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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一 O四年度營業報告書 

(一)上年度(104)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年度 

項目 
104年度 103年度 增(減)金額 變動比例 

營業收入 22,452 26,549 -4,097 -15.43% 

營業毛利 12,170 16,947 -4,777 -28.19% 

稅後損益 -17,355 -21,695 4,340 -20.00% 

綜合損益 -17,328 -21,706 4,378 -20.17% 

每股盈餘(元) -0.45 -0.57 0.12 -21.05% 

  

(二)預算執行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4年度 年度 

項目 預算 實際 達成率 

營業收入 36,092 22,452 62.21%

營業成本 10,053 10,282 102.28%

營業毛利 26,039 12,170 46.74%

營業費用 36,470 32,906 90.23%

營業外收入 23 4,538 19730.43%

營業外支出 1,400 1,157 82.64%

稅前淨利(損) -11,808 -17,355 14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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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年 103年 

財務 營業收入淨額 22,452 26,549 

  營業毛利 12,170 16,947 

  其他收入 4,538 6,579 

收支 其他支出 1,157 1,562 

  稅後淨利(損) -17,355 -21,695 

獲利 資產報酬率(%) -7.4% -8.40% 

  股東權益報酬率(%) -9.9% -11.10% 

  營業利益佔實收資本比率(%) -5.4% -7.00% 

  稅前純益占實收資本比率(%) -4.5% -5.70% 

能力 純益率(%) -77% -82% 

  每股純損(元) -0.45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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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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年度銷貨營收約 3,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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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年度銷貨暨服務營收約 1,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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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年度銷貨暨

設備服務營收約 13,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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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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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年度淨營收貢獻約 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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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條 
(本條大
幅修正為

第三十條

及第三十

之一條) 

第三十條  

本公司每年度決算如有當

期淨利，依下列順序分派之：

一、彌補虧損； 

二、提列百分之十法定盈餘公

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

本公司資本總額時不在此

限； 

三、依法令規定提列或迴轉特

別盈餘公積； 

四、董事及監察人酬勞就扣除

一至三款後之餘額提列百

分之二； 

五、員工紅利就扣除一至三款

後之餘額提列百分之十至

百分之十五； 

六、扣除前各項餘額後，併同

期初累積未分配盈餘及當

年度未分配盈餘調整數額

由董事會擬具股東股利分

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

第三十條 
 
本公司年度如有獲利，應提

撥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為

員工酬勞，由董事會決議以股

票或現金分派發放，其發放對

象得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

屬公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

獲利數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

百分之二為董監酬勞。員工酬

勞及董監酬勞分派案應提股

東會報告。但公司尚有累積虧

損時，應預先保留彌補數額，

再依前項比例提撥員工酬勞

及董監酬勞。  

 

第三十之一條  

本公司年度決算如有盈

餘，依法繳納稅捐，彌補累積

虧損後，再提百分之十為法定

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

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得不

配合 104 年 5

月 20 日華總

一 義 字 第

10400058161

號令辦理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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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之。 

本公司目前所處產業正值

成長階段，因應未來資金需求

及長期財務規劃，股利政策主

要考量公司未來之資本支出

預算及資金需求情形，原則上

擬發放之股利大部份以股票

股利方式分配予股東，剩餘之

擬發放數則以現金股利之方

式分配予股東，現金股利之發

放以不低於擬發放股利數之

百分之十。  

再提列，其餘再依法令規定提

列或迴轉特別盈  餘公積；如

尚有餘額，併同累積未分配盈

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

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

股息紅利。本公司股利政策，

係配合目前及未來之發展計

畫、考量投資環境、資金需求

及國內外競爭狀況，並兼顧股

東利益等因素；分配股東股息

紅利時，得以現金或股票方式

為之，其中現金股利不低於股

利總額之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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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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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訂修正日期

(底線粗體字
為本次修正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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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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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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五年五

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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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說明 

 

董事姓名及職稱 許可從事競業行

為項目 

許可從事競業行

為期間 

對本公司財務業

務之影響程度 

董事長— 

陳慈甘女士 

投資或經營其他

與本公司營業項

目相同或類似之

公司(仁侑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 

任職本公司董事

(長)期間。 

無 

董事— 

林春湖先生 

投資或經營其他

與本公司營業項

目相同或類似之

公司(仁侑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總經

理)。 

任職本公司董事

期間。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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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擬辦理私募普通股案內容說明 

說明：擬依證券交易法第 43條之 6規定，對特定人進行私募，以不超過 30,000,000

股之普通股為限。 

一、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理性： 

1.本次私募普通股之參考價格，以不得低於定價日前 1、3 或 5 個營業日擇一

計算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數平均數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

權後之股價，或定價日前 30 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數平均數扣除無償

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為之。 

 2.本次私募普通股價格之訂定，不得低於前述參考價格之八成。 

 3.實際定價日視洽特定人之情形，於股東會決議通過後不低於股東會決議成數

範圍內，授權董事會依上述方式訂定。 

 4.本次私募普通股實際發行價格之訂定將參考本公司營運狀況、未來展望以及

最近股價情形，並依據「公開發行公司辦理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辦理之，

故其價格之訂定應有其合理性。 

 5.本次私募普通股價格可能低於股票面額，其原因為本公司目前每股淨值低於

5元，且長期處虧損狀態；對股東權益之影響為可能造成累積虧損增加，未來

是否可能因累積虧損增加而須辦理減資則視私募後之營業改善情形而定。 

二、特定人選擇之方式：本次私募普通股之對象以符合證券交易法第 43條之 6及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91 年 6月 13日（91）台財證一字第 0910003455

號令規定之特定人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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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募人之名單：目前尚未洽定。(由於應募人名單未完全洽定，內部人預計應

募名單資訊請參閱第七點) 

選擇方式：依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6規定，對特定人進行私募。 

目的：為購置營業設備，充實營運資金。 

應募人與公司之關係：目前尚未洽定。(由於應募人名單未完全洽定，內部人

預計應募人與公司之關係資訊請參閱第七點) 

 

三、辦理私募之必要理由： 

1.不採用公開募集之理由：私募具有籌資迅速、簡便之特效，為能達到即時引

進投資人之目的，且私募有價證券三年內不得自由轉讓，可確保公司與投資人

間之良好互動關係，進而協助公司擴展營運，故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得依

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6 規定，以私募方式募集資金。 

2.私募之額度：以不超過 30,000,000 股之普通股為限，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

年內分二次以內辦理。 

3.辦理私募之資金用途及預計達成效益：本私募案資金擬用於購置營業設備，

充實營運資金；各次辦理私募資金之預計達成效益為增加新事業營收與收益及

公司營運資金增加。(補充說明：第一次預計募集股數為 10,000,000 股

~30,000,000 股；資金用途為購置營業設備及充實營運資金；預計效益為增加

新事業營收與收益及公司營運資金增加。第二次預計募集股數為 0股

~20,000,000 股；資金用途為充實營運資金；預計效益為公司營運資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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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獨立董事是否有反對或保留意見：不適用。 

五、董事會決議辦理私募前一年內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或辦理私募引進策略性投

資人後，是否將造成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者：不適用。 

六、其他應敘明事項： 

1.本次私募現金增資發行新股相關事項，擬授權董事會得視募集實際情形，於

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年內分二次以內辦理；且自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年內，不

論股款是否足額募齊，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決議，若原計畫仍屬可行，視

為已收足私募現金增資發行新股之股款，並完成私募現金增資發行新股之募

集。 

 2.本次私募現金增資發行新股之發行價格、發行條件、計劃項目、及其他相關

事項如因法令變更、主管機關意見或市埸狀況變化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

全權處理。 

七、本次私募內部人部份預計應募名單，其他非內部人私募名單資訊待洽定後公

告— 

應募人 選擇方式與目的 與公司之關係 

陳慈甘 本公司董事長 

林春湖 本公司董事 

楊文通 本公司董事 

林慈齡 本公司監察人 

游月仙 

符合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6第三款規定辦

理；為達成私募案預計

效益以增加新事業營

收與收益及公司營運

資金增加。 

本公司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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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公司私募有價證券議案，依證券交易法第 43條之 6規定，應說明事項請詳

公開資訊觀測站（網址：http://mops.twse.com.tw/mops/web/index），請點選（公

開資訊觀測站-投資專區/私募專區/私募資料查詢）及本公司網站（網址：

www.bio-drchip.com.tw），請點選（投資人專區/重大訊息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