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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目標研究公司之適用 

某醫材公司成立於民國六十六年，由鍾、李兩位高中同學及一位楊姓友人共

同集資成立，目前由李擔任董事長，鍾擔任總經理，成立迄今已三十年。 

第一節  某醫材公司之概況敘述 

公司目前資本額四億元，為台灣本土最大的醫療器材公司，主要產品為１、

醫建工程、２、儀器儀表、３、醫療耗材等三大類產品。醫建工程是指：當醫院

在開始設立時，它的硬體包括了房屋、文件運輸系統(wing)、水電系統、空調系

統、醫療氣體系統等等。醫療氣體包括空氣、氧氣、氮氣、笑氣、負壓等。空氣

的功能主要是氣動工具，氧氣的功能主要是維生系統，笑氣的功能主要是麻醉，

氮氣的功能主要是部分氣動工具(例如截肢)，部分是內視鏡手術用(例如腹腔鏡

手術時，必須先打氮氣將腹腔鼓脹起來，如此一來腹腔才有作業空間。)，負壓

的功能主要是抽吸(suction)，例如抽痰、手術時抽吸血水及廢液。 

一、公司沿革 

某醫材公司成立於民國六十六年，設立登記時之資本額為新台幣 100 萬元。

營業項目以各種醫療器材製造加工買賣為主。設立之初以生產棉球、棉棒等醫用

基本耗材為主。當時國內醫療院所使用之棉球、棉棒均為手工製造，鍾君有感於

手工製造效率低且況日費時，因此進口了國內第一台棉球機，開國內醫療器材自

動化製造的先河。 

民國 74 年，因為國內棉業廠商也開始自動化生產棉球、棉棒等醫用基本耗

材，某醫材公司於是設立苗栗耗材廠，開始生產塑膠類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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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76 年，開始經營醫療用中央氣體工程之組立及相關儀器設備之製造買

賣業務。 

民國 89 年時增資至 1億 5,631 萬元，並合併 A醫療設備公司(A 醫療設備公

司原本即為某醫材公司之關係企業 )設立設備廠。A醫療設備公司成立於民國七

十六年，設備廠之工作主要在於規劃醫院的醫療汽體系統 ( 如前所述 )。同年

某醫材公司也合併了位於高雄的 F醫材公司，而某醫材公司則成為某醫材公司之

高雄分公司。高雄分公司因位於楠梓加工出口區，其任務主要為負責耗材產品之

外銷。F醫材公司亦由鍾、李兩位共同集資成立於民國八十一年，F醫材公司原

係某醫材公司之楊姓合夥股東與鍾、李兩位分家後在楠梓加工出口區所設立的醫

療耗材公司，楊姓股東因經營不善，公司資產遭法院拍賣，其資產由某醫材公司

向法院標購而得。當時之目的是為了避免該醫材公司被競爭對手低價取得，因此

將之買進，至民國 89 年時將 F醫材公司合併( 購買資產 )。 

民國 90 年時.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核准公開發行。耗材廠取得

ISO9001 及 CE 認證。高雄分公司於 90 年 11 月間發生火災，廠房內部全部燒毀。

而由於高雄分公司係位於楠梓加工出口區一棟四層樓標準廠房的三樓，當時因為

火勢猛烈，經過數小時的燃燒後延燒到同棟四樓的另一家已辦理停業的電子公

司。 

民國 91 年公司在苗栗同一工業區另設一新耗材廠以補足高雄分公司燒毀之

產能，同年耗材廠取得 GMP 認證，設備廠取得 ISO9001 認證。 

民國 93 年公司正式掛牌上櫃，並於同年發行可轉換公司債擴充產能，預計

將產能提升百分之一百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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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4 年公司公司因建廠造成產能及相關損失，但第一期工程於年底完

成，公司營運亦於第四季恢復正常。 

民國 95 年時，公司於董事會決議實施庫藏股，由於公司產能恢復正常，獲

利較前一年度成長 ( 請詳見附錄之最近八年度資產負債表及損益表 )。 

二、產業地位 

近年來我國醫療器材市場持續蓬勃發展，產值由 2002 年的 304 億元提升到

2006 年的 503.2 億元，平均每年成長 13.1%，預估 2007 年之產值金額可達 561.5

億元，較 2006 年成長 11.59%。而某醫材公司自 2002 年的 415,219 千元到 2006

年的 738,926 千元，平均每年成長 15.59%，而預計 2007 年亦將較 2006 年成長

21.8%，而至 9億元。某醫材公司自 2002 年佔台灣總產值的 1.37%，成長至 2006

年佔台灣總產值的 1.47%。其成長率高於同業平均。 

三、產業趨勢 

在整體醫療器材供給市場方面，據美國醫療器材產業協會（HIMA）資料顯示，

1996 年全球醫療器材市場產值約 1300 億美元，較 1991 年 710 億美元成長 16.5%

（複合成長率）；另根據 World HEALTH Care to 2000（The Freedonia Group）

推估顯示，西元 2000 年世界醫療器材的市場規模可達 1974 億美元，而台灣亦可

達 14 億美元，約佔全球市場 0.7%。而國內生物科技產業在民國 87 年之產值為

新台幣 172 億元，而經濟部預估到民國 95 年將可達新台幣 1,010 億元，佔全球

總產值比例可達 7%以上。台灣生技產業在政府與民間齊力推動下，未來五年將

維持每年 25%的高成長率，超過全球市場平均成長率 11%，與網際網路、資訊軟

體並列成長最快的新興高科技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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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場需求方面，隨著國民所得提高及人口老化現象日趨明顯，將使醫療器

材之需求有增無減，根據 HIMA.資料顯示，1994～1996 年全球醫療器材市場約有

7%之成長率，其中以亞洲及拉丁美洲地區之成長幅度最大，分別為 18%及 9%，其

並推估 1997～1999 年之間，上述地區可保持 19%及 12%的高度成長；此外，美國

商務部調查顯示，在往後 15 年當中，全球將產生十個最大的醫療器材新興市場，

這十大新興市埸分別是東南亞國協（包括汶萊、印尼、馬來西亞、菲律賓、新加

坡、泰國及越南）、華人經濟圈（包括中國大陸、台灣及香港）、南韓、印度、

南非、波蘭、土耳其、墨西哥、巴西及阿根廷；上述區域將視為 2010 年以前全

球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地區；目前這些地區都是醫療器材的入超國，美國商務部預

測在 2010 年以前這些新興市場的醫療器材需求將會成長一倍，而它們的醫療保

健支出成長率也會比先進國家超過二至三倍，足見該等區域之醫療器材市場成長

潛力可期。 

就我國而言，目前亦逐漸邁向高齡化社會，未來在醫療保健方面的支出勢必

逐年上升，故對醫療器材的需求將會有相當大的成長空間。 

 

 

四、財務狀況 

某醫材公司公司 90～95 年度負債佔資產比率分別為 49.29%、38.53%、

47.39%、31.04%及 27.28%，除 93 年度因為發行可轉換公司債使負債比例上升外，

其他年度之負債比例均程逐年下降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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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減資與股價變化 

某醫材公司有鑑於公司股價長期被低估，且股價長期低於淨值，在某醫材公

司考慮當時（民國九十五年第一季實施庫藏股前）之財務狀況，當時公司之現金

及約當現金佔總資產比率約為 25%，佔資本額比率約為 47.6%。公司有成本負債

佔總資產比率約為 4%，佔資本額比率約為 7.6%。公司資金充裕，足以支應公司

兩年內之資本支出，因此於同年三月十日召開董事會通過實施庫藏股，實施期間

為三月十四日至五月十一日，實施目的為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益，以買回股票

並銷除股份。買回總金額以不超過公司現有保留盈餘發行股份溢價及己實現資本

公積之總和為限。買回庫藏股總數為當時股本之4.6%。於實施庫藏股前一日(3/13)

之收盤股價為每股 12. 35 元，大盤指數為 6544.63 點。本次庫藏股實施完畢為

四月二十八日，該日之收盤價為 12.45 元，大盤指數為 7171.77 點。某醫材公司

之庫藏股買回平均成本為 12. 2 元。五月二十九日大盤指數為 6878.88 點，某醫

材公司之收盤價為 14.55 元，六月二十八日大盤指數為 6540.93 點，某醫材公司

之收盤價為 16.95 元，七月二十八日大盤指數為 6480.07 點，某醫材公司之收盤

價為 16.85 元，八月二十八日大盤指數為 6444.79 點，某醫材公司之收盤價為

19.2 元，九月二十八日大盤指數為 6885.12 點，某醫材公司之收盤價為 18 元，

十月三十日大盤指數為 6995.2 點，某醫材公司之收盤價為 18.7 元，十一月二十

八日大盤指數為 7444.94 點，某醫材公司之收盤價為 19.6 元，十二月二十八日

大盤指數為 7732.93 點，某醫材公司之收盤價為 20.1 元，九十六年元月二十九

日大盤指數為 7751.79 點，某醫材公司之收盤價為 22.5 元，二月二十七日大盤

指數為 7901.96 點，某醫材公司之收盤價為 25.05 元，三月二十八日大盤指數為

7788.14 點，某醫材公司之收盤價為 26.1 元，四月三十日大盤指數為 7875.42

點，某醫材公司之收盤價為 30.9 元。(參見附表 5-1、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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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醫材公司於實施庫藏股前之每股淨值為 12.748 元（資料來源：某醫材

公司 2006 年二月份自結報表），而庫藏股平均成本為 12. 2 元，以某醫材公司

當時所減資的額度而言，其每股淨值於減資後增加為 12.774 元（以某醫材公司

2006 年二月份自結報表之減資前每股淨值推算減資後之每股淨值），其每股淨

值增加 2%。 

某醫材公司庫藏股實施完畢時之股價較庫藏股實施前一天之股價上漲幅度

為 0.8%，庫藏股實施完畢後一個月、三個月、六個月、九個月及十二個月的股

價分別上漲幅度分別為 17.81%、36.44%、51.42%、82.19%及 150.20%；而同時期

大盤漲幅分別為 5.11%、-0.98%、6.89%、18.45%及 20.34%(走勢圖請參 5-4)。

漲幅明顯較大盤為佳。 

由以上統計資料可驗證假說二、上市櫃公司依據證交法宣告庫藏股註銷減資

具顯著正向資訊內涵。及假說三、依不同產業減資產生不同的異常報酬。傳統產

業具有顯著的價格效果，在公告後的事件期間內，呈現一個明顯上升趨勢，表示

此事件對股價有正向的影響。 

第三節  結論與建議 

某醫材公司由於業績持續成長，故而吸引許多機構法人的青睞。機構法人的

持股從年初的零到五月底的 17.3%。機構法人對於投資標的有市值及成交量的限

制，某醫材公司對於減資的作法應該是可一不可再，既然公司未來產品發展的策

略有自有品牌及 OEM 兩種方式，在 OEM 部分，就是著眼於國際大廠的 CEO 要將其

ROA 極大化，而具體作法一是將報酬(Return)增大，亦即擴大銷售額及降低成本；

作法二則是將 資產(Assets)降低，亦即是作「分母管理 」，將企業的資產(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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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住，使其成長速度低於報酬(Return)的成長，而具體作法就是外包

(Outsourcing)。依此推論：大廠需要新的產能，而某醫材公司若能提供足夠的

產能、良好的品質及具競爭力的價格，則有更好的發展機會。因此某醫材公司的

未來發展具體作法為１、繼續擴充產能，並圖海外設廠機會以降低成本；２、尋

找相同產業但產品不同的公司合併或策略聯盟以擴大產品規模；３、在生產方面

做垂直整合，增加價值鍊(value chain)的長度以降低成本增加獲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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