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包銷 YONGGU GROUP INC. 

永固集團股份有限公司(5546)第一上市初次上市普通股股票 

競價拍賣處理辦法公告 

（本案適用掛牌後首五日無漲跌幅限制之規定，投資人應詳閱公開說明書並審慎評估）  

（本案投標人需繳交投標保證金，如得標後不履行繳款義務者，除喪失得標資格外，證券承銷商就

得標保證金應沒入之）  

（本案為外國企業來台第一上市案件，除專業機構外，投資人需至證券經紀商完成簽暑「第一上市

有價證券風險預告書」後始得賣出）  

（外國企業來台第一上市之上市標準、資訊揭露及股東權益保障等內容與國內上市企業或存有差

異，投資人應詳讀公開說明書，注意買賣外國股票之風險）  

一、有價證券名稱：  

YONGGU GROUP INC.永固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永固公司或該公司)

普通股股票。  

二、本次提出承銷總數量、供競價拍賣、公開申購之數量及預計過額配售數量：  

    永固公司為申請股票第一上市初次上市辦理承銷之總股數為8,952仟股，除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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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稱「處理辦法」）第四條之一規定，先行保留1仟股供「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

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認購外，其餘6,227仟股以競價拍賣為之，1,557仟股以

公開申購配售辦理，另依「證券承銷商辦理初次上市(櫃)案件承銷作業應行注意

事項要點」之規定，由永固公司協調其股東提供已發行普通股1,167仟股，供主

辦證券承銷商採公開申購方式進行過額配售，其實際過額配售數量視繳款情形

認定。  

三、證券承銷商名稱、地址、電話及承銷方式： 

承銷商名稱 地址 電話 承銷方式 

康和綜合證券(股)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176 號 B1 8787-1888  競價拍賣、公開申購  

富邦綜合證券(股)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 111號 9 樓 8771-6888 公開申購  

台新綜合證券(股)公司 台北市建國北路一段 96號 12 樓 5570-8888 公開申購  

中國信託綜合證券(股)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68號 3樓  6639-2000 公開申購  

合作金庫證券(股)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長安東路二段 225號 C棟 6樓 2752-8000 公開申購  

日盛證券(股)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85號 7樓 2562-6288 公開申購  

永豐金證券(股)公司 台北市博愛路 17號 5樓  2382-3207 公開申購  

四、最低承銷價格、最低每標單位、每一投標單最高投標數量及每人最高得標數量：  

(一)最低承銷價格(拍賣底標)每股新台幣45元。  

(二)競價拍賣最低每標單位為1張(仟股)。  

(三)每一投標單最高投標數量不超過895張(仟股)，每人最高得標張數合計不超

過895張(仟股)，投標數量以1張(仟股)之整倍數為投標單位。  

五、投標方式、期間及場所：  

(一)投標期間：自109年4月29日起至109年5月4日止，於投標期間之營業日，每

日上午9時至下午2時。  

(二)投標人：以網際網路方式於「承銷有價證券競價拍賣系統」(網址：https://s



cas.twse.com.tw)(證券商簽發之電子憑證登入)依規定格式填寫投標單或於

開戶證券商總(分)公司營業處所設置之終端設備進行投標。  

(三)投標後該筆投標單不得撤回或更改，投標人請審慎評估。  

六、投標日期、期間及場所：  

(一)開標日期：109年5月6日。  

(二)開標期間：109年5月6日上午10點。  

(三)開標場所：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信義路五段7號10樓)。  

七、投標處理費、投標保證金：  

(一)投標保證金成數：每一投標單保證金成數為投標金額之50%。  

投標人應繳保證金金額，請依下列公式計算：  

每股投標價格：45元(含)以上，每股投標價格最小單位至分為止，分以下採

四捨五入。  

每一投標單應繳保證金：每股投標價格 × 投標股數 × 50%  

(二)投標處理費：投標人參與投標時，每一投標單應繳交投標處理費新台幣400

元整。未得標件或不合格標，其投標處理費均不予退回。  

(三)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繳存往來銀行截止日為109年5月4日；投標保證金

及投標處理費往來銀行扣繳日為109年5月5日(依銀行實際之扣款作業為

準)。  

(四)未得標及不合格件保證金退款作業：經紀商應於開標日次一營業日(109年5

月7日)上午十點前，依證交所電腦資料，指示往來銀行將未得標(包括單一

投標單部份未得標)及不合格件之保證金不加計利息予以退回，惟投標處理

費不予退回。  

(五)得標人未如期履行繳款義務時，除喪失得標資格外，投標保證金應由主辦承

銷商沒入之， 並依該得標人得標價款自行認購。  

(六)投標人投件時銀行存款餘額應足以支付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投標人如

就同一競價拍賣案件填送多筆投標單，或有數個競價拍賣案件於同一天截

止投標，當投標人投件參與其中一個以上案件時，投標人銀行存款之扣款

應以其所有投標單之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之合計為準，否則全數為不

合格件，所有投標單之投標處理費均不予退回。  

八、銷售對象：  

(一)參與本次競價拍賣之對象，以具下列身份者為限：  

1.年滿二十歲之中華民國國民。  

2.本國法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依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規定得投資證券之華僑及外國人。  

4.行政院開發基金、郵政儲金、公務人員退休撫恤基金、勞工退休基金、勞

工保險基金。  

5.其他經政府核准之對象。  

(二)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參加本次競價拍賣：  



1.發行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資公司。  

2.對發行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 

3.公司之董事長或總經理與發行公司之董事長或總經理為同一人，或具有配

偶關係者。  

4.受發行公司捐贈之金額達其實收基金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財團法人。  

5.發行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及直屬總經理之部門

主管。  

6.發行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之配偶。  

7.承銷團之董事、監察人、受僱人及其配偶。  

8.前各款之人利用他人名義參與應募者(指具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二條規

定要件等之實質關係人)。  

九、投標處理方式：  

(一)投標時間截止後，投標單如有本公告十、各款情事者，證交所應於開標前予

以剔除，並由證交所於開標日辦理開標，投標價格高者優先得標，同一價

格者以電子計算機隨機擇定得標者，直至滿足該次提交競價拍賣之數量為

止。每一得標人之得標數量不得超過895張(仟股)，如果超過，其得標價格

為單一時，以電子計算機隨機擇定刪除超過數量，其得標價格有二個以上

時，其得標數量以剔除得標較高及較低價數量各半為之，若有剩餘奇數部

分則以剔除較高價數量為優先，而每一得標人應依其得標價格認購之。  

(二)如得標總數量達該次競價拍賣數量，則公開申購部分之承銷價格，以各得標

單之價格及其數量加權平均所得之價格（分以下四捨五入）為之，並以本

公告四、(一)最低承銷價格(45)元之1.30倍為上限；如其得標總數量未達該

次競價拍賣之數量，則以本公告四、(一)之最低承銷價格作為競價拍賣剩餘

部分及公開申購之承銷價格。  

(三)如合格標單累計數量未達該次提交競價拍賣之認購數量，證交所將不辦理開

標。  

十、投標單不合格件之情事：投標單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為不合格件，該投標

單不得參與競價，投標處理費均不予退回：  

(一)投標價格低於最低承銷價格每股45元者。  

(二)投標數量低於下限1張(仟股)或高於895張(仟股)，或非為1張(仟股)之整數倍 

數。  

(三)未繳足投標保證金或投標處理費者。  

(四)未填妥交易帳號(11碼)，或資料不實者。  

(五)未填妥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或資料不實者。  

(六)自然人未填妥出生年月日，或資料不實者。  

(七)未填妥股票代碼者。  

(八)投標人身分牴觸本公告八、規定者。  

(九)未開立交易戶、款項劃撥銀行帳戶或有價證券保管劃撥帳戶者。  



(十)未與經紀商指定之往來銀行就競價拍賣相關款項扣繳事宜簽訂委託契約者。  

(十一)投標人款項劃撥銀行帳戶之存款餘額，低於所有投標有價證券保證金、投

標處理費之合計金額者。  

(十二)利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投標者。  

十一、未完成訂價之退款：如合格標單累計數量未達該次提交競價拍賣之承銷數量，

台灣證券交易所將不辦理開標事宜，經紀商應於109年5月7日上午10點前，指

示往來銀行將投標人之投標保證金及80元投標處理費均不加計利息予以退

回。  

十二、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繳款：  

(一)得標人之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繳存往來銀行截止日為109年5月8日

止，得標人應繳足下列款項：  

1.得標價款：得標人應依其得標價款認購之，應繳之得標價款，應扣除

已扣繳之投標保證金後為之。  

2.得標手續費：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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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規定，承銷商得向得標人收取得標手續

費。本次承銷案件得標人每一得標單應繳交得標價款之4.7%之得標手

續費，並併同得標價款於銀行繳款截止日(109年5月8日) 前存入往來

銀行。  

每一得標單之得標手續費：每股得標價格 × 得標股數 × 4.7%。  

3.得標人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扣繳日：109年5月11日(依銀行實際之扣

款作業為準)。  

(二)得標人未如期履行繳款義務時，除喪失得標資格外，投標保證金由主辦

證券承銷商沒入之，並依該得標人得標價款自行認購。  

(三)如有數個有價證券承銷案於同一天截止繳交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當

投資人投標參與其中一個以上案件，或就同一競價拍賣案件有多筆得標

單時，銀行存款之扣款應以已繳保證金較高者優先扣款，如金額相同者，

以得標應繳價款及得標手續費合計總額較高者優先扣款，如金額相同

者，以投標單輸入時間先後順序扣款。  

十三、公開說明書資料索取方式：  

有關該公司之財務及營運情形已詳載於公開說明書，投資人得上網至公開資

訊觀測站網站查詢(http://mops.twse.com.tw→基本資料→電子書)，或至主協

辦證券承銷商網站查詢： 

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6016.com.tw )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https://www.fubon.com) 

台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tssco.com.tw) 

中國信託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win168.com.tw) 

合作金庫證券股份有限公司(https:// www.tcfhc-sec.com.tw) 

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www.jihsun.com.tw)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www.sinotrade.com.tw) 



十四、有價證券發放日期、方式與特別注意事項：  

(一)該公司於股款募集完成後，通知集保公司於109年5月20日將股票直接劃

撥至認購人指定之集保帳戶，並於當日上市(實際上市日期以發行公司及

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告為準)。  

(二)認購人帳號有誤或其他原因致無法以劃撥方式交付時，認購人須立即與

所承購之承銷商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十五、投標人銀行存款不足之處理：投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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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工本費及交易市場之交割價款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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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得標後通知及語音查詢：  

(一)由主辦證券承銷商於開標日次一營業日(109年5月7日)以限時掛號寄發

得標通知書及公開說明書等；並由證券經紀商通知得標人辦理得標價款

及得標手續費繳款。  

(二)開標日後，投標人可於「承銷有價證券競價拍賣系統」或向開戶證券經

紀商查詢，亦可以透過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電話語音系統

查詢是否得標，但使用此系統前，得標人應先向證券經紀商申請查詢密

碼，相關查詢事宜如後：  

1.當地電話號碼七碼或八碼地區(含金門)，請撥412-1111或412-6666，撥

通後再輸入服務代碼111＃。  

2.當地電話號碼六碼地區請撥41-1111或41-6666，撥通後再輸入服務代碼

111＃。  

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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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投標截止

日、開標日、投標處理費、投標保證金、得標手續費、價款之繳存、扣繳、

解交、匯款等作業，其後續作業一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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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扣款日遇部分縣(市)停止上班但集

中市場未休市時，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之扣繳日及其後續之開標日、未

得標或不合格件保證金退款日、得標剩餘款項及得標手續費繳存往來銀行截

止日及扣繳日、經紀商價款解交日等均順延至次一營業日辦理。  

十八、其他為保護公益及投資人應補充揭露事項：詳見公開說明書。 

十九、永固公司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之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如下：  

(一)簡明資產負債表  

                 單位：新臺幣仟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三年度財務資料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 年度 

流動資產 2,466,207 3,089,438 4,477,31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677,385 531,635 521,143 

使用權資產 0 0 117,566 

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93,487 86,752 33,037 

無形資產 314 0 367 

其他資產 150,244 145,679 20,474 

資產總額 3,424,114 3,897,800 5,209,464 

流動負債 
分配前 2,066,792 2,214,209 3,111,918 

分配後 2,066,792 2,408,234 3,111,918 

非流動負債 86,135 120,147 145,868 

負債總額 
分配前 2,152,927 2,334,356 3,257,786 

分配後 2,152,927 2,528,381 3,257,786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1,271,187 1,563,444 1,951,678 

股本 500,000 646,750 680,750 

預收股本 59,520 0 0 

資本公積 500,598 295,358 465,358 

保留盈餘 
分配前 219,092 665,407 934,463 

分配後 219,092 471,382 934,463 

其他權益 (8,023) (44,071) (128,893) 

庫藏股票 0 0 0 

權益總額 
分配前 1,271,187 1,563,444 5,209,464 

分配後 1,271,187 1,369,419 5,209,464 

資料來源：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均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 

 

(二)簡明綜合損益表  

        單位：新臺幣仟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三年度財務資料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 年度 

營業收入 3,056,380 4,967,893 6,122,936 

營業毛利 555,308 830,535 904,293 

營業(損)益 387,871 639,231 655,19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41,165) (93,260) (60,259) 

稅前淨利 346,706 545,971 594,936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 268,657 446,315 463,081 

停業單位損失 0 0 0 

本期淨利(損) 268,657 446,315 463,081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7,633) (36,048) (84,822)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261,024 410,267 378,259 



年度 

項目 

最近三年度財務資料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 年度 

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268,657 446,315 463,081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261,024 410,267 378,259 

每股盈餘 4.30 6.92 7.14 

資料來源：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均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