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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慧智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 

本公司 108 年的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509,446 仟元，較前一年度營業收入新台

幣 459,396 仟元增加 10.89%；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62,280 仟元，較前一年度稅後

淨利新台幣 47,160 仟元增加 32.06%；基本每股稅後盈餘為新台幣2.96 元，較前

一年度基本每股稅後盈餘新台幣 2.26 元增加約 30.97%。展望 109 年，透過公司

產品的升級服務、癌症基因檢測及海外市場合作拓展，期許業績及獲利能較 108年

有更穩定成長的表現。在成長意識的推動，以及挑戰競爭的意志下，謹將 108 年

之營運成果及 109年之營運計畫概要分別說 明如下： 

1 108 年營運成果 

1.1 營收及稅後淨利                                                                    

單位：新台幣仟元

科 目 108 年度 107 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 509,446 459,396 50,050 10.89%

營業毛利 197,984 164,873 33,111 20.08%

稅後淨利 62,280 47,160 15,120 32.06%

1.2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力 

年度 

項目 
108 年度 107 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28.60 15.51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  
及廠房及設備比率 

645.23 583.63

償債能力(%) 

流動比率 328.00 473.72

速動比率 288.52 429.67

獲利能力(%) 

資產報酬率 9.76 9.66

權益報酬率 12.33 11.87

基本每股盈餘（元） 

基本 2.96 基本 2.26

稀釋 2.92 稀釋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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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發展狀況： 

本公司研發部份，依循主要產品方向―生殖醫學檢測、孕婦檢測、新生

兒檢測、癌症基因篩檢 ，於108年度已完成「慧智帶因篩檢 v1.0/v2.0/v3.0」、

「慧智癌篩檢 v1.0/v2.0」、「慧智癌監控v1.0/v2.0/v3.0」等新產品開發

與整合，聚焦於孕婦檢測新產品開發，以及整合癌症現有產品線並依市場需

求區分產品對象，是慧智基因發展及推廣的重點。所有檢測均迎合臨床醫學

最新發展趨勢，對公司業績成長及獲利有正向的助益，更加鞏固市場佔有率。

109 年度，本公司將不斷強化上述四大方向，並將現有檢測升級及推出新產

品，其中「慧智新生兒基因檢測 v1.0/v2.0/v3.0」已於3月1日上市，遺傳

性癌症基因檢測「慧智癌風險 v1.0/v2.0」即將上市，未來預計推出產前多

合一產品、次世代定序胚胎著床前染色體篩檢(NGS-based PGS)相關品項升

級，以及建立慧智生物資料庫，讓癌症產品升級，邁入智慧醫療領域。最後，

本公司將持續挹注創新能量於研究開發及成本的降低，以領先的研發技術實

力增進公司營收成長。 

 

2 108 年營運計畫概要： 

2.1 經營方針： 

本公司自成立以來致力於提供最尖端的基因檢測服務，在國際和

國內已開發多種獨創、具臨床價值的基因檢測服務，協助醫師的臨床

診斷運用，讓客戶在地享有專業、安全、國際水準的檢測服務，包括：

(1)生殖醫學檢測、(2)孕婦檢測、(3)新生兒檢測、(4)癌症基因篩檢 、

(5)個人化基因篩檢、(6)罕見疾病基因檢測。慧智基因並持續透過多

樣化的分子醫學專業技術、領先的基因診斷平台，與國際頂尖大廠的

策略合作，擁有最完整齊備的基因資料庫，也為檢測升級及新品開發

累積資源能量，啟動多元的成長動能。 

 

2.2 營業計畫：  

展望 109 年度，慧智基因的營運重心仍在檢測服務的升級與新品

的開發上市，以及海外市場的開發，提供最優質的檢測服務，保持市

場的領先，並積極佈局海外的市場，109 年度主要的工作目標如下： 

2.2.1 導入高速成長的精準醫療市場： 

利用新型次世代定序 CAPP-Seq（Cancer Personalized 

Profiling by Deep Sequencing）及液態切片（Liquid Biopsy）

技術，不斷推出癌症基因檢測新品，包括「慧智癌篩檢」、「慧智

癌監控」、「慧智癌追蹤」、「慧智癌風險」等，透過簡單的血液樣

本，判斷出癌症的基因檔案，提供腫瘤科醫師臨床診斷的評估工

具，用於腫瘤的早期診斷、療法選擇、預後判斷和追蹤監測。 

2.2.2 海外市場積極佈局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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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1 月於曼谷成立泰國子公司，且在當地建立基因檢測

實驗室，泰國市場穩定成長，曼谷位於東南亞的中心位置，可即時

提供東南亞經銷商更全面性的在地服務。109 年 4 月泰國子公司喬

遷至曼谷商業精華地段，不僅鄰近診所及醫院，附近多為金融商業

辦公大樓、飯店，高端客戶抵達更為便利。未來將針對東南亞重點

市場，如泰國、印尼、越南等，持續進行開發與交流。另外，慧智

基因積極拓展美國、日本、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地，

以期擴展全球基因檢測市場。 

2.2.3 深耕母胎兒醫學基因檢測服務： 

慧智基因深耕於母胎兒非侵入性產前染色體篩檢(NIPS)，隨

著民眾預防醫學的逐漸成熟，接受度也迅速成長，109 年度，母胎

兒基因檢測市場預期可更成熟，搭配新開發出「慧智新生兒基因檢

測」，透過早期診斷疾病，及時介入治療與防護，減緩疾病造成的

不良影響。並且得知嬰兒是否有藥物過敏、代謝疾病、小兒癌症等

風險，此為慧智基因台灣獨家檢測產品，獲利可望保持成長。  

2.2.4 轉投資收益： 

本公司自 107年度起陸續對禾馨股份有限公司(禾馨公司)進

行財務投資，截至民國 109 年 4 月持有禾馨公司 23.16%之股權，

禾馨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管理顧問業及醫療耗材、食品、藥物零售

業及動產與不動產租賃業等，目前主要服務客戶為禾馨醫療集團，

隨著禾馨醫療集團營運的擴展，禾馨公司財務績效將持續成長，本

公司轉投資收益亦將同時增加。 

3 受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根據 2019 年 Grand View Reseach 預測 NGS 次世代定序市場將以

12.78%的年複合成長率成長，從 2018 年的 84.9 億美元成長到 2020 年的

197 億美元。以及 BIS Research 市調研究報告顯示，2018 年全球精準醫療

市場規模為 788.5 億美元，至 2028 年預估將以 10.64%的複合年成長率增

長，市場上看 2167.5 億美元。 

在法規面，衛福部食藥署將於近期內推動實驗室開發檢測（Laboratory 

Developed Tests, LDTs)之「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

管理辦法（特管辦法）」，慧智基因預計申請列冊登錄管理業務，以提升醫

療用基因檢測與確保服務品質。精準醫療則因 NGS 次世代定序技術，大幅

降低檢測成本，並透過生物資訊及大數據分析等方式收集資訊並進行交叉

比對，提供醫師選擇最適合個人使用之藥物、治療方法或預防的方式，以

達成個人化醫療之目標。這也是慧智基因的下一步，前進 AI 智慧醫療。 

 

本公司投入基因研究已二十多年，由基因醫學權威蘇怡寧董事長與生醫博

士洪加政總經理一同創立，並率先發展臨床醫療用基因篩檢服務，更是台灣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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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檢測領導品牌。無論在技術累積、產品開發或業務拓展、行銷推廣等各面

向，慧智基因也將持續汲取新知、保持與時俱進，以首選慧智，穩居市場佔有率

第一，持續為公司創造最大價值及投資效益。最後，謝謝全體同仁的努力與付出

及各位股東對本公司的支持與鼓勵。 

在此敬祝各位股東  順頌時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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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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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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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註: 
1. 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列入公

司之其他收入。 
2. 每股配息率依除息基準日實際流通在外股數調整之。 

 

 
 

                                                   

慧智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108 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NT$           320,088 
未依持股比例認購 (960,945) 
其他保留盈餘調整數 (651,474) 
108 年淨利 62,670,733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10%) (6,105,831)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55,272,571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股利 2.6 元 (55,169,920) 

期末未分配盈餘 NT$           10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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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慧智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3條第

4項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公司解

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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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條之六之事項應在

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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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或第一百八十五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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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列應在召集事

由中列舉並說明

之項目  

 

第3條第

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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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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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之議案數規

定增列但書  

第3條第

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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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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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列公告受理股

東提案方式  

 

第7條第

2項 

前項主席係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代理

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

財務業務狀況之常務董事或董事擔任

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

亦同。 

前項主席係由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

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狀況

之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

代表人者，亦同。 

刪除常務董事 

第10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

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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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

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

動議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票決，會

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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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列相關議案均

應採逐案票決及

安排適足之投票

時間  

 

第13條

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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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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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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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上市、櫃公

司全面採行電子

投票，刪除第二

項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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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訂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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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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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條

第8項 

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之，表決

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紀錄。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

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

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

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依公告範例修正

文字 

第15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

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

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前項議事

錄之製作得以電子方式為之；議事錄

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

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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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

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

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

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前

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

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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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載明

當選董事之當選權數。在本公司存續

期間，應永久保存。 

為落實逐案票決

精神，參考亞洲

公司治理協會 建

議修正。 

第16條

第2項 

本公司對於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

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規定之重大訊息第十七條

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

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

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 

依公告範例修正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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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慧智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訂說明 

   四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採用單記名

累積投票制，每一股份有與應選

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

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且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

進行選舉，且分別計算當選名

額。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採用單記名

累積投票制，每一股份有與應選

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

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且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

進行選舉，且分別計算當選名

額。 

酌修部份文字。 

 五(一)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依照公司

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

候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為審

查董事候選人之資格條件、學經

歷背景及有無公司法第三十條所

列各款情事等事項，不得任意增

列其他資格條件之證明文件，並

應將審查結果提供股東參考，俾

選出適任之董事。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依照公司

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

候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為審

查董事候選人之資格條件、學經

歷背景及有無公司法第三十條所

列各款情事等事項，不得任意增

列其他資格條件之證明文件，並

應將候選人審查結果提供股東參

考，俾選出適任之董事。 

酌修部份文字。 

  七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

人在選票「被選舉人」欄須填明

被選舉人戶名及股東戶號。被選

舉人如為非股東身分者，選舉人

須在選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

選舉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號

碼。惟被選舉人為政府或法人

時，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全銜或

該政府或法人之代表人名稱。代

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

人姓名。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

人在選票「被選舉人」欄須填明

被選舉人戶名及股東戶號。被選

舉人如為非股東身分者，選舉人

須在選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

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編

號。惟被選舉人為政府或法人股

東時，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全

銜，亦得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

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人

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酌修部份文字。 

八 

(二)未經投入票箱之選舉票。 

(四) 已填寫之被選舉人戶名（姓

名）、戶號（身分證明文件號

(二)未經投入票箱之選舉票。 

(四) 已填寫之被選舉人戶名（姓

名）、戶號（身分證明文件號

刪除及酌修部份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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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訂說明 

碼）及所投權數中任何一項已被

塗改者。 

(六)除填被選舉人戶名及其股東

戶號(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及分配

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八)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

者，其戶名、戶號與股東名簿不

符者；所填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

分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號

碼經核對不符者。 

(九)所填被選人名額超過規定應

選名額者。 

(十)分配選舉權數合計多於選舉

人持有選舉數者。  

碼）及所投權數中任何一項已被

塗改者。 

(六)除填被選舉人戶名姓名或及

其股東戶號(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及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

字者。 

(八)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

者，其戶名、戶號與股東名簿不

符者；所填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

分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

號經核對不符者。 

(九)所填被選人名額超過規定應

選名額者。 

(十)分配選舉權數合計多於選舉

人持有選舉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