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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度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二)上午十時整 

地  點：台南市善化區大利二路 3 號（本公司會議室） 

出  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表人所代表股數共計 17,204,727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權

利之出席股東代表股數為 6,552,619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數 27,893,391 股之

61.68%。 

出席董事：張曉莉 董事長、金晋德 董事、松延酵素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紀宜仁 董事、 

陳本霖 董事、陳宗民 獨立董事、林世勲 獨立董事。 

列    席：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莊惠雯 協理、洪梓善 經理。 

主  席：張董事長曉莉                  紀錄：蘇琪棉  

 

一、宣佈開會：出席股東代表股份已達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本公司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敬請  鑒察。 

說   明：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審計委員會審查 108 年度營業決算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本公司發行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 1.本公司於 108 年 3 月 6 日發行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總額為

新台幣參億元整，每張面額新台幣壹拾萬元整，票面利率 0%，發行期間三

年，募集資金用途為新建廠房與購置設備。 

2.截至股東會議事手冊刊印日止，本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均未轉換為普通股，

目前轉換價格為新台幣 48.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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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本公司修訂「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9 年 2 月 12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80341134 號函辦

理，擬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修訂條文對照表敬請

參閱【附件三】。 

 

第五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本公司修訂「董事會議事規則」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9 年 1 月 15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80361934 號令辦

理，擬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敬請參閱【附件四】。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本公司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1.本公司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業經本公司 109 年第一次董事會

會議通過，其中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永智、田中玉會

計師查核完竣，並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 

2.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五】。 

決  議： 本案經現場股東及電子投票股東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7,204,727 權 

票決結果 

贊成權數 16,511,469 權（含電子方式表決權數 6,521,331 權） 

反對權數 23,584 權（含電子方式表決權數 23,584 權） 

無效票權數 0 權（含電子方式表決權數 0 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 669,674 權（含電子方式表決權數 7,704 權） 

贊成權數佔總出席表決權 95.97%，已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原議案表決

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本公司 108 年度虧損撥補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檢附 108 年度虧損撥補表，請參閱【附件六】。 

決  議： 本案經現場股東及電子投票股東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7,204,727 權 

票決結果 

贊成權數 16,507,451 權（含電子方式表決權數 6,517,313 權） 

反對權數 27,601 權（含電子方式表決權數 27,601 權） 

無效票權數 0 權（含電子方式表決權數 0 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 669,675 權（含電子方式表決權數 7,705 權） 

贊成權數佔總出席表決權95.94%，已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原議案表決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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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8 年 12 月 31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80339900 號

函、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109 年 1 月 13 日證櫃監字第

10900500262 號辦理，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

表敬請參閱【附件七】。 

決  議： 本案經現場股東及電子投票股東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7,204,727 權 

票決結果 

贊成權數 16,511,454 權（含電子方式表決權數 6,521,316 權） 

反對權數 23,599 權（含電子方式表決權數 23,599） 

無效票權數 0 權（含電子方式表決權數 0 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 669,674 權（含電子方式表決權數 7,704 權） 

贊成權數佔總出席表決權 95.97%，已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原議案表決

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二)上午 10 點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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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金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 O 八年度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先生、女士，大家好： 

非常感謝各位股東百忙之中蒞臨參加本公司 109 年度股東常會。 

在此謹就去(108)年度營業結果與今(109)年度營業計畫概要、未來發展方向等，向全體股

東報告。 

ㄧ、108 年度營業結果 

(一) 營業計劃實施成果及預算執行情形 

金穎生技之核心價值係研發及承接各式菌種(包含微生物與食藥用菇蕈等)之

發酵與純化技術，並將其放大量產使其商業化，為客戶提供專業代工、各式生技

食品及其原料之產銷，並行銷品牌之機能性產品。108 年合併營收淨額為 328,230

千元，以微生物發酵類、食藥用菇蕈發酵類、草木本植物功能性產品與果蔬發酵

濃縮物及蛋白質產品等之各式原料、劑型銷售與相關代工服務收入為主。雖然國

內客戶因新產品及通路開發而相對帶動銷貨增加，但原本來自美國地區部分客戶

訂單，因其需求大幅下滑，致使合併營收較 107 年減少 29,217 千元，同時外銷比

重由 107 年 52%減少至 108 年 36%。在產品銷售組合變動、外銷比重下降，以及

產銷規模不如預期而使整體產能利用率降低，致 108 年度營業成本增加、營業毛

利金額減少，營業毛利率則為 25%。 

在營業費用及營業利益方面，本公司 108 年著重於發酵代工新案之前期技術

承接與改良，以及開發不同包裝劑型之生技食品，致當期研發費用較 107 年減少，

加上應收帳款之帳齡品質提升而產生預期信用減損利益，故本公司當期營業費用

較 107 年減少 2,492 千元，但因營業毛利減少幅度較大而產生營業損失 23,378 千

元。營業外收入及支出為淨支出 9,253 千元，主係 108 年發行轉換公司債及適用

IFRS 16 租賃等影響使財務成本增加所致，綜上影響，本公司 108 年稅後淨損為

27,550 千元。最近兩年度合併簡明損益資料敬請參閱下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 年度 108 年度 107 年度 增(減)金額 

營業收入 328,230 357,447 (29,217) 

營業成本 245,540 239,529 6,011 

營業毛利 82,690 117,918 (35,228) 

營業費用 106,068 108,560 (2,492) 

營業利益(損失) (23,378) 9,358 (32,736)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9,253) 4,807 (14,060) 

稅前淨利(損) (32,631) 14,165 (46,796) 

本期淨利(損) (27,550) 10,315 (37,865) 

註：以上資料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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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年度 

項目 108 年度 107 年度 

財務 

收支 

營業收入 (千元) 328,230 357,447 

營業毛利 (千元) 82,690 117,918 

本期淨利(損) (千元) (27,550) 10,315 

獲利 

能力 

分析 

股東權益報酬率(%) (6.83) 2.82 

營業利益(損失)佔實收資本比率(%) (8.38) 3.37 

稅前利益(損失)佔實收資本比率(%) (11.70) 5.10 

基本每股盈餘(虧損) (追溯調整)(元) (0.99) 0.38 

(三) 研究發展狀況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及年度 108 年度 107 年度 

研究發展費用(A) 22,138 25,146 

合併營業收入(B) 328,230 357,447 

(A)/(B) 6.74% 7.03% 

本公司期以厚實的研發能量支持營運拓展的能力，並強化公司競爭力。108 年

研發著重於發酵代工新案前期技術承接與改良，並因應客戶需求開發多款劑型之

生技食品，相對使研發費用較 107 年度減少 3,008 千元，佔合併營收比重則為

6.74%。截至 108 年底本公司已取得 14 項專利，其中 9 項為 108 年取得，現尚有

12 項專利提出申請，目前審核中。茲將當期重大研發計畫及成果列述如下： 

1.研發益生菌新式包覆結構，提升其對酸鹼及溫度之耐受力，有效延長益生菌保

存期限，並取得台灣新型專利，同時榮獲韓國WiC創新發明展金牌獎。 

2.成功開發並商品化 37LabticoTM酵解後生元，擴大益生菌產品之應用，並取得台

灣新型專利，同時榮獲日本東京天才創新發明展銀牌獎。 

3.承接多項來自各國國際大廠之微生物發酵代工新品開發案，包含提升人體能量

代謝產品、具美容效果之保健品等，將可增加公司未來營運動能。 

4.配合國內外大廠多項機能性食品新品訂單，短期內完成粉劑、液體等多項客製

化商品的劑型開發，並導入生產部門成功量產。 

5.完成靈芝複合多醣體組成物相關功效性試驗，包含有效提升特異性及非特異性

之免疫功能等，分別取得台灣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 

 

二、109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本公司營運項目多元，全方位跨足食品生技產業鏈，從上游之以發酵技術提供

專業代工、生技食品及其原料之研發及生產，到中游之客製化配方設計與製造，以

及下游之自有品牌產品之設計與產銷。隨著全球人口老化趨勢加快、少子化現象嚴

重，追求健康及預防保健等消費需求呈上升趨勢不變，加上環境變遷提高生活風險

疑慮，以發酵量化生產生技食品與相關素材之技術，已成為國際上重要且極具發展

潛力的生技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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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經營嚴格落實「品質第一  服務至上」，依循國內外食品法規執行產品

與原物料相關檢測規範與來源控管，並輔以自有檢驗實驗室搭配第三方檢驗單位報

告，以期提供客戶品質精良之產品與服務。本公司除在現有營運規模，為達成今(109)

年營運目標並規劃公司未來發展藍圖，茲概述經營方針、營運重點與產銷政策如下： 

(一)爭取國際微生物發酵代工合作案，以增加營運動能的長期訂單來源 

運用菌種選殖、培養基最適化及發酵與其量產之核心技術與研發能量，搭配

完整健全之發酵與純化生產設備，透過業務開發、現有客戶及產學研機構引薦等

管道，並以現有美國、日本等成功之微生物發酵代工經驗，洽談並爭取國際級發

酵代工合作案。 

(二)因應保健趨勢，著重免疫之新品開發 

環境變遷造成人類生活風險提高，將使強調免疫保健概念與相關產品之需求

增加，帶動益生菌及多醣體等機能性原料之廣泛應用。本公司以自主研發成功之

益生菌、酵解後生元及複合多醣體等各式機能性原料，在不同包裝劑型及多項專

利支持下，可配合客戶需求，提供原料或專屬配方產品，期以台灣為中心向外推

展到全球市場。  

(三)新建南科新廠，規劃未來發展項目 

發酵產業應用範圍極為廣泛，本公司為將微生物發酵技術應用領域延伸至非

食品產業之營運項目，如動物營養品之益生菌與酵素、工業用酵素，及其他微生

物發酵新品，已陸續進行南科新廠新建工程與建置相關設備等計畫，將可為公司

營運增添多元成長動能，健全公司發展。 

 

本公司身為食品生技產業鏈一員，自研發、量化生產、品檢至產品出庫，層層嚴格把

關，並建置嚴格產品品質檢驗系統，取得 ISO9001(品質管理系統)、ISO22000(食品安全管

理系統)、HACCP(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預防性品質管理系統)及 NSF-DSGMP(膳食補充

劑)等國際級品質認證，並提供產品檢驗報告予客戶，載明產品規格及各項量測項目，使

客戶更為安心。本公司設有南科製造廠及新營製劑充填廠，提供完善自原料供應、產品(配

方)設計到包裝出貨之一條龍服務，專業研發團隊不斷開發新原料，以滿足客戶及市場需

求，期能在激烈競爭環境中突顯本公司產品及技術之優勢，促使公司營運持續成長。 

本公司將更加落實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以提高企業的經營品質及企業價值，更

有助於公司永續經營發展。 

 

懇切希望各位股東能繼續給予公司支持與指導。 

謹祝  各位股東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董事長：張曉莉 

 

總經理：金晉德 

 

會計主管：蘇琪棉  
 



~ 7 ~ 
 

【附件二】 

 

 
  



~ 8 ~ 
 

【附件三】 

金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修訂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修訂理由 

第 2 條：適用對象及定義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

人、受任人及具有實質控制能力者

（以下簡稱實質控制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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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條：適用對象及定義 

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受任

人及具有實質控制能力者（以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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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依法設

置審計委員會，無

監察人，故修訂文

字。 

第 5 條：專責單位 

本公司稽核室為專責單位（以下簡

稱本公司專責單位），隸屬於董事

會，辦理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之

修訂、執行、解釋、諮詢服務暨通報

內容登錄建檔等相關作業及監督執

行，主要職掌下列事項，並應定期向

董事會報告： 

一、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公

司經營策略，並配合法令制度訂定

確保誠信經營之相關防弊措施。 

二、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並於

各方案內訂定工作業務相關標準作

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三、規劃內部組織、編制與職掌，對

營業範圍內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

營業活動，安置相互監督制衡機制。 

四、誠信政策宣導訓練之推動及協

調。 

五、規劃檢舉制度，確保執行之有效

性。 

六、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及

評估落實誠信經營所建立之防範措

施是否有效運作，並定期就相關業

務流程進行評估遵循情形，作成報

告。 

第 5 條：專責單位及職掌 

本公司稽核室為專責單位（以下簡稱

本公司專責單位），隸屬於董事會，

並配置充足之資源及適任之人員，辦

理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之修訂、執

行、解釋、諮詢服務暨通報內容登錄

建檔等相關作業及監督執行，主要職

掌下列事項，並應定期（至少一年一

次）向董事會報告： 

一、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公司

經營策略，並配合法令制度訂定確保

誠信經營之相關防弊措施。 

二、定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不誠

信行為風險，並據以訂定防範不誠信

行為方案，及於各方案內訂定工作業

務相關標準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三、規劃內部組織、編制與職掌，對

營業範圍內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

業活動，安置相互監督制衡機制。 

四、誠信政策宣導訓練之推動及協調。 

五、規劃檢舉制度，確保執行之有效

性。 

六、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及評

估落實誠信經營所建立之防範措施是

否有效運作，並定期就相關業務流程

進行評估遵循情形，作成報告。 

七、製作及妥善保存誠信經營政策及

其遵循聲明、落實承諾暨執行情形等

相關文件化資訊。 

依金管會 109 年 2

月 12 日金管證發

字第 1080341134

號函修正「OO 股

份有限公司誠信

經營作業程序及

行為指南」參考範

例部分條文辦理；

修正本條標題及

序文規定；增訂第

七款規定。 

第 11 條：利益迴避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其他

出席或列席董事會之利害關係人對

第 11 條：利益迴避 

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及其他出席或列

席董事會之利害關係人對董事會會議

依金管會 109 年 2

月 12 日金管證發

字第 108034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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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修訂理由 

董事會所列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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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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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

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前項

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者，視為董事

就該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 

本公司人員於執行公司業務時，發現

與其自身或其所代表之法人有利害衝

突之情形，或可能使其自身、配偶、

父母、子女或與其有利害關係人獲得

不正當利益之情形，應將相關情事同

時陳報直屬主管及本公司專責單位，

直屬主管應提供適當指導。 

本公司人員不得將公司資源使用於公

司以外之商業活動，且不得因參與公

司以外之商業活動而影響其工作表

現。 

號函修正「OO 股

份有限公司誠信

經營作業程序及

行為指南」參考範

例部分條文辦理，

同時本公司已依

法設置審計委員

會，無監察人，修

正相關文字及增

訂本條第二項及

第四項。 

第 12 條：保密機制之組織與責任及

禁止洩露商業機密 

本公司依照資通安全相關規定執行

公司營業秘密、商標、專利、著作等

智慧財產之管理、保存及保密作業

程序，並應定期檢討實施結果，俾確

保其作業程序之持續有效。 

以下略。 

第 12 條：保密機制之組織與責任及禁

止從事不公平競爭行為 

本公司應設置處理專責單位，負責制

定與執行公司營業秘密、商標、專利、

著作等智慧財產之管理、保存及保密

作業程序，並應定期檢討實施結果，

俾確保其作業程序之持續有效。 

以下略。 

依金管會 109 年 2

月 12 日金管證發

字第 1080341134

號函修正「OO 股

份有限公司誠信

經營作業程序及

行為指南」參考範

例部分條文辦理，

修正本條標題及

相關文字。 

第 13 條：禁止內線交易 

本公司對於所提供之產品與服務所

應遵循之相關法規與國際準則，應

進行蒐集與瞭解，並彙總應注意之

事項予以公告，促使本公司人員於

產品與服務之研發、採購、製造、提

供或銷售過程，確保產品及服務之

資訊透明性及安全性。 

以下略。 

第 13 條：防範產品或服務損害利害關

係人 

本公司對於所提供之產品與服務所應

遵循之相關法規與國際準則，應進行

蒐集與瞭解，並彙總應注意之事項予

以公告，促使本公司人員於產品與服

務之研發、採購、製造、提供或銷售

過程，確保產品及服務之資訊透明性

及安全性。 

以下略。 

依金管會 109 年 2

月 12 日金管證發

字第 1080341134

號函修正「OO 股

份有限公司誠信

經營作業程序及

行為指南」參考範

例部分條文辦理；

修正本條標題。 

第 14 條：保密協定 

本公司人員應遵守證券交易法之規

定，不得利用所知悉之未公開資訊

第 14 條：禁止內線交易及保密協定 

本公司人員應遵守證券交易法之規

定，不得利用所知悉之未公開資訊從

依金管會 109 年 2

月 12 日金管證發

字第 108034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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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修訂理由 

從事內線交易，亦不得洩露予他人，

以防止他人利用該未公開資訊從事

內線交易，相關作業依據防範內線

交易管理辦法及相關法令辦理。 

以下略。 

事內線交易，亦不得洩露予他人，以

防止他人利用該未公開資訊從事內線

交易，相關作業依據防範內線交易管

理辦法及相關法令辦理。 

以下略。 

號函修正「OO 股

份有限公司誠信

經營作業程序及

行為指南」參考範

例部分條文辦理；

修正本條標題。 

第 15 條：對外宣示誠信經營政策 

本公司於公司網站、年報及公開說

明書揭露其誠信經營守則政策及執

行情形並適時於對外活動上宣示，

使其供應商、客戶或其他業務相關

機構與人員均能清楚瞭解其誠信經

營理念與規範。 

第 15 條：遵循及宣示誠信經營政策 

本公司應要求董事與高階管理階層出

具遵循誠信經營政策之聲明，並於僱

用條件要求受僱人遵守誠信經營政

策。 

本公司應於內部規章、年報、公司網

站或其他文宣上揭露其誠信經營政

策，並適時於產品發表會、法人說明

會等對外活動上宣示，使其供應商、

客戶或其他業務相關機構與人員均能

清楚瞭解其誠信經營理念與規範。 

依金管會 109 年 2

月 12 日金管證發

字第 1080341134

號函修正「OO 股

份有限公司誠信

經營作業程序及

行為指南」參考範

例部分條文辦理；

增訂本條第一項，

並修正本條標題；

現行條文移列第

二項。 

第 20 條︰公司人員涉不誠信行為之

處理 

第一項略。 

本公司於公司網站及內部網站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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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本公司內部及外部人員

使用。檢舉人應至少提供下列資訊： 

一、檢舉人之姓名、身分證號碼即可

聯絡到檢舉人之地址、電話、電子信

箱。 

二、被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

別被檢舉人身分特徵之資料。 

三、可供調查之具體事證。 

本公司處理檢舉情事之相關人員應

以書面聲明對於檢舉人身分及檢舉

內容予以保密，本公司並承諾保護

檢舉人不因檢舉情事而遭不當處

置。 

並由本公司專責單位依下列程序處

理： 

一、檢舉情事涉及一般員工者應呈

報至部門主管，檢舉情事涉及董事

或高階主管，應呈報至獨立董事或

監察人。 

二、本公司專責單位及前款受呈報

之主管或人員應即刻查明相關事

第 20 條︰公司人員涉不誠信行為之

處理 

第一項略。 

本公司於公司網站及內部網站建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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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本公司內部及外部人員使用。

檢舉人應至少提供下列資訊： 

一、檢舉人之姓名、身分證號碼，亦

得匿名檢舉，及可聯絡到檢舉人之地

址、電話、電子信箱。 

二、被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

被檢舉人身分特徵之資料。 

三、可供調查之具體事證。 

本公司處理檢舉情事之相關人員應以

書面聲明對於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

予以保密，本公司並承諾保護檢舉人

不因檢舉情事而遭不當處置。 

本公司專責單位應依下列程序處理檢

舉情事： 

一、檢舉情事涉及一般員工者應呈報

至部門主管，檢舉情事涉及董事或高

階主管，應呈報至獨立董事。 

二、本公司專責單位及前款受呈報之

主管或人員應即刻查明相關事實，必

要時由法規遵循或其他相關部門提供

協助。 

依金管會 109 年 2

月 12 日金管證發

字第 1080341134

號函修正「OO 股

份有限公司誠信

經營作業程序及

行為指南」參考範

例部分條文辦理，

同時本公司已依

法設置審計委員

會，無監察人，故

修正本條第二項

第一款、第四項本

文及同項第一款、

第三款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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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修訂理由 

實，必要時由法規遵循或其他相關

部門提供協助。 

三、如經證實被檢舉人確有違反相

關法令或本公司誠信經營政策與規

定者，應立即要求被檢舉人停止相

關行為，並為適當之處置，且必要時

透過法律程序請求損害賠償，以維

護公司之名譽及權益。 

以下略。 

三、如經證實被檢舉人確有違反相關

法令或本公司誠信經營政策與規定

者，應立即要求被檢舉人停止相關行

為，並為適當之處置，且必要時向主

管機關報告、移送司法機關偵辦，或

透過法律程序請求損害賠償，以維護

公司之名譽及權益。 

以下略。 

第 23 條：建立獎懲、申訴制度及紀

律處分 

本公司宜適時安排董事長、總經理

或高階管理階層向董事、受僱人及

受任人舉辦教育訓練與宣導，並邀

請與公司從事商業行為之相對人參

與，使其充分瞭解公司誠信經營之

決心、政策、防範方案及違反不誠信

行為之後果。 

第 23 條：內部宣導、建立獎懲、申訴

制度及紀律處分 

本公司專責單位應每年舉辦至少一次

內部宣導，安排董事長、總經理或高

階管理階層向董事、受僱人及受任人

傳達誠信之重要性。 

依金管會 109 年 2

月 12 日金管證發

字第 1080341134

號函修正「OO 股

份有限公司誠信

經營作業程序及

行為指南」參考範

例部分條文辦理；

修正本條標題。 

第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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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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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依法設

置審計委員會，無

監察人，故修訂文

字。 

第 25 條：附則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經董事會通

過後實施，並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

東會，修正時亦同。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提報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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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本公司如已設置審計委員會以執

行監察人之職權，則本作業程序及

行為指南關於監察人之相關規範均

暫不適用。 

第 25 條：附則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經審計委員會

及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提報股東會，

修正時亦同。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提報董事會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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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依法設

置審計委員會，無

監察人，故修訂相

關程序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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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金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修訂理由 

第七條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並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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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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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並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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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之董事召集者，會議主席由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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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公司法第二百零三條第四項或

第二百零三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董

事會由過半數之董事自行召集

者，由董事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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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金管會 109 年

1 月 15 日金管證

發字第

1080361934 號令

修正「公開發行

公司董事會議事

辦法」修正條

文；文字修正、

增訂第二項及現

行第二項移列第

三項。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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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

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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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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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

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

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

司，就前項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

係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

利害關係。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二

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

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六條第四項準

用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辦

理。 

依金管會 109 年

1 月 15 日金管證

發字第

1080361934 號令

修正「公開發行

公司董事會議事

辦法」修正條

文；增訂第二項

及現行第二項移

列第三項並修正

援引項次。 

第十七條 

修正通過：一○六年十一月九

日。 

第十七條 

修正通過：一○九年三月十二

日。 

修訂修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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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1) 108 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公司合併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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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8 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公司個體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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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金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虧損撥補表 

108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累積盈餘  $      6,585,558 

     減：108 年稅後淨損  (27,550,679) 

   期末累積虧損  $    (20,965,121) 

   彌補項目：    

     加：資本公積-發行溢價  (20,965,121) 

   期末未分配盈餘  $             0 

 

 

 

 

 

董事長：張曉莉 

 

總經理：金晉德 

 

會計主管：蘇琪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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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金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第一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

外，均依本規則實施。 

第一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

者外，均依本規則實施。 

依法增列章程之

文字。 

第二條（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

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

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

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

董事、監察人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

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

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

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

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

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

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

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

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

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

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

東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

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

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

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證券

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

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

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

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

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

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

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

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

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

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第二條（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

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

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

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

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

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

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

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

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

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

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

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

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

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

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

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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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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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或公

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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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

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

議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

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

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

1. 依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 108 年 12

月 31 日金管證發

字第 1080339900

號函、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 109 年 1

月 13 日證櫃監字

第 10900500262 號

辦理。 

2. 修正應於股東會

召集事由中列舉

並說明主要內容

之事項。 

3. 增列不得於改選

董事監察人之同

次股東會再以臨

時動議或其他方

式變更其就任日

期。 

4. 本公司已依法設

置審計委員會，無

監察人，故修訂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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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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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 

建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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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

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以下略。 

第五條（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第一項至第四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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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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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第一項至第四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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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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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依法設

置審計委員會，無

監察人，故修訂文

字。 

第九條(議案討論)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

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

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

更之。 

第二項至第三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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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議案討論)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

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含臨時動

議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

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

決議不得變更之。 

第二項至第三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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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安排適足

之投票時間。 

依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 108 年 12

月 31 日金管證發

字第 1080339900

號函辦理、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 109

年 1 月 13 日證櫃

監 字 第

10900500262 號辦

理，增列明訂股東

會議案採行逐案

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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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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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採行以電子

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

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

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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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 108 年 12

月 31 日金管證發

字第 1080339900

號函、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 109 年 1

月 13 日證櫃監字

第 10900500262 號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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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以下略。 以下略。 

第十三條（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

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舉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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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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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

訂相關選舉辦法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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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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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依法設

置審計委員會，無

監察人，故修訂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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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電子方

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

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

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

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

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記載之，在本

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前項決議方法，係經主席徵詢股東

意見，股東對議案無異議者，應記

載「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

議通過」；惟股東對議案有異議時，

應載明採票決方式及通過表決權

數與權數比例。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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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

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

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

要領及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

載之，有選舉董事時，應揭露每位候選

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

永久保存。 

依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 108 年 12

月 31 日金管證發

字第 1080339900

號函、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 109 年 1

月 13 日證櫃監字

第 10900500262 號

辦理，增列明訂揭

露表決結果、每位

董事候選人之得

票權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