佰研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一年股東常會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地

點：臺北市南港區園區街 3 號 3 樓(南港軟體園區 F 棟 3 樓視聽會議中心)。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出

席： 出席股東及股權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共計 19,432,868 股(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
股份 162,900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32,545,631 股(登記已發行股份總數
32,772,631 股扣除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之無表決權股數 227,000 股)之
59.70%。

列

席：陳樂維董事長、鍾健能獨立董事、陳均恒財務長、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許淑敏會
計師。

主

席：陳樂維董事長

紀錄：陳均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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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二）110 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請參閱附件二)。
(三) 本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修訂暨更名報告。
說明：1.為配合公司實際運作及法令規定，擬修正本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並
進行更名。
2.「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

由：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

明：1. 本公司 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編造完竣。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
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許淑敏會計師、江忠儀會計師查核，連同營業報告書送交審計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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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審查，出具審查報告書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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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出席股東表決結果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9,432,868 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19,404,813 權
(含電子投票 135,845 權)

7,369 權
(含電子投票 7,369 權)

0權

20,686 權
(含電子投票 19,686 權)

99.85%

0.03%

0.00%

0.10%

第二案
案

由：110 年度虧損撥補案，提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

明：1. 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擬定本公司110年度虧損撥補表如下：
佰研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10 年度虧損撥補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

0

減：本年度稅後淨損

(86,419,690)

期末待彌補虧損

(86,419,690)

待彌補項目：
86,419,690

以資本公積彌補虧損

0

期末未分配盈餘(補撥後)
備註：
1.因累積虧損，本年度擬不分派股東紅利。

董事長：陳樂維

經理人：陳樂維

2. 謹提請 承認。
決

議：本案經出席股東表決結果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9,432,868 權

-2-

會計主管：陳均恒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19,385,576 權
26,603 權
(含電子投票 116,608 權) (含電子投票 26,603 權)
99.75%

0.13%

棄權/未投票權數

0權

20,689 權
(含電子投票 19,689 權)

0.0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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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配合法令修正，擬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
2.「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3. 謹提請 討論。

決

議：本案經出席股東表決結果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9,432,868 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19,404,770 權
(含電子投票 135,802 權)

7,404 權
(含電子投票 7,404 權)

0權

20,694 權
(含電子投票 19,694 權)

99.85%

0.03%

0.00%

0.10%

第二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提請

討論。

(董事會提)

說

明：1. 為配合法令規定，擬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2.「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3. 謹提請 討論。

決

議：本案經出席股東表決結果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9,432,868 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19,404,714 權
(含電子投票 135,746 權)

7,459 權
(含電子投票 7,459 權)

0權

20,695 權
(含電子投票 19,695 權)

99.85%

0.03%

0.0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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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權/未投票權數

第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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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配合法令修正，擬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2.「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
3. 謹提請 討論。

決

議：本案經出席股東表決結果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9,432,868 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19,404,737 權
(含電子投票 135,769 權)

7,440 權
(含電子投票 7,440 權)

0權

20,691 權
(含電子投票 19,691 權)

99.85%

0.03%

0.00%

0.10%

第四案
案

由：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 依「公司法」第 209 條之規定辦理。

(董事會提)

2. 擬新增解除部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明細請參閱附件八。
3. 謹提請 討論。
決

議：本案經出席股東表決結果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9,432,868 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19,384,315 權
27,944 權
(含電子投票 115,347 權) (含電子投票 27,944 權)
99.75%

0.14%

六、臨時動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臨時動議提出。
七、散會：主席宣佈散會，同日上午九時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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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權/未投票權數

0權

20,609 權
(含電子投票 19,609 權)

0.00%

0.10%

附件一

佰研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
根據產業研究機構之統計數據顯示，全球保健食品的市場規模在 2020 年～2027
年的分析期間中預計將以 4.8％的年複合成長率增長，從 2020 年的 7,642 億美元到
2027 年達到 1 兆 1,000 億美元，其中在亞洲地區的中國市場，研究機構推估後疫情時
期，在病菌、老年化等社會環境壓力加劇的情況下，保健品市場有望保持較高的增長
水準，對於中草藥保健食品的需求增加更是一項趨勢，也是華人市場的未來發展方
向。
本公司於 110 年度，持續挹注植物新藥研究與發展所需資源，並鞏固既有銷售渠
道用以維持營運基礎，更進一步抓穩市場的發展趨勢，適時推出新產品藉以提升銷售
力道，整體營運動能方面尚屬平穩。現就本公司 110 年度的經營成果及 111 年度的營
業計畫報告如次：
一、110 年營運與財務成果
本公司 110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以下同) 587,612 仟元，較 109 年的
558,185 仟元增加 29,427 仟元，增幅 5.27%；營業毛利 100,540 仟元，較 109 年的 109,862
仟元減少 9,322 仟元，減幅 8.49%；營業毛利率為 17%，較 109 年的 20%減少 3%；
110 年度營業淨損為 90,014 仟元，較 109 年度損失增加 18,210 仟元；另因租金收入
與外幣兌換損失等營業外收支，本期稅後淨損為 87,460 仟元，較 109 年度損失增加
12,972 仟元。本公司 110 年底合併現金及約當現金為 255,659 仟元，流動比率為
355.85%，負債比率為 21.31%。
本公司一直致力於植物新藥的研究與發展，並已獲得許多實質成果，轉投資邁高
生物技術開發(股)公司專注於植物新藥活性組成物分離、純化與產程開發，熟悉植物
藥 CMC 及 GACP 種植並有通過 IND 許可的實戰經驗，提供客戶從 IND 到 NDA 之一
站式服務。在專利的取得方面，110 年度共取得 5 項，「來源于共生發酵生成物透明
質酸酶抑制劑及其應用」獲中國專利(專利證書號第 4100981 號)、「狼尾草發酵提取
物在抗癌及其應用」獲美國專利(專利證書號第 10925921 號)、
「狼尾草發酵提取物在
抗癌及其應用」獲美國專利(專利證書號第 10925921B2 號)、
「經發酵的狼尾草屬萃取
物、其製備方法及其用於製造治療癌症的藥劑的用途」獲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發明專
利權(專利號 201710073373.5)、「一種狼尾草萃取物用於提升肌肉質量與改善肌肉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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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症狀之用途」獲中華民國專利(專利字號發明第 I 734435 號)。本公司同時透過長期
所累積的研發成果與專利原料，推出功能與特色並重的寵物保健產品。上述多項研發
進展及成果都是為了奠定佰研於新藥與保健食品開發上的基石，在如此堅強的研發後
盾下，佰研在未來中長期的發展上將更有信心與前景看好。
二、111 年營運展望及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本公司整體在品牌及相關商品之經營方向，將持續整合生技核心優勢開發新品並
與重點策略通路合作，以滿足不同族群消費者之需求。
眾所周知，全球整體食品市場對於營養健康的訴求持續在提升中，大健康產業已
經被全球許多國家所重視，其中又以中國所發布的 “健康中國 2030 規劃綱要”最為受
到矚目。在已開發國家，大健康產業占 GDP 比重超過 15%，相比之下，中國僅佔 GDP
約 6%，中國近年來的大健康產業雖有成長，但其未來增長的空間仍然非常巨大，屆
時，健康產業也將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契機。
在大健康產業的持續增長趨勢下，人們對於疾病預防及保健仍有逐年增長的需求，
展望 111 年，本公司仍將持續加強研發之核心價值；新藥研發與保健食品開發目前已
有更實際的成果，並取得了多項多地的專利與政府補助；本年度除了持續執行狼尾草
植物新藥開發計畫外；並將透過更多的實驗及所取得的成果及數據，參考市場需求進
行原料及保健食品的開發及應用，以期能盡早提供優質的產品給予消費大眾。對於中
國市場，本公司亦將透過自身在植物新藥開發過程中所取得的各項研發成果及專利，
進行更適合華人市場的保健食品開發與市場運營的佈局，以確保公司在未來大趨勢的
發展下能夠有好的發展基礎並保有優勢；此一佈局著重在強化中國市場正在進行的代
工業務。
另外，寵物市場開拓的部分，透過本公司長期所累積的研發成果與專利原料，推
出功能與特色並重的寵物保健產品，並結合轉投資事業進行上、中、下游的垂直整合，
快速拓展寵物產品的分銷及銷售，搶攻寵物市場的商機。

董事長：陳樂維

總經理：陳樂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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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主管：陳均恒

附件二

佰研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合併財
務報表)及虧損撥補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
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許淑敏會計師及江忠儀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
核報告書，本審計委員會同意上開會計師事務所查核意見，並審查通過
上開營業報告書及虧損撥補議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
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此

鑒察。

致

佰研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一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鍾健能

中

華

民

國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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ߎౢғൂՏǵ،ۓຑሽБԄϷीᆉёӣԏߎᚐǴຑၸำፄᚇЪх֖ᆅֽϐЬ
ᢀղᘐǴӢԜҁीஒځӈࣁख़ाਡ٣ϐǶ!
ӢᔈϐਡำׇǺ!
ҁीৣჹॊᜢᗖਡ٣ϐЬाਡำׇхࡴຑࣴٲғϯࣽިמҽԖज़Ϧљᆅ
ֽᒣёૈ෧ཞϐߎౢғൂՏǵຑᆅֽᒣϐ෧ཞၞຝϷڗளόౢǵቷ܊
ϷഢԾՉຑၗౢ෧ཞϐ࣬ᜢၗǹ၌ࡹ۬ᐒᜢϦϐന߈යჴሽฦᒵҬܰՉК
ၨǴаຑҁයόౢǵቷ܊ϷഢϦϢሽॶϐӝ܄Ƕ!
ᆅ໘ቫᆶݯൂՏჹঁᡏ୍ൔϐೢҺ!
ᆅ໘ቫϐೢҺ߯٩ྣچวՉΓ୍ൔጓᇙྗ߾ጓᇙϢ߄ၲϐঁᡏ୍ൔǴЪᆢ
ᆶঁᡏ୍ൔጓᇙԖᜢϐѸाϣڋǴаዴߥঁᡏ୍ൔ҂ӸԖᏤӢܭᆸᄄ܈ᒱᇤϐख़
εόჴ߄ၲǶ!
ܭጓᇙঁᡏ୍ൔਔǴᆅ໘ቫϐೢҺҭхࡴຑࣴٲғϯࣽިמҽԖज़Ϧљᝩុᔼ
ϐૈΚǵ࣬ᜢ٣ϐඟ៛ǴаϷᝩុᔼी୷ᘵϐ௦ҔǴନߚᆅ໘ቫཀკమᆉࣴٲғϯࣽמ
ިҽԖज़Ϧљ܈ଶЗᔼǴ܈ନమᆉ܈ଶѦձคჴሞёՉϐځдБਢǶ!
ࣴٲғϯࣽިמҽԖज़ϦљϐݯൂՏ)֖ቩीہ*ॄԖᅱ࿎୍ൔᏤࢬำϐೢҺǶ
ीৣਡঁᡏ୍ൔϐೢҺ!
ҁीৣਡঁᡏ୍ൔϐҞޑǴ߯ჹঁᡏ୍ൔᡏࢂցӸԖᏤӢܭᆸᄄ܈ᒱᇤϐ
ख़εόჴ߄ၲڗளӝዴߞǴ٠рڀਡൔǶӝዴߞ߯ଯࡋዴߞǴோ٩ྣϦᇡቩीྗ߾
ՉϐਡπբคߥݤѸૈୀрঁᡏ୍ൔӸԖϐख़εόჴ߄ၲǶόჴ߄ၲёૈᏤӢܭᆸᄄ
܈ᒱᇤǶӵόჴ߄ၲϐঁձߎᚐ༼܈ᕴኧёӝႣයஒቹៜঁᡏ୍ൔ٬Ҕ܌ޣբϐᔮ،
Ǵ߾ᇡࣁڀԖख़ε܄Ƕ!
ҁीৣ٩ྣϦᇡቩीྗ߾ਡਔǴၮҔղᘐ٠ߥϐᚶᅪǶҁीৣҭ
ՉΠӈπբǺ!
ᒣᇡ٠ຑঁᡏ୍ൔᏤӢܭᆸᄄ܈ᒱᇤϐख़εόჴ߄ၲ॥ᓀǹჹ܌ຑϐ॥ᓀीϷՉ
ϐӢᔈჹǹ٠ڗளىϷϪϐਡᏵаբࣁਡཀـϐ୷ᘵǶӢᆸᄄёૈੋϷӅ
ᒉǵଵǵࡺཀᒪᅅǵόჴᖂܴⷢ܈ຫϣڋǴࡺ҂ୀрᏤӢܭᆸᄄϐख़εόჴ߄ၲϐ॥ᓀ
ଯܭᏤӢܭᒱᇤޣǶ
ჹᆶਡױᜢϐϣڗڋளѸाϐᕕှǴаीਔݩΠϐਡำׇǴோځҞߚޑჹ
ࣴٲғϯࣽިמҽԖज़ϦљϣڋϐԖਏ߄܄ҢཀـǶ
ຑᆅ໘ቫ܌௦Ҕीࡹϐ܄ǴϷ܌ځբीीᆶ࣬ᜢඟ៛ϐӝ܄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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٩Ᏽڗ܌ளϐਡᏵǴჹᆅ໘ቫ௦Ҕᝩុᔼी୷ᘵϐ܄ǴаϷ٬ࣴٲғϯࣽިמ
ҽԖज़ϦљᝩុᔼϐૈΚёૈౢғख़εᅪቾϐ٣ҹ܈ࢂݩցӸӧख़εόዴ܄ۓǴբр่
ፕǶҁीৣऩᇡࣁ၀٣ҹ܈ݩӸӧख़εόዴ܄ۓǴ߾ܭਡൔύගᒬঁᡏ୍ൔ
٬Ҕݙޣཀঁᡏ୍ൔϐ࣬ᜢඟ៛Ǵܭ܈၀ඟ៛߯ឦόਔঅ҅ਡཀـǶҁीৣϐ
่ፕ߯аᄒԿਡൔВڗ܌ளϐਡᏵࣁ୷ᘵǶோ҂ٰ٣ҹ܈ݩёૈᏤठࣴٲғϯࣽמ
ިҽԖज़ϦљόӆڀԖᝩុᔼϐૈΚǶ
ຑঁᡏ୍ൔ)хࡴ࣬ᜢߕຏ*ϐᡏ߄ၲǵ่ᄬϷϣǴаϷঁᡏ୍ൔࢂցϢ߄ၲ
࣬ᜢҬܰϷ٣ҹǶ
ჹܭ௦ҔݤϐၗϦљϐ୍ၗૻڗளىϷϪϐਡᏵǴаჹঁᡏ୍ൔ߄Ң
ཀـǶҁीৣॄೢਡਢҹϐࡰᏤǵᅱ࿎ϷՉǴ٠ॄೢԋࣴٲғϯࣽިמҽԖज़Ϧљϐ
ਡཀـǶ
ҁीৣᆶݯൂՏྎ೯ϐ٣Ǵхࡴ܌ೕჄϐਡጄൎϷਔ໔ǴаϷख़εਡว)хࡴ
ܭਡၸำύ܌ᒣᇡϐϣڋᡉલѨ*Ƕ!
ҁीৣҭӛݯൂՏගٮҁीৣ܌ᗧឦ٣୍ڙ܌ᐱҥ܄ೕጄϐΓςᒥൻीৣᙍ
ၰቺೕጄύԖᜢᐱҥ܄ϐᖂܴǴ٠ᆶݯൂՏྎ೯܌Ԗёૈᇡࣁቹៜीৣᐱҥ܄ϐᜢ߯Ϸ
ځд٣)хࡴ࣬ᜢٛៈࡼȑǶ!
ҁीৣவᆶݯൂՏྎ೯ϐ٣ύǴ،ۓჹࣴٲғϯࣽިמҽԖज़Ϧљ҇୯Ʉԃࡋ
ঁᡏ୍ൔਡϐᜢᗖਡ٣Ƕҁीৣܭਡൔύ௶ܴ၀٣ǴନߚݤзόϢϦ໒
ඟ៛ۓ٣Ǵ܈ӧཱུـشݩΠǴҁीৣ،ۓόܭਡൔύྎ೯ۓ٣ǴӢёӝႣය
Ԝྎ೯܌ౢғϐॄय़ቹៜε܌ܭቚϐϦճǶ!

Ӽ!ߠ!ࡌ!!ᖄ!ӝ!!ी!ৣ!٣!୍!܌

! ी! ৣǺ!!

چЬᆅᐒᜢ ߎᆅϤӷಃဦ
烉
ਡᛝЎဦ!  Ѡ Ϥ ಃဦ
҇! ୯!!!!ԃ!!Ο!!Д!!ΒΜΟ!!В!

- 10 -

- 11 -

ᔈԏීృᚐ)ߕຏϤ)Ο*ǵ)Ѥ*Ϸ)Μΐ**!

ᔈԏීɡᜢ߯Γృᚐ)ߕຏϤ)Ο*ǵ)Μΐ*ϷΎ*!

ځдᔈԏී)ߕຏϤ)Μΐ**!

ҁය܌ளิၗౢ!

Ӹ)ߕຏϤ)ϖ**!

Ⴃбී!

ځдߎᑼၗౢɡࢬ)ߕຏϤ)Μΐ*ϷΖ*!

ځдࢬၗౢ!









;







όౢǵቷ܊Ϸഢ)ߕຏϤ)Ύ**!

٬Ҕၗౢ)ߕຏϤ)Ζ**!

ၗ܄όౢృᚐ)ߕຏϤ)ΐ**!

คၗౢ)ߕຏϤ)Μ**!

Ӹрߥߎ)ߕຏϤ)Μΐ*ϷΖ*!











ဠ٣ߏǺഋᆢ!

ၗౢᕴी!

! ! ߚࢬၗౢӝी!

௦Ҕݤϐၗ)ߕຏϤ)Ϥ*ϷΎ*!

)ߕຏϤ)Β*ǵ)Μΐ*ϷΎ*!

ၸځдᆕӝཞࡪϦϢሽॶᑽໆϐߎᑼၗౢɡߚࢬ!

ߚࢬၗౢǺ!





ᔈԏ౻Ᏽృᚐ)ߕຏϤ)Ο*Ϸ)Μΐ**!



! ! ࢬၗౢӝी!

ߎϷऊߎ)ߕຏϤ)*Ϸ)Μΐ**!



ࢬၗౢǺ!

! ၗ! ! ౢ!

 

 



















 
















 



 











 
























ᔈбීɡᜢ߯Γ)ߕຏϤ)Μΐ*ϷΎ*!
ځдᔈбී)ߕຏϤ)Μΐ*ϷΎ*!
ચၛॄɡࢬ)ߕຏϤ)Μ*ǵ)Μΐ*Ϸ)ЅΒ**!
ځдࢬॄɡځд)ߕຏϤ)ΜϤ**!






ߥ੮ࣦᎩ!
ځд!
ᙒި౻!





ॄϷᕴी!

ीЬᆅǺഋ֡㚌!

! ! ᕴी)ߕຏϤ)ΜѤ**!

ၗҁϦᑈ!

!!ިҁ!

Ǻ!

! ! ॄᕴी!





ӸΕߥߎ)ߕຏϤ)Μΐ**!


! ! ߚࢬॄӝी!

ચၛॄɡߚࢬ)ߕຏϤ)Μ*ǵ)Μΐ*Ϸ)ЅΒ**!



ߚࢬॄǺ!

! ! ࢬॄӝी!

ᔈбී)ߕຏϤ)Μΐ**!



ࢬॄǺ!

ġ ॄϷ

ፎ၁᎙ࡕߕঁᡏ୍ൔߕຏ !

 











 















 

 



 

 









 



!
ߎ! ! ᚐ! 炴

ΓǺഋᆢ!






ߎ! ! ᚐ!
炴

҇୯ɄԃϷɄΐԃΜΒДΟΜВ!

ၗౢॄ߄!

ࣴٲғϯࣽިמҽԖज़Ϧљ
















 


 



 

  

























 









!

ߎ! ! ᚐ!





























 



 

 

   















 









!
ߎ! ! ᚐ! 

ൂՏǺཥѠჾίϡ!

ࣴٲғϯࣽިמҽԖज़Ϧљ
ᆕӝཞ߄!
!
҇୯ɄԃϷɄΐԃДВԿΜΒДΟΜВ!!
ൂՏ;;ཥѠჾίϡ!!
ԃ
ԃࡋ!
ߎ! ᚐ!
炴


ᔼԏΕ)ߕຏϤ)ΜϤ*ϷΎ*!



ᔼԋҁ)ߕຏϤ)ϖ*ϷΎ*!



ᔼЛճ!

ԃ
ԃࡋ!
ߎ! ᚐ!
炴

























ᔼҔ)ߕຏϤ)ΜΒ*ϷΜΒ*!


ᎍҔ!











ᆅҔ!











ࣴزวҔ!









! ! ᔼҔӝी!









ᔼృཞ!









ᔼѦԏΕϷЍр)ߕຏϤ)ΜΖ**Ǻ!


ճ৲ԏΕ!!









ځдԏΕ!





ځдճϷཞѨ!









୍ԋҁ!

























! ! ᔼѦԏΕϷЍрӝी!











ิృཞ!











෧Ǻ܌ளิҔ)ߕຏϤ)ΜΟ**!











ҁයృཞ!















௦ҔݤᇡӈϐηϦљǵᜢᖄҾϷӝၗཞϐҽᚐ!

ځдᆕӝཞǺ!



όख़ϩᜪԿཞϐҞ!


ၸځдᆕӝཞࡪϦϢሽॶᑽໆϐπڀၗ҂ჴຑ



ሽཞ!




όख़ϩᜪԿཞϐҞӝी!










ࡕុёૈख़ϩᜪԿཞϐҞ!



୯Ѧᔼၮᐒᄬ୍ൔ߄ඤᆉϐիඤৡᚐ!



෧Ǻᆶёૈख़ϩᜪϐҞ࣬ᜢϐ܌ளิ!




! ࡕុёૈख़ϩᜪԿཞϐҞӝी!




ҁයᆕӝཞᕴᚐ!









ҁයځдᆕӝཞ)ิࡕృᚐ*!






෧Ǻᆶόख़ϩᜪϐҞ࣬ᜢϐ܌ளิ!
























ިᖝཞ ϡ*))ߕຏϤ))Μϖ***!




୷ҁʏีញިᖝཞ)ϡ*!



ፎ၁᎙ࡕߕঁᡏ୍ൔߕຏ !
ဠ٣ߏǺഋᆢ!

ΓǺഋ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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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ЬᆅǺഋ֡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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ჹηϦљ܌Ԗᡂ!

ဠ٣ߏǺഋᆢ!

























 





























 





ߥ੮ࣦᎩ!
ձࣦ!
ᎩϦᑈ!

ΓǺഋᆢ!

ፎ၁᎙ࡕߕঁᡏ୍ൔߕຏ !





҇୯ɄԃΜΒДΟΜВᎩᚐ!






ၗҁϦᑈᔆံᖝཞ!







ჹηϦљ܌Ԗᡂ!

ځдၗҁϦᑈᡂǺ!!







ࣦۓݤᎩϦᑈᔆံᖝཞ!

! ձࣦᎩϦᑈᔆံᖝཞ!





ҁයᆕӝཞᕴᚐ!








ҁයځдᆕӝཞ!

ࣦᎩࡰኘϷϩଛǺ!








ҁයృཞ!

҇୯ɄΐԃΜΒДΟΜВᎩᚐ!





ҁයᆕӝཞᕴᚐ!







ҁයځдᆕӝཞ!

ᙒިວӣ!








ၗҁϦᑈ!

ҁයృཞ!

҇୯ɄΐԃДВᎩᚐ!!

ި! ҁ!

!ࣦۓݤ
ᎩϦᑈ!

 





















 



 

 



 

 

















 





 



 

 

ځдҞ!
ၸځдᆕӝ!
୯Ѧᔼၮᐒ! ཞࡪϦϢሽ
ᄬ୍ൔ߄! ॶᑽໆϐߎᑼ!
ඤᆉϐիඤ! ၗౢ҂ჴճ
ৡ!
ᚐ! !)!ཞ!Ѩ!*!

ीЬᆅǺഋ֡㚌!

 







 

 

 







 

 

҂ϩଛ!
ࣦ! Ꭹ!

҇୯ɄԃϷɄΐԃДВԿΜΒДΟΜВ!
!

ᡂ߄!!

ࣴٲғϯࣽިמҽԖज़Ϧљ

























 

 

 

ᙒި౻!















 





 









ᕴᚐ!

ൂՏǺཥѠჾίϡ!
!

ࣴٲғϯࣽިמҽԖज़Ϧљ
ߎࢬໆ߄!!
҇୯ɄԃϷɄΐԃДВԿΜΒДΟΜВ!
!
ൂՏ;
;ཥѠჾίϡ!
!
ԃࡋ!
ᔼࢲϐߎࢬໆǺ!
ҁයิృཞ!
ፓҞǺ!
ԏཞҞ!
!
שᙑҔ!
ᎍҔ!
ճ৲Ҕ!
ճ৲ԏΕ!
௦ҔݤᇡӈϐηϦљǵᜢᖄҾϷӝၗཞѨϐҽᚐ!
ځдҞ!
! ԏཞҞӝी!
! ! ᆶᔼࢲ࣬ᜢϐၗౢϷॄᡂኧǺ!
ᆶᔼࢲ࣬ᜢϐၗౢϐృᡂǺ!
ᔈԏ౻Ᏽ)ቚу*෧Ͽ!
ᔈԏී෧Ͽ)ቚу*!
ᔈԏීɡᜢ߯Γ෧Ͽ)ቚу*!
ځдᔈԏී෧Ͽ)ቚу*!
Ӹ)ቚу*෧Ͽ!
Ⴃбී෧Ͽ)ቚу*!
ځдࢬၗౢ)ቚу*෧Ͽ!
! ᆶᔼࢲ࣬ᜢϐၗౢϐృᡂӝी!
ᆶᔼࢲ࣬ᜢϐॄϐృᡂǺ!
ᔈбී)෧Ͽ*ቚу!
ᔈбීɡᜢ߯Γቚу!
ځдᔈбී)෧Ͽ*ቚу!
ځдࢬॄ෧Ͽ!
ᆶᔼࢲ࣬ᜢϐॄϐృᡂӝी!
! ᆶᔼࢲ࣬ᜢϐၗౢϷॄϐృᡂӝी!
ፓҞӝी!
ᔼၮౢғϐߎ!
! ! ԏڗϐճ৲!
! ! Ѝбϐճ৲!
! ! ଏᗋϐ܌ளิ!
ᔼࢲϐృߎࢬр!
ၗࢲϐߎࢬໆǺ!
ڗளၸځдᆕӝཞࡪϦϢሽॶᑽໆϐߎᑼၗౢ!
ڗள௦Ҕݤϐၗ!
ڗளόౢǵቷ܊Ϸഢ!
ڗளคၗౢ!
Ӹрߥߎ෧Ͽ!
ځдߎᑼၗౢቚу!
! ! ၗࢲϐృߎࢬр!
ᝢၗࢲϐߎࢬໆǺ!
ӸΕߥߎ෧Ͽ!
ચၛҁߎᓭᗋ!
ᙒި౻ວӣԋҁ!
! ! ᝢၗࢲϐృߎࢬр!
ҁයߎϷऊߎ෧Ͽኧ!
ය߃ߎϷऊߎᎩᚐ!
ය҃ߎϷऊߎᎩᚐ!



 

 




 






 




 



 





 
 
 

 

 

 

 




 



 








 



 

 
 


 
 

 
 
 


 
 





 
 




 
 



ፎ၁᎙ࡕߕঁᡏ୍ൔߕຏ !

ဠ٣ߏǺഋᆢ
ᆢ!

ΓǺഋᆢ
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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ԃࡋ!

ीЬᆅǺഋ֡㚌!

 
 
 
 
 



ᖂ!ܴ!ਜ!

ҁϦљ҇୯Ʉԃࡋ)Ծ҇୯ɄԃДВԿΜΒДΟΜВЗ*٩Ȩᜢ߯Ҿӝ
ٳᔼൔਜᜢ߯Ҿӝٳ୍ൔ߄Ϸᜢ߯ൔਜጓᇙྗ߾ȩᔈયΕጓᇙᜢ߯Ҿӝٳ୍
ൔ߄ϐϦљᆶ٩ߎᑼᅱ࿎ᆅہᇡёϐ୯ሞीྗ߾ಃΜဦᔈયΕጓᇙ҆ηϦљӝٳ
୍ൔ߄ϐϦљ֡࣬ӕǴЪᜢ߯Ҿӝٳ୍ൔ߄܌ᔈඟ៛࣬ᜢၗૻܭඟ҆ηϦљӝٳ୍
ൔ߄ύ֡ςඟ៛ǴࣉόӆќՉጓᇙᜢ߯Ҿӝٳ୍ൔ߄Ƕ!
Ԝᖂܴ!

ϦљӜᆀǺࣴٲғϯࣽިמҽԖज़Ϧљ!

ဠ!٣!ߏǺഋᆢ!

В! ! යǺ҇୯ԃΟДΒΜΟ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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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ਡ!ൔ!!

ࣴٲғϯࣽިמҽԖज़Ϧљဠ٣! Ϧ᠙Ǻ
ਡཀ!ـ
ࣴٲғϯࣽިמҽԖज़ϦљϷځηϦљ)ࣴٲი*҇୯ɄԃϷɄΐԃΜΒДΟΜ
Вϐӝٳၗౢॄ߄Ǵᄤ҇୯ɄԃϷɄΐԃДВԿΜΒДΟΜВϐӝٳᆕӝཞ
߄ǵӝٳᡂ߄Ϸӝٳߎࢬໆ߄ǴаϷӝٳ୍ൔߕຏ)хࡴख़εीࡹ༼ᕴ*Ǵ
ҁीৣਡฺ٣Ƕ!
٩ҁीৣϐཀـǴ໒ӝٳ୍ൔӧ܌Ԗख़εБय़߯٩ྣچวՉΓ୍ൔጓᇙྗ
߾ᄤߎᑼᅱ࿎ᆅہᇡё٠วѲғਏϐ୯ሞ୍ൔᏤྗ߾ǵ୯ሞीྗ߾ǵှញϷှញϦ
ጓᇙǴىаϢ߄ၲࣴٲი҇୯ɄԃϷɄΐԃΜΒДΟΜВϐӝٳ୍ݩރǴᄤ҇
୯ɄԃϷɄΐԃДВԿΜΒДΟΜВϐӝٳ୍ᕮਏϷӝٳߎࢬໆǶ!
ਡཀـϐ୷ᘵ!
ҁीৣ߯٩ྣीৣਡᛝ୍ൔ߄ೕ߾ϷϦᇡቩीྗ߾ՉਡπբǶҁी
ৣܭ၀ྗ߾ΠϐೢҺஒܭीৣਡӝٳ୍ൔϐೢҺࢤᇥܴǶҁीৣ܌ᗧឦ٣୍
ڙ܌ᐱҥ܄ೕጄϐΓς٩ीৣᙍၰቺೕጄǴᆶࣴٲიߥຬฅᐱҥǴ٠ቬՉ၀ೕጄϐځ
дೢҺǶҁीৣ࣬ߞςڗளىϷϪϐਡᏵǴаբࣁ߄Ңਡཀـϐ୷ᘵǶ!
ᜢᗖਡ٣!
ᜢᗖਡ٣߯ࡰ٩ҁीৣϐղᘐǴჹࣴٲი҇୯Ʉԃࡋӝٳ୍ൔϐ
ਡനࣁख़ाϐ٣Ƕ၀٣ςܭਡӝٳ୍ൔᡏϷԋਡཀـϐၸำύϒаӢᔈǴҁ
ीৣ٠όჹ၀٣ൂᐱ߄ҢཀـǶҁीৣղᘐᔈྎ೯ӧਡൔϐᜢᗖਡ٣ӵΠǺ!
ǵόౢǵቷ܊Ϸഢ෧ཞϐຑሽ!
Ԗᜢόౢǵቷ܊Ϸഢຑሽ෧ཞϐीࡹፎ၁ӝٳ୍ൔߕຏѤ)Μ*όౢǵ
ቷ܊ϷഢϷ)ΜΟ*ߚߎᑼၗౢ෧ཞǹόౢǵቷ܊ϷഢϐीीϷόዴ܄ۓፎ၁ӝ
ٳ୍ൔߕຏϖ)*ǹόౢǵቷ܊Ϸഢϐᇥܴፎ၁ӝٳ୍ൔߕຏϤ)Ϥ*όౢǵ
ቷ܊Ϸഢ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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ᜢᗖਡ٣ϐᇥܴǺ!
ᔮᕉნόඳϷՉᝡݾᐟਗ਼ࣁϦљय़ᖏϐЬाࡷᏯǶӢࣴٲი҇ܭ୯Ʉԃ
ࡋౢғᖝཞރᄊǴࡺၗౢ෧ཞёૈӸӧख़ε॥ᓀǶၗౢ෧ཞຑх֖ᒣߎౢғൂՏǵ
،ۓຑሽБԄϷीᆉёӣԏߎᚐǴຑၸำፄᚇЪх֖ᆅֽϐЬᢀղᘐǴӢԜҁ
ीஒځӈࣁख़ाਡ٣ϐǶ!
ӢᔈϐਡำׇǺ!
ҁीৣჹॊᜢᗖਡ٣ϐЬाਡำׇхࡴຑࣴٲიᆅֽᒣёૈ෧
ཞϐߎౢғൂՏǵຑᆅֽᒣϐ෧ཞၞຝϷڗளόౢǵቷ܊ϷഢԾՉຑၗ
ౢ෧ཞϐ࣬ᜢၗǹ၌ࡹ۬ᐒᜢϦϐന߈යჴሽฦᒵҬܰՉКၨǴаຑҁයό
ౢǵቷ܊ϷഢϦϢሽॶϐӝ܄Ƕ!
ځд٣!
ࣴٲғϯࣽިמҽԖज़Ϧљςጓᇙ҇୯ɄԃϷɄΐԃࡋϐঁᡏ୍ൔǴ٠ҁ
ीৣрڀคߥ੮ཀـϐਡൔӧਢǴഢୖٮԵǶ!
ᆅ໘ቫᆶݯൂՏჹӝٳ୍ൔϐೢҺ!
ᆅ໘ቫϐೢҺ߯٩ྣچวՉΓ୍ൔጓᇙྗ߾ᄤߎᑼᅱ࿎ᆅہᇡё٠วѲ
ғਏϐ୯ሞ୍ൔᏤྗ߾ǵ୯ሞीྗ߾ǵှញϷှញϦጓᇙϢ߄ၲϐӝٳ୍ൔǴЪᆢ
ᆶӝٳ୍ൔጓᇙԖᜢϐѸाϣڋǴаዴߥӝٳ୍ൔ҂ӸԖᏤӢܭᆸᄄ܈ᒱᇤϐख़
εόჴ߄ၲǶ!
ܭጓᇙӝٳ୍ൔਔǴᆅ໘ቫϐೢҺҭхࡴຑࣴٲიᝩុᔼϐૈΚǵ࣬ᜢ٣
ϐඟ៛ǴаϷᝩុᔼी୷ᘵϐ௦ҔǴନߚᆅ໘ቫཀკమᆉࣴٲი܈ଶЗᔼǴ܈ନమᆉ
܈ଶѦձคჴሞёՉϐځдБਢǶ!
ࣴٲიϐݯൂՏ)֖ቩीہ*ॄԖᅱ࿎୍ൔᏤࢬำϐೢҺǶ
ीৣਡӝٳ୍ൔϐೢҺ!
ҁीৣਡӝٳ୍ൔϐҞޑǴ߯ჹӝٳ୍ൔᡏࢂցӸԖᏤӢܭᆸᄄ܈ᒱᇤϐ
ख़εόჴ߄ၲڗளӝዴߞǴ٠рڀਡൔǶӝዴߞ߯ଯࡋዴߞǴோ٩ྣϦᇡቩीྗ߾
ՉϐਡπբคߥݤѸૈୀрӝٳ୍ൔӸԖϐख़εόჴ߄ၲǶόჴ߄ၲёૈᏤӢܭᆸᄄ
܈ᒱᇤǶӵόჴ߄ၲϐঁձߎᚐ༼܈ᕴኧёӝႣයஒቹៜӝٳ୍ൔ٬Ҕ܌ޣբϐᔮ،
Ǵ߾ᇡࣁڀԖख़ε܄Ƕ!
ҁीৣ٩ྣϦᇡቩीྗ߾ਡਔǴၮҔղᘐ٠ߥϐᚶᅪǶҁीৣҭ
ՉΠӈπբǺ!
ᒣᇡ٠ຑӝٳ୍ൔᏤӢܭᆸᄄ܈ᒱᇤϐख़εόჴ߄ၲ॥ᓀǹჹ܌ຑϐ॥ᓀीϷՉ
ϐӢᔈჹǹ٠ڗளىϷϪϐਡᏵаբࣁਡཀـϐ୷ᘵǶӢᆸᄄёૈੋϷӅ
ᒉǵଵǵࡺཀᒪᅅǵόჴᖂܴⷢ܈ຫϣڋǴࡺ҂ୀрᏤӢܭᆸᄄϐख़εόჴ߄ၲϐ॥ᓀ
ଯܭᏤӢܭᒱᇤޣǶ
ჹᆶਡױᜢϐϣڗڋளѸाϐᕕှǴаीਔݩΠϐਡำׇǴோځҞߚޑჹ
ࣴٲიϣڋϐԖਏ߄܄ҢཀـǶ
ຑᆅ໘ቫ܌௦Ҕीࡹϐ܄ǴϷ܌ځբीीᆶ࣬ᜢඟ៛ϐӝ܄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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٩Ᏽڗ܌ளϐਡᏵǴჹᆅ໘ቫ௦Ҕᝩុᔼी୷ᘵϐ܄ǴаϷ٬ࣴٲიᝩុ
ᔼϐૈΚёૈౢғख़εᅪቾϐ٣ҹ܈ࢂݩցӸӧख़εόዴ܄ۓǴբр่ፕǶҁीৣऩᇡࣁ
၀٣ҹ܈ݩӸӧख़εόዴ܄ۓǴ߾ܭਡൔύගᒬӝٳ୍ൔ٬Ҕݙޣཀӝٳ୍
ൔϐ࣬ᜢඟ៛Ǵܭ܈၀ඟ៛߯ឦόਔঅ҅ਡཀـǶҁीৣϐ่ፕ߯аᄒԿਡൔ
Вڗ܌ளϐਡᏵࣁ୷ᘵǶோ҂ٰ٣ҹ܈ݩёૈᏤठࣴٲიόӆڀԖᝩុᔼϐૈ
ΚǶ
ຑӝٳ୍ൔ)хࡴ࣬ᜢߕຏ*ϐᡏ߄ၲǵ่ᄬϷϣǴаϷӝٳ୍ൔࢂցϢ߄ၲ
࣬ᜢҬܰϷ٣ҹǶ
ჹܭიϣಔԋঁᡏϐ୍ၗૻڗளىϷϪϐਡᏵǴаჹӝٳ୍ൔ߄ҢཀـǶҁ
ीৣॄೢიਡਢҹϐࡰᏤǵᅱ࿎ϷՉǴ٠ॄೢԋიϐਡཀـǶ
ҁीৣᆶݯൂՏྎ೯ϐ٣Ǵхࡴ܌ೕჄϐਡጄൎϷਔ໔ǴаϷख़εਡว)хࡴ
ܭਡၸำύ܌ᒣᇡϐϣڋᡉલѨ*Ƕ!
ҁीৣҭӛݯൂՏගٮҁीৣ܌ᗧឦ٣୍ڙ܌ᐱҥ܄ೕጄϐΓςᒥൻीৣᙍ
ၰቺೕጄύԖᜢᐱҥ܄ϐᖂܴǴ٠ᆶݯൂՏྎ೯܌Ԗёૈᇡࣁቹៜीৣᐱҥ܄ϐᜢ߯Ϸ
ځд٣)хࡴ࣬ᜢٛៈࡼ*Ƕ!
ҁीৣவᆶݯൂՏྎ೯ϐ٣ύǴ،ۓჹࣴٲი҇୯Ʉԃࡋӝٳ୍ൔਡ
ϐᜢᗖਡ٣Ƕҁीৣܭਡൔύ௶ܴ၀٣ǴନߚݤзόϢϦ໒ඟ៛ۓ٣Ǵ܈
ӧཱུـشݩΠǴҁीৣ،ۓόܭਡൔύྎ೯ۓ٣ǴӢёӝႣයԜྎ೯܌ౢғϐॄ
य़ቹៜε܌ܭቚϐϦճǶ!

Ӽ!ߠ!ࡌ!!ᖄ!ӝ!!ी!ৣ!٣!୍!܌

! ी! ৣǺ!!

چЬᆅᐒᜢ ߎᆅϤӷಃဦ
烉
ਡᛝЎဦ!  Ѡ Ϥ ಃဦ
҇! ୯!!!!ԃ!!Ο!!Д!!ΒΜΟ!!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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ᔈԏීృᚐ)ߕຏϤ)Ο*ǵ)Ѥ*ǵ)Μϖ*Ϸ)ΜΖ**!

ᔈԏීɡᜢ߯Γృᚐ)ߕຏϤ)Ο*ǵ)Μϖ*ǵ)ΜΖ*ϷΎ*!

ځдᔈԏී)ߕຏϤ)ΜΖ**!

ҁය܌ளิၗౢ!

Ӹ)ߕຏϤ)ϖ**!

Ⴃбී!

ځдߎᑼၗౢɡࢬ)ߕຏϤ)ΜΖ*ϷΖ*!

ځдࢬၗౢ)ߕຏϤ)Μϖ**!









;







٬Ҕၗౢ)ߕຏϤ)Ύ**!

ၗ܄όౢృᚐ)ߕຏϤ)Ζ**!

คၗౢ)ߕຏϤ)ΐ**!

Ӹрߥߎ)ߕຏϤ)ΜΖ*ϷΖ*!







ဠ٣ߏǺഋᆢ!

ၗౢᕴी!
!

! ! ߚࢬၗౢӝी!

όౢǵቷ܊Ϸഢ)ߕຏϤ)Ϥ**!



! ! )ߕຏϤ)Β*ǵ)ΜΖ*ϷΎ*!

ၸځдᆕӝཞࡪϦϢሽॶᑽໆϐߎᑼၗౢɡߚࢬ!

ߚࢬၗౢǺ!
!





ᔈԏ౻Ᏽృᚐ)ߕຏϤ)Ο*ǵ)Μϖ*Ϸ)ΜΖ**!



! ! ࢬၗౢ
ౢӝी!

ߎϷऊߎ)ߕຏϤ)*Ϸ)ΜΖ**!



ࢬၗౢǺ!
!

! ၗ! ! ౢ!













































































炴

ΓǺഋᆢ!!






ߎ! ! ᚐ!






































ᔈбීɡᜢ߯Γ)ߕຏϤ)ΜΖ*ϷΎ*!
ځдᔈбී)ߕຏϤ)ΜΖ**!
ҁය܌ளิॄ!
ચၛॄɡࢬ)ߕຏϤ)Μ*ǵ)ΜΖ*Ϸ)Ѕ**!
ځдࢬॄɡځд)ߕຏϤ)Μϖ**!







ځд!
ᙒި౻!




;;

ߥ੮ࣦᎩ!



ॄϷᕴी!
!

! ! ᕴी)
)ߕຏϤ)
)ΜΟ*
**!!

ߚ!ڋ

ीЬᆅǺഋ֡㚌!

! ! ᘜឦ҆ܭϦљЬϐӝी!
!

ၗҁϦᑈ!

!!ިҁ!

ᘜឦ҆ܭϦљЬϐǺ!!










































! ! ॄᕴी!
!

















! ! ߚࢬ
ॄӝी!












ӸΕߥߎ)ߕຏϤ)ΜΖ**!

















!
!
ߎ! ! ᚐ!
炴
















































































!
!
ߎ! ! ᚐ!
炴

ൂՏǺཥѠჾίϡ!
!



ચၛॄɡߚࢬ)ߕຏϤ)Μ*ǵ)ΜΖ*Ϸ)Ѕ**!



ߚࢬॄǺ!
!

! ! ࢬॄӝी!

ᔈбී)ߕຏϤ)ΜΖ**!



ࢬॄǺ!
!

ġ ॄϷ

ፎ၁᎙ࡕߕӝٳ୍ൔߕຏ !







































!
!
ߎ! ! ᚐ!
炴

҇୯ɄԃϷɄΐԃΜΒДΟΜВ!!

ӝٳၗౢॄ߄!
!

ࣴٲғϯࣽިמҽԖज़ϦљϷηϦљ

ࣴٲғϯࣽިמҽԖज़ϦљϷηϦљ
ӝٳᆕӝཞ߄!
!
҇୯ɄԃϷɄΐԃДВԿΜΒДΟΜВ!!
ൂՏ;;ཥѠჾίϡ!!































ᔼԏΕ)ߕຏϤ)Μϖ*ǵΎϷΜѤ*!
ᔼԋҁ)ߕຏϤ)ϖ*ǵΎϷΜΒ**!
ᔼЛճ!
ᔼҔǺ)ߕຏϤ)Μ*ϷΜΒ*!
ᎍҔ!
ᆅҔ!
ࣴزวҔ!
!!!!ᔼҔӝी!
ᔼృཞ!
ᔼѦԏΕϷЍр)ߕຏϤ)ΜΎ**Ǻ!
ճ৲ԏΕ!!
ځдԏΕ!
ځдճϷཞѨ!
୍ԋҁ!
! ! ᔼѦԏΕϷЍрӝी!
ิృཞ!
෧Ǻ܌ளิҔ)ߕຏϤ)ΜΒ**!
ҁයృཞ!
ځдᆕӝཞǺ!
όख़ϩᜪԿཞϐҞ!
ၸځдᆕӝཞࡪϦϢሽॶᑽໆϐπڀၗ҂ჴຑ
ሽཞ!
෧Ǻᆶόख़ϩᜪϐҞ࣬ᜢϐ܌ளิ!
όख़ϩᜪԿཞϐҞӝी!
ࡕុёૈख़ϩᜪԿཞϐҞ!
୯Ѧᔼၮᐒᄬ୍ൔ߄ඤᆉϐիඤৡᚐ!
෧Ǻᆶёૈख़ϩᜪϐҞ࣬ᜢϐ܌ளิ!
! ࡕុёૈख़ϩᜪԿཞϐҞӝी!
ҁයځдᆕӝཞ)ิࡕృᚐ*!
ҁයᆕӝཞᕴᚐ!
ృཞᘜឦܭǺ!
҆ϦљЬ!
ߚ!ڋ
ҁයృཞ!
ᆕӝཞᕴᚐᘜឦܭǺ!
҆ϦљЬ!
ߚ!ڋ
ҁයᆕӝཞᕴᚐ!
୷ҁ0ีញިᖝཞ)ϡ*)ߕຏϤ)ΜѤ**!

ԃ
ԃࡋ!
ߎ! ᚐ!
炴

 








































































ԃ
ԃࡋ!
ߎ! ᚐ!
炴
 














ΓǺഋ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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ፎ၁᎙ࡕߕӝٳ୍ൔߕຏ !

ဠ٣ߏǺഋᆢ!
!














ीЬᆅǺഋ֡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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ჹηϦљ܌Ԗᡂ!








ҁයځдᆕӝཞ!

ҁයᆕӝཞᕴᚐ!





ဠ٣ߏǺഋᆢ!!







҇୯ɄԃΜΒДΟΜВᎩᚐ!





ၗҁϦᑈᔆံᖝཞ!







ჹηϦљ܌Ԗᡂ!

ځдၗҁϦᑈᡂǺ!!





ࣦۓݤᎩϦᑈᔆံᖝཞ!

! ձࣦᎩϦᑈᔆံᖝཞ!

ࣦᎩࡰኘϷϩଛǺ!





ҁයృཞ!







ᙒިວӣ!







ҁයᆕӝཞᕴᚐ!







ҁයځдᆕӝཞ!

҇୯ɄΐԃΜΒДΟΜВᎩᚐ!









ၗҁϦᑈ!!

ҁයృཞ!

҇୯ɄΐԃДВᎩᚐ!!!

ި!
! ! ҁ!!
ද೯ި!!
ި!! ҁ!!







































҂ϩଛ!!
ࣦ!
! Ꭹ!!

ፎ၁᎙ࡕߕӝٳ୍ൔߕຏ !



























ߥ੮ࣦᎩ!!
ձࣦ!
!
ᎩϦᑈ!
!

ΓǺഋ
ഋᆢ!



























!!ࣦۓݤ
ᎩϦᑈ!!













































































ᙒި౻!!

ीЬᆅǺഋ֡㚌!
!















ځдҞ!!
୯Ѧᔼၮᐒ!!
ၸځдᆕӝཞ!!
ᄬ୍ൔ߄!!
ࡪϦϢሽॶᑽ!!
ඤᆉϐիඤ!!
ໆϐߎᑼၗౢ҂!!
ৡ
ᚐ!
ჴຑሽ)
)ཞ*
*!
!

ᘜឦ҆ܭϦљЬϐ!!

҇୯ɄԃϷɄΐԃДВԿΜΒДΟΜВ!!

ӝٳᡂ߄!!

ࣴٲғϯࣽިמҽԖज़ϦљϷηϦљ































ᘜឦ!!҆ܭ
ϦљЬ!!
ᕴी!!































ߚ!!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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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佰研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規章名稱 永續發展實務守則

第一條

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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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
展實務守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訂
定本守則，以資遵循。

修訂理由
配合法令修
正守則名
稱。

本公司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並持 配合本守則
續為社會、股東、員工、客戶及環 名稱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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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 本公司推動永續發展，以「誠信」 本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以「誠 配合本守則
作為經營發展的最高指導原則，並 信」作為經營發展的最高指導原 名稱修正。
依集團「專業創新」與「良善紮根」則，並依集團「專業創新」與「良
的立業精神，為利害關係人創造最 善紮根」的立業精神，為利害關係
大的價值，以追求企業永續發展， 人創造最大的價值，以追求企業永
並將落實公司治理、發展永續環 續發展，並以落實公司治理、發展
境、維護社會公益與加強企業永續 永續環境、維護社會公益與加強企
發展資訊揭露，納入公司管理方針 業社會責任資訊揭露，將其納入公
與營運策略。
司管理方針與營運策略。
第四條

本公司對永續發展之實踐，區分為 本公司對企業社會責任之實踐，區 配合本守則
以下各層面：
分為以下各層面：
名稱修正。
一、落實推動公司治理。

一、落實推動公司治理。

二、發展永續環境。

二、發展永續環境。

三、維護社會公益。
三、維護社會公益。
四、加強企業永續發展資訊揭露。 四、加強企業社會責任資訊揭露。
第五條 本公司應考量國內外永續議題之發 本公司應考量國內外企業社會責任 配合本守則
展趨勢與企業核心業務之關聯性、 之發展趨勢與企業核心業務之關聯 名稱修正。
公司本身及其集團企業整體營運活 性、公司本身及其集團企業整體營
動對利害關係人之影響等，訂定永 運活動對利害關係人之影響等，訂
續發展政策、制度或相關管理方針 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制度或相關
及具體推動計畫，經董事會通過 管理方針及具體推動計畫，經董事
後，並提股東會報告。
會通過後，並提股東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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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第七條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本公司董事應盡善良管理人義
務，檢視本公司永續發展之實施成
效，以確保永續發展政策之落實，
包括下列事項：

修訂理由

本公司董事應盡善良管理人義
配合本守則
務，檢視本公司企業社會責任之實 名稱修正。
施成效，以確保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之落實，包括下列事項：

一、提出永續發展使命或願景，制 一、提出企業社會責任使命或願
定永續發展政策、制度或相關管理 景，制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制度
方針。
或相關管理方針。
二、將永續發展納入公司之營運活 二、將企業社會責任納入公司之營
動與發展方向，並核定永續發展之 運活動與發展方向，並核定企業社
具體推動計畫。
會責任之具體推動計畫。
三、確保永續發展相關資訊揭露之 三、確保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資訊揭
即時性與正確性。
露之即時性與正確性。

第八條 本公司宜定期舉辦推動永續發展相 本公司宜定期舉辦推廣企業社會責 配合本守則
關教育訓練、課程與活動。
任相關教育訓練、課程與活動。 名稱修正。
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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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制度與永續發展政策結合，並設
立明確有效之獎勵及懲戒制度。

本公司訂定合理之薪資報酬政策， 配合本守則
以確保薪酬規劃能符合組織策略目 名稱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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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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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
人聯繫窗口資訊或利害關係人專
區。

本公司就利害關係人設有溝通管 依據實際情
道，妥切回應利害關係人關切議 況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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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 本公司將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及使 本公司將提升各項資源之利用效 配合法令修
用對環境負荷衝擊低之再生物料， 率，並使用對環境負荷衝擊低之再 正。
使地球資源能永續利用。
生物料，使地球資源能永續利用。

第五章
露

加強企業永續發展資訊揭 第五章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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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企業社會責任資訊揭 配合本守則
名稱修正。

條

次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第 二 十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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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
應充分揭露具攸關性及可靠性之永
續發展相關資訊，以提升資訊透明
度。本公司於企業網站揭露永續發
展之主要資訊。

修訂理由

本公司應依相關法規及上市上櫃公 配合本守則
司治理實務守則辦理資訊公開，並 名稱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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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十 八 本公司編製永續報告書應採用國際 新增
上廣泛認可之準則或指引，以揭露
條
推動永續發展情形，並宜取得第三
方確信或保證，以提高資訊可靠
性。其內容宜包括：

依據實際營
運情況修
正。

一、實施永續發展政策、制度或相
關管理方針及具體推動計畫。
二、主要利害關係人及其關注之議
題。
三、公司於落實公司治理、發展永
續環境、維護社會公益及促進
經濟發展之執行績效與檢討。
四、未來之改進方向與目標。
1.條號調整
2.配合本守
則名稱修
正。

第 二 十 九 本公司應隨時注意國內外永續發展
相關準則之發展及企業環境之變
條
遷，據以檢討並改進公司所建置之
永續發展制度，以提升推動永續發
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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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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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提出涉及永續發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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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守則於一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第
一次修訂。

本守則之制、修訂依〝公司標準基 1.條號調整
本規程〞辦理，呈總經理核定，再 2.配合本守
提報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提股東 則名稱修
會報告，股東提出涉及企業社會責 正。
任之相關議案時，本公司董事會宜 3.增訂修訂
審酌列為股東會議案，修正時亦同。日期與次
本守則訂於一○六年五月十日。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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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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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
每年召集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
後六個月內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
時依相關法令召集之。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以視訊會
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的方
式舉行。
採行視訊會議應符合之條件、作業
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相關規
定，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 配合法令修
每年召集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 正。
後六個月內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
時依相關法令召集之。

第 二 十 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二
月二十七日。
條
(略)
第十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九年
六月十九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
六月二十四日。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二 增訂修訂日
月二十七日。
期及次數。
(略)
第十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九年
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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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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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理由

第四條 (略)
(略)
配合法令修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 正。
情形之一者，除取得資產之估
情形之一者，除取得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
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
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
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
金額外，應洽請會計師對差異
金額外，應洽請會計師依財團
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
具體意見：
(一)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

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展
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

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者。
(二)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
十以上者。

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
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
示具體意見：
(一) 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
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者。
(二) 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

(略)

十以上者。
(略)
第五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 配合法令修
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 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 正。
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 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
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 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
前項有價證券之交易金額達本公司 前項有價證券之交易金額達本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 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
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 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
意見。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 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告
公開報價，或金管會另有規定者， 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
不在此限。
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
開報價，或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
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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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第六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交易金額達本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政府機
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
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

修訂理由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 配合法令修
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交易金額達本 正。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政府機
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
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
號規定辦理。

第 三 十 七 (略)
(略)
配合法令修
本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其直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四十 正。
條
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 一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
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彼此間從 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
事下列交易，董事會得依第九條相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
關規定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 程序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部分免
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 再計入。
事會追認：
本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其直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 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
或其使用權資產。
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彼此間從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 事下列交易，董事會得依第九條相
產使用權資產。
關規定授權董事長在一定額度內
依第一項規定提報董事會討論
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事會追認：
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
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或其使用權資產。
本公司或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
之子公司有第一項交易，交易金額 產使用權資產。
達本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
依第一項規定提報董事會討論
者，本公司應將第一項所列各款資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料提交股東會同意後，始得簽訂交 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
易契約及支付款項。但本公司與母 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公司、子公司，或其子公司彼此間
交易，不在此限。
第一項及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
依第四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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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本程序規定提交股東會、
董事會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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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第 四 十 一 (略)
(略)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
條
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
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
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本公司
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本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
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
不在此限：
不在此限：
(一) 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等
(一) 買賣國內公債。
不低於我國主權評等等級
(二)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之外國公債。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二)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幣市場基金。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 (略)
幣市場基金。
(略)
第 四 十 九 (略)
(略)
條
本程序於一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第
十一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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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理由
配合法令修
正。

增訂修訂日
期及次數。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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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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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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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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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
到。
到。出席股數依繳交之簽到卡，加
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會議開始前三 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
十分鐘，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受 股數計算之。
理報到，完成報到之股東，視為親
自出席股東會。
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
及視訊會議平台報到股數，加計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
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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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理由
配合法令修
正。

條

次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新增
第 二 條 之 股東會視訊會議召集通知
一
本公司若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
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載明下列事項：
一、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行使權利
方法。
二、若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
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
方式參與發生障礙之處理方式：
（一）發生前開障礙持續無法排除
致須延期或續行會議之時
間，及如須延期或續行集會
時之日期。
（二）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
之股東不得參與延期或續行
會議。
（三）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如無
法續行視訊會議，經扣除以
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之出席
股數，出席股份總數達股東
會開會之法定定額，股東會
應繼續進行，以視訊方式參
與股東，其出席股數應計入
出席之股東股份總數，就該
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
權。
（四）遇有全部議案已宣布結果，
而未進行臨時動議之情形，
其處理方式。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
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股
東所提供之適當替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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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理由
配合法令修
正。

條

次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第三條 出席及表決

修訂理由

出席及表決

配合法令修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 正。
計算基準，其表決權依公司法及公 計算基準，其表決權依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有關規定辦理。
司章程有關規定辦理。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
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
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
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
送達本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
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
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
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或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股
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
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
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
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於股東會開
會二日前，向本公司登記。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已
依前項規定登記以視訊方式出席股
東會之股東，欲親自出席實體股東
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
與登記相同之方式撤銷登記；逾期
撤銷者，僅得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
會。

第四條 股東會召開地點

股東會召開地點

配合法令修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 正。
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會出席且適 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會出席且適
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
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
項召開地點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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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第十條 出席股東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

修訂理由

配合法令修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 正。
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 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
編號)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 編號)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
序。
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
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
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出席
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
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
擾，違者主席應予制止。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
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
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出席
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
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
擾，違者主席應予制止。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訊
方式參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
會後，至宣布散會前，於股東會視
訊會議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一
議案提問次數不得超過兩次，每次
以二百字為限，不適用前二項及第
十一條與第十二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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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第十七條 議案之表決

議案之表決

(略)

(略)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後，如欲親自或以視訊方式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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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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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以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訊方式參與之股東，於主席宣布開 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
會後，應透過視訊會議平台進行各 半數之同意通過之。
項議案表決及選舉議案之投票，並
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前完成，逾
時者視為棄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
席宣布投票結束後，為一次性計
票，並宣布表決及選舉結果。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未
撤銷其意思表示，並以視訊方式參
與股東會者，除臨時動議外，不得
再就原議案行使表決權或對原議
案提出修正或對原議案之修正行
使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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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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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理由
配合法令修
正。

條

次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第二十條 斷訊之處理
刪除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於主席
宣布散會前，因天災、事變或其他
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
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持續達
三十分鐘以上時，應於五日內延期
或續行集會之日期，不適用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
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行會議，未登
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
得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依第一項規定應延期或續行會議，
已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並完成
報到之股東，未參與延期或續行會
議者，其於原股東會出席之股數、
已行使之表決權及選舉權，應計入
延期或續行會議出席股東之股份總
數、表決權數及選舉權數。
依第一項規定辧理股東會延期或續
行集會時，對已完成投票及計票，
並宣布表決結果或董事當選名單之
議案，無須重行討論及決議。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發生
第一項無法續行視訊會議時，如扣
除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出席股
數後，出席股份總數仍達股東會開
會之法定定額者，股東會應繼續進
行，無須依第一項規定延期或續行
集會。
發生前項應繼續進行會議之情事，
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股東，其出
席股數應計入出席股東之股份總
數，惟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
為棄權。
本公司依第一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
會，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
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七項所
列規定，依原股東會日期及各該條
規定辦理相關前置作業。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
書規則第十二條後段及第十三條第
三項、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
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五第二項、第四
十四條之十五、第四十四條之十七
第一項所定期間，本公司應依第一
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之股東會日
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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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理由
配合法令修
正。

條

次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第 二 十 三 實施與修訂
條
(略)

實施與修訂
(略)

本規則於一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第
四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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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理由
增訂修訂日
期及次數。

附件八
董事新增兼任他公司職務明細
職稱

董事長

董事

姓名

兼任其他公司職務

全豐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壹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代表人陳樂維
力兆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

全豐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壹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代表人黃寶慧

獨立董事 林仲箎

文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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