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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包銷久陽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一年度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股票銷售辦法公告(股票代號：5011) 

(本案係採預扣價款，投資人申購前應審慎評估)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包銷久陽精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該公司或久陽公司）一一一年度現金增資

發行普通股股票，對外公開承銷 1,000 仟股，其中 150 仟股(15%)由證券承銷商自行認購，其餘 850 仟股(85%)

以公開申購配售方式銷售，承銷契約之副本業經報奉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備查在案。茲將銷售辦法公

告於後： 

一、證券承銷商名稱、地址、自行認購張數及公開申購張數： 

承 銷 商 名 稱 地 址 
自行認購張

數 

公開承銷張

數 
總承銷張數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二段 95 號 3 樓 150 仟股 850 仟股 1,000 仟股 

合計 150 仟股 850 仟股 1,000 仟股 

二、銷售價格：每股新台幣 26 元(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整) 

三、申購數量：每人限購 1 單位，每單位 1 仟股(若超過 1 單位，即全數取消申購資格)。 

四、投資人資格及事前應辦理事項： 

(一)應為中華民國國民。 

(二)應於往來證券經紀商開立交易戶、款項劃撥銀行帳戶及集中保管帳戶。 

(三)應洽往來證券經紀商辦理與指定之銀行簽訂委託書，同意銀行未來於申購截止日止，自動執

行扣繳申購處理費 20 元、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 50 元之手續費。 

五、申購期間、申購手續及申購時應注意事項： 

(一)申購期間：自 111 年 8 月 8 日起至 111 年 8 月 10 日止；申購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

寄工本費繳存往來銀行截止日為 111 年 8 月 10 日；申購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

本費扣繳日為 111 年 8 月 11 日（扣繳時點以銀行實際作業為準）；預扣申購處理費、認購價

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解交日為 111 年 8 月 15 日。 

(二)申購方式：於申購期間內之營業日，每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2 時，以下列方式申購(除申購截止

日外，申購人於申購期間內當日下午 2 時後始完成委託者，視為次一營業日之申購委託)。 

1.電話申購：投資人可以電話向往來經紀商業務人員下單申購並由其代填申購，故雖未親自填

寫，但視同同意申購委託書所載各款要項。 

2.當面或網際網路申購：投資人應確實填寫申購委託書各項資料並簽名或蓋章，至往來經紀商

當面向業務人員或以網際網路申購，惟採網際網路時，申購者需自負其失誤風險，故申購人

宜於網際網路申購後電話洽收件經紀商業務人員，以確保經紀商收到申購委託書。 

(三)申購人向證券經紀商投件申購後，申購委託書不得撤回或更改；中籤後不能放棄認購及要求

退還價款，申購前應審慎評估。 

(四)每件公開申購抽籤案件，每位申購人僅能向一家證券經紀商辦理申購，且以申購一件為限，

每件申購處理費二十元。重複申購者將被列為不合格件，取消申購資格。 

(五)申購人申購時，需確認申購截止日銀行存款餘額應有申購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

工本費之合計金額供銀行執行扣款。如有數個有價證券承銷案於同一天截止申購，當申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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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件參與其中一個以上案件時，銀行存款之扣款應以所申購各案有價證券處理費、認購價款

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之合計總額為準，否則全數為不合格件。 

(六)為便於申購人查閱投件是否已被接受為合格件，收件經紀商於申購期間，每日將截至前一日

止之初步合格及不合格申購資料(此時尚未驗證重複件，亦尚未執行款項扣繳)備置於營業

廳，以供申購人查閱。 

(七)申購人申購後，往來銀行於扣繳日 111 年 8 月 11 日將辦理申購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

郵寄工本費扣繳事宜（扣繳時點以銀行實際作業為準）。如申購人此時銀行存款不足扣繳申購

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者，將視為不合格件。 

(八)申購人之申購投件一旦被列為不合格件，則將取消申購資格，證券經紀商於公開抽籤日次一

營業日(111 年 8 月 15 日)上午 10 點前，併同未中籤之申購人之退款作業，退還中籤通知郵寄

工本費及申購有價證券價款（均不加計利息），惟申購處理費不予退還。 

(九)申購人銀行存款不足同時支應投標保證金、投標處理費、得標價款、得標手續費、申購處理

費、申購認購價款、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及交易巿場之交割價款時，應以交割價款為優先，

次為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再為申購處理費、申購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最後

為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 

(十)申購人之申購投件一旦被列為不合格件，則將取消申購資格，且已扣繳之申購處理費不予退

還。 

(十一)證券承銷商辦理有價證券若募集不成，申購人參加申購之處理費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不

予退還。 

六、公開申購銷售處理方式及抽籤時間 

(一)相關作業請參考「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辦理公開申購配售作業處理程序」及「中

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 

(二)證交所將於抽籤前，就銀行存款不足無法如期扣繳申購處理費、認購價款、中籤通知郵寄工

本費之合計金額及重複申購之資料予以剔除，並於申購截止日之次一營業日完成上述合格件

及不合格件之篩選，重複申購者已扣繳之處理費不予退還，並由證券承銷商於承銷期間截止

後一週內以掛號函件通知申購人。 

(三)如申購數量超過銷售數量時，則於 111 年 8 月 12 日上午 9 時起在臺灣證券交易所電腦抽籤室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七號十樓)，以公開方式就合格件辦理電腦抽籤作業抽出中籤人，其方式

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及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辦理，並由臺灣

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邀請發行公司代表出席監督。 

七、公開抽籤後通知： 

(一)可參加公開抽籤之合格清冊，將併同不合格清冊，於承銷公告所訂公開抽籤日，備置於收件

經紀商(限所受申購部分)，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主辦承銷商營業處所，以供申購

人查閱。 

(二)由承銷商於公開抽籤日次日(二日內)以限時掛號寄發中籤通知書及公開說明書等。 

(三)申購人可以向原投件證券經紀商查閱中籤資料。 

八、中籤後不能放棄認購及要求退還價款，申購前應審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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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未中籤人之退款作業：證券經紀商於公開抽籤日次一營業日(111 年 8 月 15 日)上午 10 時前，依

證交所電腦資料，指示往來銀行將未中籤之申購人之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及申購有價證券價款

均不加計利息予以退回，惟申購處理費不予退回。 

十、中籤人認購之有價證券，將依中籤通知書上所訂撥入日期，由集保結算所直接撥入申購人集保

帳戶，並預定於 111 年 8 月 22 日上櫃。(實際上櫃日期以發行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公告為準)。如因發行公司之事由致延後掛牌時，承銷商應通知投資人，並提醒投資

人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相關公告網址：http://mops.twse.com.tw。 

十一、有關久陽精密股份有限公司之財務及營運情形已詳載於公開說明書，請至公開資訊觀測站網

站(http://mops.twse.com.tw→基本資料→電子書) 查詢，或至本案主辦證券承銷商網站查閱，

網址如下： 

公司 網址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emega.com.tw/ 

十二、投資人於申購前，應詳閱公開說明書、本公告財務資料及申購辦法，以免發生誤會或錯誤。

如欲知其他財務資料可參閱公開資訊觀測站網站(http://mops.twse.com.tw)及發行公司網站

(www.ofco.com.tw)。 

十三、財務報告如有不實，應由發行公司及簽證會計師依法負責。 

十四、特別注意事項： 

(一)認購人於認購後、有價證券發放前死亡者，其繼承人領取時，應憑原認購人死亡證明書、

繼承人之國民身分證正本(未滿十四歲之未成年人，得以戶口名簿正本及法定代理人國民身

分證正本代之)、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全戶及分戶)、繼承人印鑑證明(未成年人應加法定

代理人印鑑證明)、遺產稅證明書，繼承人中有拋棄繼承者應另附經法院備查之有價證券繼

承拋棄同意書及其他有關文件辦理。 

(二)申購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經紀商不得受託申購，已受理者應予剔除： 

1.於委託申購之經紀商未開立交易戶、款項劃撥銀行帳戶或集中保管帳戶者。 

2.未與經紀商指定之往來銀行就公開申購相關款項扣繳事宜簽訂委託契約書。 

3.未於規定期限內申購者。 

4.申購委託書應填寫之各項資料未經填妥或資料不實者。 

5.申購委託書未經簽名或蓋章者，惟以電話或網際網路委託者不在此限。 

6.申購人款項劃撥銀行帳戶之存款餘額，低於所申購有價證券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

郵寄工本費之合計金額者。 

7.利用或冒用他人名義申購者。 

(三)本次參與有價證券承銷申購之人，於中籤後發現有違反前述第(一)、(二)項之規定，經取消

其認購資格者，其已扣繳認購價款應予退還，惟已扣繳之申購處理費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

費不予退還。 

(四)前項經取消認購資格之認購人及經取消認購資格之繼承人，欲要求退還已繳款項時，應憑

認購人或其繼承人身分證正本(法人為營利事業登記證明文件，未滿十四歲之未成年人，得

以戶口名簿正本及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正本代之)，洽原投件證券經紀商辦理。 

(五)申購人可以影印或自行印製規格尺寸相當之申購委託書。 

http://mops.twse.com.tw/
http://mops.twse.com.tw/
http://mops.tws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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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購人不得冒用或利用他人名義或偽編國民身分證字號參與申購。證券商經發現有冒用、

利用他人名義或偽編國民身分證字號參與有價證券申購者，應取消其參與申購資格，處理

費用不予退還；已認購者取消其認購資格；其已繳款項，不予退還。 

(七)若於中籤後發現有中籤人未開立或事後註銷交易戶、款項劃撥銀行帳戶或集中保管帳戶情

事，致後續作業無法執行者，應取消其中籤資格。 

(八)證券交易市場因天然災害或其他原因致集中交易市場休市時，有關申購截止日、公開抽籤

日、處理費、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或價款之繳存、扣繳、解交、匯款等作業及其後續作業

順延至次一營業日辦理；另如係部份縣(市)停止上班，考量天災係不可抗力之事由，無法歸

責證券商，投資人仍應注意相關之風險。 

十五、該股票奉准上櫃以後之價格，應由證券市場買賣雙方供需情況決定，承銷商及發行公司不予

干涉。 

十六、會計師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財務資料之查核簽證(核閱)意見 

年度 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姓名 查核簽證意見 

108 年度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姿妤、劉子猛 無保留意見 

109 年度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姿妤、劉子猛 無保留意見 

110 年度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姿妤、劉子猛 無保留意見 

111 年第一季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姿妤、田中玉 無保留意見 

十七、股票承銷價格計算書(如附件一)。 

十八、律師法律意見要旨(如附件二)。 

十九、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總結意見(如附件三)。 

二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其委託之機構或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規定應行揭露事項：無。 

二十一、其他為保護公益及投資人應補充揭露事項：詳閱公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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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股票承銷價格計算書 
一、說明 

(一) 久陽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本公司)截至目前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894,100,350 元，每

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整，已發行股數為 89,410,035 股。本公司經 111 年 5 月 11 日董事會決議

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10,000,000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預計本次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新台幣 994,100,350 元整。 
(二)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除依公司法第 267 條規定，保留 15%計 1,500,000 股供員工認購，另

依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1 規定，提撥本次發行股數之 10%計 1,000,000 股採公開申購方式辦

理公開承銷，其餘 75%計 7,500,000 股由原股東按認股權利基準日之股東名簿所載之股東持股

比例認購，其認購不足一股之畸零股，由股東自停止過戶日起五日內自行至本公司股務代理

機構辦理拼湊一整股認購。原股東及員工放棄認購或拼湊不足一股之畸零股部分，擬請董事

會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實際發行價格認足。 
(三)本次增資發行之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已發行股份相同。 
(四)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採公開申購方式辦理，原股東、員工、承銷商自行認購部分及本次公

開承銷之申購人，均採同一價格認購。 
 
二、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之財務資料如下： 

(一)最近三年度每股稅後純益及每股股利 

單位：新台幣元/股 

項目 
 
年度 

每股稅 
後純益 

股利分派 

現金股利 無償配股 
合計 

盈餘配股 資本公積 

108 (0.73) - - - - 

109 (1.66) - - - - 

110 1.74 1.30 - - 0.95 
111 年第 1 季 0.91     
資料來源：各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及核閱之財務報表。 

(二)最近期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業主權益、流通在外股數及每股淨值 

說明 金額 
帳面股東權益(仟元) 2,238,091 
流通在外股數(仟股) 89,050 
每股帳面價值(元) 25.13 

資料來源：111 年度第一季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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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之財務資料 

1、簡明資產負債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合併)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年度 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 

第一季 

流動資產 973,461 1,340,219 2,330,621 2,623,926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481,641 579,619 828,418 848,317 

無形資產 - 19,422 19,976 19,945 

其他資產 148,884 176,672 457,004 511,877 

資產總額 1,603,986 2,115,932 3,636,019 4,004,065 

流動負債(分派後） 686,583 1,069,758 1,467,906 1,465,083 

非流動負債 404,793 386,449 214,090 300,891 

負債總額(分派後） 1,091,376 1,456,207 1,681,996 1,765,974 

股東權益(分派後） 512,610 659,725 1,922,729 2,238,091 

資料來源：108年度至 110年度財務資料為經會計師查核之合併財報；111年度第一季之資料經會計師核閱。 

 

2、簡明資產負債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個體)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年度 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流動資產 908,412 892,766 1,416,079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481,641 428,607 431,772 

無形資產 - - 0 

其他資產 195,207 363,445 935,715 

資產總額 1,585,260 1,684,818 2,783,566 

流動負債(分派後） 671,939 747,955 874,166 

非流動負債 404,793 278,960 119,726 

負債總額(分派後） 1,076,732 1,026,915 993,912 

股東權益(分派後） 508,528 534,714 1,758,361 

資料來源：各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IFRS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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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損益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合併)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年度 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 

第一季 

營業收入 1,147,717 1,825,709 3,761,200 1,152,118 

營業毛利 45,698 60,706 294,620 124,180 

營業(損)益 -51,249 -59,071 142,307 77,289 

營業外收入與支出 12,402 -12,833 -9,108 19,468 

稅前淨利 -38,847 -71,904 133,199 96,757 

本期損益 -29,832 -66,246 134,543 76,726 

每股盈餘 -0.73 -1.66 1.74 0.91 

資料來源：108年度至 110年度財務資料為經會計師查核之合併財報；111年度第一季之資料經會計師核閱 

 

           4.損益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個體)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年度 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營業收入 1,119,927 642,379 1,081,542 

營業毛利 46,426 -18,986 149,261 

營業(損)益 -51,681 -125,458 37,707 

營業外收入與支出 12,752 45,580 80,057 

稅前淨利 -38,929 -79,878 117,764 

本期損益 -29,914 -67,841 129,871 

每股盈餘 -0.73 -1.66 1.74 

資料來源：各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IFRS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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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銷參考價格之計算及說明 

(一)承銷價格計算之參考因素 

1.本公司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案業經 111 年 5 月 11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辦理，並決議本次現

金增資之實際發行價格須因應市場情形之變動，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會員

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律規則」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調整，且其相關條件亦授權

董事長視實際發行時客觀環境作必要調整。 

2.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除依公司法第 267 條規定，保留 15%計 1,500,000 股供員工認購，

另依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1 規定，提撥本次發行股數之 10%計 1,000,000 股採公開申購方

式辦理公開承銷，其餘 75%計 7,500,000 股由原股東按認股權利基準日之股東名簿所載之股

東持股比例認購，其認購不足一股之畸零股，由股東自停止過戶日起五日內自行至本公司股

務代理機構辦理拼湊一整股認購。原股東及員工放棄認購或拼湊不足一股之畸零股部分，擬

請董事會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實際發行價格認足。 

3.本次增資發行之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發行股份相同。 

(二)價格計算之說明 

1.係以 111 年 7 月 20 日為基準日往前計算，本公司前一、三及五個營業日於財團法人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之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數最近前一、三、五個營業日之平均收盤價(扣除

無償配股及配息)分別為新台幣 30.15 元、29.93 元及 28.90 元，擇 29.93 元作為本次現金增

資新股發行基準價格。 

2.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經考量市場整體情形，並參酌本公司之經營績效及未來展望，經

本承銷商與與本公司共同議定之發行價格為每股新台幣 26 元折價發行，經核算占前述參考

價格 29.93 元之 86.87%，其承銷價格符合「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

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律規則」第六條之規定，其承銷價格之訂定應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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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律師法律意見書 

久陽精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該公司或久陽公司）本次為辦理現金增資募集與發行普通股壹

仟萬股，每股面額10元整，發行總面額新臺幣壹億元整，暨國內第四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以面額新

台幣壹拾萬元發行，發行總面額為新台幣參億伍仟萬元整，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申報。經本律

師採取必要審核程序，包括實地瞭解，與公司董事、經理人及相關人員面談或舉行會議，蒐集、整理、

查證公司議事錄、重要契約及其他相關文件、資料，並參酌相關專家之意見等。特依「發行人募集與

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規定，出具本律師法律意見書。 

依本律師意見，久陽精密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之法律事項檢查表所載事

項，並未發現有違反法令致影響有價證券募集與發行之情事。 

蔚中傑法律事務所 蔚中傑律師 

【附件三】承銷商總結意見 

久陽精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久陽公司」或「該公司」)本次為辦理公開募集與發行111年度

現金增資發行新股10,000仟股，每股面額新臺幣10元，發行總面額為新臺幣100,000仟元整，暨國內第

四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總張數為3,500張，每張面額新臺幣100仟元，依票面金額之100.50%發行，

發行總金額為新臺幣351,750仟元，依法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申報。業經本承銷商採用必要之輔

導及評估程序，包括實地了解久陽公司之營運狀況，與公司董事、經理人、及其他相關人員面談或舉

行會議，蒐集、整理、查證及比較分析相關資料等，予以審慎評估。特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行

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及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承銷商

評估報告應行記載事項要點」及「證券承銷商受託辦理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之

評估查核程序」規定，出具本承銷商總結意見。 

依本承銷商之意見，久陽公司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符合「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

則」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暨其計畫具可行性及必要性，其資金用途、進度及預計可能產生效益亦具合

理性。 

主辦承銷商：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陳佩君 

承銷部門主管：江怡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