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開會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2 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整 

開會地點：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 19-10 號 2 樓 視訊會議中心（A 棟 2 樓） 

主  席：張世忠 董事長  紀  錄：張佳榕 

列  席：云辰電子開發(股)公司代表人:張姿玲董事 

大慶建設(股)公司代表人:莊明理董事 

華辰保全(股)公司代表人:黃子亮董事 

賴博雄獨立董事 

均璨投資(股)公司代表人:蕭郁臻監察人 

蔡上宜監察人、洪惇睦監察人 

出  席：出席股東連同受託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計 84,185,605 股(其中以電子

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 5,630,013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39,257,505 股之 60.45%。 

大會報告：出席股東連同委託代表股份出席及代理出席總股數已超過法令規定

二分之一以上股份出席，主席宣佈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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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席致詞（略） 

二、報告事項 

（一）109 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一） 

（二）監察人審查 109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請參閱附件二）

（三）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部分條文報告。（請參閱附件三）

（四）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部分條文報告。（請參閱附件四）

（五）修訂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部分條文報告。（請參閱附件五）

三、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  明： 

（1）本公司 109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經資誠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林雅慧會計師及鄧聖偉會計師查核簽證，出

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監

察人審核完竣，出具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2）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詳見附件一，109 年度財務報表請參閱

附件六。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84,185,605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84,024,546 權 

(含電子投票 5,496,954 權) 
99.80% 

反對權數:85,259 權 

(含電子投票 85,259 權) 
0.10% 

無效權數:0 權 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75,800 權 

(含電子投票 47,800 權) 
0.09% 

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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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109 年度虧損撥補案，敬請 承認。 

說  明：109 年度虧損撥補表如下。 

基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度虧損撥補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待彌補虧損 ($293,403,981) 

減：民國 109 年度稅後淨損失 ($337,922,816) 

減：確定福利之精算(損)益 

期末待彌補虧損 

彌補項目 

加：資本公積－其他 

加：資本公積－實際取得或處分子公司股權 

    價格與帳面價值差額 

加：資本公積－認列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變 

    動數 

期末待彌補虧損 

($48,403) 

($631,375,200) 

$265,503,300 

$325,953,924 

$39,917,976 

$0 

   董事長：張世忠 經理人：張順浪 會計主管：陳意茹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84,185,605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83,943,234 權 

(含電子投票 5,415,642 權) 
99.71% 

反對權數:91,572 權 

(含電子投票 91,572 權) 
0.10% 

無效權數:0 權 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50,799 權 

(含電子投票 122,799 權) 
0.17% 

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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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事項 

 依主管機關公告「因應疫情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延期召開相關措施」，本

公司股東常會延期至 8 月 2 日召開，有關本次股東會修訂相關辦法之條文應

以股東會實際開會日為準，故修訂日期皆修正為 110 年 8 月 2 日。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配合公司需要及擬設立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之職責，爰修訂

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二、「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84,185,605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84,024,417 權 

(含電子投票 5,496,825 權) 
99.80% 

反對權數:85,388 權 

(含電子投票 85,388 權) 
0.10% 

無效權數:0 權 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75,800 權 

(含電子投票 47,800 權) 
0.09% 

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配合公司擬設立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之職責，爰修訂本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二、「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八。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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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84,185,605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84,017,284 權 

(含電子投票 5,489,692 權) 
99.80% 

反對權數:87,521 權 

(含電子投票 87,521 權) 
0.10% 

無效權數:0 權 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80,800 權 

(含電子投票 52,800 權) 
0.09% 

本案照案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配合公司擬設立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之職責，爰修訂本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二、「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九。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84,185,605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84,012,284 權 

(含電子投票 5,484,692 權) 
99.79% 

反對權數:90,521 權 

(含電子投票 90,521 權) 
0.10% 

無效權數:0 權 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82,800 權 

(含電子投票 54,800 權) 
0.09% 

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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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配合公司擬設立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之職責，爰修訂本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

件十。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84,185,605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84,044,284 權 

(含電子投票 5,488,692 權) 
99.83% 

反對權數:87,521 權 

(含電子投票 87,521 權) 
0.10% 

無效權數:0 權 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53,800 權 

(含電子投票 53,800 權) 
0.06% 

本案照案通過。 

第五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並更名為「董事選舉

辦法」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配合公司擬設立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之職責，爰修訂本公司

「董事與監察人選舉辦法」部分條文。 

二、「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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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84,185,605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84,036,285 權 

(含電子投票 5,480,693 權) 
99.82% 

反對權數:87,520 權 

(含電子投票 87,520 權) 
0.10% 

無效權數:0 權 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61,800 權 

(含電子投票 61,800 權) 
0.07% 

本案照案通過。 

第六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配合公司擬設立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之職責及現行「○○股

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參考範例，爰修訂本公司「股東

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二、「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十二。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84,185,605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84,052,265 權 

(含電子投票 5,496,673 權) 
99.84% 

反對權數:85,540 權 

(含電子投票 85,540 權) 
0.10% 

無效權數:0 權 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47,800 權 

(含電子投票 47,800 權) 
0.05% 

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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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選舉事項 

案  由：本公司董事全面改選案，提請 選舉。(董事會提) 

說  明： 

(1)本公司現任董事及監察人任期於 110 年 06 月 05 日屆滿，依

法應於 110年股東常會進行全面改選。

(2)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及金管證發字第 10703452331 號

令，要求所有上市櫃公司應自現任董事、監察人任期屆滿時，

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代替監察人。

(3)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擬選任董事 7 人(含獨立董事 3 人)，全

體董事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任期 3年，連選得連任。

(4)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於選任後即行就任，任期自 110年 06

月 28日至 113年 06月 27日止，原任董事及監察人延長執行

職務至本次股東常會選任之董事就任時止。

(5)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 110 年 5 月 11 日

董事會決議通過，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請參閱附

件十三。

選舉結果： 

依主管機關公告「因應疫情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延期召開相關措

施」，本公司股東常會延期至 8月 2日召開，故改選新任董事之任期應以

實際改選日起算，即任期自 110年 8月 2日至 113年 8月 1日止。 

董事(含獨立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當選身分 當選人 當選權數 

董事 張世忠 92,175,819權 

董事 云辰電子開發(股)公司 

代表人:張姿玲 
85,213,383權 

董事 華辰保全(股)公司 

代表人:黃子亮 
84,159,192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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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身分 當選人 當選權數 

董事 大慶建設(股)公司 

代表人:莊明理 
83,882,988權 

獨立董事 賴博雄 80,351,696權 

獨立董事 莊秀銘 80,268,359權 

獨立董事 陳北緯 80,233,300權 

六、其他議案 

案  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 

(1)依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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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取得股東會之許可。

(2)經由 110 年股東常會選舉擔任本公司之董事及其代表人有投資其

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並擔任其董事之情形，於

無損及公司利益之前提下，擬提請股東常會解除公司董事競業禁

止之限制。

(3)董事候選人兼任其他公司職務名單如下：

職稱 姓名 解除競業禁止範圍之公司 所擔任職務 

董事 張世忠 TBG Inc.  

德必碁生物科技(股)公司 

高端疫苗生物製劑(股)公司 

溫士頓醫藥(股)公司 

TBG Diagnostics Ltd  

基亞細胞科技有限公司 

基亞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基亞生物科技(廈門)有限公司 

德必碁生物科技(廈門)有限公司 

優茂國際(股)公司 

萱草堂有限公司 

MVC BioPharma Ltd 

TDL HOLDING CO. 

董事 

董事長 

董事長 

董事長 

董事 

董事 

董事長 

執行董事 

董事 

董事長 

董事長 

董事 

董事 

獨立董事 賴博雄 克魯斯健康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 9 -



時輝興業(股)公司 

德和隆(股)公司 

正瀚生技(股)公司 

杏國新藥(股)公司 

醫行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董事長 

獨立董事 

董事 

董事長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84,185,605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83,686,073 權 

(含電子投票 5,130,481 權) 
99.40% 

反對權數:355,169 權 

(含電子投票 355,169 權) 
0.42% 

無效權數:0 權 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44,363 權 

(含電子投票 144,363 權) 
0.17% 

本案照案通過。 

七、臨時動議 

八、散會(同日上午 9 點 50 分) 

(本次股東常會紀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旨，且載明議案之結果，有關議事進行之程

序、方式、發言及回答內容等，仍以本次股東常會之錄影或錄音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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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營業報告書 

一、109 年度營業結果 

(一)109 年度營業計畫實施成果及獲利能力

109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新台幣 615,541 仟元，稅後淨損 337,923 仟元，每

股虧損 2.43 元。109 年底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1,389,856 仟元，股東權益

1,815,418 仟元。 

(二)預算執行情形及財務收支狀況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9 年度實際數 109 年度預算數 差異 

營業收入 615,541 1,099,561 (484,020) 

營業淨利(損) (912,171) (617,425) 294,746 

稅後淨利(損) (337,923) (259,379) 78,544 

109 年度實際數不如預期，主要係營業收入因受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延燒

影響且因子公司高端疫苗投入新冠肺炎疫苗研發，使淨損較預算擴大。本公

司未來仍維持穩健的財務規劃，盡力達成預算目標。 

(三)研究及發展狀況

1.新藥 PI-88

已授權給「基亞細胞科技有限公司」(基亞細胞)，後續，本公司將依合

約約定，按研發進度收取簽約金、里程金及收益的分潤。 

2.新藥 OBP-301 

於 108 年 4 月將日本及台灣的權利專屬授權給日本中外製藥，109 年

6 月則解除與江蘇恒瑞間的授權合約，重新取回中國大陸(含港、澳)的完

整權利，後續將重新檢視全球授權策略並持續授權活動。目前，由本公司

與日本 Oncolys 共同進行臨床開發的項目與進度為： 

(1)中晚期肝癌第一期臨床試驗已於 109 年 7 月 1 日經資料及安全委員會

(DSMB)評估安全性，完成第一期臨床試驗。

(2)於美國執行胃癌及食道癌之合併免疫抑制劑的主持人發起第二期臨床

試驗以及頭頸癌之併用 pembrolizumab（抗 PD-1 抗體）與放射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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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的主持人發起第二期臨床試驗。 

3.免疫細胞治療癌症之相關研發工作，依「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

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特管法)規定，109 年度 GTP 實驗室製備自然殺手

細胞(NK)已取得衛生福利部細胞製備場所(CPU)認可，開始於義大癌治療

醫院、花蓮慈濟醫院及柳營奇美醫院提供 NK 細胞治療癌症病患。此外，

本公司與日本 MEDINET 合作之免疫細胞 Gamma Delta T 細胞(GD T 細

胞)，也於 109 年 11 與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合作提出首

件 GD T 細胞治療技術計畫申請。

考量國內特管法的修法規定與市場需求，除了持續推展臨床應用的業務

外，研發計畫也因時制宜的做了相應修改，未來將適時啟動異體免疫細胞的

臨床研究和自動化設備的開發項目。 

二、110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

本公司主要從事新藥探索及臨床試驗開發，於 108 年度起專注於細胞治

療領域的營運活動，兼顧拓展市場與研發新的應用領域。 

109 年度因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子公司德必碁生物科技(股)公司(德

必碁)也運用其既有的研發能力與設備投入新冠肺炎的檢測業務；本公司則支

援臨床取證及市場推廣的運營活動。子公司高端疫苗生物製劑股份有限公司

(高端疫苗)積極投入新冠肺炎疫苗之研發及生產，目前進行二期臨床試驗，

期許順利取得緊急使用授權(EUA)，加速新冠肺炎疫苗上市。另一子公司溫

士頓醫藥(股)公司(溫士頓)，於 110 年 2 月 24 日登錄興櫃，除既有學名藥業

務外，代工和委託服務的業務也逐漸增加，預期能對營收有一定的貢獻。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109 年 2 月起，本公司與合作醫療院所依「特管辦法」提出的 NK 細胞

申請案陸續通過；109 年 11 月起開始提出 GD T 細胞申請案。後續，倘若合

作醫療院所能順利收案，細胞治療業務將開始創造營收。 

子公司德必碁的新冠肺炎核酸檢測試劑與抗體快篩試劑，於 109 年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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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 CE-Mark、美國緊急授權(EUA)核准，倘若市場拓展順利，有機會增加

營收。溫士頓多年拓展的代工和委托服務的業務成長，預期能對營收有一定

的貢獻。 

(三)重要之產銷政策 

本公司將持續專注於免疫自然殺手細胞(NK)和 GD T 細胞的業務拓展，

一方面依特管辦法之規定，增加合作醫療院所；另一方面，將透過國際合作

與委託服務的方式，增加營收。中、長期將投資自動化設備的開發，達成降

低成本、增加市場的滲透率的目的。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未來本公司將專注於免疫細胞治療領域的發展，策略上聚焦於技術自主、

獨特性、安全性高、發展潛力高的項目，因此，自然殺手細胞和 GD T 細胞將

是市場拓展與研發的主軸。另外，將利用本公司多年來建立的研發能力、資

源整合能力、國際合作能力，協助子公司加速產品上市、改善運營能力，為

股東創造最大價值。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免疫細胞治療的經營，仍受法規大幅影響，這些法規包括國內的「特定

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國內外的再生醫療法案、

醫療技術法規等；109 年因新冠肺炎的影響，醫療院所收錄患產生一定程度的

阻礙。相反的，新冠肺炎的疫情也刺激了子公司在檢測業務、疫苗開發、委

託代工業務的發展。正因 109 年疫情的緊急狀況，也使得本公司長期所累積

的研發能力、臨床研究能力與法規能力得以體現，能在疫情肆虐的緊急狀況

下與有限的時間內，做出迅速的應對並產出有意義的貢獻。 

   董事長：張世忠 經理人：張順浪 會計主管：陳意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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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基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民國 109 年度之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案

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上

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案經本監察人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照

公司法第 219 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本公司民國 110 年股東常會 

基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洪惇睦 

監察人：蔡上宜 

監察人： 均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蕭郁臻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3 月 1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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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基亞生物科技(股)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三 條：(董事會召集及會

議通知) 

第一項略。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

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有

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董事會召集通知得以書面、傳

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為之。 

第 三 條：(董事會召集及會

議通知) 

第一項略。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

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

察人，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

隨時召集之。董事會召集通知

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等

方式為之。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

監察人職權，修正相關文

字。 

第 四 條：(會議通知及會議

資料)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議事

單位為「董事長室」。 

第 四 條：(會議通知及會議

資料)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議事

單位為「總經理室」。 

依公司實際運作情形修

正。 

第 八 條：（參考資料、列席

人員） 

第一項略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

容通知相關部門非擔任董事之

經理人員列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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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項略 

前項及第十六條第二項第

二款所稱全體董事，已實際在

任者計算之。 

第 八 條：（參考資料、列席

人員） 

第一項略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

容通知相關部門非擔任董事之

經理人員列席。監察人得列席

董事會陳述意見，但不得參與

表決。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

師、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

會議。 

第三項略 

一、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職權，修

正相關文字。 

二、配合現行「○○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

規範」參考範例，爰

修訂本條。 

第 十一 條：（議案討論） 

第一、二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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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應宣布暫

停開會，並準用第八條第五項

規定。 

第 十一 條：（議案討論） 

第一、二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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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應宣布暫

停開會，並準用第八條第三項

規定。 

準用項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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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十二 條：（應經討論事

項）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

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

告。 

以下略。 

第 十二 條：（應經討論事

項）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

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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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 

配合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之五修正，調整第一項第

二款。 

第 十六 條：（會議紀錄及簽

署事項）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應

作成議事錄，議事錄應詳實記

載下列事項： 

一、會議屆次（或年次）及時

間地點。 

二、主席之姓名。 

三、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

席、請假及缺席者之姓名

與人數。 

四、列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五、記錄之姓名。 

六、報告事項。 

七、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議

方法與結果、董事、專家

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反

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

書面聲明暨獨立董事依第

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出具之

書面意見。 

八、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

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

董事、專家及其他人員發

言摘要、反對或保留意見

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議決事項，如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除應於議事錄

第 十六 條：（會議紀錄及簽

署事項）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應

作成議事錄，議事錄應詳實記

載下列事項： 

一、會議屆次（或年次）及時

間地點。 

二、主席之姓名。 

三、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

席、請假及缺席者之姓名

與人數。 

四、列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五、記錄之姓名。 

六、報告事項。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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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或保留意見且

有紀錄或書面聲明暨獨立

董事依第十二條第二項規

定出具之書面意見。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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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或

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

聲明。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議決事項，如有獨

一、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職權，修

正相關文字。 

二、配合現行「○○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

規範」參考範例，爰

修訂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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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載明外，並應於董事會之日起

二日內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指定之公開資訊觀測站辦理公

告申報。 

(一)獨立董事有反對或保

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

明。 

(二)本公司如設置審計委

員會時，未經審計委員會

通過之事項，如經全體董

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過

者。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

一部分，應永久保存。 

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

錄人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

十日內分送各董事。並應列入

本公司重要檔案，於本公司存

續期間永久妥善保存。 

立董事有反對或保留意見者，

除應於議事錄載明外，並應於

董事會之日起二日內於行政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公

開資訊觀測站辦理公告申報。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

一部分，應永久保存。 

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

錄人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

十日內分送各董事及監察人。

並應列入本公司重要檔案，於

本公司存續期間永久妥善保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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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基亞生物科技(股)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二 條 （禁止不誠信行為） 

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受

僱人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者

（以下統稱實質控制者），

於從事商業行為之過程中，

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承

諾、要求或收受任何不正當

利益，或做出其他違反誠

信、不法或違背受託義務等

不誠信行為，以求獲得或維

持利益（以下簡稱不誠信行

為）。前項行為之對象，包

括公職人員、參政候選人、

政黨或黨職人員，以及任何

公、民營企業或機構及其董

事（理事）、經理人、受僱

人、實質控制者或其他利害

關係人。 

第 二 條 （禁止不誠信行為）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受僱人或具有實

質控制能力者（以下統稱

實質控制者），於從事商業

行為之過程中，不得直接

或間接提供、承諾、要求

或收受任何不正當利益，

或做出其他違反誠信、不

法或違背受託義務等不誠

信行為，以求獲得或維持

利益（以下簡稱不誠信行

為）。前項行為之對象，包

括公職人員、參政候選

人、政黨或黨職人員，以

及任何公、民營企業或機

構及其董事（理事）、監察

人（監事）、經理人、受僱

人、實質控制者或其他利

害關係人。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

監察人職權，修正相關文

字。 

第十四條（禁止侵害智慧財產

權） 

本公司及其董事、經理人、

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

者，應遵守智慧財產相關法

規、公司內部作業程序及契

約規定；未經智慧財產權所

有人同意，不得使用、洩

漏、處分、燬損或有其他侵

害智慧財產權之行為。 

新增 一、配合現行「上市上櫃

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參考範例，爰增訂本

條。 

第十五條（禁止從事不公平競

爭之行為） 

本公司應依相關競爭法規從

事營業活動，不得固定價

格、操縱投標、限制產量與

新增 一、配合現行「上市上櫃

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參考範例，爰增訂本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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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配額，或以分配顧客、供應

商、營運區域或商業種類等

方式，分享或分割市場。 

第十六條（防範產品或服務損

害利害關係人） 

本公司及其董事、經理人、

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

者，於產品與服務之研發、

採購、製造、提供或銷售過

程，應遵循相關法規與國際

準則，確保產品及服務之資

訊透明性及安全性，制定且

公開其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

係人權益保護政策，並落實

於營運活動，以防止產品或

服務直接或間接損害消費者

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

健康與安全。有事實 

足認其商品、服務有危害消

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安全

與健康之虞時，原則上應即

回收該批產品或停止其服

務。 

新增 一、配合現行「上市上櫃

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參考範例，爰增訂本

條。 

第十七條 (組織與責任) 

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受

僱人、受任人及實質控制者

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督促公司防止不誠信行

為，並隨時檢討其實施成效

及持續改進，確保誠信經營

政策之落實。 

以下略… 

第十四條 (組織與責任)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

及實質控制者應盡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督促公

司防止不誠信行為，並隨

時檢討其實施成效及持續

改進，確保誠信經營政策

之落實。 

以下略… 

一、條號調整。 

二、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職權，修

正相關文字。 

第十八條 （業務執行之法令

遵循） 

第十五條 （業務執行之法令

遵循） 

條號調整。 

第十九條 （董事及經理人之

利益迴避） 

本公司應制定防止利益衝突之

政策，並提供適當管道供董事

與經理人主動說明其與公司有

第十六條 （董事、監察人及

經理人之利益迴避） 

本公司應制定防止利益衝

突之政策，並提供適當管

道供董事、監察人與經理

一、條號調整。 

二、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職權，修

正相關文字。 

- 19 -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無潛在之利益衝突。本公司董

事應秉持高度自律，對董事會

所列議案，與其自身或其代表

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致有害於

公司利益之虞者，得陳述意見

及答詢，不得加入討論及表

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

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

其表決權。董事間亦應自律，

不得不當相互支援。本公司董

事及經理人不得藉其在公司擔

任之職位，使其自身、配偶、

父母、子女或任何他人獲得不

正當利益。 

人主動說明其與公司有無

潛在之利益衝突。本公司

董事應秉持高度自律，對

董事會所列議案，與其自

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

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

之虞者，得陳述意見及答

詢，不得加入討論及表

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

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

事行使其表決權。董事間

亦應自律，不得不當相互

支援。本公司董事、監察

人及經理人不得藉其在公

司擔任之職位，使其自

身、配偶、父母、子女或

任何他人獲得不正當利

益。 

第二十條~第二十二條 第十七條~第十九條 條號調整 

第二十三條 (檢舉制度) 

本公司應訂定具體檢舉制

度，並應確實執行，其內容

至少應涵蓋下列事項： 

一、建立並公告內部獨立檢舉

信箱、專線或委託其他外

部獨立機構提供檢舉信

箱、專線，供公司內部及

外部人員使用。 

二、指派檢舉受理專責人員或

單位，檢舉情事涉及董事

或高階管理階層，應呈報

至獨立董事，並訂定檢舉

事項之類別及其所屬之調

查標準作業程序。 

三、訂定檢舉案件調查完成

後，依照情節輕重所應採

取之後續措施，必要時應

向主管機關報告或移送司

法機關偵辦。 

四、檢舉案件受理、調查過

程、調查結果及相關文件

第二十條 (檢舉制度) 

本公司應訂定具體檢舉制

度，並應確實執行，其內

容至少應涵蓋下列事項： 

一、建立並公告內部獨立檢舉

信箱、專線或委託其他外

部獨立機構提供檢舉信

箱、專線，供公司內部及

外部人員使用。 

二、指派檢舉受理專責人員或

單位，檢舉情事涉及董事

或高階管理階層，應呈報

至獨立董事或監察人，並

訂定檢舉事項之類別及其

所屬之調查標準作業程

序。 

三、訂定檢舉案件調查完成

後，依照情節輕重所應採

取之後續措施，必要時應

向主管機關報告或移送司

法機關偵辦。 

四、檢舉案件受理、調查過

一、條號調整。 

二、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職權，修

正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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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製作之紀錄與保存。 

五、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之

保密，並允許匿名檢舉。 

六、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情事

而遭不當處置之措施。 

七、檢舉人獎勵措施。 

本公司受理檢舉專責人員或

單位，如經調查發現重大違

規情事或公司有受重大損害

之虞時，應立即作成報告，

以書面通知獨立董事。 

程、調查結果及相關文件

製作之紀錄與保存。 

五、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之

保密，並允許匿名檢舉。 

六、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情事

而遭不當處置之措施。 

七、檢舉人獎勵措施。 

本公司受理檢舉專責人員

或單位，如經調查發現重

大違規情事或公司有受重

大損害之虞時，應立即作

成報告，以書面通知獨立

董事或監察人。 

第二十四條 （資訊揭露） 第二十一條 （資訊揭露） 條號調整。 

第二十五條 （誠信經營守則

之檢討修正） 

本公司應隨時注意國內外誠信

經營相關規範之發展，並鼓勵

董事、經理人及受僱人提出建

議，據以檢討改進公司訂定之

誠信經營守則，以提昇公司誠

信經營之成效。 

第二十二條 （誠信經營守則

之檢討修正） 

本公司應隨時注意國內外誠信

經營相關規範之發展，並鼓勵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受僱

人提出建議，據以檢討改進公

司訂定之誠信經營守則，以提

昇公司誠信經營之成效。 

一、條號調整。 

二、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職權，修

正相關文字。 

第二十六條 (實施) 

本公司之誠信經營守則經董事

會通過後實施，並送審計委員

會及提報股東會，修正時亦

同。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將誠信經營

守則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

將其反對或保留之意見，於董

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

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

或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

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

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第二十三條 (實施) 

本公司之誠信經營守則經董事

會通過後實施，並送各監察人

及提報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將誠信經營

守則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

將其反對或保留之意見，於董

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

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

或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

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

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本公司若設置審計委員會者，

本守則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

審計委員會準用之。 

一、條號調整。 

二、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職權，修

正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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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基亞生物科技(股)公司 

「道德行為準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訂定目的及依據 

訂定目的：為導引本公司董事

及經理人 (包括總經理及相當

等級者、副總經理及相當等級

者、協理及相當等級者、財務

部門主管、會計部門主管、以

及其他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

名權利之人) 之行為符合道德

標準，並使公司之利害關係人

更加瞭解公司道德標準，本公

司確有訂定道德行為準則之必

要，爰訂定本準則，以資遵

循。 

略 

一、訂定目的及依據 

訂定目的：為導引本公司董

事、監察人及經理人 (包括總

經理及相當等級者、副總經理

及相當等級者、協理及相當等

級者、財務部門主管、會計部

門主管、以及其他有為公司管

理事務及簽名權利之人) 之行

為符合道德標準，並使公司之

利害關係人更加瞭解公司道德

標準，本公司確有訂定道德行

為準則之必要，爰訂定本準

則，以資遵循。 

略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

監察人職權，爰刪除條文

有關監察人部份。 

二、涵括之內容 

(一) 防止利益衝突： 

個人利益介入或可能介入

公司整體利益時即產生利

害衝突，例如，當公司董

事或經理人無法以客觀及

有效率的方式處理公務

時，或是基於其在公司擔

任之職位而使得其自身、

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獲致不當利益。公司應特

別注意與前述人員所屬之

關係企業資金貸與或為其

提供保證、重大資產交

易、進(銷)貨往來之情

事。本公司董事或經理人

應主動向公司說明其與公

司有無潛在之利益衝突。 

二、涵括之內容 

(一) 防止利益衝突： 

個人利益介入或可能介

入公司整體利益時即產

生利害衝突，例如，當

公司董事、監察人或經

理人無法以客觀及有效

率的方式處理公務時，

或是基於其在公司擔任

之職位而使得其自身、

配偶、父母、子女或三

親等以內之親屬獲致不

當利益。公司應特別注

意與前述人員所屬之關

係企業資金貸與或為其

提供保證、重大資產交

易、進(銷)貨往來之情

事。公司應該制定防止

利益衝突之政策，並提

供適當管道供董事、監

察人或經理人主動說明

一、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職權，爰

刪除條文有關監察人

部份。 

二、配合現行「上市上櫃

公司訂定道德行為準

則」參考範例，爰修

訂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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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 避免圖私利之機會：

公司董事或經理人不得為

下列事項：(１)透過使用

公司財產、資訊或藉由職

務之便而有圖私利之機

會；(２)透過使用公司財

產、資訊或藉由職務之便

以獲取私利；(３)與公司

競爭。當公司有獲利機會

時，董事或經理人有責任

增加公司所能獲取之正當

合法利益。

(三) 保密責任：

董事或經理人對於公司本

身或其進(銷)貨客戶之資

訊，除經授權或法律規定

公開外，應負有保密義務。

應保密的資訊包括所有可

能被競爭對手利用或洩漏

之後對公司或客戶有損害

之未公開資訊。

(四) 公平交易：

董事或經理人應公平對待

公司進(銷)貨客戶、競爭

對手及員工，不得透過操

縱、隱匿、濫用其基於職

務所獲悉之資訊、對重要

事項做不實陳述或其他不

公平之交易方式而獲取不

當利益。

(五 ) 保護並適當使用公司資

產：

董事或經理人均有責任保

護公司資產，並確保其能

有效合法地使用於公務

其與公司有無潛在之利

益衝突。 

(二) 避免圖私利之機會：

公司應避免董事、監察人

或經理人為下列事項：

(１)透過使用公司財產、

資訊或藉由職務之便而

有圖私利之機會；(２)透

過使用公司財產、資訊或

藉由職務之便以獲取私

利；(３)與公司競爭。當公

司有獲利機會時，董事、

監察人或經理人有責任

增加公司所能獲取之正

當合法利益。 

(三) 保密責任：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對

於公司本身或其進(銷)貨

客戶之資訊，除經授權或

法律規定公開外，應負有

保密義務。應保密的資訊

包括所有可能被競爭對

手利用或洩漏之後對公

司或客戶有損害之未公

開資訊。

(四)公平交易：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應

公平對待公司進(銷)貨客

戶、競爭對手及員工，不

得透過操縱、隱匿、濫用

其基於職務所獲悉之資

訊、對重要事項做不實陳

述或其他不公平之交易

方式而獲取不當利益。 

(五) 保護並適當使用公司資

產：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均有責任保護公司資

產，並確保其能有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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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上，若被偷竊、疏忽或浪

費均會直接影響到公司之

獲利能力。 

(六) 略

(七) 鼓勵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

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

公司內部應加強宣導道德

觀念，並鼓勵員工於懷疑

或發現有違法令規章或道

德行為準則之行為時，向

獨立董事、經理人、內部

稽核主管或其他適當人員

呈報。為了鼓勵員工呈報

違法情事，公司有檢舉制

度，允許匿名檢舉，並讓

員工知悉公司將盡全力保

護呈報者的安全，使其免

於遭受報復。

(八) 懲戒措施：

董事或經理人有違反道德

行為準則之情形時，公司

應依據其於道德行為準則

訂定之懲戒措施處理之，

且即時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揭露違反道德行為準則人

員之違反日期、違反事

由、違反準則及處理情形

等資訊。依公司申訴制

度，提供違反道德行為準

則者救濟之途徑。

法地使用於公務上，若

被偷竊、疏忽或浪費均

會直接影響到公司之獲

利能力。 

(六) 略

(七) 鼓勵呈報任何非法或違

反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

公司內部應加強宣導道

德觀念，並鼓勵員工於

懷疑或發現有違法令規

章或道德行為準則之行

為時，向監察人、經理

人、內部稽核主管或其

他適當人員呈報。為了

鼓勵員工呈報違法情

事，公司宜訂定相關之

流程或機制，並讓員工

知悉公司將盡全力保護

呈報者的安全，使其免

於遭受報復。

(八)懲戒措施：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有違反道德行為準則之

情形時，公司應依據其

於道德行為準則訂定之

懲戒措施處理之，且即

時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

露違反道德行為準則人

員之職稱、姓名、違反

日期、違反事由、違反

準則及處理情形等資

訊。公司並宜制定相關

申訴制度，提供違反道

德行為準則者救濟之途

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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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豁免適用之程序 

公司董事或經理人如有豁免

遵循公司之道德行為準則之

必要時，必須經由董事會決

議通過，且即時於公開資訊

觀測站揭露董事會通過豁免

之日期、獨立董事之反對或

保留意見、豁免適用之期

間、豁免適用之原因及豁免

適用之準則等資訊，俾利股

東評估董事會所為之決議是

否適當，以抑制任意或可疑

的豁免遵循準則之情形發

生，並確保任何豁免遵循準

則之情形均有適當的控管機

制，以保護公司。 

三、豁免適用之程序 

公司所訂定之道德行為準

則中須規定，豁免董事、

監察人或經理人遵循公司

之道德行為準則，必須經

由董事會決議通過，且即

時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

允許豁免人員之職稱、姓

名、董事會通過豁免之日

期、豁免適用之期間、豁

免適用之原因及豁免適用

之準則等資訊，俾利股東

評估董事會所為之決議是

否適當，以抑制任意或可

疑的豁免遵循準則之情形

發生，並確保任何豁免遵

循準則之情形均有適當的

控管機制，以保護公司。 

一、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職權，爰

刪除條文有關監察人

部份。 

二、配合現行「上市上櫃

公司訂定道德行為準

則」參考範例，爰修

訂本條。 

四、揭露方式 

公司於公司網站、年報、公

開說明書及公開資訊觀測站

揭露其所訂定道德行為準

則，修正時亦同。 

四、揭露方式 

公司應於年報、公開說明

書及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

其所訂定道德行為準則，

修正時亦同。 

配合現行「上市上櫃公司

訂定道德行為準則」參考

範例，爰修訂本條。 

五、施行 

公司之道德行為準則經董事

會通過後施行，依法定程序

提報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五、施行 

公司之道德行為準則經董

事會通過後施行，並送各

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修

正時亦同。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

監察人職權，修正相關文

字。 

六、訂立及實施日期： 

民國96年10月12日 

第一次修訂110年3月19日 

六、訂立及實施日期： 

民國 96 年 10 月 12 日。 

新增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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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基亞生物科技(股)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章 董事、審計委員會及經

理人 

第四章 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職權，修正

相關文字。 

第 十八 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十一人，任期均

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例，依證券

管理機關之規定。 

本公司得於董事任期內，就執行

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

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第 十八 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人，監察人三人，

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

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其全體

董事及監察人合計持股比例，依

證券管理機關之規定。本公司得

為董事及監察人於任期內，就執

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

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一、配合設置審計委員

會替代監察人職

權，修正相關文字。 

二、配合公司實際需要

修改。 

第 十九 條   

本公司上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

事名額不得少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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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

之相關規定辦理。 

全體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

股東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之。 

有關候選人提名之受理方式及公

告事宜，依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

等相關法令辦理。 

第 十九 條   

本公司上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

事名額不得少於 2 人，且不得少

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董事及監

察人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

會就董事及監察人候選人名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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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配合設置審計委員

會替代監察人職

權，修正相關文字。 

二、配合公司實際需要

酌做項次調整及增

修。 

第廿二條之一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

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

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董事會召集通知得以書面、傳真

或電子郵件等方式為之。 

第廿二條之一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

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

人；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

召集之。 

董事會召集通知得以書面、傳真

或電子郵件等方式為之。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職權，修正

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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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廿四條 

本公司依據證交法十四條之四規

定，設置審計委員會，自審計委

員會成立日起依相關法令取代監

察人，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

易法暨其他相關法令所規定之監

察人職權。 

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

成，其中一人為召集人，有關審

計委員會之人數、任期、職權、

議事規則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以

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另訂之。 

第廿四條  

監察人之職權如左： 

一、查核董事會向股東會造送之

帳目表冊報告書。 

二、核預算及財務狀況。 

三、查業務情形。 

四、其他依公司法賦與之職權。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職權，修正

相關文字。 

刪除 第廿五條  

監察人得列席董事會陳述意見，

但無表決權。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職權，刪除

本條文。 

第廿七條之ㄧ 

董事長、董事之報酬，依其對本

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

值，並參酌國內外業界水準，授

權由董事會議定之。 

第廿七條之ㄧ 

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

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

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國內外業界

水準，授權由董事會議定之。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職權，修正

相關文字。 

第 廿八 條 

本公司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

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屆會

計年度終了應辦理決算，年度決

算後由董事會依照公司法規定造

具下列各項表冊，送審計委員會

同意，並經董事會決議後，提交

股東常會請求承認之：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

案。 

第 廿八 條  

本公司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

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屆會

計年度終了應辦理決算，年度決

算後由董事會依照公司法規定造

具下列各項表冊，提交股東常會

請求承認之：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

案。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

修正相關文字。 

第 廿九 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3%~6%以上為員工酬勞及不高

第 廿九 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3%~6%以上為員工酬勞及不高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職權，修正

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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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於 2%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

累積虧損時，應先預先保留彌補

數額，其餘再依前述比例提撥。

前項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的

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

公司。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

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虧

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

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

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另視需

要及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

餘公積後，如尚有盈餘併同期初

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

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於 2%為董事、監察人酬勞。但

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先預先

保留彌補數額，其餘再依前述比

例提撥。前項員工酬勞發給股票

或現金的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

件之從屬公司。本公司年度總決

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

補以往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

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

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

限；另視需要及法令規定提列或

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如尚有盈

餘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由董事

會擬具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

議分派之。 

第卅三條  

本章程經全體發起人同意於 

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訂立。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 

一月十一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 

八月二十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

月二十八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八月十

三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

九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九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廿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

廿十九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十月

十二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第卅三條  

本章程經全體發起人同意於 

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訂立。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 

一月十一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 

八月二十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

月二十八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八月十

三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

九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九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廿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

廿十九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十月

十二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增加修訂日期。 

- 52 -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十四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百年五月

十八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

月十四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六

月二十八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七年六

月六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八年六

月四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六

月二十二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

月二十八日。 

二十四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百年五月

十八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

月十四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六

月二十八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七年六

月六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八年六

月四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六

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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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基亞生物科技(股)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

措施及逾期債權處理程序 

一、案件之登記與保管 

﹙一﹚~﹙二﹚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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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

與對象不符本準則規定

或餘額超限時，稽核單位

應督促財會管理處訂定

期限，將超限之貸與資金

收回，並將該改善計畫送

審計委員會，並依計畫時

程完成改善。 

以下略… 

第八條：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

施及逾期債權處理程序 

一、案件之登記與保管 

﹙一﹚~﹙二﹚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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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通知各監察人及獨立董

事。 

﹙四﹚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

對象不符本準則規定或餘

額超限時，稽核單位應督

促財會管理處訂定期限，

將超限之貸與資金收回，

並將該改善計畫送各監察

人及獨立董事，並依計畫

時程完成改善。 

以下略…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替

代監察人職權，修正相

關文字。 

第九條：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

之控管程序 

一~二 略 

三、子公司內部稽核人員亦應至

少每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

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

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

違規情事，應立即以書面通

知本公司稽核單位，本公司

稽核單位應將書面資料送

交審計委員會。 

以下略… 

第九條：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

控管程序 

一~二 略 

三、子公司內部稽核人員亦應至少

每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

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

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

事，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稽核單位，本公司稽核單位應

將書面資料送交各監察人。 

以下略…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替

代監察人職權，修正相

關文字。 

第十二條：實施與修訂 

一、本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同意

及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

第十二條：實施與修訂 

一、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送各

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替

代監察人職權，修正相

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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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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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應將其

異議併送審計委員會及提

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

同。 

二、依前項規定將本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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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載明。 

實施，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

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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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依前項規定將本作業程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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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應於董事會紀錄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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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基亞生物科技(股)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條：辦理背書保證應注意事

項： 

一、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

少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

程序及其執行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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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公司如因情事變更，致背

書保證對象原符合本程序

第四條規定而嗣後不符合，

或背書保證金額因據以計

算限額之基礎變動致超過

本辦法第五條所訂額度時，

則稽核單位應督促財會管

理處對於該對象所背書保

證之金額或超限部份應於

合約所訂期限屆滿時或訂

定改善計劃於一定期限內

全部消除，並將該改善計劃

送審計委員會，並依計畫時

程完成改善，以及報告於董

事會。 

第九條：辦理背書保證應注意事

項： 

一、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

少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

程序及其執行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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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人及獨立董事。 

二、本公司如因情事變更，致背

書保證對象原符合本程序

第四條規定而嗣後不符合，

或背書保證金額因據以計

算限額之基礎變動致超過

本辦法第五條所訂額度時，

則稽核單位應督促財會管

理處對於該對象所背書保

證之金額或超限部份應於

合約所訂期限屆滿時或訂

定改善計劃於一定期限內

全部消除，並將該改善計劃

送各監察人及獨立董事，並

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以及

報告於董事會。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替

代監察人職權，修正相

關文字。 

第十一條：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

證之控管程序 

一~二 略 

三、子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

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

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

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

事，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

司稽核單位，本公司稽核單

位應將書面資料送交審計

委員會。 

第十一條：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

證之控管程序 

一~二 略 

三、子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

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

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

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

事，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

司稽核單位，本公司稽核單

位應將書面資料送交各監

察人。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替

代監察人職權，修正相

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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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以下略… 以下略… 

第十五條：實施與修訂 

一、本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及

董事會通過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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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審計委

員會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

正時亦同。 

二、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

時，依前項規定將本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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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實施與修訂 

一、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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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應將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

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

亦同。 

二、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時，

依前項規定將本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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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替

代監察人職權，修正相

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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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基亞生物科技(股)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

投資處理程序 

一、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

定程序 

(一)略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

訂處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

應經董事會通過者，如有董

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

聲明，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

資料送審計委員會。另外本

公司若已設置獨立董事者，

依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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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 

第八條：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

資處理程序 

一、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

程序 

(一)略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

訂處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

應經董事會通過者，如有董

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

聲明，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

資料送各監察人。另外本公

司若已設置獨立董事者，依

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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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職權，修

正相關文字。 

第九條：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一、略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

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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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買賣國內公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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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及審計委員會承認後，

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

項： 

(一)~(五)略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

第九條：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一、略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

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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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買賣國內公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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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略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職權，修

正相關文字。 

- 58 -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

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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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準則規定提交董事會通

過及審計委員會承認部分免

再計入。 

以下略… 

三、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一)~(四)略

(五)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如經按本條第三項第

（一）、（二）款規定評

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

低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以下略…

1.本公司應就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交易價格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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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公

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

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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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審計委員會應依公司法

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

理。

3.應將本款第三項第（五）

款第1點及第2點處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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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

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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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準則規定提交董事會通

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免再計

入。 

以下略… 

三、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一)~(四)略

(五)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如經按本條第三項第

（一）、（二）款規定評

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

低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以下略…

1. 本公司應就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交易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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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公司之投資採

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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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

二百十八條規定辦理。

3. 應 將 本 款 第 三 項 第

（五）款第1點及第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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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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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

品之處理程序 

一~三略 

四、內部稽核制度 

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

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

當性，並按月查核交易部門

對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

程序之遵守情形及分析交易

循環，作成稽核報告，如發

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書面

通知審計委員會。 

以下略… 

第十二條：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

品之處理程序 

一~三略 

四、內部稽核制度 

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

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

當性，並按月查核交易部門

對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

程序之遵守情形及分析交易

循環，作成稽核報告，如發

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書面

通知監察人。 

已依本法規定設置獨立董事

者，於依前項通知各監察人

事項，應一併書面通知獨立

董事。 

以下略…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職權，修正

相關文字 

第十九條：實施與修訂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同意

及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

會同意實施，修正時亦同。

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

或書面聲明者，公司並應將

董事異議資料送審計委員

會。 

二、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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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意見與

理由列入會議紀錄。 

三、依第一項規定提交審計委員

會討論時，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如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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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條：實施與修訂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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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並應將董事

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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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意見與

理由列入會議紀錄。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職權，增修

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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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決議。 

四、前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及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

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 61 -



【附件十一】 

基亞生物科技(股)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董事選舉辦法」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配合金管會於 2018 年

12 月 19 日發布金管

證發字第

10703452331 號令，

要求所有上市櫃公司

應自現任董事、監察

人任期屆滿時設置審

計委員會取代監察

人，爰修正辦法名

稱。 

第一條 

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事，

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第二十一條及第四十三條規

定訂定本程序。 

第一條 

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事、

監察人，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第二十一條及第四

十三條規定訂定本程序。 

配合金管會於 2018 年

12 月 19 日發布金管

證發字第

10703452331 號令，

要求所有上市櫃公司

應自現任董事、監察

人任期屆滿時設置審

計委員會取代監察

人，爰刪除條文有關

監察人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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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任，除

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

本程序辦理。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職權，爰

刪除條文有關監察人

部份。 

第四條 

本條刪除 

第四條 

本公司監察人應具備左列之條

件： 

一、誠信踏實。 

二、公正判斷。 

三、專業知識。 

四、豐富之經驗。 

五、閱讀財務報表之能力。 

本公司監察人除需具備前項之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職權，爰

刪除條文有關監察人

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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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要件外，全體監察人中應至少一

人須為會計或財務專業人士。 

監察人間或監察人與董事間，

應至少有一席以上，不得具有

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

係。 

監察人不得兼任公司董事、經理

人或其他職員，且監察人中至少

須有一人在國內有住所，以即時

發揮監察功能。 

第四條 

略 

第五條 

  略 

配合第四條刪除，調

整條號。 

第五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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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項略。 

第 4 項刪除。 

第六條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之選舉，

均應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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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察人候選人之資格條件、學經

歷背景及有無公司法第三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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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察人。 

第 2 項略。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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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察人因故解任，致人數不足

公司章程規定者，宜於最近一

次股東會補選之。但監察人全

體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

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

會補選之。 

一、配合第四條刪

除，調整條號。 

二、配合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修正

簡化提名董事之

作業程序，爰修

正第一項。 

三、配合設置審計委

員會替代監察人

職權，爰刪除條

文有關監察人部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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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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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應

採用累積投票制，每一股份有與

應選出董事或監察人人數相同

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

分配選舉數人。 

一、配合第四條刪

除，調整條號。 

二、配合設置審計委

員會替代監察人

職權，爰刪除條

文有關監察人部

份。 

第七條一 

本條刪除 

第七條一 

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時不另

選舉監察人。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職權，爰

刪除本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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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及

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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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配合第四條刪

除，調整條號。 

二、配合設置審計委

員會替代監察人

職權，爰刪除條

文有關監察人部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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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二人以上所得權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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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依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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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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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配合第四條刪

除，調整條號。 

二、配合設置審計委

員會替代監察人

職權，爰刪除條

文有關監察人部

份。 

第九條 第十條 配合第四條刪除，調

整條號。 

第十條 

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

明被選舉人姓名或戶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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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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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配合第四條刪

除，調整條號。 

二、配合金管會於

2019 年 4 月 25

日發布金管證交

字第 1080311451

號令，上市

（櫃）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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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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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監察人選舉自

2021 年起應採候

選人提名制度，

股東應就董事候

選人名單中選任

之，股東於股東

會召開前即可從

候選人名單知悉

各候選人之姓

名、學經歷等資

訊，以股東戶號

或身分證字號為

辨明候選人身分

之方式，即無必

要，爰刪除相關

條文。 

第十一條 

政府或法人為公開發行公司之股

東時，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

不得由其代表人同時當選或擔任

公司之董事，不適用公司法第二

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第十二條 

政府或法人為公開發行公司之

股東時，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外，不得由其代表人同時當選或

擔任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不適

用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

定。 

一、配合第四條刪

除，調整條號。 

二、配合設置審計委

員會替代監察人

職權，爰刪除條

文有關監察人部

份。 

第十二條 

選舉票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有召集權人製備之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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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填被選舉人與董事候選人

名單經核對不符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姓名或戶名及

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

文字者。 

六、同一選舉票填列被選舉人二

人或二人以上者。 

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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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配合第四條刪

除，調整條號。 

二、股東得依公司法

第 173 條規定，

於特定情形下(如

董事會不為召集

之通知時) 得報

經主管機關許

可，自行召集，

擬配合調整本條

第一款。另配合

金管會於 2019 年

4 月 25 日發布金

管證交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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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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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311451 號號

令，上市（櫃）

公司董事及監察

人選舉自 2021 年

起應採候選人提

名制度，股東應

就董事候選人名

單中選任之，爰

調整本條第四款

及第五款，並刪

除第六款。 

第十三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

由主席當場宣布，包含董事當選

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第二項略 

第十四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

果由主席當場宣布，包含董事

及監察人當選名單與其當選全

數。 

第二項略 

一、配合第四條刪

除，調整條號。 

二、配合設置審計委

員會替代監察人

職權，爰刪除條

文有關監察人部

份。 

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 配合第四條刪除，調

整條號。 

第十五條 

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發給

當選通知書。 

第十六條 

當選之董事及監察人由本公司

董事會發給當選通知書。 

一、配合第四條刪

除，調整條號。 

二、配合設置審計委

員會替代監察人

職權，爰刪除條

文有關監察人部

份。 

第十六條 第十七條 配合第四條刪除，調

整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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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基亞生物科技(股)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

知） 

第一項略。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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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

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

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

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

併、分割或第一百八十五條

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

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

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第三條 （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

知） 

第一項略。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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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

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

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

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

合併、分割或第一百八十五條

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

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

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

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

一、配合設置審計委

員會替代監察人

職權，爰刪除條

文有關監察人部

份。 

二、配合現行「○○

股份有限公司股

東會議事規則參

考範例」，爰修

訂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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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四、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

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

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

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

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以下略… 

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

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四、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

改選董事、監察人，並載明就

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

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

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

期。 

以下略… 

第六條 （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第一項~第四項  略。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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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 

第六條 （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第一項~第四項  略。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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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

會替代監察人職權，

爰刪除條文有關監

察人部份。 

第九條 (股東會出席股數之計算

與開會) 

第一項  略。 

二、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

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

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資

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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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 

第九條 (股東會出席股數之計算

與開會) 

第一項  略。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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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 

為提升公司治理並

維護股東之權益，修

正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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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四條 （選舉事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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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

其當選權數及落選董事名

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第十四條 （選舉事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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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當選董事、監

察人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一、配合設置審計委

員會替代監察人

職權，爰刪除條

文有關監察人部

份。 

二、為提升公司治理

並維護股東之權

益，修正第一

項。 

第十五條 (會議紀錄及簽署事

項) 

第一項~第二項  略。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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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

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

應揭露當選人之得票權數。

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

保存。 

第十五條 (會議紀錄及簽署事

項) 

第一項~第二項  略。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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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

記載之，有選舉董事、監察人

時，應揭露當選人之得票權

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

久保存。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

會替代監察人職權，

爰刪除條文有關監

察人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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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基亞生物科技(股)公司 

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職稱

類別 

候選人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所代表
之政府
或法人
名稱 

持有股份
數額 

(單位：
股) 

董事 張世忠 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士 

英國倫敦大學雷射醫學

博士 

慈濟醫學院醫學系系主任 

慈濟醫院泌尿外科主任 

台大醫院主治醫師 

基亞生物科技(股)公司總經理 

TBG Inc.董事 

德必碁生物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高端疫苗生物製劑(股)公司董事長 

溫士頓醫藥(股)公司董事長 

TBG Diagnostics Ltd 董事 

基亞細胞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基亞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長 

基亞生物科技(廈門)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德必碁生物科技(廈門)有限公司董事 

優茂國際(股)公司董事長 

萱草堂有限公司董事長 

MVC BioPharma Ltd 董事 

TDL HOLDING CO.董事 

無 1,802,064 

董事 張姿玲 英國 Sussex 大學企管

系學士 

云辰電子開發(股)公司董事長 

華辰保全(股)公司董事長 

云辰電子開發(股)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華辰保全(股)公司董事長 

新加坡云辰董事長兼總經理 

紫盛智慧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 

云辰電子

開發(股)

公司 

14,09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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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云辰董事長兼總經理 

寰辰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 

Phase Electronics(UK)Limited 董事 

統盛開發建設(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 

樺辰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公司董事長 

利鼎創業投資(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 

蘇州馬力強潤滑油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黃子亮 中國文化大學觀光系學

士 

旭柴理財顧問(股)公司董事長 

統創投資控股(股)公司董事長 

統創投資控股(股)公司董事長 

云辰電子開發(股)公司董事 

財團法人云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紫盛智慧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華辰保全(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 

統富開發建設(股)公司董事 

樺辰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公司法人董

事代表 

蘇州馬力強潤滑油有限公司監事 

華辰保全

(股)公司 

2,427,760 

董事 莊明理 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畢 

文化大學政治學系研究

所畢 

大慶建設(股)公司副總經理/董

事 

大慶票券金融(股)公司董事 

大慶建設(股)公司副總經理 

大慶證券(股)公司副董事長 

大慶建設

(股)公司 

4,371,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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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

董事 

賴博雄 美國麻省藥學院藥物化

學碩士/博士 

生策會副執行長  

冠亞生技(股)公司董事長 

統一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及總經理 

克魯斯健康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時輝興業(股)公司董事長 

德和隆(股)公司董事長 

正瀚生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杏國新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醫行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不適用 0 

獨立

董事 

莊秀銘 台灣大學法律系 台北、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

官 

台灣台北、板橋地方法院法官 

萬律聯合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不適用 0 

獨立

董事 

陳北緯 中正大學會計研究所碩

士 

勤業會計師事務所副理 

群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崇右技術學院會計系兼任講師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兼任講師 

緯創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緯創德林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英屬開曼群島商納諾股份有限公司獨

立董事 

群創財富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董事 

不適用 0 

- 7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