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件 一

華安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108 年經營成果報告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華安醫學 108 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 6,251 仟元，較 107 年度增
加 1,601 仟元，年增 34.43%，主要係公司積極開發新產品及實驗服務案，
並拓展新客戶及海外市場所致。
108 年度稅後虧損為 149,773 仟元較 107 年度增加虧損 45,066 仟元，
主要係本公司委託製造 ENERGI-F703 糖尿病足部潰瘍外用凝膠（以下簡
稱 F703）第三期 API 製程開發費用、F703 與 ENERGI-F701 防止落髮外用
液劑(以下簡稱 F701)二期臨床試驗費用及其他新藥開發案之研發費用增
加所致。
108 年度本公司在新藥開發方面頗有進展，其中 F703 二期臨床試驗
（美國 FDA 及台灣 TFDA 核准執行）已達預期目標。另一研發中新藥 F701
二期臨床試驗（美國 FDA 及台灣 TFDA 核准執行）亦已於 109 年完成美國
及台灣二期臨床試驗期末分析。除此之外，尚有研發中新藥 ENERGIF703VLU 下肢靜脈潰瘍已通過美國 FDA 人體臨床試驗審核期，將依試驗
計畫進行二期臨床試驗。
華安醫學除上述新藥發展外，另有 ENERGI-F705 治療帕金森氏症新藥
及 ENERGI-F703EB 遺傳性表皮鬆解性水皰症外用軟膏等專案，目前正積極
進行 IND 送件前評估及資料準備，預期本公司研發能量將會持續增加，
增加公司國際競爭力。
（二）財務收支及獲利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年度

營業收入
財 務
營業毛利
收 支
稅後淨利
資產報酬率(%)
權益報酬率(%)
獲 利
稅前純益佔實收資本比率(%)
能 力
純益率(%)
每股盈餘(元)

108 年度

107 年度

6,251
4,650
3,869
2,813
(149,773) (104,707)
(22.72)
(25.94)
(24.18)
(29.59)
(25.53)
(21.47)
(2,395.98) (2,251.76)
(2.85)
(2.36)

增(減)比例
(%)
34.43
37.54
(43.04)
12.41
18.28
(18.91)
(6.40)
(20.76)

（三）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 108 年度的研發進展如下：
1.F703 糖尿病足部潰瘍外用凝膠二期臨床試驗已達預期目標並規劃執
行美國及全球三期臨床試驗。

2.F701 防止落髮外用液劑二期臨床試驗已於 108 年 8 月達成收案目標，
預計將於 109 年完成期末分析。
3.ENERGI-F703 擴大適應症下肢靜脈潰瘍(VLU)已通過美國 FDA 人體臨
床試驗 30 天審核期。
此外，華安醫學已針對各適應症進行專利保護，除先前已取得美國、日
本、台灣、中國專利外，今年以來亦取得下列發明專利：
1.本公司取得以色列活化 AMPK 的化合物及其使用發明專利。
2.本公司取得韓國毛髮生長促進劑發明專利。
3.本公司取得美國促進慢性傷口癒合方法專利。
4.本公司取得歐洲毛髮生長促進劑發明專利。
5.本公司取得澳洲活化 AMPK 的化合物及其使用適用於阿茲海默症等適
應症發明專利。
6.本公司取得日本治療發炎性腸道疾病發明專利。
7.本公司取得日本治療傷口癒合藥發明專利。
8.本公司取得美國治療阿茲海默症及糖尿病等發明專利。
未來本公司會持續進行專利申請，並延長專利保護，增加新藥整體價值。

二、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一）短期發展計畫
1. 公開發表 F703 二期臨床試驗研發成果，並積極尋求國際藥廠洽談可能
的合作開發模式或技術授權業務，啟動全球臨床三期試驗。
2. 完成 F701 二期臨床試驗期末分析及公開發表研發成果，同時積極尋求
國際藥妝大廠或國際藥廠洽談可能的合作開發模式或技術授權業務，加
速 F701 商品化。
3. 執行 ENERGI-F703 擴大適應症下肢靜脈潰瘍(VLU)二期臨床試驗。
4. 針對 ENERGI-F705 治療帕金森氏症新藥 (Treatment for Parkinson’s
Disease) 及 ENERGI-F703EB 遺 傳 性 表 皮 鬆 解 性 水 皰 症 外 用 軟 膏
(Cream for Hereditary Epidermolysis Bullosa) 等專案，進行 IND
送件前評估及資料準備。
（二）中長期發展計畫
1.針對本公司各種新藥擬訂發展策略，並尋找國際藥廠洽談授權合作。
2.加強專利布局及拓展國際新藥授權業務。
3.深耕台灣新藥產業，走向國際新藥市場。
三、結語
華安醫學特有的 ENERGI 藥物開發平台，可開發的新藥項目眾多，目前各
新藥項目發展進程順利，除 F703 糖尿病足部潰瘍外用凝膠二期臨床試驗結果
已達預期目標外，F701 防止落髮外用液劑二期臨床試驗亦已完成期末分析，且
ENERGI-F703 擴大適應症下肢靜脈潰瘍(VLU)業已通過美國 FDA 人體臨床試驗審

核期，將進行二期臨床試驗。未來 ENERGI 藥物開發平台任一新藥通過一或二
期臨床試驗後，本公司將積極尋求國外藥廠技轉授權或合作開發，由國際藥廠
開拓銷通路，本公司則獲取權利金以取得穩定之營運資金，再將獲利投入其他
更大市場的新藥全球布局，形成一個獲利的正向循環。
最後，謹代表公司向所有股東女士、先生致謝，感謝您長久以來對本公司
發展所作的支持，使本公司得以更加壯大，邁向公司遠景。
董事長：邱壬乙

總經理：陳翰民

會計主管：黃麗華

附 件 二

附 件 三

華安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健全營運計畫書
一、公司近期概況
本公司已於 108 年 10 月 23 日公告「本公司 ENERGI-F703 糖尿病足潰瘍凝
膠美國/台灣二期臨床試驗已達預期目標，將規劃執行美國及全球三期臨床試驗」
，
該結果主要療效指標(試驗結果分析及意義)：
（一）在符合計劃族群分析 (per protocol analysis)，安慰劑組為 10.0%，
ENERGI-F703 gel 為 43.9%，兩組間有顯著差異 （P= 0.008）。在意圖治
療族群分析 (intention-to-treat analysis)，安慰劑組為 13.0%，
ENERGI-F703 gel 為 37.3%，兩組間有顯著差異（P= 0.035）。(Wagner
grade 一二級傷口，傷口面積 1.5-25 cm2)。
（二）上述臨床實驗結果分析，顯示當使用 ENERGI-F703 gel 對 Wagner grade
一二級傷口治療 12 週之後，與安慰劑比較可增加癒合率 2-3 倍以上。而
傷口面積在 1.5 平方公分之下，在 12 週的標準治療下，一般標準照顧即
有八成的癒合率，不會列入未來的臨床三期實驗設計。
二、公司技術
華 安 醫 學 核 心 技 術 ， 來 自 單 磷 酸 腺 苷 活 化 蛋 白 激 酶 (5’Adenosine
monophosphate-activatedprotein kinase, AMPK) 活化劑- ENERGI 所形成的一個
多功醫藥開發平台，以舊藥新用作為主要開發模式，選擇無藥可用或是未被滿
足的藥品市場作為切入點，並申請多國多項相關專利保護。第二期臨床實驗驗
證概念後 (proof of concept)，將以『合作開發』及『技術授權』為主要公司營運
及獲利模式。
本公司的競爭策略如下:
（一)以藥物重新定位為研發主體
根據美國 Biotechnology Innovation Organization 統計 2006~2015 年臨
床試驗結果資料顯示，第一期臨床試驗平均失敗率約 4 成左右。本公司所
開發的 AMPK 活化劑-ENERGI，為已在使用的藥物分子，已有足夠的試
驗資料證明安全性，故本公司新藥開發策略為 505 (b)(2)舊藥新用，505
(b)(2) 係藥物重新定位可免除第一期臨床試驗的執行，大幅降低新藥開發
失敗率及研發所需費用。
（二)未被滿足的藥品市場作為切入點
新藥開發將以無藥可用或是藥品未被滿足的適應症作為主要的選擇，
以期最大化藥品的商業價值，並對人類疾病治療做出具體貢獻。同時會進
行全球專利申請與布局，第二期臨床試驗確效後，本公司將進行專利授權，
並與國際藥廠進行合作開發模式，加速新藥開發進程。

三、公司最近 2 年度虧損原因
本公司主要業務係新藥開發，雖目前有實驗服務分析案等收入，惟公司未
來營運仍以收取授權金為目標。由於新藥研發時程長，加以本公司有數個新藥
產品研發中，因此最近 2 個年度仍屬營運虧損。惟本公司財務仍屬健全，未來
一年發展所需之營運資金充裕，尚不致對本公司財務業務及持續進行之研發計
畫產生不利之影響。
表一、公司最近 2 年研發費用投入概況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108 年
107 年
項目
（查核數)
（查核數)
6,251
4,650
營業收入
3,869
2,813
營業毛利
(98,179)
(62,525)
研發費用
(157,107)
(111,470)
營業費用
(149,773)
(104,707)
稅後損益
65.55%
59.71%
研發費用占稅後損益比例
資料來源：107 年度及 108 年度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告。
四、公司未來改善計畫
本公司係以特有的 ENERGI 藥物開發平台為研發主軸，送審途徑為 505 b2
(NME，可直接執行臨床二期)，而選擇市場主要係以尚無新藥或未被滿足的外用
藥品市場作為開發首選，以期增加新藥開發之收益。然而新藥智慧財產權為生
技新藥公司主要授權產品，華安醫學已針對各適應症進行專利保護，除先前已
取得美國、日本、台灣、中國專利外，今年以來亦取得日本(適用治療發炎性腸
道疾病、治療傷口癒合藥)、美國(適用治療阿茲海默症及糖尿病)及澳洲(適用
於阿茲海默症等適應症)、歐洲(毛髮生長促進劑)之發明專利，未來本公司會持
續進行專利申請，並延長專利保護，增加新藥整體價值。
本公司目前研發中之新藥產品線廣，除目前 F-703 糖尿病傷口癒合藥及 F701 異常性落髮新藥已完成二期臨床試驗外，另其他新藥亦在進行臨床試驗前
之準備工作。本公司將以不斷提升的研發能力以降低單一新藥的失敗風險，預
期本公司新藥通過二期臨床試驗後，將可積極尋求國外技轉授權及合作開發藥
廠，進而加速新藥全球布局。
此外，本公司積極接洽國際藥廠以授權方式引進資金以建立分段獲利的價
值鏈，本公司之策略為全球採取區域授權的方式，由國際藥廠開拓銷售通路，
本公司則獲取權利金取得穩定之營運資金，將可有效使公司研發活動繼續進行，
為病因找出解決之方法。
本公司未來仍將「執行全球三期臨床試驗」及「全球授權業務」同時進行，
以期能早日達到公司獲利目標，善盡企業之社會責任。
五、結論

公司目前已依健全營運計畫辦理，除加強新藥研發能力及積極執行臨床實
驗進度外，亦全力推展新藥授權業務，以期能提早實現公司獲利之目標。
此外，華安醫學已進行全球專利布局，未來會針對使用方法及配方進行專
利申請及延長專利保護，增加新藥整體價值。而本公司目前預期在二期臨床試
驗成功後，將可加速與國際藥廠之授權金談判。
綜上所述，本公司秉持「執行力」與 「判斷力」
，透過不斷精進專業及技
術，以最少資金及最快速的方法將新藥的療效發揮到極致，以期降低整體新藥
開發風險及費用，並可縮短新藥上市時間，及早為公司創造獲利，爲人類提供
更安全的治療與更優質的生活品質。

項

附 件 四

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

目

107 年第 3 次私募
發行日期：108 年 1 月 8 日

107 年第 4 次私募
發行日期：108 年 12 月 30 日

股東會通過
107 年 11 月 13 日；額度：於普通股 10,000,000 股額度內，分三次辦理。
日期與數額
本次私募普通股價格之訂定，以定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內該興櫃股票普通
價格訂定之
股之每一營業日成交金額之總和除以每一營業日成交股數之總和計算，並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
依據及合理
暨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或定價日前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顯示之每股淨
性
值，以上列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為參考價格，以不低於參考價格之八成訂定之。
特定人選擇
符合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規定擇定特定人
之方式
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爰有資金需求，考量私募方式相對迅速簡便之時效性，如透過公開募集方式
辦理私募之
籌資，將容易礙於募資之時效性。因此考量降低籌資成本，故擬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
必要理由
股票，並授權董事會辦理，以提高公司籌資效率。
私募有價證
普通股 779 千股
普通股 4,130 千股
券種類
價款繳納完
107 年 11 月 30 日
108 年 10 月 30 日
成日期
應募人資料
私募
認購 與公司 參與公司
私募
認購
與公司 參與公司
對象

資格條件

數量

關係 經營情形

對象

關係

經營情形

無

無

322,000

無

無

100,000

無

無

宏遠證創業投
資(股)公司

161,000

無

無

安光蕙

100,000

無

無

楊麗雲

50,000

無

無

王志華

50,000

無

無

姜克勤

100,000

無

無

高亨睿

500,000

無

無

林瑞岳

100,000

無

無

洪坤南

100,000

無

無

劉珮文

100,000

無

無

劉美鈴

150,000

無

無

莫美華

100,000

無

無

李墨軒

100,000

無

無

賴燕琴

100,000

無

無

許玉嬌

100,000

無

無

邱秋麗

100,000

無

無

毛家瑜

150,000

無

無

李江松

100,000

無

無

證 交 法 第 43

旭富製藥科 條之6 第一項
779,000
技(股)公司 第2 款之特定

資格條件

數量

證交法第

無

無

三商行(股) 43 條 之 6
322,000
第一項第
公司

人。

2款之特

旭富製藥科 定人
技(股)公司
商林投資(股)
公司

實際認購價
格

每股 38.50 元。

王泰翔

200,000

無

無

陳重盛

100,000

無

無

郭怡辰

100,000

無

無

蔡偉澎

100,000

無

無

吳春光

130,000

無

無

鍾美蘭

85,000

無

無

鍾豐睿

60,000

無

無

高銘淞

30,000

無

無

酈芃羽

30,000

無

無

謝家森

150,000

無

無

盧晉佑

50,000

無

無

蔡光男

20,000

無

無

蘇玉女

70,000

無

無

李碧玲

50,000

無

無

張淑杏

50,000

無

無

每股 62.1 元。

本次私募普通股每股新台幣 38.50 元係高於本公
本次私募普通股每股新台幣 62.1 元係高於本公司定
司定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
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內
系統內該興櫃股票普通股之每一營業日成交金額
實際認購價
該興櫃股票普通股之每一營業日成交金額之總和除
之總和除以每一營業日成交股數之總和計算，並扣
格與參考價
以每一營業日成交股數之總和計算，並扣除無償配
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暨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
格差異
股除權及配息，暨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77.57 元
價 48.11 元之八成。另亦高於本公司定價日之最近
之八成。另亦高於本公司定價日之最近期經會計師
期經會計師核閱財務報告每股淨值 9.88 元且不低
核閱財務報告每股淨值 12.37 元且不低於面額。
於面額。
辦理私募對
股東權益影
本次私募普通股主要係為本公司經營策略綜效及改善財務結構、提高自有資本率，故對本公司財務結
響(如:造成
構有正面效益。
累積虧損增
加…)
私募資金運 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用辦理之私募普通股，目
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用辦理之私募普通股，目前
用情形及計 前已於 107 年 11 月執行完成，計畫執行進度
已於 108 年 10 月執行完成，計畫執行進度 100%。
畫執行進度 100%。
本次私募普通股總金額為新台幣29,991,500元， 本次私募普通股總金額為新台幣 256,473,000 元，
私募效益顯
全數用於充實公司營運資金，有效提高公司自有 全數用於充實公司營運資金，有效提高公司自有資
現情形
資本比率及改善財務結構。
本比率及改善財務結構。

附 件 五

華安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第五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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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董事會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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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政策
配合法令變
本公司應本於廉潔、透明及負責之 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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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防範方案之範圍）
公司應建立不誠信行為風險之評
估機制，定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
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
據以訂定防範方案並定期檢討防範方
案之妥適性與有效性。
公司宜參酌國內外通用之標準或指引
訂定防範方案，至少應涵蓋下列行為
之防範措施：
一、行賄及收賄。
二、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三、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以下略…
第八條 承諾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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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及其集團企業與組織應於其
規章、對外文件及公司網站中明示誠
信經營之政策，以及董事會與高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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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針對第一、二項誠信經營政
策、聲明、承諾及執行，應製作文件化
資訊並妥善保存。

第七條 防範方案之範圍
配合法令變
公司訂定防範方案時，應分析營業 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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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訂定防範方案至少應涵蓋下列行為
之防範措施：
一、行賄及收賄。
二、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三、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以下略…
第八條 誠諾與執行

公司及其集團企業與組織應於其規
章及對外文件中明示誠信經營之政策，
董事會與管理階層應承諾積極落實，並
於內部管理及外部商業活動中確實執
行。

配合法令變
動修正

第十七條 組織與責任
本公司之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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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總經理室為專責單位，配置充足
之資源及適任之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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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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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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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略...
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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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內部稽核單位應依不誠信行為
風險之評估結果，擬訂相關稽核計畫，
內容包括稽核對象、範圍、項目、頻率
等，並據以查核防範方案遵循情形，且
得委任會計師執行查核，必要時，得委
請專業人士協助。
前項查核結果應通報高階管理階層及
誠信經營專責單位，並作成稽核報告
提報董事會。
第二十三條 檢舉制度
本公司應訂定檢舉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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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指派檢舉受理專責人員或單位，檢

第十七條 組織與責任
配合法令變
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受僱人、 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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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設置於總經理室為專責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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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略…
第二十條 會計與內部控制
配合法令變
本公司應就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 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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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內部稽核單位應定期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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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條 檢舉制度
配合法令變
本公司應訂定檢舉制度，並應確實執 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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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指派檢舉受理專責人員或單位，

舉情事涉及董事或高階 管理階
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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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檢舉案件調查完成後，依照情
節輕重所應採取之後續措施，必
要時應向主管機關報告或移送司
法機關偵辦。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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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之保密，
並允許匿名檢舉。
六、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情事而遭不
當處置之措施。
七、檢舉人獎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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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條 實施
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及董事會通過後並
提報股東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記錄或書面聲
明者，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審
計委員會。
依前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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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定或修正本處理程序時，應經審計
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並提董事會決議。
本守則訂立於民國107年3月9日。
本守則於民國108年2月14日修訂。
本守則於民國109年1月3日修訂。

檢舉情事涉及董事或高階主管，
應呈
報至獨立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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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檢舉人獎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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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條 實施
增列修訂日
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及董事會通過後並 期
提報股東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記錄或書面聲
明者，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審計
委員會。
依前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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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定或修正本處理程序時，應經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
董事會決議。
本守則訂立於民國107年3月9日。
本守則於民國108年2月14日修訂。

附 件 六

華安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第五條 專責單位
本公司指定總經理室為專責單位（以下
簡稱本公司專責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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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六款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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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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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

現行條文
第五條 專責單位
本公司指定總經理室為專責單位（以下
簡稱本公司專責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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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依民國109年
2月13日臺證
治理字第
1090002299
號函公布之
修正條文內
容，酌修本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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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六款 (略)

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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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

依民國109年
2月13日臺證
治理字第
1090002299
號函公布之
修正條文內
容，酌修本
條文。

第十三條 禁止從事不公平競爭行為
本公司從事營業活動，應依公平交易
法及相關競爭法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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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 禁止洩漏商業機密
本公司從事營業活動，應依公平交易
法及相關競爭法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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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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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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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

第十四條 禁止內線交易

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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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條 公司人員涉不誠信行為之
處理
(前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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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即可聯絡到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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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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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

第十六條 對外宣示誠信經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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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條 公司人員涉不誠信行為之
處理
(前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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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民國 109
年 2 月 13 日
臺證治理字
第
1090002299
號函公布之
修正條文內
容，酌修本
條標題。
依民國 109
年 2 月 13 日
臺證治理字
第
1090002299
號函公布之
修正條文內
容，酌修本
條標題。
依民國 109
年 2 月 13 日
臺證治理字
第
1090002299
號函公布之
修正條文內
容，酌修本
條標題。
依民國 109
年 2 月 13 日
臺證治理字
第
1090002299
號函公布之
修正條文內
容，酌修本
條標題並調
整項次。
依民國 109
年 2 月 13 日
臺證治理字
第
1090002299
號函公布之

人之地址、電話、電子信箱。
子信箱。
二~三款(略)
二~三款(略)
本公司處理檢舉情事之相關人員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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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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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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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因檢舉情事而遭不當處置。並由本公
責單位應依下列程序處理檢舉情事： 司專責單位依下列程序處理：
一~二款 (略)
一~二款 (略)
三、如經證實被檢舉人確有違反相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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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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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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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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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法律程序請求損害賠償，以維
辦，或透過法律程序請求損害賠償，
護公司之名譽及權益。
以維護公司之名譽及權益。
四~六 (略)
四~六 (略)
第二十三條 內部宣導、建立懲戒、申 第二十三條 建立懲戒、申訴制度及紀
訴制度及紀律處分
律處分
本公司專責單位應每年至少舉辦一次
本公司專責單位應每年至少舉辦一
內部宣導，安排董事長、總經理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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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管理階層向董事、受僱人及受任人傳
傳達誠信之重要性。
達誠信之重要性。
(以下略)
(以下略)

第二十四條 施行
(前略)
本守則訂立於民國107年3月9日。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於民國108年2
月14日修正。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於民國109年3
月19日第二次修正。

第二十四條 施行
(前略)
本守則訂立於民國107年3月9日。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於民國108年2
月14日修正

修正條文內
容，酌修本
條文。

依民國 109
年 2 月 13 日
臺證治理字
第
1090002299
號函公布之
修正條文內
容，酌修本
條標題。
增列修訂日期

附 件 七

華安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 3 條
本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應注意
利害關係人之權益，在追求永續經營
與獲利之同時，重視環境、社會與公司
治理之因素，並將其納入公司管理方
針與營運活動。
本公司應依重大性原則，進行與公司
營運相關之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議
題之風險評估，並訂定相關風險管理
政策或策略。
第 16 條
本公司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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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應訂定及實施合理
員工福利措施（包括薪酬、休假及其他
福利等）
，並將經營績效適當反映於員
工薪酬，以激勵員工和獎勵績效，達成
永續經營之目標。

第 3 條
本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應注意
利害關係人之權益，在追求永續經營與
獲利之同時，重視環境、社會與公司治
理之因素，並將其納入公司管理方針與
營運活動。

第 16 條
本公司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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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應將企業經營績效適當
反映於員工薪酬政策中，以激勵員工和
獎勵績效，達成永續經營之目標。

依民國109年
2月13日臺證
治理字第
1090002299
號函公布之
修正條文內
容，酌修本
條文

第 1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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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與服務之顧客健康與安全、客戶
隱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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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 條
本公司應評估採購行為對供應來源社
區之環境與社會之影響，並與供應商
合作，共同致力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本
公司宜訂定供應商管理政策，要求供
應商在環保、職業安全衛生或勞動人
權等議題遵循相關規範，於商業往來
之前，應評估該供應商是否有影響環
境與社會之紀錄， 避免與本公司之企
業社會責任政策牴觸者進行交易。本
公司與其主要供應商簽訂契約時，其
內容應盡量包含遵守雙方之企業社會

第 1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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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民國109年
2月13日臺證
治理字第
1090002299
號函公布之
修正條文內
容，酌修本
條文
依民國109年
2月13日臺證
治理字第
1090002299
號函公布之
修正條文內
容，酌修本
條文

第 21 條
本公司應評估採購行為對供應來源
社區之環境與社會之影響，並與供應商
合作，共同致力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本
公司於商業往來之前，應評估該供應商
是否有影響環境與社會之紀錄， 避免
與本公司之企業社會責任政策牴觸者
進行交易。本公司與其主要供應商簽訂
契約時，其內容應盡量包含遵守雙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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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得隨時終止

說明
依民國109年
2月13日臺證
治理字第
1090002299
號函公布之
修正條文內
容，酌修本
條文

責任政策，及供應商如涉及違反政策， 或解除契約之條款。
且對供應來源社區之環境與社會造成
顯著影響時，本公司得隨時終止或解
除契約之條款。
第26條
第26條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訂時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訂時
亦同。
亦同。
本守則訂立於民國107年3月9日。
本守則訂立於民國107年3月9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109年3月19日。

增列修訂日
期

附 件 八

華安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第七條 董事會主席及代理人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者，由董事
長擔任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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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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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條文
第七條 董事會主席及代理人
本公司董事會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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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 董事之利益迴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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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條
本議事規則於民國106年3月31日訂定。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108年2月14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108年11月1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109年2月13日。

第十五條 董事之利益迴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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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依民國109年
1月15日金管
證 發 字 第
1080361934
號函公布之
修正條文內
容，酌修本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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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民國109年
1月15日金管
證 發 字 第
1080361934
號函公布之
修正條文內
容，酌修本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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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條
增列修訂日期
本議事規則於民國106年3月31日訂定。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108年2月14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108年11月1日。

附 件 九

附 件 十

華安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第三條 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第一至三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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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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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配合法
第一至三項略。
令變動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公司解散、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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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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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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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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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議案討論
第十條 議案討論
配合法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 令變動
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及原 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 修正
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 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第二至三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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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 議案表決、監票及計票方式
第一項略。
本公司上市(櫃)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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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公司宜避免
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第二至三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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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 議案表決、監票及計票方式
第一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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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
七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應採行電子投票之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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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
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以下略
第十五條 會議紀錄及簽署事項
第一至二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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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略
第十五條 會議紀錄及簽署事項
第一至二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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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條
第二十條
本規則程序於民國 106 年 5 月 23 日訂定。 本規則程序於民國 106 年 5 月 23 日訂定。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108 年 5 月 6 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108 年 5 月 6 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 109 年 5 月 5 日。

配合法
令變動
修正

配合法
令變動
修正

增列修
訂日期

附 件 十 一

華安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依民國108年
11月01日證櫃
審字第
10800646661
號函說明，於
章程內載明設
置審計委會，
且獨立董事不
得少於三人。

第十二條
本公司設董事三至七人，任期三年，由
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連選得
連任。任期屆滿不及改選時，得延長執
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為止。本公司得
為董事於任期內就執行業務範圍依法
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本公司設置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
人，且不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獨立
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獨
立性之認定、提名、選任方式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均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
定辦理。
本公司上市(櫃)後，董事之選任方式應
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本公司應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
董事組成，委員會之組成及其他應遵循
事項均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
理。
董事會得設置各類功能性委員會；各類
功能性委員會應訂定行使職權規章，經
董事會通過後實施。

第十二條
本公司設董事三至七人，任期三年，由
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連選得
連任。任期屆滿不及改選時，得延長執
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為止。本公司得
為董事於任期內就執行業務範圍依法
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本公司得設置獨立董事，人數至少二
人，且不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獨立
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獨
立性之認定、提名、選任方式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均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
定辦理。
本公司上市(櫃)後，董事之選任方式應
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董事會得設置各類功能性委員會；各類
功能性委員會應訂定行使職權規章，經
董事會通過後實施。

第廿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一○一年七月三十一
日。
本章程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十月
十四日。
本章程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三年十月
十七日。
本章程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四月
二十六日。
本章程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六月
二十八日。
本章程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八月
三日。
本章程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十月
五日。
本章程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十二

第廿一條
增列修訂日期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一○一年七月三十一
日。
本章程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十月
十四日。
本章程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三年十月
十七日。
本章程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四月
二十六日。
本章程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六月
二十八日。
本章程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八月
三日。
本章程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十月
五日。
本章程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十二

月九日。
本章程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一○六年五月
二十三日。
本章程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一○六年十二
月十一日。
本章程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七年五月
二十二日。
本章程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七年十
一月十三日。
本章程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八年五
月六日。
本章程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五
月五日。

月九日。
本章程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一○六年五月
二十三日。
本章程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一○六年十二
月十一日。
本章程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七年五月
二十二日。
本章程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七年十
一月十三日。
本章程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八年五
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