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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一 O三年度營業報告書 

(一)上年度(103)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年度 

項目 
103年度 102年度 增(減)金額 變動比例 

營業收入 26,549 61,294 -34,745 -56.69% 

營業毛利 16,947 12,920 4,027 31.17% 

稅後損益 -21,695 -45,152 23,457 -51.95% 

綜合損益 -21,706 -45,078 23,372 -51.85% 

每股盈餘(元) -0.57 -1.17 0.6 -51.28% 

  

(二)預算執行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3年度 年度 

項目 預算 實際 達成率 

營業收入 82,604 26,549 32.14%

營業成本 20,447 9,602 46.96%

營業毛利 62,157 16,947 27.26%

營業費用 42,514 43,659 102.69%

營業外收入 3,338 6,579 197.09%

營業外支出 1,500 1,562 104.13%

稅前淨利(損) 21,481 -21,695 -101.00%

 

 (三)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年度

分析項目 103年 102年 

財務 營業收入淨額 26,549 61,294 

  營業毛利 16,947 12,920 

  其他收入 6,579 10,028 

收支 其他支出 1,562 204 

  稅後淨利(損) -21,695 -45,152 

獲利 資產報酬率(%) -8.4% -19.0% 

  股東權益報酬率(%) -11.1% -19.8% 

  營業利益佔實收資本比率(%) -7.0% -11.4% 

  稅前純益占實收資本比率(%) -5.7% -9.3% 

能力 純益率(%) -82.0% -73.5% 

  每股純損(元) -0.57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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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減資健全營運計畫辦理情形及執行成效報告 
 

    本公司減資健全營運計畫以持續生物晶片暨相關檢測試劑市場推廣及多角

化經營策略為未來營運主軸。 

   而在持續生物晶片暨相關檢測試劑市場推廣上，公司目前推展之計畫重點如

下— 

1.人體疾病檢測方面— 

(1) 專注於目前已取得販售許可 TB 肺結核檢測晶片推廣。 

(2) 即將取得販售許可的 HPV 人類乳突病毒檢測晶片推廣。 

2.食品安全檢測方面—專注在重點產品的建立與重點客戶的開發。 

而以上推展計畫目前已全面在台灣展開，執行成效報告如下— 

肺結核檢測晶片目前推廣情形呈緩步成長，目前國內已有數家大型教學級

醫院採用，第一季銷貨營收約 571 仟元。 

HPV 人類乳突病毒檢測晶片目前則已有多家婦科診所配合進行檢驗服務，第

一季銷貨營收約 247 仟元；代檢營收約 51 仟元。 

食品安全檢測方面，除檢測微生物之晶片外，另導入檢驗各類化學添加物

之檢測產品及檢測服務，目前已有多家客戶導入採用相關產品；第一季銷貨營

收約 974 仟元；其他服務營收約 121 仟元；第一季食安相關衍生設備營收共計

4,238 仟元。 

而在多角化經營策略方面則以導入國際貿易相關業務作為多角化經營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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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優先規劃，初期將以大宗物資合作買賣為主，就其執行成效而言，目前已完

成數筆鐵礦砂之買賣交易，103年度全年已貢獻營收 8,745 仟元，104年第一季

營收貢獻約 632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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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晶宇生物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說明 

第二條 

第十五項 

C199990 雜項食品製造業。  

 

C199990未分類其他食品製造業。 第十五項配合
主管機關營業

項目表異動修

正。(底線粗體
字為本次修正

處) 

第二條 
 

第二十九

~三十六

項 

除第十五項如上修正外，第一 ~

廿八項不變。  

以下為新增項目— 
二十九、CD01030  汽車及其零件製

造業 。 
三十、CD01040  機車及其零件製造

業。 
三十一、CD01990  其他運輸工具及
其零件製造業。 
三十二、CP01010  手工具製造業。 
三十三、CQ01010  模具製造業。 
三十四、F114030  汽、機車零件配備

批發業。 
三十五、F114990  其他交通運輸工具
及其零件批發業。 
三十六、H703090  不動產買賣業。 
 

增訂營業項目

(底線粗體字
為本次新增

處) 

第三十四

條 

本章程訂立於民國八十七年十月十

二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年三月二

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年六月十

九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年十一月

十三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年六月二十

一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年六月十

本章程訂立於民國八十七年十月十

二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年三月二

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年六月十

九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年十一月

十三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年六月二十

一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年六月十

增訂修正日期

(底線粗體字
為本次修正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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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 

第六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年六月十

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年六月十

七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年六月二

十九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年九月八

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年六月二

十七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六年六月

二十七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年六月

二十六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年六月

二十四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００年六月

二十七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一年六月

二十六日。 
第十六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二年六月

二十日。 

二日。 

第六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年六月十

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年六月十

七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年六月二

十九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年九月八

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年六月二

十七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六年六月

二十七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年六月

二十六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年六月

二十四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００年六月

二十七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一年六月

二十六日。 
第十六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二年六月

二十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０四年六月

三日。 
 



 

- 20 - 

附件十一 

晶宇生物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說    明 
第三條 
第一至四項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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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列

舉，不得以臨時動議提出。 
 
 
 
 
以下略 

第三條 
第一至四項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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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略 

一、 配合發行人募集與發行

有價證券處理準則第五

十六條之一及第六十條

之二之規定，修正本條第

四項文字。 

第六條 
第一、二項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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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備核對。 
 
 
 
 
以下略 

第六條 
第一、二項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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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對

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

不得任意增列要求提供其他

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書之徵

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

件，以備核對。 
 
以下略 

配合「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

守則」第六條第一項，爰修正

本條第三項內容。 

第七條 
第一、二項略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
會，宜有董事會過半數之董事

參與出席。 

第七條 
第一、二項略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
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

有董事會過半數之董事、至少

參考我國上市櫃公司治理評

鑑指標第 6項(公司是否於股
東常會議事錄揭露出席之董

事會成員名單)及第 7項(公司
之董事長及審計委員會成員

(或監察人)是否出席股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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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略 

一席監察人親自出席，及各類

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

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

於股東會議事錄。 
 
以下略 

會)，以及「上市上櫃公司治
理實務守則」第六條第二項，

爰修正本條第三項內容。 

第十三條 
第一至四項略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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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時，應逐案由主

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

東之表決權總數。 
 
 
 
 
 
以下略 

第十三條 
第一至四項略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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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時，應逐案由主

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

東之表決權總數後，由股東逐

案進行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

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

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

訊觀測站。 
 
以下略 

配合「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

守則」第七條第三項之修正，

為使公司實務作業順暢，並為

條文明確計，爰修正本條第五

項文字，明訂公司於股東會召

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

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

觀測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