佰研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六年股東常會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正。

地

點：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 號 5 樓(臺北南港展覽館 1 館 501 會議室)。

出

席： 出席股東及股權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共計 19,955,033 股(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
股份 214,991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32,772,631 股之 60.88%。

列

席：陳樂維董事長、方智強獨立董事、許順雄監察人、羅曉婷總經理、李英宏資深協理、張
文蒨資深經理、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王戊昌會計師、甄明法律法律事務所陳昭龍
律師。

主

席：陳樂維董事長

紀錄：李英宏

一、宣佈開會：出席股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二）一○五年度監察人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三）一○五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明：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配發之一○五年度員工酬勞為新台幣 10,800,000 元及董監酬勞
為新台幣 1,000,000 元，均以現金發放。
(四) 本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制訂案。
說明：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並持續為社會、股東、員工、客戶及環境創造更新的價值，
以達永續經營，爰參酌「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及相關法令規定，
訂定本守則，請參閱附件五。
(五) 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制訂案。
說明：為建立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及良好之風險控管機制，以健全企業之永續經營及發展，
爰參酌「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訂定本守則，請參閱附件六。
(六) 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制訂案。
說明：為導引本公司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行為符合道德標準，並使本公司之利害關係
人更加瞭解本公司企業道德規範，爰依「上市上櫃公司訂定道德行為準則參考範例
」訂定本準則，請參閱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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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 由：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說

承認。

(董事會提)

明：1. 本公司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編造完竣。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國富
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蕭英嘉會計師、王戊昌會計師查核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送交監
察人查核竣事，認為尚無不符，出具書面查核報告書在案。
2. 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三。
3. 謹提請 承認。

決

議：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9,955,033 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19,939,038 權
(含電子投票 206,482 權)

3,547 權
(含電子投票 3,547 權)

0權

12,448 權
(含電子投票 4,962 權)

99.91%

0.01%

0%

0.06%

第二案
案 由：一○五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說

無效權數

承認。

棄權/未投票權數

(董事會提)

明：1. 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擬定本公司一○五年度盈餘分配表如下：
佰研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05 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期初未分配盈餘
加：本年度稅後淨利 (註)

金

額
$184,032,513
268,192,375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6,819,238)
(3,627,799)

可供分配盈餘

$421,777,851

分配項目
股東股利-現金(每股配發 4 元)
期末未分配盈餘
董事長：陳樂維

(131,090,524)
$290,687,327

經理人：羅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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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主管：張麗君

2.每股現金股利係以民國106年3月22日流通在外股數32,772,631股計算而得。
3.本次盈餘分配數額以105年度盈餘為優先。
4.股利分派如嗣後因本公司股本發生變動，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致股東配息配股率因
此發生變動時，授權董事長調整之。
5.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有關配息基準日、發放日期及其他相關事宜，授權董事長訂定
分派之。
6.本次現金股利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
由小數點數字由大至小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利分配總額。
7.謹提請 承認。
決

議：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9,955,033 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19,939,038 權

3,547 權

(含電子投票 206,482 權)

(含電子投票 3,547 權)

99.91%

0.01%

棄權/未投票權數

0權

12,448 權
(含電子投票 4,962 權)

0%

0.06%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論。

(董事會提)

說

明：1. 為配合公司發展需求，擬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2.「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

決

議：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9,955,033 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19,938,038 權
(含電子投票 205,482 權)

3,547 權
(含電子投票 3,547 權)

0權

13,448 權
(含電子投票 5,962 權)

99.91%

0.01%

0%

0.06%

第二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提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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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董事會提)

說

明：1. 為配合公司發展需求及法令規定，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
2.「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八。

決

議：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9,955,033 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19,938,038 權
(含電子投票 205,482 權)

3,547 權
(含電子投票 3,547 權)

0權

13,448 權
(含電子投票 5,962 權)

99.91%

0.01%

0%

0.06%

第三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提請

討論。

(董事會提)

說

明：1. 為配合公司發展需求及法令規定，擬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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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9,955,033 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19,938,038 權
(含電子投票 205,482 權)

3,547 權
(含電子投票 3,547 權)

0權

13,448 權
(含電子投票 5,962 權)

99.91%

0.01%

0%

0.06%

第四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提請

討論。

(董事會提)

說

明：1. 為配合公司發展需求及法令規定，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2.「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十。

決

議：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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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9,955,033 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19,937,598 權
(含電子投票 205,042 權)

3,987 權
(含電子投票 3,987 權)

0權

13,448 權
(含電子投票 5,962 權)

99.91%

0.01%

0%

0.06%

第五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提請

討論。

(董事會提)

說

明：1. 為配合公司發展需求及日後增設「電子投票制度」，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部分條文。
2.「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十一。

決

議：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9,955,033 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19,938,038 權
(含電子投票 205,482 權)

3,547 權
(含電子投票 3,547 權)

0權

13,448 權
(含電子投票 5,962 權)

99.91%

0.01%

0%

0.06%

第六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董事、監察人選任程序」案，提請

討論。

(董事會提)

說

明：1.為配合公司發展需求及法令規定，擬修訂本公司「董事、監察人選任程序」部分條文。
2.「董事、監察人選任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十二。

決

議：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9,955,033 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19,937,615 權
(含電子投票 205,059 權)

3,970 權
(含電子投票 3,970 權)

0權

13,448 權
(含電子投票 5,962 權)

99.9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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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六、選舉事項
第一案
案

由：補選獨立董事案，提請

選舉。

(董事會提)

說

明：1. 因本公司獨立董事郭旭光先生於 106 年 1 月 6 日辭任，依本公司章程第 16 條之規定，
補選獨立董事一人，任期自 106 年 6 月 28 日起至 107 年 6 月 16 日止。
2. 本公司章程第 16 條之 1 規定，獨立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業
經本公司第七屆第 15 次董事會審查通過，茲將候選人名單載明如下：
持有股份數額
獨立董事候選人
學歷
經歷
(單位：股)
台北大學國際財務 泰山企業-財務室副
鍾健能
0
金融碩士
總經理
3.本次選舉依本公司「董事、監察人選任程序」為之。
4.謹提請

選舉。

選舉結果：獨立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身份證明文件編號

姓名

P121211***

鍾健能

得票權數
19,904,964 權

七、臨時動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臨時動議提出。

八、散會：主席宣佈散會，同日上午九時二十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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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佰研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5 年度營業報告書
謹致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隨著全球醫療科技的突飛猛進與生活品質的提升改善，人類平均壽命因此延長。
對於許多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而言，全球老化人口激增，高齡化社會的來臨，造成慢
性病患者數目逐漸增加，成為國家醫療資源與社會福利支出的一大隱憂。預防勝於治
療的觀念興起，保健食品站在預防醫學的角度來看具有增加營養、促進健康及延緩老
化等功能，逐漸受到政府及注重養生健康的消費者所認同。根據 IEK 預估 2012-2017
年全球市場規模新增 322 億美元，又以亞太和北美為主，2012-2017 年複合成長率為
7%。其中，以中國市場為成長主力，達到 40.3%
中國十三五計畫將生物醫藥產業列為六大新興產業之一，而中國新的食品安全法
要求整體食品製造產業提供更高品質的產品，及配合著中國追求健康生活的大趨勢下，
都有助於整體健康食品的正向發展。中商產業研究院發布的《2016-2021 年中國營養
保健品行業市場分析及投資前景諮詢報告》指出，預估到 2020 年，中國保健品行業
銷售收入將達到 4800 億元之規模。本公司一○五年面臨著中國直銷市場之激烈競爭，
致力於提高流程效率及優化組織，並持續研發及推出新的保健食品以滿足消費者之需
求，現就本公司一○五年度的經營成果及一○六年度的營業計畫報告如次：
一、105 年營業報告
(一)營運成果
本公司 105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以下同)13.84 億元，本期淨利為
268,193 仟元；每股稅後基本盈餘為 8.66 元。與 104 年相較營業收入成長 11.65%，
稅後淨利減少 10.81%。
(二)營運收支預算執行情形：因本公司不需編製財務預測，故不適用。
(三)財務收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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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5 年度

項目

104 年度

增(減)比例%

營 業 收 入

1,384,356

1,239,924

11.65%

營 業 成 本

808,423

753,819

7.24%

營 業 毛 利

575,933

486,105

18.48%

營 業 費 用

217,701

184,581

17.94%

營 業 淨 利

358,232

301,524

18.81%

稅 前 淨 利

352,689

323,362

9.07%

稅 後 淨 利

268,193

300,699

-10.81%

資料來源：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表
(四)獲利能力分析
重要財務比率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5 年度

104 年度

資產報酬率(%)

21.12

36.93

股東權益報酬率(%)

27.84

60.92

營業利益

109.31

106.06

稅前純益

107.62

113.74

純益率(%)

19.37

24.25

每股盈餘(元)

8.66

11.18

項

占實收資本比率(%)

目

資料來源：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表
(五)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新藥研發中心、醱酵研發中心、健康食品研發中心 3 座研發中心及
1 座 TAF 實驗室均在新藥研究、保健食品開發、膳食補充品開發與食品安全
檢驗與功效驗證上持續投入。一○五年本公司狼尾草植物新藥開發計畫獲得經
濟部工業局「生物技術產業化拔尖輔導計畫」之補助，另與國內大專院校合作
針對保健食品進行多項功效性的測試，均獲得豐碩的成果。
二、106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
1. 產品研發：首重於建立產品安全與功效的臨床證據，進而形成市場區隔和
進入障礙。
2. 人力資源：依照產品研發需求、生產需求、市場開發需求、持續招募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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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管及業務人員。
3. 行銷管理：持續深耕客戶關係，並拓展下游新市場。
4. 財務績效：因應國際資金流動，審慎運用直接及間接金融工具，健全集團
財務調度，並撙節費用開銷，注意新臺幣兌外幣匯率變化，減少業外匯損
影響獲利表現。
5. 營運管理：依營收表現調整海外營運擴張計畫充分掌握產業脈動，調整營
運方針。
(二)重要產銷政策
1. 研發技術：持續開發植物新藥及適合市場需求之保健食品及用品。
2.
3.
4.

生產製造：本公司以研發產品及通路經營為營運主軸，在委外製造方面，
將加強對代工廠之管理，提升生產效率，降低存貨比例。
銷售市場：以中國及台灣市場為中心，並向東北亞及東南亞市場拓展。
營運效能：採取產品差異化競爭並利用產業鏈整合模式提升營運績效。

三、106 年營運展望及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本公司一○六年度將秉持著以良善紮根與專業創新的企業理念，同時隨著各國管
理法規趨於嚴格，以及經濟環境的因素影響，安全性與功效性的驗證，勢必成為保健
食品開發時的關鍵因素，故本公司未來首重於保健食品建立產品安全與功效的臨床證
據，進而形成市場區隔和進入障礙。
因此本公司一○六年度經營計畫，將分成以下方向進行：
(一) 植物新藥開發方面，狼尾草植物新藥開發計畫已通過「生物技術產業化拔尖輔
導計畫」成果驗證，將進行臨床試驗規劃與 IND 送件。
(二) 保健食品方面，除了持續開發適合東方人體質之保健產品，更將配合各國管理
法規積極取得產品健康認證。
(三) 有機連鎖通路方面，
「無毒的家」將以社區的生活中心為主軸，並建構全新的二
代店型及經營模式服務客戶。
因此我們期待本公司一○六年度的業績能較前一年度再有所增長，研發成果能更
加豐碩，以造福人群。在此也對各位股東過去長久以來的支持表示萬分感謝。
最後敬祝各位
健康快樂。

董事長：陳樂維

總經理：羅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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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主管：張麗君

附件二

佰研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合併財
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國富浩
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蕭英嘉會計師及王戊昌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
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
監察人等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
敬請

此

鑑核。

致

佰研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六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邱連春

監察人：許順雄

中

華

民

國

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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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三

月

二十四

日

ߕҹΟ
ࣴٲғϯࣽިמҽԖज़Ϧљ!
!!!ीৣਡൔਜ!

ࣴٲғϯࣽިמҽԖज़Ϧљ!Ϧ᠙Ǻ!

ਡཀ!ـ
ࣴٲғϯࣽިמҽԖज़Ϧљ҇୯ 216 ԃϷ 215 ԃ 23 Д 42 Вϐঁᡏၗౢॄ߄Ǵᄤ҇୯
216 ԃϷ 215 ԃ 2 Д 2 ВԿ 23 Д 42 Вϐঁᡏᆕӝཞ߄ǵঁᡏᡂ߄ǵঁᡏߎࢬໆ
߄ǴаϷঁᡏ୍ൔߕຏ)х֖ख़εीࡹ༼ᕴ*Ǵҁीৣਡฺ٣Ƕ!
٩ҁीৣϐཀـǴ໒ঁᡏ୍ൔӧ܌Ԗख़εБय़߯٩ྣچวՉΓ୍ൔጓᇙ
ྗ߾ጓᇙǴىаϢ߄ၲࣴٲғϯࣽިמҽԖज़Ϧљ҇୯ 216 ԃϷ 215 ԃ 23 Д 42 Вϐঁᡏ
୍ݩރǴᄤ҇୯ 216 ԃϷ 215 ԃ 2 Д 2 ВԿ 23 Д 42 Вϐঁᡏ୍ᕮਏϷঁᡏߎࢬໆǶ!

ਡཀـϐ୷ᘵ!
ҁीৣ߯٩ྣीৣਡᛝ୍ൔ߄ೕ߾ϷϦᇡቩीྗ߾ՉਡπբǶҁ
ीৣܭ၀ྗ߾ΠϐೢҺஒܭीৣਡঁᡏ୍ൔϐೢҺࢤᇥܴǶҁीৣ܌ᗧ
ឦ٣୍ڙ܌ᐱҥ܄ೕጄϐΓς٩ीৣᙍၰቺೕጄǴᆶࣴٲғϯࣽިמҽԖज़Ϧљߥ
ຬฅᐱҥǴ٠ቬՉ၀ೕጄϐځдೢҺǶҁीৣ࣬ߞςڗளىϷϪϐਡᏵǴаբࣁ
߄Ңਡཀـϐ୷ᘵǶ!

ᜢᗖਡ٣!
ᜢᗖਡ٣߯ࡰ٩ҁीৣϐղᘐǴჹࣴٲғϯࣽިמҽԖज़Ϧљ҇୯ 216 ԃࡋ
ঁᡏ୍ൔϐਡനࣁख़ाϐ٣Ƕ၀٣ςܭਡঁᡏ୍ൔᡏϷԋਡཀـ
ϐၸำύϒаӢᔈǴҁीৣ٠όჹ၀٣ൂᐱ߄ҢཀـǶ!
ჹࣴٲғϯࣽިמҽԖज़Ϧљ҇୯ 216 ԃࡋঁᡏ୍ൔϐᜢᗖਡ٣௶ܴӵΠǺ!
ԏΕᇡӈ!
!!!!ԏΕࣁҾ҉ុᔼϐ୷ҁᔼၮࢲǴױᜢҾᔼၮᕮਏǶࣴٲғϯࣽިמҽԖज़Ϧљ
ϐᎍԏΕЬाҬܰჹຝࣁᜢ߯ΓǴځӃϺӸӧၨଯᆸᄄ॥ᓀǴӢԜҁीৣஒᎍࠔ॥
ᓀکൔၿᙯ౽ਔᗺϷᎍԏΕϐᇡӈԵໆࣁᜢᗖਡ٣ϐǶ!
!!!!ԖᜢԏΕᇡӈϐीࡹፎୖ᎙ঁᡏ୍ൔߕຏѤ)ΒΜΖ*ǹԏΕܴಒፎୖ᎙ঁᡏ
୍ൔߕຏϤ)ΒΜϖ*ϐඟ៛Ƕҁीৣჹܭ໒܌ॊቫय़٣ςՉϐЬाਡำׇӵΠǺ!
2/ෳ၂ᎍϷԏීբൻᕉϣࡋڋीϷՉϐԖਏ܄ǴຑԏΕᇡӈࢂցϢǶ!
3/ଞჹΜεᎍ୧࠼ЊϐౢࠔᜪձϷᎍ୧ೕՉΑှǴຑځᎍԏΕᆶᔈԏීຼᙯϺ
ኧϐӝ܄Ǵ٠ϩ࠼ЊᡂԖค౦தǶ!
4/ᒧрᄒЗВࡕࢤਔ໔ϐᎍ୧Ҭܰኬҁ٠ਡჹ࣬ᜢᏧǴаຑᎍࠔ॥ᓀکൔ
ၿᙯ౽ਔᗺϷԏΕᇡӈਔᗺϐ҅ዴ܄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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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ᕕှᜢ߯ΓҬܰϣаຑځѸा܄Ϸӝ܄Ǵ٠Չᜢ߯ΓڄǶ!
Ӹຑሽ!
!!!!ࣴٲғϯࣽިמҽԖज़ϦљЬाவ٣ܭᔼᎦߥ଼ࠔϐࣴز໒วᆶᎍ୧Ǵҗܭѱᝡݾᐟ
ਗ਼ǴӸϐሽॶډڙሡѱݢޑϷࠔ׳ॏِೲޑቹៜǴёૈᏤठচԖϐࠔਏ҂ૈ
಄ӝѱሡϷԖਏϐߥ፦යज़Ǵаठวғքᅉ܈ၸਔഋᙑϐ॥ᓀǴӢԜҁीৣஒӸຑ
ሽӈࣁᜢᗖਡ٣ϐǶ!
!!!!ԖᜢӸϐीࡹፎୖ᎙ঁᡏ୍ൔߕຏѤ)ΜΒ*ǹӸϐीҞᇥܴፎୖ᎙ঁ
ᡏ୍ൔߕຏϤ)Ϥ*ϐඟ៛Ƕҁीৣჹܭ໒܌ॊቫय़٣ςՉϐЬाਡำׇӵΠǺ!
2/٩ჹϦљᔼၮϷౢ܄፦ϐᕕှǴຑӸഢܢຳሽཞѨ܌௦Ҕගӈࡹᆶำׇϐӝ܄Ƕ!
3/ᔠຎӸសൔ߄ǴϩӸសᡂϯǴຑӸុࡕᑽໆࢂցς٩ीࡹೀǶ!
4/ᕕှ٠ຑᆅ໘ቫ܌௦Ҕϐృᡂሽॶ୷ᘵϐӝ܄ǴӆᒧۓኬҁǴਡჹ࣬ᜢᏧаෳ
၂ߎځᚐϐ҅ዴ܄Ǵ٠ຑᆅ໘ቫଞჹԖᜢӸុࡕᑽໆϐඟ៛ࢂցϢǶ!

ᆅ໘ቫᆶݯൂՏჹঁᡏ୍ൔϐೢҺ!
!!!!ᆅ໘ቫϐೢҺ߯٩ྣچวՉΓ୍ൔጓᇙྗ߾ጓᇙϢ߄ၲϐঁᡏ୍ൔǴЪ
ᆢᆶঁᡏ୍ൔጓᇙԖᜢϐѸाϣڋǴаዴߥঁᡏ୍ൔ҂ӸԖᏤӢܭᆸᄄ܈ᒱ
ᇤϐख़εόჴ߄ၲǶ!!
!!!!ܭጓᇙঁᡏ୍ൔਔǴᆅ໘ቫϐೢҺҭхࡴຑࣴٲғϯࣽިמҽԖज़Ϧљᝩុ
ᔼϐૈΚǵ࣬ᜢ٣ϐඟ៛ǴаϷᝩុᔼी୷ᘵϐ௦ҔǴନߚᆅ໘ቫཀკమᆉࣴٲғ
ϯࣽިמҽԖज़Ϧљ܈ଶЗᔼǴ܈ନమᆉ܈ଶѦձคჴሞёՉϐځдБਢǶ!!
!!!!ࣴٲғϯࣽިמҽԖज़ϦљϐݯൂՏ)֖ᅱჸΓ*ॄԖᅱ࿎୍ൔᏤࢬำϐೢҺǶ!

ीৣਡঁᡏ୍ൔϐೢҺ!
ҁीৣਡঁᡏ୍ൔϐҞޑǴ߯ჹঁᡏ୍ൔᡏࢂցӸԖᏤӢܭᆸᄄ܈ᒱᇤ
ϐख़εόჴ߄ၲڗளӝዴߞǴ٠рڀਡൔǶӝዴߞ߯ଯࡋዴߞǴோ٩ྣϦᇡቩ
ीྗ߾ՉϐਡπբคߥݤѸૈୀрঁᡏ୍ൔӸԖϐख़εόჴ߄ၲǶόჴ߄ၲёૈ
ᏤӢܭᆸᄄ܈ᒱᇤǶӵόჴ߄ၲϐঁձߎᚐ༼܈ᕴኧёӝႣයஒቹៜঁᡏ୍ൔ٬Ҕޣ
܌բϐᔮ،Ǵ߾ᇡࣁڀԖख़ε܄Ƕ!!
!!!!ҁीৣ٩ྣϦᇡቩीྗ߾ਡਔǴၮҔղᘐ٠ߥϐᚶᅪǶҁीৣ
ҭՉΠӈπբǺ!!
2/ᒤᇡ٠ຑঁᡏ୍ൔᏤӢܭᆸᄄ܈ᒱᇤϐख़εόჴ߄ၲ॥ᓀǹჹ܌ຑϐ॥ᓀीϷ
ՉϐӢᔈჹǹ٠ڗளىϷϪϐਡᏵаբࣁਡཀـϐ୷ᘵǶӢᆸᄄёૈ!!
ੋϷӅᒉǵଵǵࡺཀᒪᅅǵόჴᖂܴⷢ܈ຫϣڋǴࡺ҂ୀрᏤӢܭᆸᄄϐख़εόჴ
߄ၲϐ॥ᓀଯܭᏤӢܭᒱᇤޣ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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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ჹᆶਡױᜢϐϣڗڋளѸाϐᕕှǴаीਔݩΠϐਡำׇǴோځҞޑ
ߚჹࣴٲғϯࣽިמҽԖज़ϦљϣڋϐԖਏ߄܄ҢཀـǶ!!
4/ຑᆅ໘ቫ܌௦Ҕीࡹϐ܄ǴϷ܌ځբीीᆶ࣬ᜢඟ៛ϐӝ܄Ƕ!!
5/٩Ᏽڗ܌ளϐਡᏵǴჹᆅ໘ቫ௦Ҕᝩុᔼी୷ᘵϐ܄ǴаϷ٬ࣴٲғϯࣽ
ިמҽԖज़ϦљᝩុᔼϐૈΚёૈౢғख़εᅪቾϐ٣ҹ܈ࢂݩցӸӧख़εόዴ܄ۓǴ
բр่ፕǶҁीৣऩᇡࣁ၀٣ҹ܈ݩӸӧख़εόዴ܄ۓǴ߾ܭਡൔύගᒬঁ
ᡏ୍ൔ٬Ҕݙޣཀঁᡏ୍ൔϐ࣬ᜢඟ៛Ǵܭ܈၀ඟ៛߯ឦόਔঅ҅ਡཀ
ـǶҁीৣϐ่ፕ߯аᄒԿਡൔВڗ܌ளϐਡᏵࣁ୷ᘵǶோ҂ٰ٣ҹ܈ݩё
ૈᏤठࣴٲғϯࣽިמҽԖज़ϦљόӆڀԖᝩុᔼϐૈΚǶ!!
6/ຑঁᡏ୍ൔ)хࡴ࣬ᜢߕຏ*ϐᡏ߄ၲǵ่ᄬϷϣǴаϷঁᡏ୍ൔࢂցϢ
߄ၲ࣬ᜢҬܰϷ٣ҹǶ!
7/ჹࣴٲܭғϯࣽިמҽԖज़Ϧљϣಔԋঁᡏϐ୍ၗૻڗளىϷϪϐਡᏵǴаჹ
ঁᡏ୍ൔ߄ҢཀـǶҁीৣॄೢიਡਢҹϐࡰᏤǵᅱ࿎ϷՉǴ٠ॄೢԋ
იਡཀـǶ!
!!!!ҁीৣᆶݯൂՏྎ೯ϐ٣Ǵхࡴ܌ೕჄϐਡጄൎϷਔ໔ǴаϷख़εਡว)х
ࡴܭਡၸำύ܌ᒣᇡϐϣڋᡉલѨ*Ƕ!!
!!!!ҁीৣҭӛݯൂՏගٮҁीৣ܌ᗧឦ٣୍ڙ܌ᐱҥ܄ೕጄϐΓςᒥൻीৣᙍ
ၰቺೕጄύԖᜢᐱҥ܄ϐᖂܴǴ٠ᆶݯൂՏྎ೯܌Ԗёૈᇡࣁቹៜीৣᐱҥ܄ϐ
ᜢ߯Ϸځд٣)хࡴ࣬ᜢٛៈࡼ*Ƕ!!
ҁीৣவᆶݯൂՏྎ೯ϐ٣ύǴ،ۓჹࣴٲғϯࣽިמҽԖज़Ϧљ҇୯ 216 ԃࡋ
ঁᡏ୍ൔਡϐᜢᗖਡ٣Ƕҁीৣܭਡൔύ௶ܴ၀٣ǴନߚݤзόϢ
Ϧ໒ඟ៛ۓ٣Ǵ܈ӧཱུـشݩΠǴҁीৣ،ۓόܭਡൔύྎ೯ۓ٣ǴӢё
ӝႣයԜྎ೯܌ౢғϐॄय़ቹៜε܌ܭቚϐϦճǶ!
!
୯ᖄӝीৣ٣୍!܌
ीৣ!
!
ीৣ!
!
ਡЎဦǺߎᆅቩӷಃ 21311143944 ဦ!
҇୯ 217 ԃ 4 Д 33 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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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ሀ܌ۯளิॄ)ߕຏϤ)ΟΜ**
!!ӸΕߥߎ)ߕຏϤ)ΜΖ**
ॄᕴी

!!ިҁ)ߕຏϤ)ΒΜ**
!!!!ද೯ިިҁ
!!!!چඤިճਜ
!!ၗҁϦᑈ)ߕຏϤ)ΒΜΒ**
!!ߥ੮ࣦᎩ)ߕຏϤ)ΒΜΟ**
!!!!ࣦۓݤᎩϦᑈ
!!!!҂ϩଛࣦᎩ)ߕຏϤ)ΟΜ**
!!ځд)ߕຏϤ)ΒΜѤ**
!!!!୯Ѧᔼၮᐒᄬ୍ൔ߄ඤᆉϐիඤৡᚐ
ᕴी
ॄϷᕴी

ʘ
!!25
!!!.
!!!6
!!!.
!!!4
!!!.
!!!6
!!!.
!!!2
!!!.
!!!.
!!!.
!!!.
!!!.
!!!.
!!25

ߎ!!!!ᚐ
%!!!446-46:
!!!!!!!!661
!!!!23:-495
!!!!!!!!883
!!!!!53-513
!!!!!!!!27:
!!!!!!!!955
!!!!!!2-482
!!!!255-27:
!!!!!24-263
!!!!!!3-657
!!!!!54-25:
!!!!!47-3:7
!!!!!!2-464
!!!!!!6-611
!!!!489-619

ʘ
!!41
!!!.
!!23
!!!.
!!!5
!!!.
!!!.
!!!.
!!24
!!!2
!!!.
!!!5
!!!4
!!!.
!!!2
!!45

!!!!438-825
!!!!438-825
!!!!!!!!!!.
!!!!514-494
!!!!595-542
!!!!!43-317
!!!!563-336
)!!!!!!4-738*
)!!!!!!4-738*
!!2-322-:12
%!2-516-661

!!34
!!34
!!!.
!!3:
!!45
!!!3
!!43
!!!.
!!!.
!!97
!211

!!!!395-399
!!!!374-65:
!!!!!31-84:
!!!!225-292
!!!!427-244
!!!!!!3-247
!!!!424-::8
!!!!!!!!217
!!!!!!!!217
!!!!825-819
%!2-1:4-327

!!37
!!35
!!!3
!!22
!!3:
!!!.
!!3:
!!!.
!!!.
!!77
!211

)ፎୖ᎙ঁᡏ୍ൔߕຏ*

ဠ٣ߏǺഋᆢ!!!!!!!!!!!!!!!!!!!!!!!!!!!!!!!!!!!!!!!!!!!!!!!!!!!!!!!!!!!!!!!!!!!!!!!!!!ΓǺᛥ᐀൛!!!!!!!!!!!!!!!!!!!!!!!!!!!!!!!!!!!!!!!!!!!!!!!!!!!!!!!!ीЬᆅǺ։

!

- 14 -

215ԃ23Д42В

ߎ!!!!ᚐ
%!!!29:-9:7
!!!!!!!!412
!!!!!72-321
!!!!!!2-3:4
!!!!!56-361
!!!!!!!!!!.
!!!!!77-355
!!!!!!2-819
!!!!!24-394
!!!!!!!!!:6
!!!!!!!!623
!!!!!!4-864
!!!!!!!!!!.
!!!!!!2-439
!!!!!!3-536
!!!!2:4-75:

ࣴٲғϯࣽިמҽԖज़Ϧљ
ঁᡏᆕӝཞ߄
҇୯216ԃϷ215ԃ2Д2ВԿ23Д42В
ൂՏǺཥѠჾщϡ
216ԃ2Д2В
Կ23Д42В
жዸ

!!!!!!!!!!Ҟ

5111 ᔼԏΕ)ߕຏϤ)ΒΜϖ**
6111 ᔼԋҁ)ߕຏϤ)Ϥ*Ϸ)ΒΜΐ**

215ԃ2Д2В
Կ23Д42В

ߎ!!!!ᚐ

ʘ

ߎ!!!!ᚐ

ʘ

%!2-434-7:2

!211

%!2-281-371

!211

)!!!!871-2:4* )!!69* )!!!!835-447* )!!73*

6:11 ᔼЛճᕴᚐ
6:21 ҂ჴᎍճ
6:61 ᔼЛճృᚐ

!!!!674-5:9

!!53

!!!!556-:35

!!49

)!!!!!!2-283*

!!!.

!!!!!!!!!!.

!!!.

!!!!673-437

!!53

!!!!556-:35

!!49

7111 ᔼҔ)ߕຏϤ)ΒΜΐ**

)!!!!311-439* )!!26* )!!!!291-42:* )!!26*

7211 !!ᎍҔ

)!!!!!:5-2:2* )!!!8* )!!!!!:6-571* )!!!9*

7311 !!ᆅҔ

)!!!!!85-789* )!!!7* )!!!!!66-78:* )!!!6*

7411 !!ࣴزวҔ

)!!!!!42-56:* )!!!3* )!!!!!3:-291* )!!!3*

7:11 ᔼృճ

!!!!472-::9

!!38

!!!!376-716

!!34

!!!!!26-894

!!!2

!!!!!!4-742

!!!.

!!!!!32-756

!!!3

ᔼѦԏΕϷЍр
8121 !!ځдԏΕ)ߕຏϤ)ΒΜϤ**
8131 !!ځдճϷཞѨ)ߕຏϤ)ΒΜΎ**

)!!!!!31-:77* )!!!2*

8161 !!୍ԋҁ)ߕຏϤ)ΒΜΖ**

)!!!!!!!!716* !!!. )!!!!!!4-998*
)!!!!!!:-896* )!!!2* !!!!!39-745

!!!.
!!!3

)!!!!!26-684* )!!!2*

!!!!!61-134

!!!5

!!!!426-739

!!38

8181 !!௦ҔݤᇡӈϐηϦљǵᜢᖄҾϷӝၗཞ
!!!!ϐҽᚐ)ߕຏϤ)ΐ**
8111 !!ᔼѦԏΕϷЍрӝी
8:11 ᝩុᔼൂՏิృճ

!!!!457-536

8:61 ܌ளิҔ)ߕຏϤ)ΟΜ**

!!37

)!!!!!89-343* )!!!7* )!!!!!25-:3:* )!!!2*

9311 ҁයృճ

!!!!379-2:4

!!31

!!!!411-7::

!!37

)!!!!!!4-844*

!!!.

)!!!!!!!!554*

!!!.

9471 !!ࡕុёૈख़ϩᜪԿཞϐҞӝी

)!!!!!!4-844*

!!!.

)!!!!!!!!554*

!!!.

9411 ҁයځдᆕӝཞ)ิࡕృᚐ*

)!!!!!!4-844*

!!!.

)!!!!!!!!554*

!!!.

%!!!375-571

!!31

%!!!411-367

!!37

ځдᆕӝཞ)ߕຏϤ)ΐ*ϷϤ)ΒΜѤ**
!!ࡕុёૈख़ϩᜪԿཞϐҞ
9491 !!!!௦ҔݤᇡӈϐηϦљǵᜢᖄҾϷӝၗϐځ
!!!!!!дᆕӝཞϐҽᚐɡёૈख़ϩᜪԿཞϐҞ

9611 ҁයᆕӝཞᕴᚐ
ද೯ިࣦިᎩǺ)ϡ*)ߕຏϤ)ΟΜ**
:861 !!୷ҁࣦިᎩ

%!!!!!!9/77

%!!!!!22/29

:961 !!ีញࣦިᎩ

%!!!!!!9/65

%!!!!!21/12

)ፎୖ᎙ঁᡏ୍ൔߕຏ*

ဠ٣ߏǺഋᆢ!!!!!!!!!!!!!!!!!!!!!!ΓǺᛥ᐀൛!!!!!!!!!!!!!!!!!!!ीЬᆅ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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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ٲғϯࣽިמҽԖज़Ϧљ
ঁᡏᡂ߄
҇୯216ԃϷ215ԃ2Д2ВԿ23Д42В
ި!!!!!!!!ҁ
жዸ
B2
C2
D6
J2
J4
E2
E4
[2
B2
C2
C6
C:
F2
J2
J4
O2
E2
E4
[2

!!!!!!Ҟ
215ԃ2Д2ВᎩᚐ
!!214ԃࡋࣦᎩࡰኘϷϩଛǺ)ຏ*
!!!!ගӈࣦۓݤᎩϦᑈ
!!ӢวՉёᙯඤϦљᇡӈಔԋҞ
!!!!ɡᇡިԶౢғޣ
!!ёᙯඤϦљᙯඤ
!!چඤިճਜᙯඤ
!!215ԃ2Д2ВԿ23Д42Вృճ
!!215ԃ2Д2ВԿ23Д42Вิࡕځдᆕӝཞ
215ԃ23Д42ВᎩᚐ
216ԃ2Д2ВᎩᚐ
!!215ԃࡋࣦᎩࡰኘϷϩଛǺ)ຏ*
!!!!ගӈࣦۓݤᎩϦᑈ
!!!!ද೯ިߎިճ
!!!!ද೯ިި౻ިճ
!!ߎቚၗ
!!ёᙯඤϦљᙯඤ
!!چඤިճਜᙯඤ
!!ިҽ୷ᘵ๏бҬܰɡπᇡިၿമԋҁ
!!216ԃ2Д2ВԿ23Д42Вృճ
!!216ԃ2Д2ВԿ23Д42Вิࡕځдᆕӝཞ
216ԃ23Д42ВᎩᚐ

ߥ੮ࣦᎩ

ൂՏǺཥѠჾщϡ
!ځд!!
୯Ѧᔼၮᐒᄬ
୍ൔ߄ඤᆉ
ᕴी
ϐիඤৡᚐ
%!!!!!!!!65:
%!!!!383-583

ද೯ިިҁ

چඤި
ճਜ

ၗҁϦᑈ

ۓݤ
ࣦᎩϦᑈ

҂ϩଛࣦᎩ

%!!!!358-239

%!!!!!!!!!!.

%!!!!!!:-472

%!!!!!!2-239

%!!!!!25-417

!!!!!!!!!!!.

!!!!!!!!!!!.

!!!!!!!!!!!.

!!!!!!!2-119

)!!!!!!!2-119*

!!!!!!!!!!!.

!!!!!!!!!!!.

!!!!!!!!!!!.

!!!!!!!!!!!.

!!!!!!!4-721

!!!!!!!!!!!.

!!!!!!!!!!!.

!!!!!!!!!!!.

!!!!!!!4-721

!!!!!!!!!!!.
!!!!!!27-532
!!!!!!!!!!!.
!!!!!!!!!!!.
%!!!!374-65:
%!!!!374-65:

!!!!!!48-271
)!!!!!!27-532*
!!!!!!!!!!!.
!!!!!!!!!!!.
%!!!!!31-84:
%!!!!!31-84:

!!!!!212-321
!!!!!!!!!!!.
!!!!!!!!!!!.
!!!!!!!!!!!.
%!!!!225-292
%!!!!225-292

!!!!!!!!!!!.
!!!!!!!!!!!.
!!!!!!!!!!!.
!!!!!!!!!!!.
%!!!!!!3-247
%!!!!!!3-247

!!!!!!!!!!!.
!!!!!!!!!!!.
!!!!!411-7::
!!!!!!!!!!!.
%!!!!424-::8
%!!!!424-::8

!!!!!!!!!!!.
!!!!!!!!!!!.
!!!!!!25-382
!!!!!!31-111
!!!!!!!!!!!.
!!!!!!3:-9:5
!!!!!!!!!!!.
!!!!!!!!!!!.
!!!!!!!!!!!.
%!!!!438-825

!!!!!!!!!!!.
!!!!!!!!!!!.
!!!!!!!!!!!.
!!!!!!!!!!!.
!!!!!!!:-266
)!!!!!!3:-9:5*
!!!!!!!!!!!.
!!!!!!!!!!!.
!!!!!!!!!!!.
%!!!!!!!!!!.

!!!!!!!!!!!.
!!!!!!!!!!!.
!!!!!!!!!!!.
!!!!!355-711
!!!!!!51-533
!!!!!!!!!!!.
!!!!!!!5-291
!!!!!!!!!!!.
!!!!!!!!!!!.
%!!!!514-494

!!!!!!41-181
!!!!!!!!!!!.
!!!!!!!!!!!.
!!!!!!!!!!!.
!!!!!!!!!!!.
!!!!!!!!!!!.
!!!!!!!!!!!.
!!!!!!!!!!!.
!!!!!!!!!!!.
%!!!!!43-317

!!!!!!!!!!!.
!!!!!249-481
!!!!!!!!!!!.
!!!!!!!!!!!.
!!!!!!!!!!!.
!!!!!411-7::
)!!!!!!!!!554* )!!!!!!!!!554*
%!!!!!!!!217
%!!!!825-819
%!!!!!!!!217
%!!!!825-819

)!!!!!!41-181* !!!!!!!!!!!.
!!!!!!!!!!!.
)!!!!!!96-735* !!!!!!!!!!!. )!!!!!!96-735*
)!!!!!!25-382* !!!!!!!!!!!.
!!!!!!!!!!!.
!!!!!!!!!!!.
!!!!!!!!!!!.
!!!!!375-711
!!!!!!!!!!!.
!!!!!!!!!!!.
!!!!!!5:-688
!!!!!!!!!!!.
!!!!!!!!!!!.
!!!!!!!!!!!.
!!!!!!!!!!!.
!!!!!!!!!!!.
!!!!!!!5-291
!!!!!379-2:4
!!!!!!!!!!!.
!!!!!379-2:4
!!!!!!!!!!!. )!!!!!!!4-844* )!!!!!!!4-844*
%!!!!563-336 )%!!!!!!4-738* %!!2-322-:12

)ፎୖ᎙ঁᡏ୍ൔߕຏ*
ຏǺπၿമ)आճ*Ϸဠᅱၿമςঁܭᡏᆕӝཞ߄ύԌନǴፎୖ᎙ߕຏϤ)ΒΜΐ*Ƕ

ဠ٣ߏ!Ǻഋᆢ!!!!!!!!!!!!!!!!!!!!!!!!!!!!!!!!!!!!!!!!!!!!!!!!!!ΓǺᛥ᐀൛!!!!!!!!!!!!!!!!!!!!!!!!!!!!!!!!!!!!!!!ीЬᆅ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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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ٲғϯࣽިמҽԖज़Ϧљ
ঁᡏߎࢬໆ߄
҇୯216ԃϷ215ԃ2Д2ВԿ23Д42В
ൂՏǺཥѠჾщϡ
ж!ዸ

!!!!!!!!!!Ҟ

BBBB
!B11121
!B31111
!B31121
!B31211
!B31311
!B31511
!B31:11
!B32311
!B32:11
!B33511
!B33611
!B34:11
!B35211
!B31121
!B41111
!B42241
!B42261
!B42271
!B42291
!B422:1
!B42311
!B42341
!B42351
!B43241
!B43261
!B43271
!B43291
!B432:1
!B43311
!B43321
!B43341
!B41111
!B44111
!B44211
!B44411
!B44611
BBBB

ᔼࢲϐߎࢬໆǺ
ᝩុᔼൂՏิృճ
ፓҞǺ
όቹៜߎࢬໆϐԏཞҞ
!!שᙑҔ
!!ᎍҔ
!!ၸཞࡪϦϢሽॶᑽໆߎᑼၗౢϐృճ
!!ճ৲Ҕ
!!ճ৲ԏΕ
!!ިҽ୷ᘵ๏бၿമԋҁ)ߕຏϤ)ΒΜ**
!!௦ҔݤᇡӈϐηϦљǵᜢᖄҾϷӝၗཞѨ)ճ*ϐҽᚐ
!!ೀϩϷൔቲόౢϷഢృཞѨ
!!҂ჴᎍճ
!!ߎϷऊߎ҂ჴѦჾృիඤճ
!!όቹៜߎࢬໆϐԏཞҞӝी
ᆶᔼࢲ࣬ᜢϐၗౢ0ॄᡂኧ
!!ᔈԏ౻Ᏽ෧Ͽ
!!ᔈԏී෧Ͽ
!!ᔈԏීɡᜢ߯Γ)ቚу*෧Ͽ
!!ځдᔈԏී)ቚу*෧Ͽ
!!ځдᔈԏීɡᜢ߯Γ)ቚу*෧Ͽ
!!Ӹ)ቚу*෧Ͽ
!!Ⴃбී)ቚу*෧Ͽ
!!ځдࢬၗౢɡځд)ቚу*෧Ͽ
!!ᔈб౻Ᏽ෧Ͽ
!!ᔈбීቚу)෧Ͽ*
!!ᔈбීɡᜢ߯Γቚу
!!ځдᔈбීቚу
!!ځдᔈбීɡᜢ߯Γቚу)෧Ͽ*
!!ॄྗഢቚу
!!Ⴃԏීቚу)෧Ͽ*
!!ځдࢬॄɡځдቚу)෧Ͽ*
!!ᆶᔼࢲ࣬ᜢϐၗౢ0ॄృᡂኧӝी
ᔼၮౢғϐߎࢬΕ
ԏڗϐճ৲
Ѝбϐճ৲
Ѝбϐ܌ளิ
ᔼࢲϐృߎࢬΕ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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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ԃ2Д2В
Կ23Д42В

215ԃ2Д2В
Կ23Д42В

%!!!!457-536

%!!!!426-739

!!!!!!!7-278
!!!!!!!6-954
)!!!!!!!!!!32*
!!!!!!!!!716
)!!!!!!!2-4:3*
!!!!!!!5-291
!!!!!!!:-896
!!!!!!!!!29:
!!!!!!!2-283
)!!!!!!!8-886*
!!!!!!29-864

!!!!!!!6-:23
!!!!!!!:-983
)!!!!!!!!!922*
!!!!!!!4-998
)!!!!!!!!!857*
!!!!!!!!!!!.
)!!!!!!39-745*
!!!!!!!!!495
!!!!!!!!!!!.
)!!!!!!!6-658*
)!!!!!!26-794*

!!!!!!!4-935
!!!!!!23-118
!!!!!2:5-292
!!!!!!!6-994
!!!!!!!!!2:9
!!!!!!!:-394
)!!!!!!!4-138*
)!!!!!!!!!!!4*
)!!!!!!!!!35:*
)!!!!!!79-285*
!!!!!!!!!632
!!!!!!!3-174
)!!!!!!!!!27:*
!!!!!!!!!448
)!!!!!241-997*
)!!!!!!!3-145*
!!!!!!34-866
!!!!!499-:44
!!!!!!!2-513
)!!!!!!!!!!:8*
)!!!!!!!!!:35*
!!!!!49:-425

!!!!!!!!!953
!!!!!!!9-565
)!!!!!348-857*
)!!!!!!!5-895*
)!!!!!!!!!334*
)!!!!!!67-:17*
!!!!!!!6-858
!!!!!!!!!716
)!!!!!!!!!:15*
!!!!!!68-567
!!!!!!!!!246
!!!!!!31-:95
!!!!!!!!!27:
!!!!!!!!!2::
!!!!!217-656
!!!!!!!!!836
)!!!!!!:9-813*
!!!!!312-354
!!!!!!!!!736
)!!!!!!!!!426*
)!!!!!!!!!!35*
!!!!!312-63:

)܍।*
CCCC
!C12911
!C13811
!C13911
!C14911
!C15611
!C17611
!C18211
CCCC
DDDD
!D11311
!D12311
!D14211
!D15511
!D15611
!D15711
DDDD
EEEE
FFFF
!F11211
!F11311
!F11321

ၗࢲϐߎࢬໆǺ
!!ڗள௦Ҕݤϐၗ
!!ڗளόౢϷഢ
!!ೀϩόౢϷഢ
!!Ӹрߥߎ)ቚу*෧Ͽ
!!ڗளคၗౢ
!!ځдߎᑼၗౢɡࢬቚу
!!Ⴃбഢීቚу
ၗࢲϐృߎࢬр
ᝢၗࢲϐߎࢬໆǺ
!!อයॷී෧Ͽ
!!วՉϦљ)ԌନچวՉԋҁ*
!!ӸΕߥߎቚу)෧Ͽ*
!!ځдߚࢬॄɡځд෧Ͽ
!!วܫߎިճ
!!ߎቚၗ)Ԍନި౻วՉԋҁ*
ᝢၗࢲϐృߎࢬΕ
༊ᡂჹߎϷऊߎϐቹៜ
ҁයߎϷऊߎృቚуኧ
ය߃ߎϷऊߎᎩᚐ
ය҃ߎϷऊߎᎩᚐ
ঁᡏၗౢॄ߄ӈϐߎϷऊߎ

)!!!!!!43-37:*
)!!!!!!22-865*
!!!!!!!!!662
!!!!!!!!!519
)!!!!!!!2-499*
)!!!!!!75-286*
)!!!!!!!!!8:4*
)!!!!!21:-531*

!!!!!!!!!!!.
)!!!!!!!3-869*
!!!!!!!!!!35
)!!!!!!!!!791*
)!!!!!!!!!:14*
)!!!!!!67-923*
)!!!!!!!!!2:2*
)!!!!!!72-431*

!!!!!!!!!!!. )!!!!!!!2-394*
!!!!!!!!!!!.
!!!!!!:4-671
)!!!!!!!4-186* !!!!!!!!!411
!!!!!!!!!!!. )!!!!!!!!!!66*
)!!!!!!96-735* !!!!!!!!!!!.
!!!!!375-711
!!!!!!!!!!!.
!!!!!286-:12
!!!!!!:3-633
!!!!!!!8-886
!!!!!!!6-658
!!!!!574-681
!!!!!349-389
!!!!!495-:81
!!!!!257-7:3
%!!!!959-651
%!!!!495-:81
%!!!!959-651
%!!!!495-:81

)ፎୖ᎙ঁᡏ୍ൔߕຏ*

ဠ٣ߏǺഋᆢ!!!!!!!!!!!!!!!!!!!!!!ΓǺᛥ᐀൛!!!!!!!!!!!!!!!!!!!ीЬᆅ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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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ᜢ߯Ҿӝٳ୍ൔᖂܴਜ!
!
ҁϦљ 216 ԃࡋȐԾ 216 ԃ 2 Д 2 ВԿ 216 ԃ 23 Д 42 ВЗȑ٩Ȩᜢ߯Ҿӝٳᔼൔ
ਜᜢ߯Ҿӝٳ୍ൔ߄Ϸᜢ߯ൔਜጓᇙྗ߾ȩᔈયΕጓᇙᜢ߯Ҿӝٳ୍ൔϐϦ
љᆶ٩ߎᑼᅱ࿎ᆅہᇡё٠วѲғਏϐ୯ሞ୍ൔᏤྗ߾ಃ 21 ဦᔈયΕጓᇙ҆η
Ϧљӝٳ୍ൔϐϦљ֡࣬ӕǴЪᜢ߯Ҿӝٳ୍ൔ܌ᔈඟ៛࣬ᜢၗૻܭඟ҆ηϦ
љӝٳ୍ൔύ֡ςඟ៛ǴࣉόӆќՉጓᇙᜢ߯Ҿӝٳ୍ൔǶ!
Ԝᖂܴ!
!
!
!
!
ϦљӜᆀǺࣴٲғϯࣽިמҽԖज़Ϧљ!

ॄ!ೢ!ΓǺഋ!!!!ᆢ!!

҇୯ 217 ԃ 4 Д 33 В!

- 19 -

ࣴٲғϯࣽިמҽԖज़Ϧљ!
!!!ीৣਡൔਜ!

ࣴٲғϯࣽިמҽԖज़Ϧљ!Ϧ᠙Ǻ!

ਡཀ!ـ
ࣴٲғϯࣽިמҽԖज़ϦљϷځηϦљ҇୯ 216 ԃϷ 215 ԃ 23 Д 42 Вϐӝٳၗౢॄ
߄Ǵᄤ҇୯ 216 ԃϷ 215 ԃ 2 Д 2 ВԿ 23 Д 42 Вϐӝٳᆕӝཞ߄ǵӝٳᡂ߄ǵӝ
ٳߎࢬໆ߄ǴаϷӝٳ୍ൔߕຏ)х֖ख़εीࡹ༼ᕴ*Ǵҁीৣਡฺ٣Ƕ!
٩ҁीৣϐཀـǴ໒ӝٳ୍ൔӧ܌Ԗख़εБय़߯٩ྣچวՉΓ୍ൔጓᇙ
ྗ߾ᄤߎᑼᅱ࿎ᆅہᇡё٠วѲғਏϐ୯ሞ୍ൔᏤྗ߾ǵ୯ሞीྗ߾ǵှញϷ
ှញϦጓᇙǴىаϢ߄ၲࣴٲғϯࣽިמҽԖज़ϦљϷځηϦљ҇୯ 216 ԃϷ 215 ԃ 23
Д 42 Вϐӝٳ୍ݩރǴᄤ҇୯ 216 ԃϷ 215 ԃ 2 Д 2 ВԿ 23 Д 42 Вϐӝٳ୍ᕮਏϷӝ
ٳߎࢬໆǶ!

ਡཀـϐ୷ᘵ!
ҁीৣ߯٩ྣीৣਡᛝ୍ൔ߄ೕ߾ϷϦᇡቩीྗ߾ՉਡπբǶҁ
ीৣܭ၀ྗ߾ΠϐೢҺஒܭीৣਡӝٳ୍ൔϐೢҺࢤᇥܴǶҁीৣ܌ᗧ
ឦ٣୍ڙ܌ᐱҥ܄ೕጄϐΓς٩ीৣᙍၰቺೕጄǴᆶࣴٲғϯࣽިמҽԖज़ϦљϷځ
ηϦљߥຬฅᐱҥǴ٠ቬՉ၀ೕጄϐځдೢҺǶҁीৣ࣬ߞςڗளىϷϪϐਡ
ᏵǴаբࣁ߄Ңਡཀـϐ୷ᘵǶ!

ᜢᗖਡ٣!
ᜢᗖਡ٣߯ࡰ٩ҁीৣϐղᘐǴჹࣴٲғϯࣽިמҽԖज़ϦљϷځηϦљ҇
୯ 216 ԃࡋӝٳ୍ൔϐਡനࣁख़ाϐ٣Ƕ၀٣ςܭਡӝٳ୍ൔᡏϷ
ԋਡཀـϐၸำύϒаӢᔈǴҁीৣ٠όჹ၀٣ൂᐱ߄ҢཀـǶ!
ჹࣴٲғϯࣽިמҽԖज़ϦљϷځηϦљ҇୯ 216 ԃࡋӝٳ୍ൔϐᜢᗖਡ٣
௶ܴӵΠǺ!
ԏΕᇡӈ!
!!!!ԏΕࣁҾ҉ុᔼϐ୷ҁᔼၮࢲǴױᜢҾᔼၮᕮਏǶࣴٲғϯࣽިמҽԖज़Ϧљ
ϷځηϦљϐᎍԏΕЬाҬܰჹຝࣁᜢ߯ΓǴځӃϺӸӧၨଯᆸᄄ॥ᓀǴӢԜҁीৣஒ
ᎍࠔ॥ᓀکൔၿᙯ౽ਔᗺϷᎍԏΕϐᇡӈԵໆࣁᜢᗖਡ٣ϐǶ!
!!!!ԖᜢԏΕᇡӈϐीࡹፎୖ᎙ӝٳ୍ൔߕຏѤ)ΒΜΖ*ǹԏΕܴಒፎୖ᎙ӝٳ
୍ൔߕຏϤ)ΒΜϖ*ϐඟ៛Ƕҁीৣჹܭ໒܌ॊቫय़٣ςՉϐЬाਡำׇӵΠǺ!
2/ෳ၂ᎍϷԏීբൻᕉϣࡋڋीϷՉϐԖਏ܄ǴຑԏΕᇡӈࢂցϢǶ!
3/ଞჹΜεᎍ୧࠼ЊϐౢࠔᜪձϷᎍ୧ೕՉΑှǴຑځᎍԏΕᆶᔈԏීຼᙯϺ
ኧϐӝ܄Ǵ٠ϩ࠼ЊᡂԖค౦தǶ!
4/ᒧрᄒЗВࡕࢤਔ໔ϐᎍ୧Ҭܰኬҁ٠ਡჹ࣬ᜢᏧǴаຑᎍࠔ॥ᓀکൔ
ၿᙯ౽ਔᗺϷԏΕᇡӈਔᗺϐ҅ዴ܄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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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ᕕှᜢ߯ΓҬܰϣаຑځѸा܄Ϸӝ܄Ǵ٠Չᜢ߯ΓڄǶ!
Ӹຑሽ!
!!!!ࣴٲғϯࣽިמҽԖज़ϦљϷځηϦљЬाவ٣ܭᔼᎦߥ଼ࠔϐࣴز໒วᆶᎍ୧Ǵҗܭ
ѱᝡݾᐟਗ਼ǴӸϐሽॶډڙሡѱݢޑϷࠔ׳ॏِೲޑቹៜǴёૈᏤठচԖϐ
ࠔਏ҂ૈ಄ӝѱሡϷԖਏϐߥ፦යज़Ǵаठวғքᅉ܈ၸਔഋᙑϐ॥ᓀǴӢԜҁी
ৣஒӸຑሽӈࣁᜢᗖਡ٣ϐǶ!
!!!!ԖᜢӸϐीࡹፎୖ᎙ӝٳ୍ൔߕຏѤ)ΜΟ*ǹӸϐीҞᇥܴፎୖ᎙ӝ
ٳ୍ൔߕຏϤ)Ϥ*ϐඟ៛Ƕҁीৣჹܭ໒܌ॊቫय़٣ςՉϐЬाਡำׇӵΠǺ!
2/٩ჹϦљᔼၮϷౢ܄፦ϐᕕှǴຑӸഢܢຳሽཞѨ܌௦Ҕගӈࡹᆶำׇϐӝ܄Ƕ!
3/ᔠຎӸសൔ߄ǴϩӸសᡂϯǴຑӸុࡕᑽໆࢂցς٩ीࡹೀǶ!
4/ᕕှ٠ຑᆅ໘ቫ܌௦Ҕϐృᡂሽॶ୷ᘵϐӝ܄ǴӆᒧۓኬҁǴਡჹ࣬ᜢᏧаෳ
၂ߎځᚐϐ҅ዴ܄Ǵ٠ຑᆅ໘ቫଞჹԖᜢӸុࡕᑽໆϐඟ៛ࢂցϢǶ!

ځд٣!
!!!!ࣴٲғϯࣽިמҽԖज़Ϧљςጓᇙ҇୯ 216 ԃϷ 215 ԃࡋঁᡏ୍ൔǴ٠ҁीৣ
рڀคߥ੮ཀـϐਡൔӧਢǴഢୖٮԵǶ!

ᆅ໘ቫᆶݯൂՏჹӝٳ୍ൔϐೢҺ!
!!!!ᆅ໘ቫϐೢҺ߯٩ྣچวՉΓ୍ൔጓᇙྗ߾ᄤߎᑼᅱ࿎ᆅہᇡё٠ว
Ѳғਏϐ୯ሞ୍ൔᏤྗ߾ǵ୯ሞीྗ߾ǵှញϷှញϦጓᇙϢ߄ၲϐӝٳ୍ൔǴ
Ъᆢᆶӝٳ୍ൔጓᇙԖᜢϐѸाϣڋǴаዴߥӝٳ୍ൔ҂ӸԖᏤӢܭᆸᄄ܈
ᒱᇤϐख़εόჴ߄ၲǶ!!
!!!!ܭጓᇙӝٳ୍ൔਔǴᆅ໘ቫϐೢҺҭхࡴຑࣴٲғϯࣽިמҽԖज़ϦљϷځη
ϦљᝩុᔼϐૈΚǵ࣬ᜢ٣ϐඟ៛ǴаϷᝩុᔼी୷ᘵϐ௦ҔǴନߚᆅ໘ቫཀკ
మᆉࣴٲғϯࣽިמҽԖज़ϦљϷځηϦљ܈ଶЗᔼǴ܈ନమᆉ܈ଶѦձคჴሞёՉϐ
ځдБਢǶ!!
!!!!ࣴٲғϯࣽިמҽԖज़ϦљϷځηϦљϐݯൂՏ)֖ᅱჸΓ*ॄԖᅱ࿎୍ൔᏤࢬำϐ
ೢҺǶ!

ीৣਡӝٳ୍ൔϐೢҺ!
ҁीৣਡӝٳ୍ൔϐҞޑǴ߯ჹӝٳ୍ൔᡏࢂցӸԖᏤӢܭᆸᄄ܈ᒱᇤ
ϐख़εόჴ߄ၲڗளӝዴߞǴ٠рڀਡൔǶӝዴߞ߯ଯࡋዴߞǴோ٩ྣϦᇡቩ
ीྗ߾ՉϐਡπբคߥݤѸૈୀрӝٳ୍ൔӸԖϐख़εόჴ߄ၲǶόჴ߄ၲёૈ
ᏤӢܭᆸᄄ܈ᒱᇤǶӵόჴ߄ၲϐঁձߎᚐ༼܈ᕴኧёӝႣයஒቹៜӝٳ୍ൔ٬Ҕޣ
܌բϐᔮ،Ǵ߾ᇡࣁڀԖख़ε܄Ƕ!!
!!!!ҁीৣ٩ྣϦᇡቩीྗ߾ਡਔǴၮҔղᘐ٠ߥϐᚶᅪǶҁीৣ
ҭՉΠӈπբ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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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ᒤᇡ٠ຑӝٳ୍ൔᏤӢܭᆸᄄ܈ᒱᇤϐख़εόჴ߄ၲ॥ᓀǹჹ܌ຑϐ॥ᓀीϷ
ՉϐӢᔈჹǹ٠ڗளىϷϪϐਡᏵаբࣁਡཀـϐ୷ᘵǶӢᆸᄄёૈ!!
ੋϷӅᒉǵଵǵࡺཀᒪᅅǵόჴᖂܴⷢ܈ຫϣڋǴࡺ҂ୀрᏤӢܭᆸᄄϐख़εόჴ
߄ၲϐ॥ᓀଯܭᏤӢܭᒱᇤޣǶ!
3/ჹᆶਡױᜢϐϣڗڋளѸाϐᕕှǴаीਔݩΠϐਡำׇǴோځҞޑ
ߚჹࣴٲғϯࣽިמҽԖज़ϦљϷځηϦљϣڋϐԖਏ߄܄ҢཀـǶ!!
4/ຑᆅ໘ቫ܌௦Ҕीࡹϐ܄ǴϷ܌ځբीीᆶ࣬ᜢඟ៛ϐӝ܄Ƕ!!
5/٩Ᏽڗ܌ளϐਡᏵǴჹᆅ໘ቫ௦Ҕᝩុᔼी୷ᘵϐ܄ǴаϷ٬ࣴٲғϯࣽ
ިמҽԖज़ϦљϷځηϦљᝩុᔼϐૈΚёૈౢғख़εᅪቾϐ٣ҹ܈ࢂݩցӸӧख़ε
όዴ܄ۓǴբр่ፕǶҁीৣऩᇡࣁ၀٣ҹ܈ݩӸӧख़εόዴ܄ۓǴ߾ܭਡൔ
ύගᒬӝٳ୍ൔ٬Ҕݙޣཀӝٳ୍ൔϐ࣬ᜢඟ៛Ǵܭ܈၀ඟ៛߯ឦόਔ
অ҅ਡཀـǶҁीৣϐ่ፕ߯аᄒԿਡൔВڗ܌ளϐਡᏵࣁ୷ᘵǶோ҂ٰ٣
ҹ܈ݩёૈᏤठࣴٲғϯࣽިמҽԖज़ϦљϷځηϦљόӆڀԖᝩុᔼϐૈΚǶ!!
6/ຑӝٳ୍ൔ)хࡴ࣬ᜢߕຏ*ϐᡏ߄ၲǵ่ᄬϷϣǴаϷӝٳ୍ൔࢂցϢ
߄ၲ࣬ᜢҬܰϷ٣ҹǶ!
7/ჹࣴٲܭғϯࣽިמҽԖज़ϦљϷځηϦљϣಔԋঁᡏϐ୍ၗૻڗளىϷϪϐਡ
ᏵǴаჹӝٳ୍ൔ߄ҢཀـǶҁीৣॄೢიਡਢҹϐࡰᏤǵᅱ࿎ϷՉǴ٠
ॄೢԋიਡཀـǶ!
!!!!ҁीৣᆶݯൂՏྎ೯ϐ٣Ǵхࡴ܌ೕჄϐਡጄൎϷਔ໔ǴаϷख़εਡว)х
ࡴܭਡၸำύ܌ᒣᇡϐϣڋᡉલѨ*Ƕ!!
!!!!ҁीৣҭӛݯൂՏගٮҁीৣ܌ᗧឦ٣୍ڙ܌ᐱҥ܄ೕጄϐΓςᒥൻीৣᙍ
ၰቺೕጄύԖᜢᐱҥ܄ϐᖂܴǴ٠ᆶݯൂՏྎ೯܌Ԗёૈᇡࣁቹៜीৣᐱҥ܄ϐ
ᜢ߯Ϸځд٣)хࡴ࣬ᜢٛៈࡼ*Ƕ!!
ҁीৣவᆶݯൂՏྎ೯ϐ٣ύǴ،ۓჹࣴٲғϯࣽިמҽԖज़ϦљϷځηϦљ҇
୯ 216 ԃࡋӝٳ୍ൔਡϐᜢᗖਡ٣Ƕҁीৣܭਡൔύ௶ܴ၀٣Ǵନߚ
ݤзόϢϦ໒ඟ៛ۓ٣Ǵ܈ӧཱུـشݩΠǴҁीৣ،ۓόܭਡൔύྎ೯ۓ
٣ǴӢёӝႣයԜྎ೯܌ౢғϐॄय़ቹៜε܌ܭቚϐϦճǶ!
!
୯ᖄӝीৣ٣୍!܌
ीৣ!
!
ीৣ!
!
ਡЎဦǺߎᆅቩӷಃ 21311143944 ဦ!
҇୯ 217 ԃ 4 Д 33 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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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佰研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理由

第十六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七人，監察人二人，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七人，監察人二人， 配合公司實務
任期三年，採候選人提名制，連選得連 任期三年，由股東會依本公司「董事、 作業需求修訂。
任。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其全體董 監察人選任程序」選任，連選得連任。
事及監察人合計持股比例，依證券管理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其全體董事及
機關之規定。

監察人合計持股比例，依證券管理機關
之規定。

第十六條 配合證交法第 14-2 條之規定，本公司上 配合證交法第 14-2 條之規定，本公司上 配合本公司改
之一

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採審計委員會
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 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 制度修訂。
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就獨立董事 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就獨立董事
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提名方式依公司 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提名方式依公司
法第 192 條之 1 規定辦理。

法第 192 條之 1 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本公司董事會得因業務運作之需要，設 本公司董事會得因業務運作之需要，設 配合本公司改
之二

置薪資報酬委員會或其他功能性委員

置薪資報酬委員會或其他功能性委 員

會。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應訂定行使職權 會。

採審計委員會
制度修訂。

規章，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另本公司
依法設置審計委員會時，由審計委員會
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
令所規定監察人之職權。並自審計委員
會成立之日起，本公司有關監察人之規
定將不再適用。
第二十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二月二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二月二 增列修訂日期
條

十七日。

十七日。

………

………

第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十一 第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十一
月十五日。

月十五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六月 第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六月
十七日。

十七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 第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
二十八日。

二十八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六年六月
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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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次數。

附件五

佰研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制訂)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公司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並持續為社會、股東、員工、客戶及環境創造更新
的價值，以達永續經營，爰參酌「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及相關
法令規定，訂定本守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
第三條

本守則以本公司為適用對象，其範圍包括公司及其集團企業之整體營運活動。
本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以「誠信」作為經營發展的最高指導原則，並依集團
「專業創新」與「良善紮根」的立業精神，為利害關係人創造最大的價值，以追
求企業永續發展，並以落實公司治理、發展永續環境、維護社會公益與加強企業
社會責任資訊揭露，將其納入公司管理方針與營運策略。
本公司對企業社會責任之實踐，區分為以下各層面：
一、落實推動公司治理。
二、發展永續環境。
三、維護社會公益。

第四條

第五條

四、加強企業社會責任資訊揭露。
本公司應考量國內外企業社會責任之發展趨勢與企業核心業務之關聯性、公司本
身及其集團企業整體營運活動對利害關係人之影響等，訂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制度或相關管理方針及具體推動計畫，經董事會通過後，並提股東會報告。
第二章

第六條
第七條

第八條
第九條

第十條

落實公司治理

本公司遵循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及上市上櫃公司訂定道德行為準則參考
範例，建置有效之公司治理架構及相關道德標準及事項，以健全公司治理。
本公司董事應盡善良管理人義務，檢視本公司企業社會責任之實施成效，以確保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之落實，包括下列事項：
一、提出企業社會責任使命或願景，制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制度或相關管理方
針。
二、將企業社會責任納入公司之營運活動與發展方向，並核定企業社會責任之具
體推動計畫。
三、確保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資訊揭露之即時性與正確性。
本公司宜定期舉辦推廣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教育訓練、課程與活動。
本公司訂定合理之薪資報酬政策，以確保薪酬規劃能符合組織策略目標及利害關
係人利益，員工績效考核制度與企業社會責任政策結合，並設立明確有效之獎勵
及懲戒制度。
本公司就利害關係人設有溝通管道，妥切回應利害關係人關切議題，並於本公司
網站設置企業社會責任專區及利害關係人聯繫窗口資訊或利害關係人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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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

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

發展永續環境

本公司遵循環境相關法規及相關之國際準則，適切地保護自然環境，且於執
行營運活動及內部管理時，致力於達成環境永續之目標。
本公司將提升各項資源之利用效率，並使用對環境負荷衝擊低之再生物料，
使地球資源能永續利用。
本公司依環境保護原則對於營運、產品及服務等延伸性的影響，依下列準則
進行公司活動，以降低公司營運對自然環境及人類的衝擊：
一、減少產品與服務之資源及能源消耗。
二、減少污染物、有毒物及廢棄物之排放，並應妥善處理廢棄物。
三、增進原料或產品之可回收性與再利用。
四、使可再生資源達到永續使用。
六、增加產品與服務之效能。
七、強化水資源管理及使用效率
為提升水資源之使用效率，本公司應妥善與永續利用水資源，並訂定相關管
理措施。本公司應興建與強化相關環境保護處理設施，以避免污染水、空氣
與土地；並盡最大努力減少對人類健康與環境之不利影響，採行最佳可行的
污染防治和控制技術之措施。
本公司宜注意氣候變遷對營運活動之影響，並依營運狀況與溫室氣體盤查結
果，制定公司節能減碳及溫室氣體減量策略，及將碳權之取得納入公司減碳
策略規劃中，且據以推動，以降低公司營運活動對氣候變遷之衝擊。
第四章

第十六條

第十七條
第十八條

第十九條

維護社會公益

本公司應遵守相關勞動法規，保障員工之合法權益，並尊重國際公認之基本
勞動人權原則，包括結社自由、集體協商權、關懷弱勢族群、禁用童工、消
除各種形式之強迫勞動、消除雇傭與就業歧視等，不得有危害勞工基本權利
之情事。
本公司之人力資源政策應尊重基本勞動人權保障原則，建立適當之管理方法
與程序。
本公司應確認其雇用政策無性別、種族、年齡、婚姻與家庭狀況等差別待遇，
落實報酬、雇用條件、訓練與升遷機會之平等。
本公司應提供員工資訊，使其瞭解依營運所在地國家之勞動法律及其所享有
之權利。
本公司宜提供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包括提供必要之健康與急救設施，
並致力於降低對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危害因子，以預防職業上災害。本公司宜
對員工定期實施安全與健康教育訓練。
本公司公司宜為員工之職涯發展創造良好環境，並建立有效之職涯能力發展
培訓計畫。同時應將公司經營績效或成果，適當反映在員工薪酬政策中，以
確保人力資源之招募、留任和鼓勵，達成永續經營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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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本公司應建立員工定期溝通對話之管道，讓員工對於公司之經營管理活動和

第二十一條

決策，有獲得資訊及表達意見之權利。
本公司應尊重員工代表針對工作條件行使協商之權力，並提供員工必要之資
訊與硬體設施，以促進雇主與員工及員工代表間之協商與合作。
本公司應以合理方式通知對員工可能造成重大影響之營運變動。
本公司對其產品或服務所面對之客戶或消費者，宜以公平合理之方式對待，
其方式包括訂約公平誠信、注意與忠實義務、廣告招攬真實、商品或服務適
合度、告知與揭露、酬金與業績衡平、申訴保障、業務人員專業性等原則，
並訂定相關執行策略及具體措施。
本公司應對產品與服務負責並重視行銷倫理。其研發、採購、生產、作業及

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四條

服務流程，應確保產品及服務資訊之透明性及安全性，制定且公開其消費者
權益政策，並落實於營運活動，以防止產品或服務損害消費者權益、健康與
安全。
本公司應依政府法規與產業之相關規範，確保產品與服務品質。
本公司對產品與服務之行銷及標示，應遵循相關法規與國際準則，不得有欺
騙、誤導、詐欺或任何其他破壞消費者信任、損害消費者權益之行為。
本公司宜評估並管理可能造成營運中斷之各種風險，降低其對於消費者與社
會造成之衝擊。
本公司宜對其產品與服務提供透明且有效之消費者申訴程序，公平、即時處

理消費者之申訴，並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規，確實尊重消費者之
隱私權，保護消費者提供之個人資料。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宜評估採購行為對供應來源社區之環境與社會之影響，並與其供應商
合作，共同致力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本公司於商業往來之前，宜對往來供應商進行遵守企業社會責任政策之宣導，
避免牴觸。
本公司與主要供應商簽訂契約時，其內容宜包含遵守雙方之企業社會責任政
策，及供應商如涉及違反政策，且對供應來源社區之環境與社會造成顯著影
響時，得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條款。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應評估公司經營對社區之影響，並適當聘用公司營運所在地之人力，
以增進社區認同。
本公司宜經由股權投資、商業活動、捐贈、企業志工服務或其他公益專業服
務等，將資源投入透過商業模式解決社會或環境問題之組織，或參與社區發
展及社區教育之公民組織、慈善公益團體及政府機構之相關活動，以促進社
區發展。
第五章

第二十七條

加強企業社會責任資訊揭露

本公司應依相關法規及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辦理資訊公開，並應充分
揭露具攸關性及可靠性之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資訊，以提升資訊透明度。本公
司於企業網站揭露企業社會責任之主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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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九條

附則

本公司應隨時注意國內外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準則之發展及企業環境之變遷，
據以檢討並改進公司所建置之企業社會責任制度，以提升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成效。
本守則之制、修訂依〝公司標準基本規程〞辦理，呈總經理核定，再提報董
事會通過後實施，並提股東會報告，股東提出涉及企業社會責任之相關議案
時，本公司董事會宜審酌列為股東會議案，修正時亦同。
本守則訂於一○六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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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佰研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制訂)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第七條

第八條

訂定目的及適用範圍
本公司為建立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及良好之風險控管機制，以健全企業之永續經
營及發展，爰參酌「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訂定本守則。
本公司之各子公司及其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機構或法人等集團企 業與組織，
應秉持本守則之精神訂定各自之誠信經營守則。
禁止不誠信行為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或具有實質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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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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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利益之態樣
本守則所稱利益，其利益係指任何有價值之事物，包括任何形式或名義之金錢、
餽贈、佣金、職位、服務、優待、回扣等。但屬正常社交禮俗，且係偶發而無影
響特定權利義務之虞時，不在此限。
法令遵循
本公司應遵守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商業會計法、政治獻金法、貪污治罪條例、
政府採購法、公職人員利益衝突迴避法、上市上櫃相關規章或其他商業行為有關
法令，以作為落實誠信經營之基本前提。
誠信經營政策
本公司應本於廉潔、透明及負責之經營理念，制定以誠信為基礎之政策，並建立
良好之公司治理與風險控管機制，以創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
防範方案之範圍
本公司訂定防範方案時，應分析營業範圍內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
並加強相關防範措施。
承諾與執行
本公司及集團企業與組織應於規章及對外文件中明示誠信經營之政策，以及董事
會與管理階層積極落實誠信經營政策之承諾，並於內部
管理及商業活動中
確實執行。
誠信經營商業活動
公司應本於誠信經營原則，以公平與透明之方式進行商業活動。
本公司於商業往來之前，應考量其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交易對
象之合法性及是否涉有不誠信行為，避免與涉有不誠信行為者進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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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與相關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交易對象簽訂之契約，其內

第九條

第十條

容應包含遵守誠信經營政策及交易相對人如涉有不誠信行為時，得隨時終止或解
除契約之條款。
禁止行賄及收賄
本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於執行業務
時，不得直接或間接向客戶、代理商、承包商、供應商、公職人員或其他利害關
係人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形式之不正當利益。
禁止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本公司及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對政黨或參與
政治活動之組織或個人直接或間接提供捐獻，應符合政治獻金法及公司內部相關

作業程序，不得藉以謀取商業利益或交易優勢。
第十一條
禁止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本公司及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對於慈善捐贈
或贊助，應符合相關法令及內部作業程序，不得為變相行賄。
第十二條
禁止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利益
本公司及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不得直接或間
接提供或接受任何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利益，藉以建立商業關係或影
響商業交易行為。
第十三條
禁止侵害智慧財產權
本公司及董事、監察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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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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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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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
防範產品或服務損害利害關係人
本公司及董事、監察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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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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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理，由管理部門負責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方案之制定
及監督執行，主要掌理下列事項，並不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第十七條

業務執行之法令遵循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於執行業務時，
應遵守法令規定及防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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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利益迴避
本公司應制定防止利益衝突之政策，據以鑑別、監督並管理利益衝突所可能導致
不誠信行為之風險，並提供適當管道供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其他出席或列席
董事會之利害關係人主動說明其與公司有無潛在之利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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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不得藉其在公司擔

任之職位或影響力，使其自身、配偶、父母、子女或任何他人獲得不正當利益。
第十九條
會計與內部控制
本公司應就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建立有效之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
制度，不得有外帳或保留秘密帳戶，並應隨時檢討，俾確保該制度之設計及執行
持續有效。
本公司稽核室應定期查核前項制度遵循情形，並作成稽核報告提報董事會，且得
委任會計師執行查核，必要時，得委請專業人士協助。
第二十條
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公司應依第六條規定訂定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具體規範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受僱人及實質控制者執行業務應注意事項，其內容至少應涵蓋下列事項：
一、提供或接受不正當利益之認定標準。
二、提供合法政治獻金之處理程序。
三、提供正當慈善捐贈或贊助之處理程序及金額標準。
四、避免與職務相關利益衝突之規定，及其申報與處理程序。
五、對業務上獲得之機密及商業敏感資料之保密規定。
六、對涉有不誠信行為之供應商、客戶及業務往來交易對象之規範及處理程序。
七、發現違反企業誠信經營守則之處理程序。
第二十一條 對違反者採取之紀律處分。教育訓練及考核
本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或高階管理階層應定期向董事、受僱人及受任人傳達誠
信之重要性。
本公司應定期對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及實質控制者舉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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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應將誠信經營政策與員工績效考核及人力資源政策結合，設立明確有效之
獎懲制度。
第二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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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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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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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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案件受理、調查過程、調查結果及相關文件製作之紀錄與保存。
四、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之保密。
五、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情事而遭不當處置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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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條 懲戒與申訴制度
本公司應明訂及公布違反誠信經營規定之懲戒與申訴制度，並即時於公司內部網
站揭露違反人員之職稱、姓名、違反日期、違反內容及處理情形等資訊。
第二十四條 資訊揭露
本公司應建立推動誠信經營之量化數據，持續分析評估誠信政策推動成效，於公
司網站、年報及公開說明書揭露其誠信經營採行措施、履行情形及前揭量化數據
與推動成效，並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誠信經營守則之內容。
第二十五條 誠信經營政策與措施之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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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及推動之措施，以
提昇公司誠信經營之落實成效。
第二十六條 本守則之制、修與實施
本守則之制、修訂依〝公司標準基本規程〞辦理，呈總經理核定後提報董事會通
過後實施，並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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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時亦同。
若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設置審計委員會後，本守則有關監察人之規定，將不再適
用。
本守則訂於一○六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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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佰研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道德行為準則(制訂)
第 一 條

第 二 條

訂定目的及依據
為導引本公司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行為符合道德標準，並使本公司之利
害關係人更加瞭解本公司企業道德規範，爰依「上市上櫃公司訂定道德行為
準則參考範例」訂定本準則，以資遵循。
涵括之內容
考量本公司狀況與需要，本準則涵括之範圍如下：
(一)防止利益衝突：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應避免任何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與間之
利益衝突。本公司董事或經理人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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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防止利益衝突，若本公司與前述人員所屬之關係企業有資金貸與或為
其提供保證、重大資產交易等情事，須事先經董事會審查，並依相關法
令及公司規定辦理。若本公司與前述人員所屬之關係企業有進(銷)貨之
往來，可提供適當管道供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主動說明其與公司有無
潛在之利益衝突。
(二)避免圖私利之機會：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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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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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均有責任保護公司資產，並確保其能有效
合法地使用於公務上，避免因偷竊、疏忽或浪費而直接影響到公司之獲
利能力。
(六)遵循法令規章：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應遵循證券交易法及其他法令規章之規
定。
(七)鼓勵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應加強宣導道德觀念，並鼓勵員工於懷疑
或發現有違反法令規章或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時，應向經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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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案經查
明確定，公司應依相關規定酌情獎勵，並讓員工知悉公司將盡全力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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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報者的安全，使其免於遭受報復。
(八)懲戒措施：
本公司董事或監察人有違反道德行為準則之情形時，應提報董事會及股東會
審議，並依情節輕重決定懲戒方式。本公司經理人有違反本準則之行為時，
除情節重大者應提報董事會外，逕依本公司相關規定辦理。惟涉及違反相關
法令情節重大者，本公司應追究其民事及刑事法律責任，以保障本公司及股
東之權益。前項違反本準則之行為之懲戒措施確認後，應依法令規定即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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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並應制定相關申訴制度，提供違
反道德行為準則者救濟之途徑。
(九)申訴制度：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違反本準則時，若能舉證即可立即提出申訴，
並將相關佐證資料送適當人員、董事會或股東會會議(涉違反者應採迴避原
則)討論作最後決議。
違反單位
受理申訴單位
決議懲戒單位

第 三 條

第 四 條

第 五 條

經理人

總經理

總經理、董事會

總經理

董事會、監察人

董事會

董事、監察人
其他董事、監察人
股東會
若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後，前項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
審計委員會準用之。
豁免適用之程序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如有豁免本準則之必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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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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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露方式
本公司應於年報、公開說明書及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其所訂定之道德行為準
則，修正時亦同。
本準則之制、修與實施
本準則之制、修訂依〝公司標準基本規程〞辦理，呈總經理核定後提報董事
會通過後施行，並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
若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後，本準則有關監察人之規定，
將不再適用。
本準則訂於一○六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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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佰研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

次

第一條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理由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及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之一及 刪除特定時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 間函令之字
會)「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管會)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日金管 樣。
處理準則」有關規定訂定。本公司取 證發字第 1020053073 號令「公開發
得或處分資產，應依本處理程序規定 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辦理。但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 有關規定訂定。本公司取得或處分
規定。
資產，應依本處理程序規定辦理。
但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四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除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 配合法令修
與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 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租 正。
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 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
外，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之設備外，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 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
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
(略)
下列規定：
(略)

第六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配合法令修
產，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產，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正。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與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 者，除與政府機構交易外，應於事
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 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
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 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
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
二十號規定辦理。
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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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第十條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理由

本公司得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 一、本公司取得非供營業使用之不 配合公司實
產或有價證券之總額及得投資個別 動產或有價證券之限額如下：
務修正。
有價證券之限額，悉依相關法令之規 (一)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
定辦理。
總額不得逾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除法令另有規定 百分之五十。
或以投資為專業者外，購買非供營業 (二)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逾
使用之不動產，不得超過本公司及各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一百
子公司個別實收資本額；購買有價證 五十。
券之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及各子公 (三)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金額不
司個別實收資本額50%；投資單一有 得逾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
價證券之限額，不得超過最近期財務 一百。
報表淨值之百分之十五。
二、本公司各子公司取得非供營業
使用之不動產或有價證券之限額如
下：
(一)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
總額不得逾各該子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五十。
(二)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逾
各該子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
百分之一百五十。
(三)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金額不
得逾各該子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之百分之一百。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得投資上市上
櫃公司股票之額度，另依本公司「投
資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 二 十 五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
條
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按 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
月查核交易部門對本公司從事衍生 按月查核交易部門對本公司從事衍
性商品交易相關規定之遵守情形，作 生性商品交易相關規定之遵守情
成稽核報告，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形，作成稽核報告，如發現重大違
應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規情事，應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若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設置審計委
員會後，依前項規定應書面通知監察
人，對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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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本公司
改採審計委
員會制度增
訂。

條

次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理由

第 二 十 九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配合法令修
條
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 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 正。
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 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
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 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
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 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
會討論通過。但本公司合併其直接或 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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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十 七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配合法令修
條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正。
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 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 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 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外，
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
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 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
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略) 及支付款項：(略)

第 三 十 七 若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 無
條第五項 計委員會後，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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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先經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準用第四十
九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
第 四 十 條 若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 無
第四項
計委員會後，依第一項第二款監察人
之規定，對於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
準用之。

配合本公司
改採審計委
員會制度增
訂。

配合本公司
改採審計委
員會制度增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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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
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 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
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 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
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訊於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報：
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
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 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附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
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
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不在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此限。
讓。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 受讓。
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
失上限金額。
訂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 損失上限金額。
第四十一 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
條
人，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
五、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 資，其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
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動產，本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 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一)買賣公債。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 (二)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證
機 構 處 分 債 權 或 從 事 大 陸 地 區 投 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
資，其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有價證券買賣，或證券商於初級市
百 分 之 二 十 或 新 臺 幣 三 億 元 以 上 場認購及依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一)買賣公債。
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二)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
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
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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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理由

條

次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理由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五)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 配合法令及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 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 公司實務修
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得不動產，本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 正。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之金額。
一、每筆交易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 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第二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
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產之金額。
年，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公告部分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再計入。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非屬國內 額。
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 第二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
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 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金管會指 一年，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公告部
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分免再計入。
第四十一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非屬國內
條
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於 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
知悉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目 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
重行公告申報。
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金管會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 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
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 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
置於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外，至少保存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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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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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修訂後條文
（刪除）

第四十六
條

修訂前條文

修訂理由

本處理程序之訂定經董事會通過 配合公司實
後，應送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 際運作狀況
意，修正時亦同，但法令有特別規 併入第四十
定者不在此限。如有董事表示異議 七條表達。
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並應將董
事異議資料送監察人。
依前項規定將本處理程序提報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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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定或修正本處理程序，應經監察
人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前項如未經監察人同意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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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之決
議。
第三項所稱監察人及前項所稱全體
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本處理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本處理 配合本公司
序或其他法律規定須經董事會通過 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須經董事會通 改採審計委
者，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 過者，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 員會制度增
面聲明，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監察 或書面聲明，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 訂。
人。
監察人。
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 依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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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
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 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
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
第四十七 明。
若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 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應
條
計委員會後，依第一項對於監察人之 經監察人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依第三 準用前條規定。
項規定，應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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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用第四十九條第三項及第四項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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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理由

本程序之制、修訂依〝公司標準規程〞本規程之制、修訂依〝公司標準規 1.修正誤植
辦理，呈總經理核定，再提報董事會 程〞辦理，呈總經理核定，再提報 錯別字及漏
核准，送交監察人並經股東會同意後 董事會核准，並經股東會同意後公 列敘述。
公佈實施。廢止時亦同。
佈實施。廢止時亦同。
2.配合本公
若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設置審計委 本規章訂於九十一年一月三日。 司改採審計
員會後，本程序之制、修訂依〝公司 本規章於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委員會制度
標準規程〞辦理，呈總經理核定，經 第一次修訂。
增訂。
審計委員會同意再提報董事
會 本規章於九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第 3.增訂修訂
核准，並經股東會同意後公佈實施。二次修訂。
日 期 及 次
廢止時亦同。
本規章於九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第 數。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三次修訂。
分 之 一 以 上 同 意 者 ， 得 由 全 體 董 本規章於一○一年三月二十二日第
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 四次修訂。
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本規章於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第
本條第三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五次修訂。
員及第三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 本規章於一○四年六月十七日第六
任者計算之。
次修訂。
若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設置審計委 本規章於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第
第四十九
員會後，本程序有關監察人之規定，七次修訂。
條
將不再適用。
本程序訂於九十一年一月三日。
本程序於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第一次修訂。
本程序於九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第
二次修訂。
本程序於九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第
三次修訂。
本程序於一○一年三月二十二日第
四次修訂。
本程序於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第
五次修訂。
本程序於一○四年六月十七日第六
次修訂。
本程序於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第
七次修訂。
本程序於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第
八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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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佰研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

次

第一條

修訂後條文
目的及法令依據

修訂前條文
目的

為保障股東權益，凡本公司有關對外 為保障股東權益，凡本公司有關對
背書事項及提供動產或不動產為他
外背書事項及提供動產或不動產為
公司借款之擔保設定質押權、抵押
他公司借款之擔保設定質押權、抵
權者，均依本程序之規定施行之。
押權者，均依本辦法之規定施行
本程序係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
之。本程序如有未盡事宜，另依相
條之一及「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
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訂定之。本
程序如有未盡事宜，另依相關法令
之規定辦理。
第二條

本程序適用範圍

法令依據

一、本公司辦理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 本程序係依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之 1
者，應依本作業程序規定辦理。但其 及「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
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保證處理準則」訂定之。

說

明

將原程序
第二條規
定併入表
達。

依法令修
正。

二、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
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子公司，擬為
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者，應依處理準
則規定及本公司作業程序，訂定該子
公司之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惟若處理
準則或本作業程序之規定與該子公
司所在地之法令不同時，得優先適用
當地法令規定。
第三條

第四條

背書保證適用範圍

適用範圍

(略)

(略)

背書保證對象

背書保證對象

本程序之背書保證對象如下: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
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
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依第二條規定適用本作業程序之子
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由該子

本程序之背書保證對象如下: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
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
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達百分之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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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標題
修正。

配合本公
司改採審
計委員會
制度增訂。

條

次

第六條

第九條

修訂後條文
公司之董事會決議之。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達百分之九十
(略)

修訂前條文

說

明

(略)

核准權限

核准權限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者，由本公
司董事會核決，但為配合時效需要，
得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在當期淨值
30％以內先予決行，事後提報次一董
事會追認，並將辦理之有關情形股東
會備查。
若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設置審計委
員會後，重大之背書保證，應依相關
規定經審計委員同意，並提報董事會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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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本條第三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及第三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
任者計算之。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時，其為他人
背書保證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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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者，由本
公司董事會核決，但為配合時效需
要，得由董事會授权董事長在當期
淨值 30％以內先予決行，事後提報
次一董事會追認，並將辦理之有關
情形股東會備查。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時，其為他
人背書保證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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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背書保證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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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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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第五條所訂額度時，則稽核單位應督
促財務部門對於該對象所背書保證
之金額或超限部分應於合約所訂期
限屆滿時或訂定於一定期限內全部
消除，並將該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
以及報告於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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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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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應督促財務部門對於該對象所背
書保證之金額或超限部分應於合約
所訂期限屆滿時或訂定於一定期限
內全部消除，並將該改善計畫送各
監察人，以及報告於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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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合本
公司改採
審計委員
會制度增
訂。
2.明定子
公司執行
作業決議
層級。

1.修正誤
繕文字。
2.配合本
公司改採
審計委員
會制度增
訂。

條

次

第十一
條

修訂後條文
三、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務需
要，而有超過本程序所訂額度之必要
且符合本程序所訂條件者，應經董事
會同意並由半數以上之董事會公司
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聯保，並修
正本程序，報經股東會追認之；股東
會不同意時，應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
內銷除超限部分。若本公司依證券交
易法設置審計委員會後，前項之修正
程序，應依相關規定經審計委員同
意，並提報董事會決議，準用第六條
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本公司已設置
獨立董事者，於前項董事會討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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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計畫時程
改善。
四、背書保證對象若為淨值低於實收
資本額二分之一之子公司，應明定其
後續相關管制措施。子公司股票無面
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依
前述規定計算之實收資本額，應以股
本加計資本公積-發行溢價之合計數
為之。
五、若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
審計委員會後，本條對於監察人之規
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

修訂前條文
三、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務需
要，而有超過本辦法所訂額度之必
要且符合本辦法所訂條件者，應經
董事會同意並由半數以上之董事會
公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聯
保，並修正本辦法，報經股東會追
認之；股東會不同意時，應訂定計
畫於一定期限內銷除超限部分。本
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者，於前項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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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計畫時程改善。
四、背書保證對象若為淨值低於實
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之子公司，應明
定其續後相關管制措施。子公司股
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
元者，依前述規定計算之實收資本
額，應以股本加計資本公積-發行溢
價之合計數為之。

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若擬為他人背書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若擬為他人背
保證者，亦應依據「公開發行公司資 書保證者，亦應依據「公開發行公
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訂定 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
其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並依本作業程
則」
，訂定其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並依
序辦理；惟淨值係以子公司淨值為計 本作業程序辦理；惟淨值係以子公
算基準。
司淨值為計算基準。
二、子公司應於每月八日前編制上月 二、子公司應於每月八日前編制上
份為他人背書保證明細表，並呈閱本 月份為他人背書保證明細表，並呈
公司。
閱本公司。
三、子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 三、子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
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
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
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 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
規情事，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稽 大違規情事，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
核單位，本公司稽核單位應將書面資 公司稽核單位，本公司稽核單位應
料送交各監察人。
將書面資料送交各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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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配合本公
司改採審
計委員會
制度增訂。

條

次

第十三
條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四、本公司稽核人員依年度稽核計畫 四、本公司稽核人員依年度稽核計
至子公司進行查核時，應一併瞭解子 畫至子公司進行查核時，應一併瞭
公司為他人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執行
解子公司為他人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情形，若發現有缺失事項應持續追蹤 執行情形，若發現有缺失事項應持
其改善情形，並作成追蹤報告呈報董 續追蹤其改善情形，並作成追蹤報
事長。
告呈報董事長。
五、若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
審計委員會後，本條對於監察人之規
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
實施與修訂
本程序之制、修訂依「公司標準規程」
辦理，呈總經理核定，再提報董事會
核准，並經股東會同意後公佈實施。
廢止時亦同。
若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設置審計委
員會後，本程序之制、修訂依〝公司
標準規程〞辦理，呈總經理核定，經
審計委員會同意再提報董事會核
准，並經股東會同意後公佈實施。廢
止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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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本條第三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及第三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
任者計算之。
若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設置審計委
員會後，本程序有關監察人之規定，
將不再適用。
本程序訂於九十一年一月三日。
本程序於九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第
一次修訂。
本程序於九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第
二次修訂。
本程序於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第三次修訂。
本程序於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第
四次修訂。
本程序於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第
五次修訂。

實施與修訂
本程序之制、修訂依「公司標準規
程」辦理，呈總經理核定，再提報
董事會核准，並經股東會同意後公
佈實施。廢止時亦同。
本程序訂於九十一年一月三日。
本程序於九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第
一次修訂。
本程序於九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第
二次修訂。
本程序於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第三次修訂。
本程序於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第
四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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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1.配合本
公司改採
審計委員
會制度增
訂。
2.增訂修
訂日期及
次數。

附件十

佰研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

次

第二條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資金貸與對象與評估標準

資金貸與對象與評估標準

(略)
(略)
二、與本公司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 二、與本公司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
公司或行號；係以本公司持股達
之公司或行號；係以本公司持股
百分之二十以上之公司或行號
達百分之二十以上之公司或行
因業務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金
號因業務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
之必要者為限。前述所稱「短
金之必要者為限。前述所稱「短
期」，係指一年或一營業週期
期」，依經濟部前揭函釋，係指
(以較長者為準) 之期間。融資
一年或一營業週期 (以較長者
金額係指本公司短期融通資金
為準) 之期間。融資金額係指本
之累計餘額。
公司短期融通資金之累計餘額。
第四條

第五條

資金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資金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一、每次資金貸與期限自放款日起，
以不超過一年或一營業週期 (以較
長者為準)為原則。
(略)

一、每次資金貸與期限自放款日
起，以不超過一年或一營業週期
(以較長者為準)為原則，惟經董事
會決議通過者，得依實際狀況需要
延長貸與期限。
(略)

貸與作業程序

貸與作業程序

一、申請程序
(略)
2.若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資金貸
與，本公司財務部門經辦人員應評估
貸與金額與業務往來金額是否相
當；若因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應
列舉得貸與資金之原因及情形，並加
以徵信調查，將相關資料及擬具之貸
放條件呈報財務部門主管及總經理
後，再提報董事會決議。
若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設置審計委
員會後，重大之資金貸與，應依相關
規定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後，提報董事
會決議。
前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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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申請程序
(略)
2.若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資金貸
與，本公司財務部門經辦人員應評
估貸與金額與業務往來金額是否相
當；若因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
應列舉得貸與資金之原因及情形，
並加以徵信調查，將相關資料及擬
具之貸放條件呈報財務部門主管及
總經理後，再提報董事會決議。
3.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時，於將
資金貸與他人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同意或反對之
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
紀錄。
4.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子公司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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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刪除誤植
文字。

配合法令
修訂。

1.配合本
公司改採
審計委員
會制度增
訂。
2.明定子
公司執行
作業決議
層級。

條

次

第七條

修訂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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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
第三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
第三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
計算之。
3.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時，於將資
金貸與他人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
事之意見，並將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
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4.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子公司間之
資金貸與，應依前述規定程序提董事
會決議，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
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度及不
超過一年之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
動用。適用本作業程序之子公司，執
行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由該子公
司之董事會決議之。
(略)

修訂前條文
之資金貸與，應依前述規定程序提
董事會決議，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
一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
度及不超過一年之期間內分次撥貸
或循環動用。
(略)

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逾期債 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逾期
權處理程序：
債權處理程序：
二、案件之登記與保管
二、案件之登記與保管
(略)
(略)
6.若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
審計委員會後，本條第二項第三款及
第四款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
員會準用之。

第八條

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控管程序

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控管程序

(略)
(略)
三、子公司內部稽核人員亦應至少每 三、子公司內部稽核人員亦應至少
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
每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
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
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
現重大違規情事，應立即以書面通
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立即以書面
知本公司稽核單位，本公司稽核單
通知本公司稽核單位，本公司稽核
位應將書面資料送交各監察人。
單位應將書面資料送交各監察人。
若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
(略)
計委員會後，本款對於監察人之規
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
(略)
第九條

資訊公開(公開發行後)

資訊公開(公開發行後)

(略)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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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配合本公
司改採審
計委員會
制度增訂。

配合本公
司改採審
計委員會
制度增訂。

配合法令
修訂

條

次

第十一
條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餘額達下列標準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餘額達下列標
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
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
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起算二日內公告申報並應於次日開
(略)
盤前完成公告並轉重大資訊。
(略)
實施與修訂

實施與修訂

本程序之制、修訂依〝公司標準規程〞
辦理，呈總經理核定，再提報董事
會核准，並經股東會同意後公佈實
施。廢止時亦同。
若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設置審計委
員會後，本程序之制、修訂依〝公
司標準規程〞辦理，呈總經理核定，
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再提報董事會核
准，並經股東會同意後公佈實施。
廢止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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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本條第三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及第三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
在任者計算之。
若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設置審計委
員會後，本程序有關監察人之規
定，將不再適用。
本程序訂於九十一年一月三日。
本程序於九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第
一次修訂。
本程序於九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第
二次修訂。
本程序於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第三次修訂。
本程序於一〇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第
四次修訂。
本程序於一〇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第
五次修訂。

本程序之制、修訂依〝公司標準規
程〞辦理，呈總經理核定，再提報
董事會核准，並經股東會同意後公
佈實施。廢止時亦同。
本程序訂於九十一年一月三日。
本程序於九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第
一次修訂。
本程序於九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第
二次修訂。
本程序於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第三次修訂。
本程序於一〇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第
四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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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1.配合本
公司改採
審計委員
會制度增
訂。
2.增訂修
訂日期及
次數。

附件十一

佰研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

次

第一條

修訂後條文
訂定依據

修訂前條文
目的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
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 外，應依本規則辦理。
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
外，應依本規則辦理。
第二條

第九條

簽到

簽到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
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
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
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
文件，以憑核對。
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
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出
席股數依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
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
(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
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
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
分證明文件，以憑核對。
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
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
到。出席股數依繳交之簽到卡計算
之。

議程訂定

議程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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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七十二條
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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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
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
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
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
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
動議) 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
不得逕行宣佈散會，如開會之場地
屆時未能繼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
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會議散會
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
另覓埸所續行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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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配合股東
會議事規
則範例修
訂。

配合採行
電子投票
修訂。

配合股東
會議事規
則範例修
訂。

條

次

第十七
條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案、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
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
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
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
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
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
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
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
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
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
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
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
動議) 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
得逕行宣佈散會，如開會之場地屆時
未能繼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
場地繼續開會。會議散會後，股東不
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埸所續
行開會。
議案之表決
議案之表決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
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
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半數之同意通過之。
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無異議者視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 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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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公司宜避免
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
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
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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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配合法令
及公司實
務作業需
求修訂。

條

次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

明

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
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
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
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
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
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
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
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
之同意通過之。
第二十
條

(刪除)

施行與修正

第二十
二條

(刪除)

第二十
三條

實施與修訂

訂定

本規則之制、修訂依〝公司標準規程〞
辦理，呈總經理核定，再提報董事會
核准，並經股東會同意後公佈實施。
廢止時亦同。若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
設置審計委員會後，本規則有關監察
人之規定，將不再適用。
本規則訂於九十一年十月二十日。
本規則於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第
一次修訂。
本規則於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第
二次修訂。

本規程之制、修訂依〝公司標準規
程〞辦理，呈總經理核定，再提報
董事會核准，並經股東會同意後公
佈實施。廢止時亦同。
本規則訂於九十一年十月二十日。
本規則於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第
一次修訂。

本規則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法令依據
本規則未定事項，悉依相關法令及
本公司章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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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至第
二十三條。

合併至第
一條。

1.配合本
公司改採
審計委員
會制度增
訂。
2.增訂修
訂日期及
次數。

附件十二

佰研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監察人選任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

次

第五條

第六條

第七條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獨立董事任用標準

獨立董事、監察人任用標準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應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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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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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及第九條之規定，並應依據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
十四條規定辦理。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應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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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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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及第九條之規定，並應
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

提名

提名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之選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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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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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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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審查
獨立董事候選人之資格條件、學經
歷背景及有無公司第三十條所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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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董事。

作業程序

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用
單記名累積選舉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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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分開選舉數人。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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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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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獨
立董事之選舉權，由所得選舉票代表
選舉權數較多者依次當選，如有二人
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

一、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
用單記名累積選舉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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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分開選舉數人。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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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依公司章
程所定之名額，由所得選舉票代表
選舉權數較多者依次當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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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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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修正誤植
敘述。

依法令修
正。

依法令修
正。

條

次

第八條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 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略)
(略)
本程序之制、修、廢與實施
本程序之制、修、廢與實施
本程序之制、修訂依「公司標準規
程」辦理，呈總經理核定，再提報
董事會核准，並經股東會同意後公
佈實施。廢止時亦同。
本程序訂於九十三年六月二十八
日。
員會後，本程序有關監察人之規定， 本程序於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第
將不再適用。
一次修訂。
本程序訂於九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本程序於一〇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第
一次修訂。
本程序之制、修訂依〝公司標準規程〞
辦理，呈總經理核定，再提報董事會
核准，並經股東會同意後公佈實施。
廢止時亦同。
若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設置審計委

本程序於一〇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第
二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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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1.配合本
公司改採
審計委員
會制度增
訂。
2.增訂修
訂日期及
次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