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HON HAI PRECISION IND. CO.,LTD 

公開說明書 
 

 

一、公司名稱：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公開說明書編印目的：發行公司債 

(一)種類：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二)發行總額：新台幣玖拾億元整。 
(三)發行條件： 

1. 債券名稱：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一百零六年度第一期無擔保普通公
司債(以下簡稱「本公司債」)。 

2. 發行總額及面額：本公司債發行總額為新台幣玖拾億元整，依票面利率不
同分為甲券、乙券、丙券、丁券及戊券5種。甲券發行金額為新
台幣伍億元整；乙券發行金額為新台幣参拾貳億元整；丙券發
行金額為新台幣肆拾億元整；丁券發行金額為新台幣玖億元整；
戊券發行金額為新台幣肆億元整。 

3. 發行期間及方式：甲券發行期間為二年期，自民國一○六年五月十七日發
行至民國一○八年五月十七日到期。乙券發行期間為三年期，自
民國一○六年五月十七日發行至民國一○九年五月十七日到期。
丙券發行期間為五年期，自民國一○六年五月十七日發行至民國
一一一年五月十七日到期。丁券發行期間為七年期，自民國一○
六年五月十七日發行至民國一一三年五月十七日到期。戊券發行
期間為十年期，自民國一○六年五月十七日發行至民國一一六年
五月十七日到期。 

4. 計、付息方式：本公司債自發行日起依票面利率，每年單利計息乙次，每
年付息乙次。以每壹佰萬元為基準計付利息至元為止，元以下四
捨五入。本公司債還本付息日如為付款地銀行業停止營業日時，
則於停止營業日之次一營業日給付本息，且不另付利息。如逾還
本付息日領取本息者，亦不另計付遲延利息。 

5. 票面利率：甲券為固定年利率 0.80%，乙券為固定年利率 0.95%，丙券為
固定年利率 1.12% ，丁券為固定年利率 1.36%，戊券為固定年
利率 1.53%。 

6. 還本方式：本公司債於到期日一次還本。 
7. 擔保方式：本公司債為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8. 債券形式︰本公司債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 

(四)公開承銷比例：全數委由證券承銷商公開銷售。 
(五)承銷或配售方式：委託證券承銷商採洽商銷售方式對外公開承銷。 
(六)銷售對象：僅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理

規則所定之專業投資人。 
三、本次資金運用計畫之用途與預計可能產生效益之概要︰強化財務結構，請詳本公

開說明書第 3頁：參、資金用途。 
四、本次發行之相關費用： 

(一)承銷費用：新台幣玖佰萬元。 
(二)其他費用：約新台幣壹佰伍拾萬元。 

五、有價證券之生效(核准)，不得藉以作為證實申報(請)事項或保證證券價值之宣傳。 
六、本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發行人及其負責人與其他曾

在公開說明書上簽名或蓋章者依法負責。 
七、股票面額：每股面額新台幣 10元整。 
八、投資人投資前應至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詳閱本公開說明書之

內容，並應注意本公司之風險事項。 
九、查詢本公開說明書之網址：公開資訊觀測站 mops.twse.com.tw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編製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九日刊印

股票代碼：2317 



 
 

一、本次發行前實收資本 173,287,382仟元之來源： 單位:新台幣仟元   
創立資本 現金增資 合併增資 盈餘轉增資 公司債轉換 資本公積轉增資 其他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300 0 1,243,700 0.7 4,162,191 2.4 165,157,433 95.3 1,502,837 0.9 1,114,690 0.6 106,231 0.0 

 

二、公開說明書之分送計劃： 

(一)陳列處所：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

業公會、本公司及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  

(二)分送及索取方式：請附小包裹郵資及信封袋向本公司索取或請透過網路取閱

(http:// mops.twse.com.tw)。 

三、證券承銷商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稱：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http://www.masterlink.com.tw 

    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 209號 1-3樓     電話：(02)2325-5818 

四、公司債保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五、公司債受託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稱：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https://www.sinopac.com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36號 電話：(02)8161-8888 

六、股票或公司債簽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七、辦理股票過戶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稱：福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http://www.gfortune.com.tw 

地址：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6號 6樓 電話：(02) 2371-1658 

八、信用評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稱：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http://www.taiwanratings.com.tw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號 49樓 電話：(02)8722-5800 

九、公司債簽證會計師及律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會計師事務所名稱：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電話：(02)2729-6666 

簽證會計師：徐永堅、張明輝                網址：http://www.pwc.com/tw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號 27樓 

律師事務所名稱：鼎岳律師事務所            電話：(02)2772-2669 

簽證律師：顏廷鈺                          網址：無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265號 14樓                               

十、最近年度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事務所名稱：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姓名：徐永堅、張明輝 網址：http://www.pwc.com/tw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 1段 333號 27樓 電話：(02) 2729-6666 

十一、複核律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無 

十二、發言人、代理發言人姓名、職稱、聯絡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 

發言人姓名：邢治平 代理發言人姓名：朱文敏 

職稱：發言人 職稱：公共關係室主任 

電話：(02)2268-3466#3629 電話：(02)2268-3466#3869 

電子郵件信箱：stockaffairs@foxconn.com 電子郵件信箱：

stockaffairs@foxconn.com 

十三、本公司網址：http://www.foxconn.com 

http://www.masterlink.com.tw/
mailto:stockaffairs@foxcon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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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公開說明書摘要及發行人基本資料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公開說明書摘要 

實收資本額：173,287,382,620元整 公司地址：新北市土城區土城工業區自由街2號 電話：(02)2268-3466 
設立日期：63年2月20日 網址：http:// www.foxconn.com 
上市日期：80年6月18日 上櫃日期：不適用 公開發行日期：79年11月12日 管理股票日期：不適用 

負責
人： 

董事長：郭台銘 
總經理：郭台銘 

發言人： 
姓名：邢治平 
職稱：發言人 

代理發
言人： 

姓名：朱文敏 
職稱：公共關係室
主任 

股票過戶機構：福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2371-1658 網址：http:// www.gfortune.com.tw 
股務代理部 地址：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6號 6樓 

股票承銷機構：不適用 電話：(02)2325-5818 網址：http://www.masterlink.com.tw/ 

（債券承銷機構：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97號 22樓 

最近年度簽證會計師：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徐永堅會計師、張明輝會計師 

 
最近季度簽證會計師：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電話：(02) 2729-6666網址：http://www.pwc.com/tw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號 27樓 
 
電話：(02)2729-6666 網址：http://www.pwc.com/tw 

 

                    徐永堅會計師、張明輝會計師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號 27樓 
複核律師：無 電話： 網址： 
 地址： 
信用評等機構：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8722-5800 網址：http://www.taiwanratings.com.tw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號 49樓 

評等標的： 
發行公司：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無 ；有■， 
評等日期：105年 11月 21日 

評等等級：twAA+ 

本次發行公司債： ■無 ；有□，評等日期： 評等等級： 

董事選任日期：105年 6月 22日   任期：3年 監察人選任日期：不適用    任期：不適用 
全體董事持股比例：12.40% (截至 106年 3月 31日) 全體監察人持股比例：不適用 
董事、監察人及持股 10%以上股東及其持股比例：12.40%(截至 106年 3月 31日) 

職   稱 姓                名 持股比例 職   稱 姓    名 持股比例 
董事長 郭台銘 12.24% 董事 宋學仁 0.00% 
董事 戴正吳(註 1) 0.15% 獨立董事 詹啟賢 0.00% 
董事 呂芳銘(註 2) 0.01% 獨立董事 李開復 0.00% 
董事 陳振國(註 1) 0.15% 獨立董事 傅立成 0.00% 
董事 黃清苑 0.00%    

註 1：鴻橋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人   
註 2：鴻景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人     
工廠地址：新北市土城區土城工業區自由街 2號 電話：(02)2268-3466 

主要產品：主要營業項目為資訊產業、通訊產業、自動化設備產業、精密機械產業、汽車產業與消費性電子產業有關之各
種連接器、機殼、散熱器、有線/無線通訊產品、電源供應模組、應用模組裝產品以及網路線纜裝配等產品之製造、銷售
及服務。  
市場結構 : 內銷 0.72%、外銷 99.28%。 

風險事項：不適用 

去 ( 1 0 5 ) 年 度 

營業收入： 4,358,733,357仟元 
買賣業：不適用  
加工業：不適用   
製造業：不適用   
稅前純益：197,949,745仟元 每股盈餘：8.60元（稅後基本） 

本次募集發行有價證券種類及金額 無擔保普通公司債，新台幣 90億元整，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封面 

發 行 條 件 
分為甲、乙、丙、丁、戊五券，利率分別為固定利率 0.80%、0.95%、1.12%、
1.36%及 1.53%，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封面 

募集資金用途及預計產生效益概述 強化財務結構，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第參章資金用途 
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期：106年 5月 9日 刊印目的：發行一百零六年度第一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其他重要事項之扼要說明及參閱本文之頁次：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目錄  

http://www.pwc.com/tw
http://www.pw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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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行辦法 

一、債券名稱：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一百零六年度第一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以下簡稱本公司

債)。 
二、發行金額：本公司債發行總額為新台幣玖拾億元整，依票面利率不同分為甲券、乙券、丙券、丁券及戊

券 5 種。甲券發行金額為新台幣伍億元整；乙券發行金額為新台幣参拾貳億元整；丙券發行

金額為新台幣肆拾億元整；丁券發行金額為新台幣玖億元整；戊券發行金額為新台幣肆億元

整。 
三、發行期間：甲券發行期間為二年期，自民國一○六年五月十七日發行至民國一○八年五月十七日到期。

乙券發行期間為三年期，自民國一○六年五月十七日發行至民國一○九年五月十七日到期。

丙券發行期間為五年期，自民國一○六年五月十七日發行至民國一一一年五月十七日到期。 
                               丁券發行期間為七年期，自民國一○六年五月十七日發行至民國一一三年五月十七日到期。 
                               戊券發行期間為十年期，自民國一○六年五月十七日發行至民國一一六年五月十七日到期。 
四、票面金額：新台幣壹佰萬元整。 
五、發行價格：本公司債於發行日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六、票面利率：甲券為固定年利率 0.80%，乙券為固定年利率 0.95%，丙券為固定年利率 1.12% ，丁券為固定

年利率 1.36%，戊券為固定年利率 1.53%。 
七、承銷及配售方式：本公司債委託證券承銷商採洽商銷售方式對外公開承銷。 

八、銷售對象：僅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理規則所定之專業投

資人。 

九、還本方式：本公司債皆於到期日一次還本。 

十、計、付息方式：本公司債自發行日起依票面利率，每年單利計息乙次，每年付息乙次。以每壹

佰萬元為基準計付利息至元為止，元以下四捨五入。本公司債還本付息日如為

付款地銀行業停止營業日時，則於停止營業日之次一營業日給付本息，且不另

付利息。如逾還本付息日領取本息者，亦不另計付遲延利息。 

十一、債券形式：本公司債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由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集保結算所)登錄。 

十二、擔保方式：本公司債為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十三、受託機構：本公司債由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各債權人(以下簡稱債權人)之受託人，

代表債權人之利益行使查核及監督本公司履行本公司債發行事項之權責，並與本

公司訂定受託契約。凡持有本公司債之債權人，不論係於發行時認購或中途受讓

者，對於受託契約規定受託人之權利義務及本公司債發行辦法均予承認，並同意

授與受託契約有關受託事項之全權代理，此授權並不得中途撤銷。至於受託契約

內容，債權人得在規定營業時間內隨時至本公司或受託人營業處所查閱。 

十四、還本付息代理機構：本公司債由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分行(以下簡稱永豐商業銀行

城中分行)代理還本付息事宜及製作扣繳憑單，寄發予債權人，並依集保

結算所提供之債權人名冊資料，辦理本息款項劃撥作業。 

十五、通知方式：有關本公司債應通知債權人之事項，由受託人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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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資金用途 

一、 本次發行公司債資金運用計畫分析 

一、 資金來源 

1、計畫所需資金總額：總額為新台幣玖拾億元。 

2、資金來源：發行一百零六年度第一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總額為新台幣玖拾億元。 

    3、計畫項目及預定運用進度： 

  單位：新台幣仟元 

計畫項目 預定完成日期 所需資金金額 

預定資金運用進度 

106年度 

第二季 

償還短期負債 106年第二季 9,000,000 9,000,000 

二、 本次發行公司債，應參照公司法第二百四十八條之規定，揭露有關事項及其償債款項之

籌集計畫與保管方法 

1. 公司名稱︰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 公司債總額及債券每張之金額︰ 

本公司債發行總額為新台幣玖拾億元整。每張票面金額新台幣壹佰萬元。 

3. 公司債之利率及計付息方式： 

甲券為固定年利率 0.80%，乙券為固定年利率 0.95%，丙券為固定年利率 1.12% ，丁

券為固定年利率 1.36%，戊券為固定年利率 1.53%。自發行日起依票面利率，每年單利

計息乙次，每年付息乙次。以每佰萬元為基準計付利息至元為止，元以下四捨五入。

本公司債還本付息日如為付款地銀行業停止營業日時，則於停止營業日之次一營業日

給付本息，且不另付利息。如逾還本付息日領取本息者，亦不另計付遲延利息。 

4. 公司債發行期限及還本： 

甲券為二年期、乙券為三年期、丙券為五年期、丁券為七年期、戊券為十年期，皆於

到期日一次還本。 

5. 償還公司債款之籌集計畫及保管方法： 

本次公司債存續期間之償債款項來源，將由本公司營業收入、銀行借款或資本市場籌

資支應，並依代理還本付息合約之規定，交付還本付息代理機構永豐商業銀行城中分

行，以備兌付到期本息。 

6. 公司債募得價款之用途及運用計畫: 

本公司債用以償還短期負債。 

7. 前已募集公司債者，其未償還之數額： 

截至106年4月28日止未償還公司債餘額共計新台幣127,250,000仟元。 

8. 公司債發行價格或最低價格： 

本公司債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9. 公司股份總數與已發行股份總數及其金額： 

截至 105年 12月 31日止，額定股本總額為新台幣壹仟捌佰億元整

(NT$180,000,000,000)，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整(NT$10)，按面額發行普通股新台幣

壹仟柒佰參拾貳億捌仟柒佰參拾捌萬貳仟陸佰貳拾元整(NT$173,287,382,620)。 

10. 公司現有全部資產，減去全部負債及無形資產後之餘額： 

截至105年12月31日止，該項餘額為新台幣壹兆壹仟貳佰參拾貳億伍仟伍佰陸拾肆萬貳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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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NT$1,123,255,642仟元整)。 

11. 證券管理機關規定之財務報表：不適用 

12. 公司債權人之受託人名稱及其約定事項： 

本公司債由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債權人之受託人，代表債權人之利益行使查核

及監督本公司履行本公司債發行事項之權責，並與本公司訂定受託契約。凡持有本公司

債之債權人，不論係於發行時認購或中途受讓者，對於受託契約規定受託人之權利義務

及本公司債發行辦法均予承認，並同意授與受託契約有關受託事項之全權代理，此授權

並不得中途撤銷。至於受託契約內容，債權人得在規定營業時間內隨時至本公司或受託

人營業處所查閱。 

13. 代收款項之銀行或郵局名稱及地址： 

台灣銀行營業部，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120號。 

14. 有承銷或代銷機構者，其名稱及約定事項：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為主辦承銷商，依簽

訂之承銷契約辦理相關事宜。 

15. 有發行擔保者，其種類、名稱及證明文件： 

不適用。 

16. 有發行保證人者，其名稱及證明文件： 

不適用。 

17. 對於前已發行之公司債或其他債務，曾有違約或遲延支付本息之事實或現況： 

無。 

18. 可轉換股份者，其轉換辦法： 

不適用。 

19. 附認股權者，其認購辦法： 

不適用。 

20. 董事會之議事錄： 

請詳本公開說明書第11頁。 

21. 公司債其他發行事項，或證券管理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 

無。 

22. 長期發行人信用評等： 

(1) 信用評等機構︰中華信用評等公司 

(2) 信用評等日期︰105年11月21日 

(3) 信用評等結果︰twAA+ 

23. 擔保方式： 

本公司債為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24. 債券形式： 

本公司債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由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登錄。 

25. 還本付息代理機構： 

本公司債由永豐商業銀行城中分行代理還本付息事宜及製作扣繳憑單，寄發予債權人，

並依集保結算所提供之債權人名冊資料，辦理本息款項劃撥作業。 

26. 通知方式： 

有關本公司債應通知債權人之事項，由受託人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三、 本次計劃之可行性、必要性及合理性，及各種資金調度來源對公司申報年度及未來一年每股

盈餘稀釋影響 

1.本次發行公司債之可行性評估： 

本次公司債之計畫發行總額為新台幣玖拾億元整，每張面額為新台幣壹佰萬元，按

面額發行。本公司債採洽商銷售對外公開承銷方式，洽特定人認購，足以確保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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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募集之完成，故本次募集資金計畫應屬可行。 

2. 本次發行公司債之必要性評估： 

本公司短期營運資金需求皆以銀行短期額度支應。本公司透過發行本公司債所募得

資金屬中長期負債，相對於銀行短期貸款，資金運用之穩定性較高。目前國內長、

短期利率價差仍維持在較低的水準，係為發行債券的良好時機，故本次發行公司債

應屬必要。 

3. 本次發行公司債之合理性評估： 

本次發行普通公司債用以償還流通在外之短期負債可改善財務結構，提高流動比率。

發行固定利率債券可鎖定中長期資金成本，降低短期的利率風險，故發行固定利率

計價之普通公司債應屬合理。 

4. 分析各種資金調度來源對公司申報年度及未來一年度每股盈餘稀釋影響： 

(1)各種籌資工具籌資成本與有利不利因素比較表 

綜觀上市（櫃）公司主要資金調度來源，大致分為債權及股權之相關籌資工具，

前者有銀行借款、普通公司債及國內外轉換公司債等，後者如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及海外存託憑證。茲就各種資金調度來源比較分析有利及不利因素如下： 

項目 有利因素 不利因素 

債
權 

銀行借款

或發行銀

行承兌匯

票 

1.資金調度運用彈性較大。 
2.有效運用財務槓桿，提高股東權益。 
3.程序簡便，公司取得資金迅速。 
4.債息可產生節稅效果。 

1.利息負擔相對股權籌資較重。 
2.將使負債增加，不利短期負債、
流動性等財務性比率。 

 

普 通 

公 司 債 

1.每股盈餘無被稀釋之顧慮。 
2.公司債債權人不會對公司經營之掌控帶
來潛在威脅。 

3.可取得中、長期穩定之資金。 
4.債息列為費用，有節稅效果。 

1.利息負擔相對股權籌資較重。 
2.債期屆滿後，公司將即面臨還本
之資金壓力。 

轉 換 
公 司 債 

1.因其附有轉換權利，一般票面利率較低
，資金募集成本亦較低。 

2.轉換公司債之轉換價格，一般皆較發行
轉換公司債時之普通股時價為高，相當
以較高價格溢價發行股票。 

3.延緩股權稀釋。 
4.轉換債經債權人請求轉換後，即由負債
變成資本，除可節省利息支出外，亦可
避免到期還本之龐大資金壓力。 

1.由於轉換公司債之轉換權利屬於
債權人，發行公司較難以確認其
長期資金調度計畫。 

2.轉換公司債未全數轉換為普通股
前，對降低負債比率的效果仍屬
有限。 

3.轉換公司債若到期時無人轉換，
或債權人要求贖回時，公司將面
臨較大資金壓力。 

股
權 

海外存託 
憑 證
（ G D R ） 

1.提升發行公司國際知名度。 
2.發行價格一般趨近於發行海外存託憑證
時點之普通股價格，可籌集較多資金。 

3.募資對象以國外法人為主，可免增資新
股或老股釋出，致國內籌碼膨脹太多，
對股價產生不利影響。 

4.可提高自有資本比率，改善財務結構。 

1.公司國際知名度高低及其產業未
來展望將左右資金募集計劃成功
與否。 

2.發行成本較高，為達成規模經濟
效益，募資額度不宜過低。 

3.外國人可直接投資國內股市，對
其吸引力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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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有利因素 不利因素 

現金增資 
發行新股 

1.降低負債比率，改善財務結構，減少利
息支出，提升競爭，避免財務風險。 

2.募集成本較低，且流通性高，故投資者
接受程度較高。 

3.員工依法得優先認購 10%～15%，員工
成為公司股東之一份子，可提高員工對
公司之認同感及向心力。 

4.無到期日，毋須面對還本之資金壓力。 

1.股本膨脹速度快，將直接稀釋每
股獲利。 

2.對股權較不集中的公司，其經營
權易受威脅。 

3.股利無節稅效果。 

(2)各種資金調度來源對本公司每股盈餘稀釋之影響： 

基於上述各項籌資方式分析，本公司此次以發行普通公司債籌集資金，掌握中長期資金

來源。由上述分析可知，僅發行普通公司債與銀行借款無每股盈餘稀釋影響。 

四、 本次發行價格之訂定方式 

本次發行公司債價格參考櫃買中心公佈之殖利率曲線與同年期利率交換合約，並依據投資人對未來利率判斷

後審慎定價。 

五、 資金運用概算及可能產生之效益 

1. 如為收購其他公司、擴建或新建固定資產者：不適用。 

2. 如為轉投資其他公司者： 

(1)轉投資事業最近二年度之稅後淨利、轉投資之目的、資金計畫用途及其所營事業與公司

業務之關聯性、預計投資損益情形及對公司經營之影響：不適用。 

(2)如轉投資特許事業者，應敘明特許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或許可情形及其核准或許可之附帶

事項是否有影響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不適用。 

3. 如為充實營運資金、償還債務者： 

(1)公司債務逐年到期金額、償還計畫及預計財務負擔減輕情形、目前營運資金狀況、所需

之資金額度及預計運用情形，並列示所編製之申報(請)年度及未來一年度各月份之現金

收支預測表。 

A.債務逐年到期金額及償債計畫：本公司流通在外之普通公司債及可轉換公司債，其債

務逐年到期金額如下：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6 年度 107 年度及以後年度 

100年度第二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 4,050,000 

101年度第二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6,000,000 - 

101年度第四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3,300,000 - 

102年度第一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 11,050,000 

102年度第三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 3,000,000 

103年度第一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 3,950,000 

103年度第二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2,850,000 9,150,000 

103年度第三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 12,000,000 

103年度第四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 9,200,000 

103年度第五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 7,150,000 

104年度第一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 7,550,000 

104年度第二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 9,000,000 

104年度第三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1,400,000 7,600,000 

104年度第四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1,100,000 7,900,000 

105年度第一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 9,000,000 

105年度第二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 9,000,000 

105年度第三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 3,000,000 

償還計畫 將由本公司營業收入、銀行借款或資本市場籌資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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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債務償還計畫及預計財務負擔減輕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貸款 
機構 

利率 
(%) 契約期間 原貸款 

用途 
原貸款 
金額 

106年度 107年度 106~107年度 
減少利息合計 全年度 全年度 

償還金額 減少利
息 減少利息 償還金額 減少利息(註) 

中國 
信託 

1.25% 
105/11/30-
106/11/30 

營運周
轉 

4,500,000 4,500,000 30.668 - 4,500,000 30,668 

渣打 1.31% 
106/1/1-
106/12/31 

營運周
轉 

4,500,000 4,500,000 37.147 - 4,500,000 37,147 

註：減少的利息=償還金額×[(預計公司債發行日-契約期間訖日)/當年天數]。減少利息金額主要僅表示償還貸款

機構所減少之利息。 

預計財務負擔減輕情形：本次發行公司債用以償還各貸款機構短期信用借款(含

商業本票)，主要考量係發行中長期公司債可強化財務結構；此外考量目前中、

長期公司債發行利率仍處低檔，此時發行以新台幣計價的國內無擔保普通公司

債，不僅無匯率風險，亦可固定長期資金成本，本公司債票面利率為固定年利

率且不超過 1.53%，減除上表償還貸款機構之利息費用，雖未見能降低利息費

用，但發行長天期固定利率資金，可避免未來利率上漲造成本公司利息費用支

出提高之風險。 

C.目前營運資金狀況：本公司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帳上現金為 633,155,301

仟元。 

D.所需之資金額度及運用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計畫項目 預定完成日期 
所需資金金

額 

預定資金運用進度 

106年度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償還短期負債 106年第 2季 9,000,000 - 9,000,000 - - 

E.現金收支預測表：請參閱第 9頁。 

(2)申報(請)年度及預計未來一年度應收帳款與應付帳款付款政策、資本支出計畫、

財務槓桿及負債比率(或自有資產風險性資產比率)，說明償債之原因： 

A.應收帳款政策及應付帳款政策 

項目 
年度 

應收款項 
收現天數 

存貨 
週轉天數 

應付款項 
付現天數 

營運 
週轉天數 

105年 56 39 61 34 

106年預計 59 35 62 32 

107年預計 59 36 64 31 

 B.資本支出計畫：106 年度預計資本支出計劃 54,668,000 仟元，107 年度預計資

本支出計劃 22,000,000仟元。 

C.財務槓桿及負債比率： 

 105年度 106年度預計 107年度預計 

負債比率 56% 57% 55% 

財務槓桿度 1.18 1.18 1.18 

本次發行普通公司債用以償還各貸款機構信用借款(含商業本票)，對 106年度

及未來一年度財務槓桿及負債比率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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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償債原因：本次發行公司債用以償還各貸款機構信用借款(含商業本票)，主要

考量係發行中長期公司債可強化財務結構；此外考量目前中、長期公司債發行

利率仍處低檔，此時發行以新台幣計價的國內無擔保普通公司債，不僅無匯率

風險，亦可固定長期資金成本。 

(3)增資計畫如用於償債者，應說明原借款用途及其效益達成之情形： 

如上所述。 

(4)現金收支預測表中，未來如有重大資本支出及長期股權投資合計之金額達本次募      

  資金額百分之六十者，應敘明其必要性、預計資金來源及效益：不適用 

(5)如為購買營建用地或支付營建工程款者︰不適用。 

(6)如為購買未完工程並承受賣方未履行契約者︰不適用。 

六、 本次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應記載事項 

    不適用。 

七、 本次併購發行新股應記載事項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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