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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鎂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九年股東常會各項議案參考資料 

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 本公司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鑒核。 

說明： 本公司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第二案 

案由： 審計委員會一○八年度查核報告，敬請 鑒核。 

說明： 本公司一○八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請參閱附件二。 

 

第三案 

案由： 一○八年度累積虧損逾實收資本額二分之ㄧ報告，敬請 鑒核。 

說明： 本公司一○八年度待彌補虧損為401,699,066元，已達公司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

依公司法第 211 條規定於最近一次股東會報告。 

 

第四案 

案由： 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報告，敬請 鑒核。 

說明： 為充實營運資金，並掌握資金募集之時效性，本公司一○七年十月廿五日經股

東臨時會通過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案，授權董事會在 10,000 仟股額度內，

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三次辦理。惟一年期限已屆，考量現有法令規範

之時效性與可行性，未募集完成之股數，業經一○八年十月十五日董事會通過

於剩餘期限內不繼續辦理一○七年度私募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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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由： 本公司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案，謹提請 承認。 

說明： (一) 本公司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其中財務報

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周筱姿會計師及曾惠瑾會計師查核竣事，並

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書。 

 (二) 本公司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暨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

一及附件三。 

決議： 

 

第二案 

案由： 本公司一○八年度虧損撥補案，謹提請 承認。 

說明： (一) 本公司一○八年度淨損為新台幣 115,334,239 元，截至一○八年度止之累積

待彌補虧損為新台幣 401,699,066 元，擬待以後年度彌補之。 

 (二) 一○八年度虧損撥補表請參閱附件四。 

決議： 

 

 

 

討論事項 

 

無 

 

 

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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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鎂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一、 民國108年度營運結果 

本公司108年度之營業收入13,860仟元，稅後純損為新台幣115,334仟元，108年底實

收資本額為新台幣373,442仟元，總資產為新台幣142,855仟元。 

 

108年度經營團隊致力於完成下列工作項目：(1)負壓睡眠呼吸治療裝置的教育、行

銷與業務推廣，持續拓展市場版圖；(2)執行iNAP One產品上市用之多國多中心臨床研

究，並持續在國際會議進行研究成果發表；(3)通過各國法規認證，取得上市許可；(4)睡

眠呼吸障礙的早期篩選裝置與雲端分析平台開發；(5)建立中國GMP廠準備CFDA取證。

並於本年度各部門達成下列重要里程碑： 

 

行銷業務 

1. 香港、台灣、以色列、澳洲、新加坡經銷商正式出貨 

2. 進行Direct-to-Consumer銷售模式 

3. 韓國經銷商進行取證 

 

臨床研究 

1. 台灣睡眠醫學年會2篇壁報論文,一篇口頭發表, March 30-31, 2019 

2. Sleep 2019 in San Antonio, June 8-12, 2019 

3. International Surgical Sleep Society meeting (ISSS) 2019 in Munich, United States, 

May 10–11, 2019 

4. Sleep DownUnder 2019, Sydney, Australia, October 16-19, 2019 

5. Annual Meeting of the German Society for Sleep Research and Sleep Medicine 

(DGSM) 2019 in Hamburg, November 7-9, 2019 

6. iNAP One 多國臨床試驗收案完成 

7. iNAP馬偕臨床試驗結果論文獲得《Sleep and Breathing》期刊接受並且發表. Sleep 

Breath., vol. 23, no. 3, pp. 849–856, 2019 

 

品質法規 

1. 完成iNAP One/ Lite新加坡醫療器材認證 (01/14) 

2. 完成歐盟醫療器材MDD年度稽核 (01/18) 

3. 取得iNAP One/ Lite香港醫療器材認證 (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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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取得iNAP Lite台灣醫療器材新增配件型號 (5/16) 

5. 完成iNAP義大利當地註冊 (06/18) 

6. 完成大陸可調壓版iNAP One/Lite型式檢驗 (9/08) 

7. 完成歐盟醫療器材MDD不定期稽核 (09/19) 

8. 取得iNAP One台灣醫療器材許可證 (11/08) 

 

研究發展 

1. 完成可調壓版iNAP One/Lite大陸取證用技術要求 (9/02) 

2. 完成客製化負壓式睡眠呼吸中止治療口腔介面設計 

3. 病人管理App: iNAP Lab產品上架 – 可搭配血氧濃度量測(Android & iOS) 

 

生產營運 

1. iNAP One/Lite全系列產品樣品試產與送測: 四川省醫療器械檢測中心(3/25) 

2. 通過形式檢驗與完成臨床試驗樣品試產(9/6) 

3. iNAP One台灣開始生產出貨(11/30) 

 

(一) 營業計畫實施成果與預算執行情形 

因本公司產品為創新之醫材產品，市場推廣與消費者接受、熟悉需要較長時間，

故仍處於虧損。本公司108年營業收入13,860仟元，108年稅後淨損115,334仟元，較

107年稅後淨損101,317仟元增加14,017仟元。 

 

(二)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 財務收支 

單位: 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7 年 108 年 

營業收入 7,936 13,860 

營業毛利 1,675 4,476 

營業費用 109,740 121,133 

營業損益 (108,065) (116,657)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6,748 1,323 

稅後淨損 (101,317) (115,334) 

稅後淨損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101,317) (115,334) 

每股盈餘(虧損) (元) (3.15)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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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 

項   目 107 年 108 年 

獲

利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55.37) (65.07) 

股東權益報酬率 (61.53) (84.02)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27.34) (30.88) 

純益率 (1276.67) (832.14) 

每股盈餘(虧損)（元） (3.15) (3.10) 

 

(三) 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目前持續開發中產品如下： 

1. 整合式病人療效管理App:  iNAP Lab 

2. 具備調壓功能之負壓式治療主機 iNAP One 

3. 具備自動調壓之負壓式治療主機 AiNAP 

4. 具備生醫回饋之負壓式治療主機 BiNAP 

5. 居家睡眠呼吸疾病居家檢測及雲端管理及分析系統 iNAP Cloud 

 

二、 民國109年營運計畫 

(一) 經營方針 

1. 深化睡眠醫學產品研發能量，加速創新研發與資本投入，以驅使公司持續成長。 

2. 加強與臨床試驗中心和法規單位的溝通互動，以加快歐美、中國臨床試驗執行

與美國、中國、日本上市許可證的取得流程。 

3. 市場的進入策略將藉由參加專業醫學會與醫療器材展會，切入呼吸器專業市場。 

4. 產品銷售將針對已取得上市許可的歐洲、東南亞和澳洲，選定接受創新產品、

醫療給付較高、幅員少和人口小之利基(Niche)與新興(Emerging)市場，透過醫

師專業人員之培育與經銷商教育訓練建立iNAP的產品滲透率。 

5. 產生臨床證據和累積使用者經驗以建立有價值的iNAP臨床數據，完成上市前與

上市後臨床試驗，累積發表iNAP學術論文發表。 

6. 針對臨床反應之未滿足需求，開發創新的解決方案，以擴充產品線與服務模式

(new product/service portfolio)，成為公司的成長動力。 

(二) 預期銷售數量及依據 

1. 產品類別: iNAP Lite (33%)、iNAP ONE(50%)、iNAP耗材配件(17%) 

2. 目標經銷區業績佔比: 台灣及東南亞(27%)、歐洲(17%)、中東印度(7%)、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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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美洲(13%) 

(三) 重要產銷政策 

1. 選擇Top GDP & Top Healthcare Expenditure國家，熟悉睡眠專科醫師的專業通

路，建立產品銷售合作對象，例如具有市占率的CPAP品牌區域經銷商。 

2. 建立Direct-To-Consumer(DTC)商業模式，提供睡眠篩檢和治療的完整解決方案，

以創新的服務模式切入市場，解決客戶為滿足需求。 

3. 各區域訂價策略主要參考各國CPAP的平均訂價、及各國之保險補償機制，或是

服務供應商的租賃模式，設定具有高度競爭力的終端價格和付費機制。 

4. 連結經銷區醫學會、建立意見領袖醫師教育聯盟、與經銷共同舉辦學術演講、

建立上市後臨床案例研究報告合作模式。 

5. 建置經銷渠道客服回報管理系統，完成上市銷售資訊以及客戶回饋資訊報告。 

6. 開發新市場與新市場資訊整合回饋: 策略聯盟、新型消費型態；開發非傳統睡

眠專科別(牙科、小兒科、心臟內科、麻醉科、婦產科)。 

 

展望未來，萊鎂醫療器材面對醫療應用的持續蓬勃發展，將致力於軟硬體設計及

系統整合應用，以提供符合市場快速變化所需的技術與服務，加深市場競爭力，持續

拓展市場版圖。目前持續開發中的產品如下： 

1. 居家睡眠呼吸疾病居家檢測及雲端管理及分析系統 

2. 客製化負壓式睡眠呼吸中止治療口腔介面 

3. 具備生理量測回饋之負壓式治療主機 iNAP 

 

在營運策略方面，本公司已於107年正式進入市場，並積極參與醫學會和國際醫療

器材展。今年會積極尋求合作夥伴，在已取得上市許可的國家建立銷售通路。在法規認

證部分，積極申請取得美國FDA 510(k)與韓國MFDS認證，展開中國臨床試驗與向CFDA

提出產品上市許可。本公司將不斷地因應環境改變而調整，持續創造競爭優勢，並針對

檢驗、診斷、治療到病況追蹤等臨床需求，開發創新商業經營模式，以提供更完整的產

品服務，積極在不同區域建立結盟、授權等行銷策略以拓展銷售版圖，以及早達到公司

的獲利目標。 

 

 

 

董事長暨執行長    陳仲竹 

 

      會計主管    游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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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鎂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告、個體財務報表

及虧損撥補議案等，其中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查核完峻，並出具查核報告書，上述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個體財

務報表及虧損撥補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

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萊鎂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年股東常會 

 

 

 

 

 

 

 

 

 

                               萊鎂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吳幸儒 

                               中 華 民 國 109年 3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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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鎂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一○八年度虧損撥補表 
 

單位：新台幣元 

   

  
金  額 

期初累積虧損餘額(一○八年一月一日) 
 

(286,364,827) 

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淨損 
 

(115,334,239) 

期末累積虧損餘額(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01,699,066) 

   

註：本公司一○八年度營業結算為虧損，所累積之累積虧損，擬待以後年度彌

補之。    

   

   

   

   

董事長：陳仲竹        經理人：陳仲竹        會計主管：游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