。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

化，並就本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當之多元方針，宜包括但不

限於以下二大面向之標準： 

一、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齡、國籍及文化等。 

二、專業知識技能：專業背景（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科

技）、專業技能及產業經驗等。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其整體應具備之

能力如下： 

一、營運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領導能力。 

八、決策能力。 

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據績效評估之結果，考量調整董事會成員組成。 

 

第四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應符合台灣「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

項辦法」第二條、第三條以及第四條之規定。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台灣「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

項辦法」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以及第九條之規定，並應依據台灣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均應依照台灣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選人

提名制度程序為之，為審查董事候選人之資格條件、學經歷背景及有無台灣公

司法第三十條所列各款情事等事項，不得任意增列其他資格條件之證明文件，

並應將審查結果提供股東參考，俾選出適任之董事。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

達章程所定席次三分之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

時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台灣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但書、臺灣證券交易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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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上市審查準則相關規定或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 10 條第 1 項各款不宜上櫃規定之具體認定標準」第 8 款

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

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第六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採用累積投票制，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

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第七條  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

會之股東，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第八條  本公司董事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之選舉

權，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

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第九條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具有股東身分之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

項有關職務。投票箱由董事會製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十條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名及

股東戶號；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編號。惟政

府或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

稱，亦得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

填代表人姓名。 

 

第十一條 選舉票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董事會製備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

所填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核對不符

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股東戶號（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及分配

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六、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明文件編

號可資識別者。 

 

第十二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應由主席當場宣布，包含董事當選名單與其

當選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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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經股東依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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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 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發給當選通知書。 

 

第十四條 本程序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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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信醫藥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與處分資產準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說明 

第七條：取得或處分資產之作業程

序 

…………2.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其他資產 

(1) 承辦單位應將擬取得或處分

之緣由、標的物、交易相對人、

移轉價格、收付款條件、價格參

考依據等事項依本公司「核決權

限表」之權責辦理，並呈請權責

單位裁決。每筆交易金額超過新

台幣一千萬以上者，需提報董事

會同意後由承辦單位及管理部

門負責執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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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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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師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所發佈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

號規定辦理。 

3.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本準

則規定經董事會通過者，如有董

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

明者，本公司並將董事異議資料

送各監察人。已設置獨立董事

者，依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交

第七條：取得或處分資產之作業程

序 

…………2.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其他資產 

(1) 承辦單位應將擬取得或處分

之緣由、標的物、交易相對人、

移轉價格、收付款條件、價格參

考依據等事項依本公司「核決權

限表」之權責辦理，並呈請權責

單位裁決。每筆交易金額超過新

台幣一千萬以上者，需提報董事

會同意後由承辦單位及管理部

門負責執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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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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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師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所發佈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

號規定辦理。 

3.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

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

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

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並將董事

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已設置獨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修

訂。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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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說明 

易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

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

如有反對意見 或保留意見，應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本公司如設置審計委員會時，重

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應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得由全體董事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

之決議。 

立董事者，依規定將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 或

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 

 

第九條：取得或處分資產或其他固

定資產之估價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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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設備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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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

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第九條：取得或處分資產或其他固

定資產之估價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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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設備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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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

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修

訂。 

第十一條：關係人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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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關係人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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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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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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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提報下次股東會報告： 

(1)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

性及預計效益。 

(2)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

因。 

(3)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本條

第三項至第六項規定評估預定 

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4)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

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及關係人之

關係等事項。 

(5)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

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

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

合理性。 

(6)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

見。 

(7)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

重要約定事項。…… 

……7.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如經本條第三項至第六項規

定評估其結果均較交易價格

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1)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

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證

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

轉增資配股。且對公司

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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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提報下次股東會報告： 

(1)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

性及預計效益。 

(2)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

因。 

(3)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本條

第三項至第六項規定評估預定 

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4)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

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及關係人之

關係等事項。 

(5)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

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

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

合理性。 

(6)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

見。 

(7)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

重要約定事項。…… 

……7.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如經本條第三項至第六項規

定評估其結果均較交易價格

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1)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

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證

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

轉增資配股。且對公司

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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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說明 

投資者如為公開發行公

司，亦應就該提列數額

按持股比例依證券交易

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依前述規定提列之特別

盈餘公積，應俟高價購

入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

失或處分或 為適當補償

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

證據確定無不合理者，

並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同意後，始得

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2) 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

成員應依公司法第二百

十八條規定辦理。 

(3)應將本款(1)、(2)處理情

形提報股東會，並將交

易詳細內容揭露於年報

及公開說明書。 

(4)若有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

營業常規之情事者，亦

應依本款(1)~(3)規定辦

理。 

投資者如為公開發行公

司，亦應就該提列數額

按持股比例依證券交易

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依前述規定提列之特別

盈餘公積，應俟高價購

入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

失或處分或 為適當補償

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

證據確定無不合理者，

並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同意後，始得

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2)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

十八條規定辦理。 

(3)應將本款(1)、(2)處理情

形提報股東會，並將交

易詳細內容揭露於年報

及公開說明書。 

(4)若有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

營業常規之情事者，亦

應依本款(1)~(3)規定辦

理。 

第十三條：合併、分割、收購及股

份受讓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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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合併、分割、收購及股

份受讓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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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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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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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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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相關資訊於主關機關指定之

資訊申報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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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 

(3)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本

處理準則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

約損失上限金額。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

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且其交易

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 並

達下列規定之一： 

第十四條：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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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內將相關資訊於主關機關指

定之資訊申報網站辦理公告申

報：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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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 

(3)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本

處理準則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

約損失上限金額。 

(4)除第一款(1)~(3)以外之資產

交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

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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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修

訂。 



 

36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說明 

A.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一百億

元之公開發行司，交易金額達新

臺幣五億元以上。 

B.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

以上之公開發行司，交易金額達

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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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達新臺幣伍億元以上。 

(6)除第一款(1)~(5)以外之資產

交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

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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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買賣公債。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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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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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不在此限： 

A.買賣公債。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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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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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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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未達新臺幣伍億元以上。 

2.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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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第二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

溯推算一年，已依本準則規定公

告部分免再計入。 

4.公開發行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

及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

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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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說明 

金額。 

3.第二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

溯推算一年，已依本準則規定公

告部分免再計入。 

4.公開發行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

及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

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

於每月十日前輸入本會指定之

資訊申報網站。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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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

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

報告、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

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司，除其

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至少保存

五年。 

於每月十日前輸入本會指定之

資訊申報網站。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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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

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

報告、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

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司，除其

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至少保存

五年。 

 

第十七條：附則 

本準則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規

定，以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規定之最近期個體或個別

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金額計算。 

本程序未盡事宜部份，依有關法

令及本公司相關規章辦理。若主

管機關對「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有所修正或

另發佈函令時，本公司應從其新

函令之規定。 

第十七條：附則 

本準則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

規定，以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規定之最近期個體或

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金額

計算。 

本程序未盡事宜部份，依有關

法令及本公司相關規章辦理。

若主管機關對「公開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有

所修正或另發佈函令時，本公

司應從其新函令之規定。 

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

員會替代監察人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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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說明 

本準則第七條、第十一條及第十

八條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

委員會準用之。 

 

第十八條：生效及修訂 

本準則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

察人後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

施，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

或書面聲明者，公司並應將其異

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

討論，修正時亦同。另本公司已

設置獨立董事時，依前項規定將

本準則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

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與理

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本公司如設置審計委員會時，訂

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

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

決議。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得由全體

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

員會之決議。 

 

第十八條：生效及修訂 

本準則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

察人後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

施，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

或書面聲明者，公司並應將其異

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

討論，修正時亦同。另本公司已

設置獨立董事時，依前項規定將

本準則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

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與理

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

員會替代監察人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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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信醫藥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處理準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說明 

第七條：內部控制： 

1.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

建立備查簿，就資金貸與之對

象、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資

金貸放日期、抵押或擔保品及依

第四條第二款規定應審慎評估之

事項詳予登載備查並經權責主管

核准。 

2.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

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資金貸與他人金額是否超限和對

象是否符合主管機關規定及其執

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

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

知審計委員會，並視違反情況予

以處分經理人及主辦人員。 

3.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

象不符本程序規定或餘額超限

時，應訂定改善計畫，並將相關

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會，並依計

畫時程完成改善。 

 

第七條：內部控制： 

1.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

建立備查簿，就資金貸與之對

象、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資

金貸放日期、抵押或擔保品及依

第四條第二款規定應審慎評估之

事項詳予登載備查並經權責主管

核准。 

2.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

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資金貸與他人金額是否超限和對

象是否符合主管機關規定及其執

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

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

知各監察人，並視違反情況予以

處分經理人及主辦人員。 

3.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

象不符本程序規定或餘額超限

時，應訂定改善計畫，並將相關

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計畫

時程完成改善。 

 

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

員會替代監察人修訂。 

第十條：生效及修訂： 

本處理準則經審計委員會同意

後，再由董事會通過並提報股

東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

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

應將其異議提報股東會討論，

修正時亦同。 

如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時，

第十條：生效及修訂： 

本處理準則經董事會通過後，

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

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

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其

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

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

員會替代監察人修訂。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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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說明 

依前項規定將本處理準則提

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

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

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

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如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時，依

前項規定將本處理準則提報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

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

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

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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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信醫藥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處理準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說明 

第四條：背書保證之額度： 

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額

度 

(1)本公司背書保證之總額以不得

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為

限。 

(2)本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

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

之三十為限。 

(3)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

保證之總額以不得超過本公司淨

值百分之四十為限。淨值以最近

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

務報表所載為準。 

(4)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之金額，以不超過本

公司淨值百分之三十為限。但本

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其

保證額度不受此限制。 

(5)本公司為有業務往來關係之單

一企業從事背書保證時，其背書

保證限額應以被背書保證企業最

近十二個月與本公司交易之進貨

或銷貨金額孰高者為之。 

前項所述之淨值以最近期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所載

第四條：背書保證之額度： 

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

額度 

(1)本公司背書保證之總額以不得

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三十為

限。 

(2)本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

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

之十為限。 

(3)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

保證之總額以不得超過本公司

淨值百分之四十為限。淨值以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之財務報表所載為準。 

(4)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之金額，以不超過本

公司淨值百分之十為限。但本公

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其

保證額度不受此限制。 

(5)本公司為有業務往來關係之單

一企業從事背書保證時，其背書

保證限額應以被背書保證企業

最近十二個月與本公司交易之

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為之。 

前項所述之淨值以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

因應本公司未來營運需

求。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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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準。 所載為準。 

第六條：背書保證及審查辦理程序 

…………9.本公司如因情事變更，

致背書保證對象原符合本處理

準則規定而嗣後不符合規定，或

背書保證金額因據以計算限額

之基礎變動致超過本處理準則

所訂額度時，應訂定改善計畫，

並將該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會，

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第六條：背書保證及審查辦理程

序 

…………9.本公司如因情事變

更，致背書保證對象原符合本

處理準則規定而嗣後不符合規

定，或背書保證金額因據以計

算限額之基礎變動致超過本處

理準則所訂額度時，應訂定改

善計畫，並將該改善計畫送各

監察人，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

善。 

 

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

員會替代監察人修訂。 

第八條：內部控制 

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

稽核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及其執行

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

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

審計委員會。 

第八條：內部控制 

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

季稽核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及其

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

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

通知各監察人。 

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

員會替代監察人修訂。 

第十五條：生效及修訂 

本處理準則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後，

再由董事會通過並提報股東會同

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

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其異議

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如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時，依前

項規定將本處理準則提報董事會

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

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

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

紀錄。 

 

第十五條：生效及修訂 

本處理準則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

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如有

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

聲明者，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各

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

時亦同。 

如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時，依前

項規定將本處理準則提報董事

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

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

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

事會紀錄。 

 

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

員會替代監察人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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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信醫藥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兼任競業明細表 

 
NO 董事姓名 職稱 兼任競業職務 

1 Lester John Wu 董事長 天津紅日健達醫藥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2 石家舜 副董事長 天津紅日健達醫藥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長 

3 林懋元 董事 天津紅日健達醫藥科技有限公司 監察人 

附件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