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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一、102 年度營業結果： 

(一)營業計劃實施結果： 
本公司102年度營業收入為新台幣2,473,633仟元，較101年度略為下滑2%，每股稅後

損失0.97元。獲利下滑主要因為去年第一季因改善廢水處理設備，自請停工，造成出

貨減少；新原料藥廠 (Plant E) 建置進度delay，產能尚未開出，以至於出貨狀況未達

預期；加上新產品開發及新藥開發投入之成本，仍持續增加；以上因素影響102年獲

利狀況。 

(二)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年度

項目 
102 年度 101 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佔總資產比例(%) 49.60 58.86 

長期資金佔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比率(%) 139.58 143.04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111.43 120.60 

速動比率(%) 69.82 68.43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0.95) 0.21 

股東權益報酬率(%) (3.32) 0.29 

純益率(%) (2.81) 0.20 

每股盈餘(元) (0.97) 0.07 

 

二、103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 年度目標 

(1) Plant E 效能及產出極大化。 

(2) 擴建 Plant D 以增加產能，滿足明年出貨量。 

(3) 加強環安並取得 ISO14001 與 OHSAS18001 認證。  

(4) 拓展代工業務 

(5) 積極掌握新藥開發進度 (台新藥)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二) 生產計劃 

(1) 配合市場需求及年度目標，興建完成 GMP 廠房，持續擴大原料藥產能。 

(2) 持續改善生產環境及設備，保持產線效能使用最佳化。 

(三) 研發計劃 

(1) 維持製程研發的創新及速度，提升產品商業化的效率，並推出至少 3~5 項新產品。 

(2) 持續改善現有產品製程，以降低生產成本。 
 

過去兩年對台耀而言，充滿艱辛與挑戰，相信最壞的時期已經渡過，台耀化學由衷感

謝各位股東長期以來的支持與鼓勵，未來我們仍將秉持著一貫負責的企業精神與兢兢業業

的態度，力求創新、成長與突破，在激烈競爭的市場中，掌握全球產業趨勢與市場契機，

並努力突破困境以進步的表現和發展回饋股東。 

 
 

 

董事長  程正禹                                   總經理  程正禹                            會計主管  羅玉貞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102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鄧聖偉、曾惠瑾會計師查核完竣，復連同營業報告書及虧損撥補

議案送交本監察人查核完竣，認為尚無不合，爰依照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

定，特此報告。 

 

     此致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一○三年股東常會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方珮維 

 
 
 
 
 
 

 
 
 

中 華 民 國 一 ○ 三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附件二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胡亦邁 

(胡弼華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  

 

 

 

附件二 

 

中 華 民 國 一 ○ 三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102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鄧聖偉、曾惠瑾會計師查核完竣，復連同營業報告書及虧損撥補

議案送交本監察人查核完竣，認為尚無不合，爰依照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

定，特此報告。 

 

     此致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一○三年股東常會 

 
   



 
 
 
 

附件三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情形報告 
        本公司為償還銀行借款、改善財務結構，於民國 101 年 12 月 19 日發行國內 

第一 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其主要發行條件及相關事項如下：  
項目 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債券代碼：47461) 
董事會決議日期 101/11/20 
主關機關核准文號 101 年 6 月 21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10025839 號 
發行日期 101/12/19 
發行總額 新台幣 500,000,000 元整 
發行期限 3 年期；到期日：104/12/19 
發行面額 新台幣 100,000 元 
發行張數  5,000 張  
發行價格  依面額發行  
票面利率  0% 
發行時轉換價格  新台幣 48.2 元  
最新轉換價格  新台幣 48.2 元  
轉換期間  102/1/20~ 103/5/1 
償還方法  除依轉換辦法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外，到期時依

債券面額以現金一次還本。  
已轉換普通股之金額  截至 103/5/2 止，已轉換普通股 7,352,537 股，金

額計新台幣 354,400,000 元。  

 
 
 
 
 
 



  

附件四會計師查核報告暨民國一 o 二 年財務報表 

 

 



 



 



 



 



 



 



 

附件五會計師查核報告暨民國一 o 二 年合併財務報表 

 



 



 



 



 



 



 



 
附件六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依據及理由

1. 第五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桃園

縣，必要時經董事會決議及主管

機關核准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或辦事處。  
 

第五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

市，必要時經董事會決議及主管

機關核准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或辦事處。  
 

公司經營管理之

需要。 

2. 第二十六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

國八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第一次修正章程於中華民國八十七

年一月五日。 
…………………(略)………………. 
第二十次修正章程於中華民國一○

一年六月十八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章程於中華民國一

○三年六月三十日。 

第二十六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

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第一次修正章程於中華民國八十

七年一月五日。 
…………………(略)………………. 
第二十次修正章程於中華民國一

○一年六月十八日。 

增列修訂日。 

 



 

 

附件七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資產範圍 
一、 有價證券：…………。 
二、 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

築、投資性不動產、土地使
用權、營建業之存貨及設
備)。 

……………………………。 

第二條 資產範圍 
一、 有價證券：…………… 
二、 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 
……………………………。  

將土地、房屋及

建築、投資性不

動產及國際會計

準 則 第 十 七 號

「租賃」列入不

動產定義範圍。 
第三條 名詞定義 
一、 衍生性商品：………。 
……………………………。 

三、關係人、子公司：應依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

定認定之。 

 

刪除 

 

四、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

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

設備估價業務者。 

五、事實發生日：………。 

六、大陸地區投資：………。 

七、………………………。 

八、………………………。 

九、主管機關：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 

 

第三條 名詞定義 
一、 衍生性商品：………。 
……………………………。 

三、 關係人：指依財團法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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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

所規定者。 

四、子公司：指依會計研究發展

基金會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

第五號及第七號所規定者。 

五、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

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

其他固定資產估價業務者。 

六、………………………。 

七、………………………。 

八、………………………。 

九、………………………。 

十、主管機關：指行政院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1.有關關係人及子

公司之認定，仍

應依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發布

之相關財務會計

準則公報規定認

定之。 
2.行政院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自一

百零一年七月一

日起改制為金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爰修正本條

文字。 
 

第七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
備之處理程序 

一、………………………。 

二、………………………。 
三、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估價
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
固定資產，除與政府機構交易、
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外，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參億元以上者，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先取得專業估價者出
具之估價報告(已依規定取得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免再計入)，並
符合下列規定： 

第七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
他固定資產之處理程序 

一、………………………。 

二、………………………。 
三、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估價
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
固定資產，除與政府機構交易、
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外，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參億元以上者，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先取得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已依規定
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
免再計入)，並符合下列規定： 

酌作文字調整。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 

(二)………………………。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除取得資產之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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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外，應洽請會計師依財團法人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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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除取得資產之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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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外，應洽請會計師依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
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
意見： 
……………………………。 

第九條  關係人交易 
一、………………………。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
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
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
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 
本公司與母公司間或本公司與子
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在 5
千萬以上至 1 億元以下先行決
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
追認。 
已設置獨立董事者，依第一項規
定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
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
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三、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 
(六)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資產，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本條第
一項及第二項有關評估及作業程
序規定辦理即可，不適用本條第
三項（一）、（二）、（三）款
有關交易成本合理性之評估規
定： 
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
不動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
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
委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

第九條  關係人交易 
一、………………………。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
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
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 
本公司與母公司間或本公司與子
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機器設備，董事會得授權董事
長在 5 千萬以上至 1 億元以下先
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
事會追認。 
已設置獨立董事者，依前項規定
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
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
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
事會議事錄載明。 
三、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 
(六)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資產，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本條第
一項及第二項有關評估及作業程
序規定辦理即可，不適用本條第
三項（一）、（二）、（三）款
有關交易成本合理性之評估規
定： 
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
不動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
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而取得
不動產。 
 
 

1.買賣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贖

回國內貨幣市場

基金，因風險性

偏低，得依第三

十條規定免予公

告，並免檢具資

料提交董事會通

過 及 監 察 人 承

認。 
2.以自有土地或租

用土地委請關係

人興建不動產事

宜者，性質與合

建契約類似，應

評估交易成本合

理性及關係人相

關規定辦理。 
3.酌作文字調整。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動產而取得不動產。 

第十條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
形資產之處理程序 

一、………………………………

。 
二、交易條件之決定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
之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參億元以上
者，除與政府機構交易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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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依規定取得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
意見部分免再計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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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
形資產之處理程序 

一、………………………………

。 
二、交易條件之決定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
之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參億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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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已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
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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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政府機構出售

資產已依規定辦

理招標，價格遭

操縱之可能性較

低，爰參照與政

府機構之無形資

產等交易，無需

委請會計師出具

交易價格合理性

意見。 

 

第十二條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

品之處理程序 

一、……………………………。 

二、……………………………。 

三、……………………………。 

四、……………………………。 

五、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董

事會之監督管理原則 

(一) ……………………………。

(二) ……………………………。
(三)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時，依本程序訂定之衍生性商品
授權額度、層級由董事長核准
者，事後應提報最近期董事會，並
將董事會通過日期紀錄於備查簿
中。 
…………………………………。 

第十二條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

品之處理程序 

一、…………………………。 

二、………………………。 

三、………………………。 

四、………………………。 

五、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董

事會之監督管理原則 

(一) …………………………。 

(二) …………………………。 
(三)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時，依本程序訂定之衍生性商品
授權額度、層級由董事長核准
者，事後應提報董事會，並將董
事會通過日期紀錄於備查簿中。 
…………………………………。 

明定事後應提報

最近期董事會，

俾利遵循。 

第十四條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
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但買賣公債或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
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 ……………………………。

(三) ……………………………。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

第十四條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

準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
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但買賣公債或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不在此限。 
(二) …………………………。 

(三) …………………………。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

1.考量公司投資國

內貨幣市場基金

主係為獲取穩定

利息，性質與附

買回、賣回條件

債券類似，故參

照附買回、賣回

條 件 債 券 之 規

範，予以納入排

除公告之適用範

圍。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3. ……………………………。 

4. ……………………………。 

5.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證

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

之有價證券買賣，或證券商於初級

市場認購及依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6.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且其交易

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 

 

 

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 

3. ……………………………。 

4. ……………………………。 

5.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證

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

之有價證券買賣。 

………………………………。 

 

2.因承銷案件先

行保留自行認購

之有價證券，均

係依相關規定取

得，較無資訊揭

露之實益，明定

免予公告。 

3.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第十六條  本處理程序有關總資產

百分之十之規定，以證券發行人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最近期個體或個

別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金額計算。之

總資產金額計算。 

若未來本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

非屬新臺幣十元者，本處理程序有關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之交易金額規

定，以本公司業主權益百分之十計算

之。 

新增 1.增訂關總資產百

分之十之規定，

係以公司本身最

近期之個體或個

別財務報告總資

產金額計算。 
2.增訂若未來公司

股票無面額或每

股面額非屬新臺

幣十元者，有關

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之交易金

額規定，以本公

司業主之權益百

分之十計算之。 
 

第十七條  罰則 
………………………………。 

 

第十六條  罰則 
………………………………。 

 

新增第十六條，

條款配合修正。 

第十八條  實施與修訂 

………………………………。 

 

第十七條  實施與修訂 
………………………………。 

新增第十六條，

條款配合修正。 

第十九條  附則 

………………………………。 

 

第十八條  附則 

………………………………。 

新增第十六條，

條款配合修正。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條： 

本作業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

六月六日。第一次修訂於九十八年三

月二十四日。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九十九年五月十一日。第三次修訂於

中華民國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三年六月

三十日。 

 

第十九條： 

本作業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七

年六月六日。第一次修訂於九十八

年三月二十四日。第二次修訂於中

華民國九十九年五月十一日。第三

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六月十

六日。 

1.新增第十六

條，條款配合修

正。 

2.增列修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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