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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 

(一)一百零六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一】。 

(二)審計委員會查核一百零六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請參閱【附件二】。 

(三)一百零六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說 明： 

1. 本公司一百零六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金額分配依據公司章程第

四十條規定：｢本公司當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得少於百分之

二為員工酬勞及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二為董事酬勞…｣辦理。 

2. 依公司章程分配一百零六年度員工酬勞為新台幣 48,877,615

元，占當年度獲利比例為 8.96%，董事酬勞金額為新台幣

7,607,845 元，占當年度獲利比例為 1.40%，均以現金方式發放。

上述金額與認列費用年度估列金額，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均無

差異。 

(四)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案，報請 公鑒。 

說 明： 

1. 為配合臺灣證券交易所 106.9.27 臺證治理字第 10600183131 號

令，發布修正後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參考

範例之部分條文，以明確獨立董事職權，進一步強化獨立董事

參與董事會運作，本公司參酌最新法規修訂條文及本公司實務

作業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 

2.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肆、承認事項 

(ㄧ)一百零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 

1. 本公司一百零六年度個體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一百零七年三

月十六日董事會通過，並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永智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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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及劉子猛會計師查核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呈送審計委員會

審查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書在案。 

2. 本公司一百零六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個體暨合

併財務報表，請參閱議【附件一】及【附件三～四】。 

3 .敬請 承認。 

決 議：出席股東可表決總權數 608,070,452 權； 

贊成權數：605,092,459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56,204,486 權)，占出席總權數 99.51%； 

反對權數：41,502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41,502 權)，

占出席總權數 0.01%； 

棄權/未投票權數：2,936,491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904,681 權)，占出席總權數 0.48%。 

無效權數：0 權，占出席總權數 0%。 

贊成權數超過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二分之一，本案照案通過。 

(二)一百零六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  

1. 本公司一百零六年度盈餘分配，業經董事會依公司法及本公司

章程規定擬具如下表。 

2. 本公司一百零六年度累積可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651,595,045

元，擬配發股東現金股利新台幣 379,554,827 元，每股配發新台

幣 0.48 元現金股利。 

3. 本公司於盈餘分配基準日前，如因公司股本變動以致影響流通

在外股數，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而須修正時，擬請股東會

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4. 本案俟股東會通過後，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另定除息基準

日、發放日期及其他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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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事項 

(一)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公決。〈董事會提〉 

說 明：  

1. 基於主管機關對於獨立董事任期規範業已明訂於法令，暨考量

獨立董事任期可能受到各年度股東會日期不一而須提前解任之

影響，爰配合修訂「公司章程」第 24 條內容為以屆次區分，以

回歸法令規範暨兼顧公司治理精神與運作實務之需。 

2. 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下列所示。 

台灣神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二十四條 

董事之任期為三年，得連選連任；其
中獨立董事之任期均不超過九年。選
任後得經董事會決議為本公司董事購
買責任保險。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
後，有關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例，依
公司法及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之規定設置審計
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之組成、職權事
項、議事規則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
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 

董事之任期為三年，得連選連任；其
中獨立董事之連續任期均不超過三
屆。選任後得經董事會決議為本公司
董事購買責任保險。本公司公開發行
股票後，有關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
例，依公司法及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之規定設置審計
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之組成、職權事
項、議事規則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
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考量獨立董事
任期可能受到
各年度股東會
日期不一而須
提前解任之影
響，爰配合修
訂本條內容為

以屆次區分，
以回歸法令規
範暨兼顧公司
治理精神與運
作實務之需。 

第四十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八十六年十月十六
日。第一次修訂於八十七年三月十
七日。第二次修訂於八十八年四月
七日。第三次修訂於八十九年七月
二十一日。第四次修訂於九十年十
二月三日。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
一年六月十三日。第六次修訂於民
國九十二年三月十三日。第七次修
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三十日。第
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三
十日。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
五月十四日。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

第四十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八十六年十月十六
日。第一次修訂於八十七年三月十
七日。第二次修訂於八十八年四月
七日。第三次修訂於八十九年七月
二十一日。第四次修訂於九十年十
二月三日。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
一年六月十三日。第六次修訂於民
國九十二年三月十三日。第七次修
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三十日。第
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三
十日。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
五月十四日。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

配合歷屆章
程修訂，增列
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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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十四年六月三日。第十一次修訂於
民國九十四年十月三日。第十二次
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二月十五
日。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
六月七日。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
十八年六月十八日。第十五次修訂
於民國九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第
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四月
二十九日。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九
十九年十二月九日。第十八次修訂
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十三日。第十
九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月二十
一日。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三
年六月十八日。第二十一次修訂於
民國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十四年六月三日。第十一次修訂於
民國九十四年十月三日。第十二次
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二月十五
日。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
六月七日。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
十八年六月十八日。第十五次修訂
於民國九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第
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四月
二十九日。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九
十九年十二月九日。第十八次修訂
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十三日。第十
九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月二十
一日。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三
年六月十八日。第二十一次修訂於
民國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第二
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七年六月二
十七日。 

 

3.敬請 公決。 

決 議：出席股東可表決總權數 608,070,452 權； 

贊成權數：605,096,236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56,208,263 權)，占出席總權數 99.51%； 

反對權數：33,724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33,724 權)，

占出席總權數 0.01%； 

棄權/未投票權數：2,940,492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908,682 權)，占出席總權數 0.48%。 

無效權數：0 權，占出席總權數 0%。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贊成權數

超過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二分之一，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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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選舉事項 

(一)本公司第九屆董事(含獨立董事)選舉案。〈董事會提〉 

說 明： 

1. 本公司第八屆董事之任期自民國 104 年 6 月 23 日起至民國 107

年 6 月 22 日屆滿。 

2. 擬依本公司公司章程規定改選董事十五席(含獨立董事三席)。

第八屆董事(含獨立董事)依公司法第 195 條規定，任期屆滿而

不及改選時，得延長其執行職務至自新任董事就任之日起解

任。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 之任期自 107 年股東常會當選之日

起算三年為止，任期自 107 年 6 月 27 日起至 110 年 6 月 26 日

止。 

3. 依本公司公司章程第 23 條規定，本公司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

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董事選舉採

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4. 依本公司公司章程第 24 條及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規定，由

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故第三屆審計委員會自新任獨

立董事當選後同時成立並生效。 

5. 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經本公司 107 年 5 月 4 日董事會

審查通過，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六】。 

6. 謹提請 選舉。 

選舉結果：當選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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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事十二席： 

股東戶號 戶名 法人之代表人 當選權數 

4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羅智先 792,227,995 

4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蘇崇銘 761,833,927 

5 臺南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侯博明 694,268,652 

860 高權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高秀玲 681,622,994 

4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蔡坤樹 652,291,119 

4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吳琮斌 651,207,700 

1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 謝明娟 624,247,915 

1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 楊雅博 622,701,576 

4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郭嘉宏 582,253,482 

4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勇發 570,711,357 

861 統一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施秋茹 561,173,301 

2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國禧 509,385,443 

(2)獨立董事三席： 

身分證編號或戶號 戶名或姓名 當選權數 

B12153 何威德 433,641,388 

S10274 張文昌 433,412,086 

E10113 陳立宗 433,346,794 

無效權數：0 權 

柒、其他討論事項 

(一)許可解除本公司第九屆選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

止之限制案，提請 公決。〈董事會提〉 

說 明： 

1. 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

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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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擬提請股東常會同意於股東常會當選之董事(獨立董事)，自就

任之日起，如有公司法第 209 條競業禁止之行為，當在無損及

本公司利益之前提下，解除其競業禁止之限制。 

3. 以上董事(獨立董事)解除競業禁止限制之名稱及職務明細請參

閱【附件七】。 

4. 敬請 公決。 

決 議： 

決  議：出席股東可表決總權數 608,070,452 權； 

贊成權數：604,694,975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55,809,002 權)，占出席總權數 99.44%； 

反對權數：91,465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91,465

權)，占出席總權數 0.02%； 

棄權/未投票權數：3,284,012 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250,202 權)，占出席總權數 0.54%。 

無效權數：0 權，占出席總權數 0%。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贊成權數

超過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二分之一，本案照案通過 

捌、臨時動議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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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鞏固立業根基 加速完成策略布局 

神隆以利基原料藥為本，長期注重創新研發，依據業務規劃和醫藥產業未來發展的

趨勢開發具市場潛力的產品線，多年來深耕抗癌用藥領域並持續掌握研發效能，去

年共計完成 6 項新學名藥用原料藥開發，總計至 106 年底全球共取得 767 項藥物主

檔案(DMF)，屬於美國的 DMF 則有 56 項，其中有高達 33 項為抗癌產品。專利方

面也成果豐碩，共計有 59 項發明在世界各地取得 397 項專利，另外還有 104 項發

明的專利案正在審查當中。 

 

公司透過自有產品開發及代客研製服務的雙引擎的業務模式，活用自身產品線及研

發能力，挑選高門檻的學名藥用原料藥，搭配市場端需求和內部針劑廠產能，為求

強化加速完成布局之綜效。目前針劑產品線已經累積達有十多個品項，多數擁有高

門檻原料藥或複雜劑型之優勢，自建針劑廠採取多樣化的生產方式，分別有水針、

凍乾粉針、預充填式及卡式瓶四種不同劑型，以充分實力蓄積未來發展的動能。   

 

審慎面對快速變動的中國市場 

中國藥品審批標準快速改革，近幾年已朝向與國際市場接軌，整體環境更加重視對

品管、環安集合規問題的處理。神隆位於江蘇的常熟廠在中國環境安全衛生監管法

規不斷緊縮、新版 GMP 變動帶來基礎設施投入增加、環保成本及經營風險上升等

因素壓力下，推動研製成本提高，造成營運推升速度不如預期。為因應變局，公司

積極透過控制成本支出，並且致力開發短期可以提升產能利用率的項目。此外，也

選擇特定產品和國際合作夥伴，利用美國與中國兩地同時註冊模式走法規上的捷

徑，快速切入中國學名藥市場；同時緊盯去年全面施行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

後，在新藥委託開發與製造服務所釋出之商機，全力促使常熟廠營運腳步加快。 

 

恪守高標準的品質管理 秉持誠信經營的企業精神     

台灣神隆深耕製藥領域多年，在全球抗癌原料藥領域佔有一席之地，並嚴格遵守國

際 cGMP 製造規範，以提供高品質的原料藥，多次獲得包括台灣、歐美日各國藥事

主管機關查廠通過的肯定。去年順利以零缺失的佳績六度通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US FDA)的 GMP 查核通過，同時也四度通過墨西哥藥事主管機關(COFEPRIS)查

廠，是神隆品質保證的重要指標。 

公司始終不忘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致力於完善公司治理。去年名列「天下 CSR 企業

公民獎」，肯定神隆在企業承諾、社會參與、環境保護及公司治理的表現；同年四

度榮獲經濟部國貿局「進出口績優廠商」，並參加台灣證券交易所舉辦的公司治理

評鑑，榮獲「優良公司」的殊榮，顯示出神隆對於公司治理的付出及努力。年底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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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神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範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三條：(董事會之召集) 

本公司董事會至少每季召集一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
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遇有緊急
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前項召集之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
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本規範第七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除
有突發緊急情事或正當理由外，應於
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
出。 

第三條：(董事會之召集) 

本公司董事會至少每季召集一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
前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
得隨時召集之。 

前項召集之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
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本規範第七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除
有突發緊急情事或正當理由外，應於
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
出。 

本公司業已成立
審計委員會取代
監察人制度，相
關條文內容爰配
合刪除。 

第五條：(議事單位與會議資料)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議事事務為財
務處。 

議事事務單位應擬訂董事會議事內
容，並提供充分之會議資料，於召集
通知時一併寄送。董事如認為會議資
料不充分，得向議事事務單位請求補
足。 

董事如認為議案資料不充足，得經董
事會決議後延期審議之。 

第五條：(議事單位與會議資料)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議事事務由行
政管理與財務會計兩大單位，依權責
與任務職掌共同負責。 

議事事務單位應擬訂董事會議事內
容，並提供充分之會議資料，於召集
通知時一併寄送。董事如認為會議資
料不充分，得向議事事務單位請求補
足。 

董事如認為議案資料不充足，得經董
事會決議後延期審議之。 

配合本公司實際
權責與任務職掌
之調整酌予修訂
文字。 

第七條：(應經董事會討論事項)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
告。但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規
定無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
在此限。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
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訂內
部控制制度。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
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
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
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
之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
免。 

 

 

 

第七條：(應經董事會討論事項)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
告。但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規
定無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
在此限。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
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
部控制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有
效性之考核。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
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
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
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
之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
免。 

 

 

配合「公開發行
公司董事會議事
辦法」之修正，
修正本條內容： 

1.考量證券交易
法第十四條之
五有關審計委
員會職權項目
「內部控制制
度有效性之考
核」亦屬重大
事項，宜提董
事會討論，爰
於第一項第三
款予以增列。 

2.為明確獨立董
事職權，並進
一步強化其參
與 董 事 會 運
作，爰修正第
四項規定，明
定公司應至少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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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
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
為急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贈，得
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
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
議或董事會決議之事項或主管
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行
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
人；所稱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
每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
對象捐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
上，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財
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者。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事會召
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提董事會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獨立董事對於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
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獨立董事應親
自出席或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出
席。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見，
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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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
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
為急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贈，得
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
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
議或董事會決議之事項或主管
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行
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
人；所稱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
每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
對象捐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
上，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財
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者。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事會召
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提董事會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應有至少一席獨立董事親自出席董
事會；對於第一項應提董事會決議事
項，應有全體獨立董事出席董事會，
獨立董事如無法親自出席，應委由其
他獨立董事代理出席。獨立董事如有
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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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席獨立董事
親自出席董事
會；對於第一
項應提董事會
決議事項，應
有全體獨立董
事 出 席 董 事
會，獨立董事
如無法親自出
席，應委由其
他獨立董事代
理出席。 

3.第二項、第三
項酌作文字標
號之調整。 

第十五條：(會議紀錄與簽署事項)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
錄，議事錄應詳實記載下列事項： 

一、會議屆次（或年次）及時間地點。 

二、主席之姓名。 

三、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席、請假
及缺席者之姓名與人數。 

四、列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五、記錄之姓名。 

六、報告事項。 

七、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議方法與
結果、董事、監察人、專家及其
他人員發言摘要、依前條第一項
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
名、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
其應迴避或不迴避理由、迴避情
形、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
書面聲明及獨立董事依第七條
第四項規定出具之書面意見。 

 

 

第十五條：(會議紀錄與簽署事項)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
錄，議事錄應詳實記載下列事項： 

一、會議屆次（或年次）及時間地點。 

二、主席之姓名。 

三、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席、請假
及缺席者之姓名與人數。 

四、列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五、記錄之姓名。 

六、報告事項。 

七、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議方法與
結果、董事、專家及其他人員發
言摘要、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涉及
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利害關係
重要內容之說明、其應迴避或不
迴避理由、迴避情形、反對或保
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及
獨立董事依第七條第四項規定
出具之書面意見。 

 

 

本公司業已成立
審計委員會取代
監察人制度，相
關條文內容爰配
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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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八、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案之
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監察
人、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涉及利害關
係之董事姓名、利害關係重要內
容之說明、其應迴避或不迴避理
由、迴避情形及反對或保留意見
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議決事項，如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除應於議事錄載明外，
並應於董事會之日起二日內於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公
開資訊觀測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獨立董事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 

二、未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通過之事
項，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通過。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一部分，應
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員簽
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內分送各董
事及監察人。並應列入本公司重要檔
案，於本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第一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
子方式為之。 

八、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案之
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專家及
其他人員發言摘要、依前條第一
項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
名、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
其應迴避或不迴避理由、迴避情
形及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
或書面聲明。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議決事項，如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除應於議事錄載明外，
並應於董事會之日起二日內於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公
開資訊觀測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獨立董事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 

二、未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通過之事
項，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通過。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一部分，應
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員簽
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內分送各董
事。並應列入本公司重要檔案，於本
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第一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
子方式為之。 

第十七條：(審計委員會之職權適用) 

本規範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

員會準用之。 

第十七條：(刪除) 本公司業已成立

審計委員會取代

監察人制度，爰

配合刪除本條相

關內容。 

第二十條：(訂定與修訂) 

本規範訂立於民國九十八年九月二

十五日；第一次修訂於一百零一年三

月二十六日，第二次修訂於一百零一

年十二月十四日。 

第二十條：(訂定與修訂) 

本規範訂立於民國九十八年九月二

十五日；第一次修訂於一百零一年三

月二十六日，第二次修訂於一百零一

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三次修訂於一百

零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配合本次修訂，

註明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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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神隆股份有限公司 

107年6月27日股東常會 

股東提名一般董事候選人名單 

茲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提出一般董事候選人名單如下： 

戶號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份數額 

(單位：股)(註) 

4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羅智先 

美國加州

大學洛杉

磯分校企

研所碩士 

統一企業(股)公司

總經理 

董 事 長：統一企業(股)公司、統

一超商(股)公司、統健實業(股)公

司、統一實業(股)公司、大統益(股)

公司、太子建設開發(股)公司、凱

友投資(股)公司、統一國際開發(股)

公司、統宇投資(股)公司、統一置

業(股)公司、統一數網(股)公司、統

一夢公園生活事業(股)公司、凱南

投資(股)公司、統一時代(股)公司、

統一企業中國控股有限公司、統一

企業(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統仁實

業(股)公司、台灣神隆(股)公司 

副董事長：統清(股)公司 

董  事：統一星巴克(股)公司、

光泉食品(股)公司、德記洋行(股)

公司、維力食品工業(股)公司、高

權投資(股)公司 

總 經 理：統一數網(股)公司 

統一企業(股)公司董事長兼總策略

長 

299,968,639 

4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蘇崇銘 

美國愛荷

華大學企

研所碩士 

統一企業(股)公司

財務長 /副總經

理、統一國際開發

(股)公司總經理、

統一生命科技(股)

公司總經理 

董 事 長：統一開發(股)公司、統

一生命科技(股)公司 

董  事：統一超商(股)公司、凱

友投資(股)公司、萬通票券金融(股)

公司、統正開發(股)公司、統一國

際開發(股)公司、統宇投資(股)公

司、開發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凱南投資(股)公司、翔鷺實業有限

公司、統一企業中國控股有限公

司、統一企業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台灣神隆(股)公司 

獨立董事：神腦國際企業(股)公司 

監 察 人：家福(股)公司、統一數

299,968,639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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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號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份數額 

(單位：股)(註) 

網(股)公司、統一企業(中國)投資有

限公司 

總 經 理：統一國際開發(股)公

司、統一生命科技(股)公司、統一

置業(股)公司 

統一企業(股)公司總經理辦公室副

總經理 

4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蔡坤樹 

美國明尼

蘇達大學

食品營養

碩士 

統健實業(股)公司

董事、台灣乳酸菌

學會理事、台灣茶

協會監事、標準檢

驗局食品國家標

準(CNS)技術委員

會委員、經濟部學

界科專審議委

員、台灣食品科技

學會理事 

董 事 長：統一聖納多堡(股)公司 

董  事：統仁藥品(股)公司、台

灣神隆(股)公司 

統一企業(股)公司總經理辦公室經

理 

299,968,639 

4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吳琮斌 

中原大學 

會計學系 

統一企業(股)公司

財務企劃部經理

(會計主管) 

董 事 長：統一資產管理(股)公司 

董  事：統一超商(股)公司、太

子建設開發(股)公司、太子地產(股)

公司、時代國際飯店(股)公司、統

仁藥品(股)公司、光泉牧場(股)公

司、光泉食品(股)公司、統宇投資

(股)公司、統一企業香港控股有限

公司、台灣神隆(股)公司 

監 察 人：凱友投資(股)公司、統

一國際開發(股)公司、統一置業(股)

公司、凱南投資(股)公司 

統一企業(股)公司會計長 

299,968,639 

4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郭嘉宏 

美國伊利

諾大學財

務金融碩

士、美國明

尼蘇達大

學企管碩

士、台灣大

學學士 

瑞銀(UBS)投資銀

行台灣區董事總

經理、花旗集團

(Citigroup)投資銀

行執行董事、霸菱

(ING Barings) 投

資銀行董事、花旗

銀行(香港)投資銀

行董事、台新綜合

證券(股)公司董事 

副董事長：台新綜合證券(股)公司 

董  事：台灣神隆(股)公司 

獨立董事：精成科技(股)公司、拍

檔科技(股)公司 

299,968,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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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號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份數額 

(單位：股)(註) 

4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陳勇發 

美國韋恩

州立大學

化 學 博

士、國立台

灣大學化

學研究所

碩士、東海

大學化學

系 

台灣神隆(股)公司

研究發展中心資

深副總經理暨研

發長、東海大學化

學系兼任副教

授、中油煉製研究

所專案經理 

董  事：SPT International, Ltd.、

神隆(昆山)生化科技有限公司、神

隆醫藥(常熟)有限公司、上海神隆

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台灣神隆(股)

公司 

總 經 理：台灣神隆(股)公司、神

隆(昆山)生化科技有限公司、神隆

醫藥(常熟)有限公司 

299,968,639 

5 臺南紡織(股)公司 

代表人：侯博明 

文化大學 臺南紡織(股)公司

副董事長兼總經

理 

董 事 長：臺南紡織(股)公司、南

紡建設(股)公司、南紡流通事業(股)

公司、太子龍責任有限公司、育鵬

投資(股)公司 

常務董事：南帝化學工業(股)公司 

董  事：南紡開發(股)公司、南

邦國際開發(股)公司、太子建設開

發(股)公司、統一企業(股)公司、統

一國際開發(股)公司、台灣神隆(股)

公司 

臺南紡織(股)公司董事長暨策略長 

23,605,921 

860 高權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高秀玲 

美國

Marymount 

College 

高權投資(股)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理 

董 事 長：高權投資(股)公司、統

一佳佳(股)公司、統一百華(股)公

司、統一藥品(股)公司、統正開發

(股)公司、統一生活事業(股)公司 

董  事：統一企業(股)公司、統

一超商(股)公司、統一實業(股)公

司、統一國際開發(股)公司、太子

建設開發(股)公司、統一綜合證券

(股)公司、統一開發(股)公司、時代

國際飯店(股)公司、統一星巴克(股)

公司、統一(上海)保健品商貿有限

公司、台灣神隆(股)公司 

總 經 理：高權投資(股)公司。 

14,83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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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號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份數額 

(單位：股)(註) 

861 統一國際開發(股)

公司 

代表人：施秋茹 

夏威夷大

學經濟所

碩士 

統一國際開發(股)

公司投資管理部

協理、統成生物系

統(股)公司企業發

展部協理、統一生

命科技(股)公司投

資部協理 

董  事：康那香企業(股)公司、

興能高科技(股)公司、統一生命科

技(股)公司、有聯生技(股)公司、萬

通票券金融(股)公司、漢芝電子(股)

公司董事、台灣神隆(股)公司 

統一國際開發(股)公司投資管理部

副總經理 

28,673,421 

1 行政院國家發展

基金管理會 

代表人：謝明娟 

中國醫藥

學院醫務

管理碩士 

台灣健康諮詢學

會常務監事 

嘉南藥理大學醫務管理系助理教

授 

董  事：聯訊陸創業投資(股)公

司、聯訊柒創業投資(股)公司 

獨立董事：華宇藥品(股)公司 

監 察 人：漢通創業投資(股)公

司、聯亞藥業(股)公司 

109,539,014 

1 行政院國家發展

基金管理會 

代表人：楊雅博 

台灣大學

經濟學博

士 

南台科技大學國

際企業系教授 

高雄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教授 109,539,014 

2 台灣糖業(股)公司 

代表人：王國禧 

臺灣大學

農業化學

研究所博

士 

台灣糖業(股)公司

組長、副執行長、

副執行長兼任代

理執行長、所長兼

任代理執行長、 

所長 

董  事：太景醫藥研發控股(股)

公司、台灣神隆(股)公司 

副總經理：台灣糖業(股)公司 

32,581,963 

(註)：為股東會停止過戶開始日107/4/29之持有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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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神隆股份有限公司 

107年6月27日股東常會 

股東提名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茲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如下： 

戶號或身
分證字號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份
數額 (單
位：股)(註) 

是否已連
續擔任三
屆獨立董
事 

B 1 2 1

53 

何威德 成功大學

會計研究

所博士 

致遠(現為安永)會計師事

務所審計副組長、南臺科

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專任講

師 

 

 

 

南臺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

專任助理教授、台灣神隆

(股)公司獨立董事 

0 否 

S 1 0 2 

74 

張文昌 日本東京

大學藥學

部藥學研

究科博士 

1.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

產業策進會副會長 

2.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生物科學發

展處處長 

3.日本神戶大學客座教授 

4.英國 William Harvey 研

究所訪問教授 

5.成功大學醫學院藥理學

科教授、藥理學科主任、

基礎醫學研究所所長、醫

學院副院長、講座教授、

生物科技中心主任、生物

科學與科技學院院長、特

聘講座、名譽特聘講座 

6.美國肯塔基大學藥學院

客座研究員 

7.日本東京都老人總合研

究所客座研究員 

8.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客

座研究員 

 

 

 

 

 

 

 

1.臺北醫學大學董事會董

事長 

2.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科學

研究所講座教授 

3.成功大學名譽特聘講座 

4.中央研究院院士 

5.環球水泥(股)公司獨立

董事 

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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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號或身

分證字號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份
數額 (單

位：股)(註) 

是否已連
續擔任三
屆獨立董
事 

E 1 0 1

13 

陳立宗 高雄醫學

大學臨床

醫學研究

所博士 

1.行政院科技部內科系醫

學(二)學門兼任學門召

集人 

2.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內科系醫學(二)學門兼

任學門副召集人 

3.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研究副院長 

4.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癌症中心主任 

5.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兼

任理事 

6.台灣消化系醫學會兼任

監事 

7.國家衛生研究院癌症研

究所副所長 

8.台大醫院腫瘤科兼任主

治醫師 

9.台北榮民總醫院內科兼

任主治醫師 

1.國家衛生研究院癌症研

究所特聘研究員兼任所

長 

2.行政院科技部血液免疫

醫學學門兼任學門召集

人 

3.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科技

學院兼任教授 

4.高雄醫學大學內科學系

兼任教授 

5.台灣胰臟醫學會兼任理

事 

6.成功大學分子醫學研究

所合聘教授 

7.成功大學臨床藥學與藥

物科技研究所合聘教授 

8.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內科合聘主治醫師 

0 否 

(註)：為股東會停止過戶開始日107/4/29之持有股數。 



               

- 44 - 

【附件七】 

台灣神隆股份有限公司 

107 年 6 月 27 日股東常會 

解除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競業禁止限制之名稱及職務明細 

姓名 目前擔任本公司及兼任競業公司名稱及職務 

統一企業(股)公司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羅智先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長暨總策略長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蘇崇銘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統一生命科技(股)公司董事長暨總經理、AndroSciences 

Corp.董事長、Tanvex Biologics. Inc. 董事、President Life 

Sciences Cayman Co.,Ltd 董事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蔡坤樹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吳琮斌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郭嘉宏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統一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陳勇發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暨總經理 

SPT International, Ltd.董事、ScinoPharm Singapore Pte Ltd.

董事、神隆(昆山)生化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暨總經理、神隆

醫藥(常熟)有限公司董事暨總經理、上海神隆生化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 

臺南紡織(股)公司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臺南紡織(股)公司 

代表人：侯博明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高權投資(股)公司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高權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高秀玲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統一藥品(股)公司董事長、統一(上海)保健品商貿有限公

司董事 

統一國際開發(股)公

司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統一生命科技(股)公司董事長、總經理、董事、監察人 

AndroSciences Corp 董事長暨董事、有聯生技(股)公司董

事、瀚源生醫(股)公司董事、達邦蛋白(股)公司董事 

統一國際開發(股)公

司代表人：施秋茹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統一生命科技(股)公司董事、有聯生技(股)公司董事、瀚

源生醫(股)公司董事、達邦蛋白(股)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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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目前擔任本公司及兼任競業公司名稱及職務 

行政院國家發展 

基金管理會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健亞生物科技(股)公司董事、信東生技(股)公司董事、台

灣花卉生物技術(股)公司董事、聯亞生技開發(股)公司董

事、國光生物科技(股)公司董事、太景醫藥研發控股(股)

公司董事、藥華醫藥(股)公司董事、智擎生技製藥(股)公

司董事、台安生物科技(股)公司董事、永昕生物醫藥(股)

公司董事、中裕新藥(股)公司董事、台康生技(股)公司董

事、三顧(股)公司董事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 

管理會代表人：謝明娟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華宇藥品(股)公司獨立董事、聯訊陸創業投資(股)公司董

事、聯訊柒創業投資(股)公司董事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 

管理會代表人：楊雅博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台灣糖業(股)公司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台灣糖業(股)公司、聯亞生技開發(股)公司董事、太景醫

藥研發控股(股)公司董事 

台灣糖業(股)公司 

代表人：王國禧 

台灣神隆(股)公司董事 

台灣糖業(股)公司副總經理 

何威德 台灣神隆(股)公司獨立董事 

張文昌 台灣神隆(股)公司獨立董事 

陳立宗 台灣神隆(股)公司獨立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