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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上市股隱形冠軍

3.達邦蛋白股份 (公 -達邦蛋白；6578)
成立日期 90年12月28日 實收股本 2.31億 電  話 06-3840-771

負  責  人 劉郁芬 員工人數 55 傳  真 06-3840-772

地        址 臺南市安南區工業三路52號

公司網址 www.dabombprotein.com.tw 股務代理 永豐金證券

【主要產品】水解黃豆胜肽蛋白

【董監資料】

【簡介】                                                                                     

營運概況：主要生產並銷售水解黃豆胜肽蛋白及功能性胜肽，現
行主要之銷售對象為飼料廠、畜牧及水產養殖業者、區域之經銷商或
代理商等，因受限於該產品之重量因素，因此銷售地區大部分有地域
性之限制，目前主要銷售範圍集中於台灣及亞太地區客戶遍及亞洲各
大養殖國，包含中國、南韓、日本、菲律賓、柬埔寨、越南、馬來西
亞，特別在於越南市場的市佔率領先其他同業。中國為全球養殖規模
最大，為突破關稅障礙，已於2015年赴福建漳州投入設立生產據點。 
產業地位：達邦在亞洲係屬於頂尖微生物醱酵技術的廠商，技術
優勢在於利用特殊菌種及獨家生物製程，降解抗營養因子的同時，亦
保留黃豆香氣及維持產品安全品質。以他國為例，同樣生產水解蛋白
飼料，但其所採用的微生物，是醱酵醬油的菌種，易產生雜菌汙染，
不利長期保存，產品也無法表現純粹的大豆香氣；相較之下，達邦的
「誘引性」優於其他競爭品牌。 
競爭優勢：該公司產品擁有獨家水解技術，面對同業競爭者的來勢
洶洶，其競爭優勢在於一次解決該產業的三大難題，分別為破解免疫
力難題、破解腸道健康難題及破解蛋白質消化率難題。

職　稱 姓　名 代表法人 持股比 (%) 職　稱 姓　名 代表法人 持股比 (%)

董事長劉郁芬 嘉贏投資 8.20 監察人陳威辰 國歡企業 7.22

董事 劉景平 嘉臣投資 2.09 監察人梁遠有 2.50

董事 吳諒豐 統一國際開發 6.50 大股東 統宇投資 6.4

董事 吳幸儒 中華開發工銀 13.94 大股東 5.58

董事 溫俊明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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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單元  農業、動植物公司

項目 年度

損  益  表  -  合  併
100年度 101年度 102年度 103年度 104年度

營業收入 840,801 801,302 735,784 801,879 804,588
營業成本 705,142 716,156 660,947 703,713 639,993
營業毛利 (損 ) 135,659 85,146 74,837 98,166 164,595
營業費用 72,457 62,253 56,083 68,843 78,211
營業淨利 (損 ) 63,202 22,893 18,754 29,323 86,384
業外收入 6,615 1,282 7,477 6,009 --
業外支出 6,668 10,941 9,726 -- (9,777)
稅前損益 63,149 13,234 16,505 35,332 76,607
稅後損益 56,096 9,233 13,421 28,667 62,185
每股盈餘 (元 ) 5.32 0.83 0.90 1.34 2.68

資產負債表 -合併 
100年度 101年度 102年度 103年度 104年度

流動資產 294,831 305,104 379,211 552,189 564,437
基金與投資 3,069 3,875 -- -- --
固定資產 182,705 174,341 168,918 160,727 149,799
無形資產 -- -- -- 812 684
其他資產 4,100 4,029 3,958 2,894 15,026
資產總計 484,705 487,349 552,087 716,622 729,946
流動負債 200,918 226,086 207,320 144,632 96,676
長期負債 75,870 70,560 44,189 42,216 40,631
其他負債 -- -- -- 36 --
負債總計 276,788 296,646 251,509 187,908 137,307
股本 105,435 111,197 148,237 222,770 231,681
資本公積 -- 476 63,444 197,444 197,801
保留盈餘 102,482 79,030 89,115 104,612 148,959
股東權益總計 207,917 190,703 300,578 528,509 592,639
每股淨值 (元 ) 19.72 17.15 20.28 23.72 25.58

項目 年度

單位：千元

年度／項目 現金股利股票股利 帳面價值 (仟元 ) 股數 (仟 )比例 (%)
102年度 -- -- WELL HAVE 195,770 6,120 100
103年度 0.4 0.4 福建達邦蛋白 24,796 無發行 無發行

104年度 1.2 0.5

公司 項目

轉投資股利分派 單位：元

單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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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  生技相關公司

11.醣基生醫股份
成立日期 102年03月08日 實收股本 18億 電  話 02-2655-8059

負  責  人 路孔明 員工人數 20 傳  真 02-2655-8069

地        址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號F棟18樓

公司網址 www.chopharma.com 股務代理 公司自辦

【主要產品】抗癌疫苗、抗體新藥、醣晶片

【董監資料】

【簡介】                                                                                     

營運概況：醣基專攻醣類平台技術，應用於高療效低副作用的新

藥開發以及與醣類相關精確的疾病治療和檢測。目前規劃和進行開發

中的產品皆鎖定市場大且有成長潛力的疾病領域，輔以中研院專屬授

權之創新特有的醣分子相關平台技術。醣基以醣蛋白、醣分子、醣疫

苗、醣晶片完整醣類新藥與晶片為主，由於手中資金已足夠發展三個

藥到進入一期臨床，董事長路孔明表示，2016年傾向不募資。
產業地位：營運主要是由鑽石基金主導，中研院於2013年5月將17項
包括醣蛋白、醣晶片等系列產品專利，技轉由鑽石基金、潤泰集團、

玉山金控成立的醣基生醫，並技術入股5成股權，折合股本對價約6億
元，創台灣最大技轉授權案，未來若新藥開發成功，中研院將有享有

40％的回饋金，另60％為政府所有。
最新動態：中研院技轉給醣基的醣晶片技術，將醣晶片上的醣分子

密度提升，並去除傳統醣晶片所遇到醣分子分布不均勻的問題。而透

過此種醣晶片，在此研究團隊與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及斯克里普斯研

究院合作下，已經準確地解析出在傳統醣晶片上無法顯現的抗愛滋病

抗體之抗原結構。

職　稱 姓　名 代表法人 持股比 (%) 職　稱 姓　名 代表法人 持股比 (%)

董事長路孔明 鑽石生技投資 11.11 董事 陳俊宏 0
董事 蔡明興 鑽石生技投資 11.11 董事 黃男州 玉山創業投資 4.09
董事 缺額 0 董事 陳志全 長春投資股份 5.90
董事 柯承恩 0.06 董事 缺額 0
董事 郭土木 0 監察人 林義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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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單元  生物辨識相關公司

3.金佶科技股份
成立日期 97年08月13日 實收股本 0.81億 電  話 035-632-500

負  責  人 巫仁杰 員工人數 30 傳  真 035-631-189

地        址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研新二路三號

公司網址 www.gingytech.com.tw 股務代理 公司自辦

【主要產品】1.指紋傳感器與軟體、2.生物辨識裝置、3.生物辨識軟
體設計研發

【董監資料】

【簡介】                                                                                     

營運概況：金佶從事指紋傳感器與軟體設計研發多年。是國內少數
能掌握核心專利研發技術的公司。目前手機支付將成為手機市場下一
階段殺手級的應用，而指紋辨識作為手機支付第一道安全防線。將隨
著此應用的普及進入你我生活圈。進而取代傳統鑰匙與密碼。
產業地位：指紋辨識可分為壓力式、電容式、超音波式和光學式等
類型，主要系統元件包括以微控制器(MCU)為基礎的特定應用積體電
路(ASIC)，以及依技術類別不同所須搭載的光學鏡頭、壓力或立體影
像感測器等。金佶是具有『3D指紋辨識』技術的專業開發公司，其光
學式指紋辨識技術已成功克服體積難以縮小的難題，同時也順利開發
出360度鑑別及假手指辨識演算法。

2016年投資案：2016年將斥資8,900萬元投入開發光學式指紋辨識感
測器、光電混合式指紋辨識感測器等產品，特點為輕薄短小、高解析
度（1,000 DPI）、高表面硬度、防假指紋、可在日光下使用等特性，
優於目前的競爭對手，具有市場競爭優勢。
神盾入股：股東陣容堅強，除盛群(6202)透過旗下盛凌投資持有金
佶25.06%股權外，指紋辨識晶片廠神盾(6462)亦於2016年入股，持有金
佶50萬股，持股比重約6.11%，並取得1席董事。

職　稱 姓　名 代表法人 持股比 (%) 職　稱 姓　名 代表法人 持股比 (%)

董事長 巫仁杰 12.94 董事 羅森洲 神盾股份 6.11

董事 游國良 5.6 監察人 周玲娜 啟盛投資 7.61

董事 李佩縈 盛凌投資 25.05 監察人 王士華 和辰科技興業 5.01

董事 王仁宗 盛凌投資 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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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單元  物聯網相關公司

８.美思科技股份
成立日期 100年12月20日 實收股本 1.2億 電  話 02-2655-8672

負  責  人 董倫長 員工人數 47 傳  真 02-2655-7181

地        址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之2號9樓

公司網址 www.medicustek.com 股務代理 公司自辦

【主要產品】智慧型電子醫療器材-智慧感應床墊
【董監資料】

職　稱 姓　名 代　表　法　人 持股比 (%)

董事長 董倫長 英屬開曼MedicusTek 100

董事 許家銘 英屬開曼MedicusTek 100

董事 林忠志 英屬開曼MedicusTek 100

董事 王智弘 英屬開曼MedicusTek 100

董事 徐世昌 英屬開曼MedicusTek 100

監察人 董倫凱 英屬開曼MedicusTek 100
【簡介】                                                                                     

營運概況：四位創辦人董倫長、王智弘、許家銘、林忠志，來自

醫療與科技產業的跨業合作之外，股東陣容堅強，包括有醫療界重量

級人物與跨領域人才，如和信醫院院長黃達夫、知名作家本身也是內

科、麻醉科專科醫師的侯文詠、前行政院衛生署署長楊志良及李開復

等。

產業地位：所研發的第一項產品「美思臥床照護系統」藉由病床內

的感應模組，結合獨有的智慧演算法，以目視化、可追蹤、與即時提

醒的方式、有效協助護理人員針對高危險跌倒族群、及高褥瘡發生族

群，屬於 FDA Class I 醫療產品，在台灣與美國都已通過臨床試驗。
籌資情形：目前股本1.2億元，2015年7月以1股0.99美元，募資580萬
美元，近期將展開另一波募資計畫，約600~800萬美元，除用於建構美
國市場外，也為2017年美國募資增加談判籌碼，預計2017年將可以1股
2~3美元再進行一次籌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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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單元  文創相關廠商

23.帝圖科技文化股份
成立日期 98年02月26日 實收股本 0.61億 電  話 02-2658-1788

負  責  人 劉熙海 員工人數 18 傳  真 02-2658-5126

地        址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297號6樓

公司網址 todaay.artemperor.tw 股務代理 公司自辦

【主要產品】藝術拍賣會、非池中藝術網、藝術經濟研究中心

【董監資料】

職　稱 姓　名 代　表　法　人 持股比 (%)

董事長 劉熙海 39.28

董事 方芷芸 9.82

董事 劉李桂玉 0

監察人 劉嘉宸 8.1
【簡介】                                                                                     

營運概況：帝圖成立於2009年，一開始便專注「互聯網+藝術」
模式經營，旗下的「非池中藝術網」是全國流量第一的藝術網站，

「TODAAY」是國內最大藝術電商平台，「帝圖藝術拍賣會」站穩文
物字畫類第一品牌。董事長劉熙海透露，已獲得國發基金、資策會所

屬資鼎中小企業開發、益鼎創投等入股投資，總計約1億元資金到位
後將加速推動藝術拍賣、藝術電商、藝術金融、藝術媒體等，並預計

2016年底登錄興櫃，成為首家以「互聯網+藝術」營運模式進入資本市
場的文創企業。

獲利情形：帝圖科技建立TODAAY 帝圖藝術，給新銳藝術家一個發
表創作的平台，為擴大這些平台營運，正著手建立藝術資料庫，提供

新銳藝術家的檔案與作品、市場行情；更成立「亞洲藝術經濟研究中

心」提供藝術產業研究分析報告，活絡整體藝術發展。目前帝圖資

本額6,110萬元，除了劉熙海家族外，益鼎創投占逾20％、國發基金逾
10％、資鼎中小企業開發低於5％，計畫2年內申請上櫃；公司2015年
營收1.5億元、2016年挑戰倍增至3億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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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單元  第三方支付相關廠商

7.藍新科技股份
成立日期 89年05月26日 實收股本 3.08億 電  話 02-2786-4000

負  責  人 姜豐年 員工人數 100 傳  真 02-2786-3880

地        址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3段52號7樓

公司網址 www.neweb.com.tw 股務代理 --

【主要產品】電子商務金流整合及系統服務

【董監資料】

職　稱 姓　名 代　表　法　人 持股比 (%)

董事長 姜豐年 0
董事 詹聖生 8.71
董事 涂俊光 開曼天使基金亞洲投資 14.35
董事 威創科技顧問 0.34
董事 江宗儒 0
監察人 蘇聰儒 0
監察人 謝芳書 聯合威碼 5.09
【簡介】                                                                                     

營運概況：藍新科技創立於2000年，為台灣專業金流服務及跨境服
務的領導廠商，提供台灣實體／網路商店、服務業、非營利事業⋯等

全方位整合的金流收款服務及跨境解決方案，近年來則致力於第三方

支付、跨境支付、移動支付、電子信託票券領域的發展，並與海外網

購平台合作，進行跨境精品代理及網路銷售。

產業地位：藍新為台灣第一家連續五年通過信用卡國際組織VISA駐
點稽核（PCI_DSS），及通過ISO 27001認證的金流服務及系統服務公
司。已建置金流服務品牌「ezPay」提供網路及實體的虛實整合金流服
務為業務範圍，並於2013年7月正式通過經濟部商業司及央行、金管
會等之實地評鑑，成為首家獲得跨境交易資金匯入匯出資質的資料處

理業者，更在2009年與大陸最大電子支付平台 – 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
「支付寶(Alipay)」宣佈合作，將大陸「支付寶」付款機制及二億支付
寶會員帶入台灣，共同開啟兩岸網路金流服務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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