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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分配股利之政策，須視公司目前及未來之投資環境、資金需求、國內

外競爭狀況及資本預算等因素，兼顧股東利益、平衡股利及公司長期財務規

劃等，每年依法由董事會擬具分派案，提報股東會決議後分配之。原則上，

每年發放現金股利之比例不得低於當年度發放現金及股票股利合計數的百

分之十。

依公司法規定，法定盈餘公積應提撥至其總額已達資本總額為止。法定盈餘

公積得彌補虧損。公司無虧損時，得以法定盈餘公積超過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五之部分按股東原有股份之比例發放新股或現金。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後，本公司依金管會於民國一○一年四月六日發布之

金管證發字第1010012865號函令規定，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時，帳列

未實現重估增值及累積換算調整數(利益)於轉換日因選擇採用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1號「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豁免項目而轉入保留盈餘部分，

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開始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財務報告

後，於分派可分配盈餘時，就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時已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之餘額與其他權益減項淨額之差額補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嗣後其他股東

權益減項餘額有迴轉時，得就迴轉部分分派盈餘，惟公司轉換日因首次採用

國際會計準則產生之保留盈餘為負數，故未予提列。

本公司於民國一○九年三月九日及民國一○八年六月十一日之董事會及股

東常會，分別擬議及決議民國一○八年度及一○七年度盈餘指撥及分配案及

每股股利，列示如下：

盈餘指撥及分配案 每股股利(元)
108年度 107年度 108年度 107年度

法定盈餘公積 $30,503 $44,284 $- $-
特別盈餘公積之

  (迴轉)提列 (219,179) 224,250 - -
普通股現金股利 83,254(註1) 88,493(註) 2 3
普通股股票股利 124,882(註1) 88,471 3 2.99(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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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員工福利、折舊及攤銷費用功能別彙總表如下：

功能別

性質別

108年度 107年度

屬於營業

成本者

屬於營業

費用者 合計

屬於營業

成本者

屬於營業

費用者 合計

員工福利費用

薪資費用 47,951 77,757 125,708 $45,050 $85,157 $130,207
勞健保費用 5,282 4,401 9,683 4,228 3,560 7,788
退休金費用 2,514 2,415 4,929 2,189 2,020 4,209
董事酬金 - 7,422 7,422 - 5,004 5,004
其他員工福利費用 3,045 1,508 4,553 2,519 1,421 3,940

折舊費用 16,407 4,516 20,923 16,411 3,013 19,424
攤銷費用 - 313 313 16 680 696

註： 民國一○八年度及一○七年度，本公司員工人數分別為164人及159人，其中未
兼任員工之董事人數均為5人。

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買賣之公司，應增加揭露以下
資訊：
    (1)本年度平均員工福利費用 911 仟元，前一年度平均員工福利費用 949 仟元。
    (2)本年度平均員工薪資費用 791 仟元，前一年度平均員工薪資費用 846 仟元。
    (3)平均員工薪資費用調整變動情形(0.07)%。

本公司依章程規定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 2%為員工酬勞，不高於 5%為董
事酬勞。但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前述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
之，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
報告股東會。有關董事會通過之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相關資訊，請至臺灣證券交易
所之「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

本公司民國一○八年度依獲利狀況，分別估列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金額為6,641仟
元及6,526仟元，前述金額帳列於薪資費用項下；民國一○七年度依獲利狀況，估列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金額分別為10,334仟元及4,241仟元，前述金額帳列於薪資費用
項下。

本公司於民國一○九年三月九日董事會決議以現金發放民國一○八年度員工酬勞
及董事酬勞分別為6,909仟元及5,000仟元，其與一○八年度財務報告已費用列帳之
員工酬勞與董事酬勞差異分別為268仟元及(1,526)仟元，將列為一○九年度之損益。

本公司民國一○七年度盈餘實際配發員工紅利與董事酬勞金額分別為10,000仟元
及4,000仟元，其與民國一○七年度財務報告以費用列帳之員工酬勞與董事酬勞
10,334仟元及4,241仟元；其差異數分別為(334)仟元及(241)仟元，已列為一○八年
度之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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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公司收購子公司益邦製藥(股)公司時，同時取得對方對益邦製藥股份有

限公司之債權，截至民國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本公司對子公司-益邦之其他應收款分別為636,933仟元及

747,712仟元，分別包含當年度認列相關利息收入分別為4,099仟元及7,952
仟元。

c. 截至民國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為子公司提供資金貸與及背

書保證之情形詳附表一〜附表二。

(11) 本公司主要管理階層之獎酬
108年度 107年度

短期員工福利 $15,938 $19,451
退職後福利 108 106
合 計 $16,046 $19,557

八、抵質押之資產

本公司計有下列資產作為擔保品：
項 目 108.12.31 107.12.31 擔保債務內容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土地 $889,813 $299,335 長期借款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建築物 67,711 42,779 長期借款
投資性不動產 26,673 - 長期借款

$984,197 $342,114

九、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1)本公司於民國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基利科學股份有限公司在智慧財產法院

對本公司及委託本公司製造「泰達扶膜衣錠 300 毫克」之法諾亞生技藥品股份

有限公司，提起專利權侵權訴訟，其主張此項代工藥品侵害該公司所有之中華

民國證書號等 I224103 號「核甘酸類似物及含彼之藥學組成物」專利權。前述

訴訟案已於民國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結案，本公司與基利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達成和解共識。依本公司與法諾亞生技藥品股份有限公司之委託製造合約約定

委託製造而衍生相關之法律訴訟及賠償問題，均應由法諾亞生技藥品股份有限

公司負責，故評估此和解對本公司整體營運應無重大影響。

(2)本公司透過加拿大子公司Bora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Inc.取得GlaxoSmithKline
Inc.位於加拿大安大略省之營業用資產，交易金額為加幣 36,000 仟元，並進而

與其旗下之 Glaxosmithkline Trading Services Limited.簽署五年代工合約。

十、重大之災害損失

無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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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重大之期後事項

(1)本公司於民國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辦理現金增資，發
行新股2,200仟股，每股面額10元，此現金增資案業經主管機關核准在案；於
民國一○九年一月八日經董事會決議每股發行價格為120元，此現金增資案
之股款催繳期限為民國一○九年三月十一日。

(2)本公司於民國一○九年三月九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將於加拿大設立子公司
Bora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Inc.，由本公司100%持有。

(3)本公司於民國一○九年三月九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將透過加拿大子公司
Bora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Inc.取得GlaxoSmithKline Inc.位於加拿大安大略
省之營業用資產。

(4)本公司於民國一○九年三月九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將提供加拿大子公司Bora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Inc.背書保證，額度為加幣156,000仟元。

十二、其他

1. 金融工具之種類

金融資產

108.12.31 107.12.31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強制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60,014 $130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現金及約當現金(不含庫存現金) 143,833 225,329
應收票據(含關係人) 28,440 29,420
應收帳款(含關係人) 97,071 84,310
其他應收款 648,623 748,992

合  計 $977,981 $1,088,181

金融負債

108.12.31 107.12.31
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

短期借款 $175,000 $-
應付款項 117,395 152,637
應付公司債 - 93,998
長期借款(含一年內到期部分) 579,149 49,927
租賃負債 2,911 (註)

合  計 $874,455 $296,562

註： 本公司自民國一○八年一月一日起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6號規定，
並依該準則之規定選擇不重編比較期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