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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勇於承擔責任，積極開創新局 

經營一個立足在道德操守的卓越企業 

身為科學家，長怡畢生的職志是利用所學的生物醫學知識與技術來發展可以解決人類尚未

得到解決的醫療問題並且提供有效、經濟可負擔之醫療產品；身為企業家，長怡努力的目標則是

能建立一個以華人為主、以創新研發為導向的國際級生物製藥集團，協助將台灣生醫產業立足

國際市場，並將台灣的優秀人才與生醫菁英帶向國際舞台，建立台灣的自信與國際競爭力。 

聯生藥是一家年輕企業，但是擁有傳承於母公司聯亞生技的無形資產、團隊、技術與企業

文化，因此技術實力相當精實，也是一家很重視創新與執行力的高潛力生醫企業。 

一家企業之所以能生存，必然基於社會有所需求，因此，企業也應當對社會做出貢獻。一

個成功的企業，在追求企業個體競爭力與利潤的同時，也應恪守企業道德，除了在財務面需要向

股東們負責，還應兼顧對於員工、社會的照顧責任，關心的焦點需由公司自身利益擴及社會大眾，

需要具有寬闊、包容的胸襟， 有為社會服務的熱忱，有長遠發展的策略與願景。企業家不是只

有追求獲利的商人，社會對他們有高度的期望，需有高度使命感，拒絕誘惑與陷阱，以具體作為

顯示人格特質與事業成就，以獲得社會的尊敬。 

本於「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信念，在致力開發高端醫

藥產品的同時，我們也不忘履行企業公民之社會責任。這些責任除了財務績效，也包括良好公司

治理，完善員工身心照顧、社會參與、環境保護、產業貢獻等，我們也致力塑造優質企業文化，

例如持續傳播誠信正直、重視道德紀律、做正確事的價值觀，期許能為社會帶來正向能量。我們

也恪守政府制定之相關法規，決不從事違法行為，秉持資訊透明與誠信原則進行企業經營。 

我們勇於承擔社會責任，也樂於貢獻所長為國家社會、產業經濟開創新局面，對股東，我

們承諾做一個堅守道德操守、值得信的卓越企業，對員工，我們承諾營造一個健康並具成長性的

工作環境，對國家社會，我們承諾做一個善盡義務、利人利己的企業。我們會以行動持續貫徹，

與股東、員工共同為台灣社會與國家經濟創造永續發展的美好未來。 

聯合生物製藥(股)限公司 

董 事 長 

   王 長 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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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關於聯生藥  

一、聯生藥簡介  

聯合生物製藥(股)公司 (United BioPharma Inc.，UBP，聯生藥) 是聯亞生技開發(股)公司 (簡稱聯

亞生技) 的單株抗體藥品事業部，包括產品權利、技術、團隊、研發與生產設備，於 103 年 9 月

所分割新設成立之子公司。 

本公司致力經營生物藥品事業，專注從事治療性單株抗體藥物之開發、製造與銷售，以及相關技

術服務。目前的抗體藥物產品線包括愛滋病治療單株抗體 UB-421、抗皰疹病毒單株抗體 UB-621、

創新抗 VEGF 單株抗體 UB-924、抗過敏單株抗體 UB-221、第二代 Rituxan® UB-923、Heceptin®生

物相似藥品 UB-921、Humira® 生物相似藥品 UB-721、Avastin®生物相似藥 UB-922、與 Xolair®生物

相似性藥品 UB-222 等，其中。UB-421 正在進行臨床試驗二期，UB-621 正在進行臨床試驗一期。 

聯生藥目前員工約 70 人，研發人員比例超過 75%，碩博士比例高超過 68%，且隨著公司業務與

各項計畫需求，員工人數正在快速成長。 

聯生藥主要股東除母公司聯亞生技外，尚有臨床醫療資源豐富的台塑生醫科技(股)公司。聯生藥

競爭優勢獨特，不僅承襲母公司聯亞生技全系列蛋白質抗體藥品開發技術平台、團隊、創新產品

線、GMP 生產技術與設施，又擁有資源豐富、注重實業的台塑集團的挹資與合作，從而使聯生

藥具備創新抗體藥物研發、國際臨床法規、生產及銷售等全方位能力，成為抗體藥物的堅實商業

化平台。 

本公司已於 103 年 8 月完成股票公開發行，103 年 9 月 19 日完成興櫃登錄，並將於適當時間申

請上櫃。 

相關資訊可至官網參閱。http://www.unitedbiopharma.com/page101.html 

二、經營理念  

紀律：我們堅持以負責與有效率的態度把事情做對，以及做正確的事，遵守法律，拒絕賄賂。 

誠信：我們堅持以誠信態度追求公司經營目標，為股東創造利益。 

品質：我們堅持以追求卓越品質的態度來執行每一項任務或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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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心價值  

創新：我們相信研發上與管理上的創新是企業不斷成長、永續經營與成為卓越的泉源。 

執行力：好的想法與計劃需要透過高度執行力才能體現，我們不斷要求自己以最有效率方式

執行各項計畫。 

誠信：我們堅持誠信處事、恪守道德規範與法律，期許成為可靠(Trustworthy)之企業。 

人才：我們廣納優秀人才，也重視人才培育，除了專業領域之訓練，也形塑員工具備熱誠、

實事求是、持續追求卓越、團隊合作的態度。 

四、願景  

我們希望所開發之抗體藥品可以有效造福病患，我們也希望成為亞洲地區全方位抗體藥物的領導

者，最終成為在國際上具影響力的企業。 

 

  

五、企業沿革  

本公司重要沿革臚列於下： 

  

102 年 09 月 自母公司聯亞生技抗體藥品事業部分割新設成立。 

102 年 10 月 台塑生醫科技(股)公司入股成為本公司次大股東與重要策略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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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11 月 由生物技術開發中心(DCB)授權抗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 抗體，成為本公司單

抗藥品產品線之一，潛在適應症為癌症。 

103 年 01 月 於台北 101 舉行本公司與台塑生醫合作記者說明會與慶祝酒會。 

103 年 03 月 完成 UB-421 臨床試驗 IIa 期之病人收納、用藥與追蹤。 

103 年 05 月 聯合生物之分公司進駐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103 年 06 月 與奇異醫療公司簽署 2 x 2,000 公升蛋白質藥物量產工廠製程設備採購合約。 

103 年 07 月 本公司臨床樣本分析實驗室竣工並正式啟用。 

103 年 08 月 本公司申請股票公開發行獲主管機關核准。 

103 年 08 月 完成 UB-421 臨床試驗 IIa 期結案，並獲試驗醫院核准。 

103 年 09 月 舉辦興櫃營運發表會。 

103 年 09 月 本公司獲主管機管核准登錄興櫃。 

103 年 09 月 抗愛滋單株抗體 UB-421 獲台北生技獎研發創新獎金獎。 

103 年 09 月 本公司與工業局、洛克希德馬丁公司、GE Healthcare 公司舉行抗體藥品量產製

程優化技術工業合作計畫啟動會議。 

103 年 09 月 舉行股東臨時會選舉三名獨立董事。 

103 年 10 月 完成 UB-421 臨床試驗 IIa 期數據分析與試驗報告。 

103 年 11 月 向中研究院授權取得創新抗過敏單株抗體 8D6。   

103 年 12 月 抗皰疹病毒單株抗體提送臨床試驗一期申請書。 

103 年 12 月 UB-421 獲頒工業局與衛福部之藥物科技研究發展獎金質獎。 

104 年 2 月 向衛福部食藥署(TFDA)提交 UB-421 作為愛滋病雞尾酒取代性療法之 II 期臨床試

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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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2 月 舉行研發暨蛋白質藥物生產綜合大樓興建計劃之動土典禮。 

104 年 2 月 完成興櫃後首次現金增資新台幣 7.339 億計畫。 

104 年 4 月 研發暨蛋白質藥廠綜合大樓正式動工。 

104 年 4 月 UB-421 臨床 IIa 期試驗報告獲衛福部核准備查。 

104 年 6 月 UB-421 應用於愛滋病雞尾酒藥物取代性療法第 II 期臨床試驗獲衛福部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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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司治理  

良好的公司治理不僅可大為降低公司財務危機，保護投資人權益，更可培養優良企業體質與競爭

力，因此本公司恪守公司經營相關法規，決不從事違法行為，秉持負責、透明誠信與廉潔之經營

理念，持續追求高規格公司治理以強化長期競爭優勢、確保投資人利益。 

一、公司治理組織架構  

本公司每年定期召開股東常會報告經營概況、由股東選舉一任 3 年之董事與監察人，並已經設立

薪酬委員會綜理薪酬政策相關事宜，由委員會與監察人共同監督與協助公司經營團隊善盡經理人

職責。 

 

 

 

 

 

 

 

 

 

二、董事會  

本公司目前設有六席董事，三席獨立董事，三席監察人，皆為學經驗素養豐富之專業人士，103

年度共召開 9 次董事會，104 年上半年度共召開 3 次董事會，決議多項重要議案。董事會議事運

作皆依相關規範辦理。 

三、薪資報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 103 年度設立薪酬委員會，三位薪酬委員亦同時為獨立董事，為學經歷豐富、具有社

經地位之專業人士。103 年度召開過 3 次會議。 

股東會 

董事會 

稽核室 薪酬委員會 

監察人 

經營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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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制度之落實  

本公司設置稽核室，隸屬董事會，秉持獨立與客觀立場執行董事會通過之年度稽、、核計畫，並

列席董事會報告稽核工作進度。 

 

四、完善企業資訊接露  

本公司確實依主管機關相關規定將財報、內控報告、公司重大訊息、年報等重要文件上傳公開資

訊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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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員工照顧  

人才是企業長遠發展最重要的資產，讓每一位員工安心工作並全力發揮專

長，是公司的責任之一。對於員工管理，我們的作為乃是以達到『公司因

員工貢獻而成長』與『員工因努力工作而獲合理報酬與自我成長』之雙贏

境界為目標。本公司也致力於提供員工具挑戰性以及有成長性之工作環

境。  

一、員工結構  

本公司廣納國內外優秀人才，擁有碩士學位以上者超過 70%，研發同仁比例超過 60%。 

 

職類\學歷 博士 碩士 大學以下 總計 

管理(含研發主管) 6 12 6 24 

研發 1 32 2 35 

其他 0 5 11 16 

總計 7 49 19 75 

學歷占比 9.33% 65.33% 25.33% 100% 

平均年齡 35.09 

統計日期：104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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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薪酬與福利  

保險：本公司提供員工勞工保險、全民健保、勞工退休金提撥、團險與職業傷害保險，保障員工

安全無虞。 

節慶福利：提供員工婚喪喜慶補助，員工生日、三節 (中秋節、春節、端午節)及五一勞動節禮

金(券)及禮品。 

休閒活動：提供社團活動補助、定期慶生會活動、尾牙聚餐、員工旅遊等，適時舒緩員工工作壓

力與促進員工互動關係。 

 

特別獎勵：每年遴選出工作表現優良之員工，依貢

獻程度頒予楷模獎、傑出人才獎、卓越貢獻獎、傑

出貢獻獎等，並於尾牙聚餐晚會中公開表揚。此外，

為感謝久任員工的貢獻，針對服務滿 5 年、10 年、

15 年之資深員工頒發服務年資獎座以茲鼓勵。 

 

薪酬制度：人資部定期調查市場行情，依此訂定職

等與薪資結構，並經由薪酬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實施。 

給假：提供員工全新病假，且第一年即享有特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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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訓練  

1. 提供新進人員基本訓練於短時間內快速認識公司文化、各部門組織與功能。 

2. 每年編列各部門教育訓練預算，員工可選擇參加國內機構舉辦之訓練課程，以提升個人知

識與專業技能。 

3. 公司依實務需要指派合宜人員參加國外機構之訓練課程。 

4. 人資部門定期舉辦針對主管之管理技巧與溝通訓練課程，幫助提升主管管理技能與凝聚團

隊共識。 

5. 針對研發部門，本公司與母公司共同進行研究討論會，由資深同仁進行專題演說或聘請外

部專家學者至公司進行演講，增加研究部門同仁跨領域專業知識之獲得。 

6. 人資部門每週提供人力資源電子報予全體員工，內容包括管理、溝通技巧、自我學習成長、

英語學習等文摘，協助員工自我學習與成長。 

7. 為及時獲得產業訊息，設有專人每天收集生技企業重要新聞，分享予相關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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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康管理  

為照顧員工身心健康，公司設有員工餐廳，提供安全衛生的餐點，並定期安排員工健康檢查，為

員工健康把關。 

 

五、工作環境  

我們致力營造與提供員工一個安全健康與舒適優雅之工作環境，讓員工可以安心工作，充分發揮

所長，積極達成公司營運目標。 

 

 

肆、股東權益  

一、股利政策  

本公司於章程訂有股利政策，內容如下： 

『本公司會計年度結算倘有盈餘，除依法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外，應先彌補歷年虧損。分派盈餘

時應提出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次依法

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撥特別盈餘公積。次提所餘盈餘不高於百分之二作為董監事酬勞，及不低於

百分之一作為員工紅利，其餘加計期初未分配盈餘由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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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利發放程序，係於每年度營業終了，由董事會考量公司獲利情形、資本及財務結構、未來營運

需求、累積盈餘及法定公積、市場競爭狀況等因素，擬定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後辦理。 

為健全本公司之財務結構，及兼顧投資人之權益，本公司係採取股利平衡政策，股票股利分派之

比例以不高於股利總額之百分之五十。』 

二、投資人關係  

為維護股東權益，本公司透過以下管道建立投資人關係： 

• 網站上設有投資人關係專區，將有關投資人權益之資料在此揭露或快速連結至公開資訊觀

測站取得公司上傳至此之資料。 

• 設有發言人制度，並有在網站上取得聯繫方式，暢通投資人與公司溝通管道。 

• 不定期舉行小型法人座談會，報告公司重要研發進展。 

• 依規定將公司重要事件以重大訊息形式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布。 

• 定期透過股東常會、臨時會向股東報告營業成果、營業計劃、未來發展策略。 

• 重要進展即時以新聞稿向媒體分享，並同步於公司官網中發佈。 

伍、社會參與  

一、優質文化推廣  

本公司與母公司共同建置『人文藝術與科學智慧(http://unitedbiomedical.org)』網站，以此平台

分享在科學、經濟、社會、政治、生活、藝術音樂等多領域的文章、演講、新聞或影音，期望以

文字與音樂做為媒介對社會大眾傳達正向觀念與散播善資訊，為塑造優質與健康社會文化盡一份

心力。 

二、人權保障  

我們遵循政府法令與保障人權相關規定，不壓榨員工，尊重性別、年齡、種族與宗教，每一員工

享有平等工作條件。維護人性尊嚴與言論自由。也樂於雇用身心障礙員工。 

三、生技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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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聯亞生技自 2001 年起開始實施每週一次兩小時的研究討論會，由全體研發同仁輪流進行

進度或專題報告，研發同仁可互相學習生技不同次領域的知識與資訊，降低因對次領域不了解而

造成研發專案進度延緩或不協調的狀況，此措施有效提升研發專案進度及準確度，也可有效訓練

研發同仁整理數據、資訊，製作簡報與演說的技巧，為兼具研發人才教育訓練與研發管理之措施，

為台灣生技企業首創。本公司與母公司聯亞生技之研發同仁目前共同進行此活動，彙集集體智慧

共同成長。 

我們也積極配合政府法人或學術機構進行生技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劃以及協助大學院所進行

企業參訪實習課程。 

 

四、產學合作   

本公司偕同集團公司自 2015 年起與長庚大學合作辦理大專生暑期實習與生技學程實習的產學

合作計畫，以達成降低學用落差及培育實務人才之目的，並且可提早尋找即將進入職場之合適人

才，達到產學互利的效益，樹立業界人才培育模範。  

 

 

陸、產業貢獻  

我們的願景為成為亞太地區在單株抗體藥品開發、製造與銷售的領導者，在致力追求這個目標之

過程，我們將建立目前生技產業技術難度最高、附加價值極高的技術平台與建置國際規格之工業

量產 GMP 蛋白質藥廠施，以專有技術和製造設施具體為台灣生技產業奠下根基，創造大量生醫

工作機會、培養生技人才、吸引海外優秀生技人才回台。此目標達成後，有助於台灣在國際生技

產業領域佔有一席地位，有效提升台灣之國際競爭力。 

柒、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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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力行多項措施以善盡保護環境之責任。列舉如下： 

1. 廢棄物分類，可回收部分由資源回收商回收處理，不可回收部分，委託合格環保清潔公司清

運與處理。 

2. 實驗室之高化學需氧量(COD)液體，實施固化處理後丟棄，避免直接以廢水排放造成汙染。 

3. 重視綠化活動，在廠區內種植多量樹木調節空氣品質，美化工作環境。 

4. 本公司位於湖口新竹業區內之實驗室與 GMP 先導工廠委託聯亞生技工程部進行水電氣體等

供用能源供應與管理，工程部遵循能源管理法每年制定能源管理計畫並根據計畫執行，以節

約能源之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