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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包銷軒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初次上櫃前公開承銷之普通股股票銷售辦法公告 股票代號：6703 

(本案公開申購係預扣價款，並適用掛牌後首五交易日無漲跌幅限制之規定，投資人申購前應審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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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辦理軒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軒郁或該公司）普通股股票初次上櫃承銷案(以下簡稱本次

承銷案)公開銷售之總股數為 2,797仟股對外辦理公開銷售，其中 510仟股則以公開申購配售辦理，其餘 2,040仟股以競價拍賣方式為之，

業已於 109年 10月 5日完成競價拍賣作業(開標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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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軒

郁協調其股東提供已發行普通股 247仟股，供主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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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籤情形認定。 

茲將銷售辦法公告於後： 

一、承銷商名稱、地址、總承銷數量、證券承銷商採競價拍賣、公開申購配售及過額配售數量： 
 

承銷商名稱 地址 過額配售股數 競價拍賣包銷股數 公開申購包銷股數 總承銷股數 

主辦承銷商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 111號 9樓 247仟股 2,040仟股 430仟股 2,717仟股 

協辦承銷商 

福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6 號 7 樓 0仟股 0仟股 30仟股 30仟股 

台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 96號 12樓 0仟股 0仟股 30仟股 30仟股 

大展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 17號 13樓之六 0仟股 0仟股 20仟股 20仟股 

合 計  247仟股 2,040仟股 510仟股 2,797仟股 
 

二、承銷價格：每股新台幣 96.9元整(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整)。 

三、本案適用掛牌後首五交易日無漲跌幅限制之規定，投資人應注意交易之風險。 

四、初次上櫃承銷案件，主辦承銷商執行過額配售及價格穩定措施之相關資訊及發行公司股東自願送存集保股份占上櫃掛牌資本額之比例

及自願送存集保期間： 

(一)依據「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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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證券商已與軒郁簽定

「過額配售協議書」，由軒郁協調其股東提出 247 仟股已發行普通股股票供主辦證券承銷商進行過額配售，主辦承銷商負責規劃及

執行穩定價格操作，以穩定承銷價格。 

(二)特定股東限制：依據「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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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證券承

銷商已與軒郁簽定「過額配售協議書」，依規定提出強制集保，並由軒郁協調特定股東提出其所持有之已發行普通股股票，兩者共

計集保 12,460,521股，占申請上櫃時股份總額 17,800,000股及上櫃掛牌時擬發行股份總額 20,800,000股之 70.00%及 59.91%，其中特

定股東於掛牌日起三個月內自願送存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集保不得賣出，以維持承銷價格穩定。 

五、初次上櫃承銷案件，是否因公開申購配售之申購狀況而調整詢價圈購、公開申購配售數量之情事者，應予以揭露：不適用。 

六、公開申購及過額配售投資人資格及事前應辦理事項： 

(一)公開申購投資人資格： 

1.申購人應為中華民國國民。 

2.申購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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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申購人應洽往來證券經紀商辦理與指定之銀行簽訂委託書，同意銀行未來申購截止日止，自動執行扣繳申購處理費二十元、認購

價款、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五十元之手續。 

(二)如有辦理過額配售者，資格同本公告第六條(一)公開申購投資人資格辦理。 

七﹑競價拍賣、公開申購及過額配售之數量限制： 

(一)競價拍賣數量：競價拍賣最低每標單位為 1張(仟股)，每一投標單最高投標數量不超過 279張(仟股)，每一投標人最高得標數量不得

超過對外公開銷售之百分之十(279張(仟股))，投標數量以 1張(仟股)之整倍數為投標單位。 

(二)公開申購數量：每壹銷售單位為 1仟股，每人限購 1單位(若超過壹申購單位，即全數取消申購資格)。 

(三)過額配售數量：過額配售數量為 247 仟股，該過額配售部分，採公開申購方式辦理，並依「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

法」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規定訂定承銷價格。 

(四)承銷商於辦理配售作業時，應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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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八、申購期間、申購手續及申購時應注意事項： 

(一)申購期間自 109年 10月 7日起至 109年 10月 12日止；申購處理費、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及申購價款繳存往來銀行截止日為 109年

10月 12日；申購處理費、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及申購價款扣繳日為 109年 10月 13日（扣繳時點以銀行實際作業為準）。 

(二)申購方式：於申購期間內之每一營業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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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申購期間截止日

前以網際網路申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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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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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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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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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10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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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購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三項總計之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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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點前(109年 10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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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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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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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交所應於抽籤前，將銀行存款不足無法如期扣繳申購處理費、申購價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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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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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10 月 14 日上午九時起在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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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證交所邀請發行公司代表出席監督。 

十、申購人經中籤後不能放棄認購及要求退還價款，申購前應審慎評估。 

十一、通知及(扣)繳交價款日期與方式： 

(一)競價拍賣部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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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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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之得標手續費，並併同得標價款於銀行繳款截止日(109 年 10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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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得標人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扣繳日：109年 10月 8日(依銀行實際之扣款作業為準)。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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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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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未得標及不合格件保證金退款作業：經紀商業於開標日次一營業日(109 年 10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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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開申購部份： 

申購處理費、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及申購價款扣繳日為 109年 10月 13日（扣繳時點以銀行實際作業為準）。 

(三)實際承銷價格(公開申購及過額配售價格)訂定之日期為 109 年 10 月 5 日，請於當日上午十時後自行上網至臺灣證券交易所網

(http://www.tse.com.tw）免費查詢。 

十二﹑未中籤人或不合格件之退款作業： 

對於未中籤人之退款作業，將於公開抽籤次一營業日(109 年 10 月 15日)，依證交所電腦資料，將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及認購價

款退還未中籤申購人(均不加計利息)，惟申購處理費不予退回。 

十三﹑公開申購之中籤名冊及競價拍賣得標名單之查詢管道： 

(一)公開申購： 

1.可參加公開抽籤之合格清冊，將併同不合格清冊，於公開抽籤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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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由承銷商於公開抽籤日次一營業日以限時掛號寄發中籤通知書及公開說明書等。 

3.申購人可以向原投件證券經紀商查閱中籤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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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籤，但

使用此系統前，申購人應先向證券經紀商申請查詢密碼，相關查詢事宜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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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每件 50元整。 

(二)競價拍賣： 

開標日後，投標人可於「承銷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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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查詢事宜如本公告十三、

http://www.ts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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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 

十四﹑有價證券發放日期、方式與特別注意事項： 

(一)軒郁於股款募集完成後，通知集保結算所於 109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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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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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證券預定上櫃日期：109年 10月 2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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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投資人應詳閱本銷售辦法、公開說明書及相關財務資料，並對本普通股股票之投資風險自行審慎評估，軒郁及各證券承銷商均未對

本普通股股票上櫃後價格為任何聲明、保證或干涉，其相關風險及報酬均由投資人自行負擔。如欲知其他財務資料可參閱公開資訊

觀測站(http://www.mops.twse.com.tw)或發行公司網址：(https://www.shinybrands.com/) 

十七﹑公開說明書之分送、揭露及取閱地點： 

(一)有關軒郁之財務及營運情形已詳載於公開說明書，請上網至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www.mops.twse.com.tw→基本資料→電子書)及

主、協辦承銷商網站免費查詢，網址如下：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fb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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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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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展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s:// www.tachan.com.tw 

(二)競價拍賣開標後，承銷商應將「得標通知書」及「公開說明書」以限時掛號寄予得標投資人；另應於公開申購結束後，將「公開

說明書」、「中籤通知書」或「配售通知」以限時掛號寄發中籤人。 

十八﹑會計師最近三年度財務資料之查核簽證意見： 

簽證年度 簽證會計師事務所 簽證會計師姓名 查核簽證意見 

106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素雯、余倩如會計師 

劉子猛會計師 

無保留意見 
107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素雯、余倩如會計師 無保留意見 
108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涂嘉玲、余倩如會計師 包含強調事項段之無保留意見(註) 

109年第二季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涂嘉玲、余倩如會計師 包含強調事項段之無保留意見(註) 
註：軒郁於 107 年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107 年 10 月 26 日「共同控制下企業合併之會計處理疑義」問答集處

理 108年之併購交易，因此重編 107年度及 108年第二季之財務報表。 

十九﹑財務報告如有不實，應由發行公司及簽證會計師依法負責。 

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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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購人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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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取消其認購資格者，其已扣繳認購有價證券

款項應予退還；但已扣繳之申購處理費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不予退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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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本，未滿十四歲之未成年人，得以戶口

名簿正本及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正本代之)，洽原投件證券經紀商辦理。 

(四)申購人可以影印或自行印製規格尺寸相當之申購委託書。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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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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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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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證券交易市場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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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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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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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業日辦理。 

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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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承銷價格決定方式(如附件一)。 

二十三﹑律師法律意見書要旨(如附件二)。 

二十四﹑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總結意見(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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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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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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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股票承銷價格計算書 

一、承銷總股數說明 

(一)軒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軒郁公司或該公司)初次申請股票上櫃時之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以下同)178,000,000 元，每股面額

10 元整，已發行股數為 17,800,000 股。該公司擬於股票初次申請上櫃案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後，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計 3,000

千股，故預計股票上櫃掛牌時之實收資本額為 208,000,000元。 

(二)公開承銷股數及來源 

該公司本次申請股票上櫃，爰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四條之規

定，採用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方式辦理上櫃前之公開承銷作業，並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對公開發行公司申請股

票櫃檯買賣應委託推薦證券商辦理承銷規定」第二條及第六條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初次申請股票上櫃時，應至少提出擬上櫃股份

總額百分之十以上股份委託推薦證券商辦理承銷。依上述規定，該公司經評估決議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3,000 千股，並依公司

法第 267條之規定，保留發行股份之 15%，計 450千股予員工認購外，其餘 2,550千股依證券交易法第 28條之 1規定排除公司法

第 267條第 3項原股東優先認購之適用，全數辦理上櫃前公開承銷。 

(三)過額配售 

該公司爰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四條第二項：「公開發行公司

除依前項規定提出一定股份委託推薦證券商辦理承銷外，亦得以公司已募集發行之股票作為推薦證券商穩定承銷價格之過額配

售」及「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辦理初次上市(櫃)案件承銷作業應行注意事項要點」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主

辦承銷商應要求發行公司協調其股東就當次依法令規定委託證券商辦理公開承銷股數之百分之十五之額度(上限)，提供已發行普

通股股票供主辦承銷商辦理過額配售。該公司已於 108年 3月 21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與本推薦證券商簽訂「股票初次上櫃過額配售

及股東自願集保協議書」，將提出委託推薦證券商辦理公開銷售股數 15%之額度內之已發行普通股，上限 382 千股供本推薦證券

商辦理過額配售，惟本主辦推薦證券商得依市場需求決定過額配售數量。 

(四)股權分散 

該公司截至 109年 4 月 27日止，股東人數共計 1,465人，其中公司內部人及該等內部人持股逾百分之五十之法人以外之記名

股東人數 1,448人，且其所持股份總額合計 5,722,110股，占發行股份總額 32.15%，符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三條有關股權分散之標準。 

(五)綜上所述，該公司依擬上櫃股份總額之百分之十計算應提出公開承銷之股數，預計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計 3,000 千股，除預計

保留約 15%供員工認購之 450千股外，餘 2,550千股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28-1條規定，已於 107年 11 月 13日股東常會決議通

過由原股東全數放棄認購以辦理上櫃前公開銷售作業。另本推薦證券商已與該公司簽訂過額配售協議，由該公司授權董事長協調

股東擬提出不超過對外公開銷售股數百分之十五範圍內之已發行普通股，供本推薦證券商辦理過額配售及價格穩定操作。 

二、申請公司與推薦證券商共同訂定承銷價格之依據及方式 

(一)訂定所採用的方法、原則或計算方式及與適用國際慣用之市價法、成本法及現金流量折現法之比較 

1.承銷價格訂定所採用的方法、原則或計算方式及與適用國際慣用之市場法、成本法及收益法之比較 

(1)承銷價格訂定所採用的方法、原則或計算方式 

股票價值評估的方法很多種，各種方法皆有其優缺點，評估之結果亦有所差異，目前市場上常用之股票評價方法包括市

場法如本益比法(Price/Earnings  ratio，P/E  ratio)、股價淨值比法(Price/Book  value  ratio，P/B ratio)，透過已公開的資訊，和整

個市場、產業性質相近的同業及被評價公司歷史軌跡比較，作為評量企業的價值，再根據被評價公司本身異於採樣公司之部

分作折溢價的調整；成本法則係以帳面之歷史成本資料為公司價值評定之基礎，未考慮公司的未來獲利能力與現金流量，因

此由此法所計算得出之價格尚須經過調整；另收益法則重視未來公司創造現金流量，但此方法受限於公司未來現金流量之預

估是否精確以及各項評價因子之選取是否適當。茲將本益比法、股價淨值比法、成本法及收益法等計算方式、優缺點列示如

下： 

項目 
市場法 

成本法 收益法 
本益比法 股價淨值比法 

計算

方式 

依據公司之財務資料，計算
每股盈餘，並擇取上市櫃公

司或產業性質相近之同業平
均本益比估算股價，最後進
行溢折價調整，以允當反應

受評公司與同業公司間之差
異。 

依據公司之財務資料，計算
每股淨值，並擇取上市櫃公

司或產業性質相近之同業平
均股價淨值比估算股價，最
後再進行溢折價調整，以允

當反應受評公司與同業公司
間之差異。 

以帳面之歷史成本資料為公
司價值之評估基礎，即以資

料負債表之帳上資產總額減
去負債總額。最後，再考量
資產及負債之市場價格進行

帳面價值之調整，以允當反
應受評公司之價值。 

根據公司預估之未來年度現
金流量，並佐以風險等級相

稱之折現率，進行折現加
總，據以評估受評公司之公
司價值。 

優點 

1.最具經濟效益與時效性，為

一般投資人投資股票最常
用之參考依據，具有相當
之參考價值。 

2.所估算之價值與市場的股價
較接近。 

3.較能反映市場研判多空氣氛

及投資價值認定。 

4.市場價格資料容易取得。 

1.淨值係長期且穩定之指標。 

2.當盈餘為負時之替代評估
法。 

3.市場價格資料容易取得。 

1.資料取得容易。 

2.使用財務報表之資料，較客
觀公正。 

1.符合學理上對價值的推論，

能依不同的關鍵變數的預
期來評價公司。 

2.較不受會計原則或會計政策

不同影響。 

3.反應企業之永續經營價值，
並考量企業之成長性及風

險。 

缺點 

1.盈餘品質受會計方法之選擇
所影響。 

2.即使身處同一產業，不同公

司間之本質上仍有相當差
異。 

3.企業盈餘為負時不適用。 

1.帳面價值受會計方法之選擇
所影響。 

2.即使身處同一產業，不同公

司間之本質上仍有相當差
異。 

1.資產帳面價值與市場價值差
距甚大。 

2.未考量公司經營成效之優

劣。 

3.不同種類資產需使用不同分
析方法，且部分資產價值

1.使用程式繁瑣，需估計大量
變數，花費成本大且不確
定性高。 

2.對於投資者，現金流量觀念
不易瞭解。 

3.預測期間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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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市場法 

成本法 收益法 
本益比法 股價淨值比法 

計算較困難。 

適用 

時機 

適合評估風險水準、成長率
及股利政策穩定的公司。 

適用於評價產業成熟型及穩
定型之公司。 

 

 

 

適合用於評估如傳統產業類
股或公營事業。 

1.當可取得公司詳確的現金流
量與資金成本的預 測資訊
時。 

2.企業經營穩定，無鉅額資本
支出。 

(2)承銷價格與適用國際慣用之市場法、成本法及收益法之比較 

該公司主要從事美妝保養品之研發及銷售，以及機能保健食品之銷售，並經營電子商務平台 iQueen(愛女人購物網)，目

前主要營運重心為台灣市場(108 年度約占九成)，擁有四大自有美妝品牌「SEXYLOOK」極美肌、「MIRAE」未來美、「Dr. 

May」美博士、「LUDEYA」露蒂雅及機能保健食品品牌「SIMPLY」新普利及「M2」輕次方。綜觀目前國內上櫃及上市公

司中，上市公司南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號：6504，以下簡稱南六) 主係從事不織布之生產及銷售業務，營收比重約五

成，亦往產業下游擴展，添加柔濕巾、面膜、保養品等生技產品項目，營收比重接近四成，並創立自有品牌「詩柔」及「妮

塔莉雅」之面膜及美妝保養品於官網、郵政商城等電商平台銷售；上櫃公司達爾膚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號：6523，

以下簡稱達爾膚)主要係從事自有品牌「DR.WU」美妝保養品之研發與銷售，並透過各大實體通路及電商平台銷售產品；另霈

方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號：6574，以下簡稱霈方) 主要係從事自有品牌「EDN 菌蝶」、「NU+ derma 新德曼」及

「L`HERBOFLORE 蕾舒翠」美容保養品之研發與銷售業務，係透過國內百貨專櫃及展場通路銷售產品。上述三家係與軒郁公

司同屬面膜及保養品產品之研發與銷售，其業務型態、產品性質及營業項目較為相近，故選擇南六、達爾膚、霈方為該公司

之採樣同業進行分析說明如下： 

A.市場法 

(A)本益比 

單位：倍 

採樣公司 

 

月份 

上櫃 

生技醫療類 

上巿 

生技醫療類 

南六 

(6504) 

達爾膚 

(6523) 

霈方 

(6574) 

109年 6月 2,246.16 42.76 35.39 16.25 14.37 

109年 7月 1,865.29 40.13 33.48 16.63 14.40 

109年 8月 107.42 42.47 27.40 15.36 14.45 

平  均 1,406.29 41.79 32.09 16.08 14.41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及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 

全體上市上櫃生技醫療股及採樣公司最近三個月之平均本益比如上表所列，考慮採樣公司之產品特性及本益比，故

排除極端值上市及上櫃生技醫療類之後，最近三個月平均本益比約為 14.41 倍至 32.09 倍，若以該公司 108 年第三季至

109年第二季之歸屬母公司業主稅後純益 118,155千元及擬上櫃掛牌股數 20,800千股，推算稅後每股盈餘 5.68元，按上

述本益比計算其參考價格，其價格區間約為 81.85元至 182.27元。 

(B)股價淨值比 

單位：倍 

採樣公司 

 

月份 

上櫃 

生技醫療類 

上巿 

生技醫療類 

南六 

(6504) 

達爾膚 

(6523) 

霈方 

(6574) 

109年 6月 3.93 2.42 6.08 2.33 2.05 

109年 7月 3.65 2.27 5.75 2.38 2.06 

109年 8月 3.93 2.54 6.26 2.10 1.97 

平 均 3.84  2.41  6.03  2.27  2.03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及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 

全體上市及上櫃生技醫療類股及採樣公司最近三個月之平均股價淨值比如上表所列，考慮採樣公司之產品特性及股

價淨值比，故排除極端值南六之後，最近三個月平均股價淨值比約為 2.03 倍至 3.84 倍，若以該公司 109 年 6 月底之歸

屬於母公司之業主權益 472,403 千元及預計上櫃掛牌股本 20,800 千股計算，每股淨值 22.71 元，按上述股價淨值比法計

算其參考價格，其價格區間約為 46.10 元至 87.21 元。惟股價淨值比法係以歷史成本為計算依據，容易忽略公司間之隱

性差異(如盈餘成長率之多階段變化)，且未考量未來成長機會，故本推薦證券商不擬採用此方法。 

B.成本法 

係依照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將目標公司之資產價值扣除公司之負債，以獲得目標公司之價值，實務慣用衡量資產價值之

方法為帳面價值法，依此法公司之價值即資產負債表之帳面淨值。 

依該公司 109 年 6 月底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告，歸屬於母公司之業主權益 472,403 千元，並依擬上櫃掛牌股本

20,800 千股計算之每股淨值為 22.71 元，即為依成本法計算之參考價格，惟由於此法未考慮公司未來獲利能力與現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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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因此以帳面價值來評定公司之價值並無法表達目前及未來之經濟貢獻值，是以由此法所計算得出之價格尚需經過調

整，較不具有參考性，故本推薦證券商不擬採用此方法。 

C.收益法 

收益法係依據公司預估之獲利及現金流量，以涵蓋風險的折現率來折算現金流量，同時考量實質現金及貨幣之時間價

值來進行估算，惟考量此方法預測期間長，部分評價因子亦較難取得適切之數據，故在相關參數之參考價值相對較低下，

不僅困難度相對較高且資料未必十分準確，較不能合理評估公司應有之價值，故不擬採用本法為議定承銷價格參考之依

據。 

綜上所述，考量該公司所屬產業發展前景及考量該公司經營績效、獲利情形以及所處產業未來前景、發行市場環境及

同業之市場狀況等因素後，本券商為能訂定合理、客觀及具市場性之承銷價格，乃以市場法中本益比法作為該公司申請上

櫃之承銷價格計算依據，且參酌最近一個月興櫃成交價格後，再與該公司共同商議承銷價格之方式，與國際慣用方法比較

尚無重大異常之處。 

(二)該公司與已上市櫃同業之財務狀況、獲利情形及本益比之比較情形 

1.財務狀況 

分析項目 
年度 

公司名稱 
106年度 107年度 108年度 

109年截至 

第二季 

負債占資產 

比率(%) 

軒 郁 40.02 22.02(註 1)  23.09  41.01 

南 六 57.46 62.24  67.44  68.61  

達爾膚 8.31 10.53  8.22  20.05  

霈 方 22.00 22.61  21.47  25.76  

同業平均 60.10 61.60 註 2 註 2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比率(%) 

軒 郁 10,385.45  4,904.61(註 1)  4,454.52  4,577.94 

南 六 195.49  224.33  237.00  143.46  

達爾膚 5,304.95  8,863.64  11,734.85  9,804.47  

霈 方 2,754.01  2,405.76  1,608.36  1,740.74  

同業平均 69.70 72.80 註 2 註 2 

資料來源：各公司年報及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同業資料取自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所出版之「中華民國

台灣地區主要行業財務比率」，行業類別為「化妝品零售業」之財務比率，公開資訊觀測站。 

註1：該公司為拓展產品線，於108年11月20日經董事會通過購入以銷售機能保健食品為主要業務之新普利(股)公司100%股權，

因新普利(股)公司之原股東為總經理家族成員，故依IFRS 3「企業合併」判斷應為第2段(c)採共同控制下組織重組，根據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問答集及(101)基秘字第301號函釋，於編製比較財務報表時，應視為自始即已合併，

故重編比較期間合併財務報表。以下107年度及108年第二季皆以重編後財務報告數計算。 

註2：「中華民國台灣地區主要行業財務比率」尚未出版故未揭露。 

A.負債占資產比率 

該公司106~108年底及109年截至第二季底之負債占資產比率分別為40.02%、22.02%、23.09%及41.01%，該公司並無向

金融機構借款之情事，107年度辦理現金增資挹注240,000千元，使資產總額較106年底增加325,569千元，增加幅度為

70.16%，且負債金額因107年下半年度電視置入行銷活動減少，使其他應付款下降，負債因而較106年底降低6.37%，致負

債占資產比率下降至22.02%；108年度受香港反送中事件及陸團暫停來台等因素影響，營業收入略為下滑，又該公司品牌

「MIRAE」未來美於108年第二季新增代言人劉仁娜，且各品牌推出新品時在FB及GOOGLE持續增加廣告之投放，邀請藝

人、部落客發文推薦產品及於電視與網路節目置入與冠名，且「Dr. May」美博士及「SIMPLY」新普利進軍實體通路故相

關推銷費用增加，致稅後淨利較107年度減少80,547千元，108年底資產總額因而較107年底減少11.30%，高於負債下降幅度

6.99%，故負債佔資產比率較107年底微幅增加至23.09%。109年截至第二季底負債比率增加，主係該公司經109年3月25日

經董事會決議通過108年度之盈餘分配案，將配發現金股利81,168千元及以資本公積發放現金61,232千元，使其他應付款增

加，致負債佔資產比率較108年底上升。 

與採樣公司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最近三年底及109年截至第二季底之負債占資產比率介於所有採樣同業及同業平

均之間，與霈方約當，主係該公司之負債主要來自營運所產生之應付款項，未有舉債營運之情事，其變動情形尚屬合理。 

B.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率 

該公司106~108年底及109年截至第二季底之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率分別為10,385.45%、4,904.61%、

4,454.52%及4,577.94%，皆超過100%，顯見其並無以短期資金支應長期資金用途之情事，此外，該公司之產品皆為委外代

工，並無重大固定資產，使得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率皆維持在較高之水準。107年度營運和獲利持續成長及

辦理現金增資溢價發行，使得107年底股東權益餘額較106年底增加337,389千元，增加比率為121.22%，惟因子公司購置辦

公室及設備，使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增加9,886千元，增加比率為368.88%，在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增加幅度大於長期資金

增加幅度之情況下，使得107年底該比率較106年底下降；108年底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無變動，惟受到年度獲利下滑、期

末未分配盈餘較107年底減少，致股東權益餘額下降12.51%，使得108年底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率較107年底

微幅下降至4,454.52%。109年截至第二季底並無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惟該公司109年3月25日經董事會決議通

過108年度之盈餘分配案，將配發現金股利81,168千元及以資本公積發放現金61,232千元使股東權益減少，以致109年截至

第二季底該比率較108年底下降。 

與採樣公司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以委外代工方式進行生產，故該公司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金額較小，106年底

該比率高於所有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107、108年底及109年截至第二季底該比率介於相同以委外代工生產模式之採樣同

業達爾膚及霈方之間，高於自行生產產品之採樣同業南六及同業平均，整體而言，其變動情形尚屬合理。 

綜上所述，該公司資產負債結構及長期資金支應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能力尚屬健全，尚無重大財務結構異常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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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獲利情形 

分析項目 

年度 

 

公司名稱 

106年度 107年度 108年度 
109年截至 

第二季 

資產報酬率 

(%) 

軒 郁 21.35  29.97(註 1)   14.46  19.42 

南 六 9.10  8.14  6.22  11.38  

達爾膚 5.94  1.26  9.72  7.00  

霈 方 21.77  13.21  10.92  6.08  

同業平均 11.60 5.20 註 3 註 3 

權益報酬率 

(%) 

軒 郁 35.24  42.02(註 1)  18.59  28.75 

南 六 19.35  19.96  17.05  34.66  

達爾膚 6.49  1.39  10.67  8.04  

霈 方 28.93  17.00  14.20  8.05  

同業平均 29.60 12.50 註 3 註 3 

營業利益占 

實收資本額比率(%) 

軒 郁 99.06  141.79(註 1)  76.16  104.19 

南 六 100.90  109.82  99.24  211.38  

達爾膚 31.23  15.72  52.26  38.50  

霈 方 84.08  60.16  49.79  30.03  

同業平均 註 2 註 2 註 2 註 2 

稅前純益占 

實收資本額比率(%) 

軒 郁 95.18  146.75(註 1)  75.87  102.68 

南 六 99.21  120.42  108.92  215.38  

達爾膚 32.35  14.04  50.66  36.16  

霈 方 82.80  61.80  51.11  30.90  

同業平均 註 2 註 2 註 2 註 2 

純益率(%) 

軒 郁 10.77  18.00(註 1)  10.40  12.43 

南 六 8.41  8.73  8.03  13.32  

達爾膚 13.58  2.58  18.91  19.88  

霈 方 14.97  10.98  8.36  6.27   

同業平均 10.70 4.60 註 3 註 3 

每股稅後盈餘(元) 

軒 郁 6.04  9.04(註 1)  5.17  4.10 

南 六 7.46  8.16  7.25  7.59  

達爾膚 2.78  0.55  4.26  1.43  

霈 方 7.28  4.95  4.04  1.14 

同業平均 註 2 註 2 註 2 註 2 

資料來源：各公司年報及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同業資料取自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所出版之「中華民國

台灣地區主要行業財務比率」，行業類別為「化妝品零售業」之財務比率，公開資訊觀測站。 

註1：該公司107年度財務比率係以重編後財務數告計算。 

註2：「中華民國台灣地區主要行業財務比率」未揭露該項比率。 

註3：「中華民國台灣地區主要行業財務比率」尚未出版故未揭露。 

A.資產報酬率 

該公司106~108年度及109年截至第二季資產報酬率分別為21.35%、29.97%、14.46%及19.42%，其中107年度之資產報

酬率較106年度上升，主要係該公司美妝保養品熱銷，107年度稅後淨利較106年度成長96.95%所致；108年度之資產報酬率

較107年度下降，係因108年度三大美妝品牌雖持續推出新品，以迎合市場求新求變之需求，但因香港地區經濟動盪，導致

終端消費市場景氣低迷，及陸客來台人數減少影響，以致108年度營收較107年度減少12,421千元，微幅下滑1.19%，同時該

公司108年策略著重於品牌深化與強化品牌知名度的方向，旗下品牌「MIRAE」未來美聘請韓國女星劉寅娜進行廣告，且

各品牌推出新品時在FB及GOOGLE持續增加廣告之投放，邀請藝人、部落客發文推薦產品及於電視與網路節目置入與冠

名，且「Dr. May」美博士及「SIMPLY」新普利進軍實體通路，而增加通路費用，使得推銷費用較107年度增加18.87%，

致稅後淨利隨營業費用增加而減少80,547千元，加以108年度平均資產增加18.85%，故使108年度資產報酬率降為14.46%。

109年截至第二季之資產報酬率較108年度上升，主要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對保健食品需求增加，使「SIMPLY」新普

利品牌產品銷售業績暢旺，另「M2」輕次方推出之新品超能奶昔熱銷，且部份消費者由實體轉往網路購物，致該公司網

路通路銷售比重較108年度約成長15%，而網路銷售之毛利率較實體通路為高，使稅前純益增加，致資產報酬率較108年度

上升。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106~108年度及109年截至第二季該公司之資產報酬率，除106年度與霈方約當外，其餘

皆優於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其變動情形尚稱合理。 

B.權益報酬率 

該公司106~108年度及109年截至第二季股東權益報酬率分別為35.24%、42.02%、18.59%及28.75%，其中107年度股東

權益報酬率較106年度略為上升，主係營收成長，稅後淨利隨之增加所致；108年度股東權益較107年度下降，係因108年度

推銷費用增加18.87%，致使稅後淨利減少，加以該公司於107年度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使得平均股東權益增加

29.12%，致108年度股東權益報酬率下降至18.59%。109年截至第二季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對保健食品需求增加，使

「SIMPLY」新普利品牌產品銷售業績暢旺，另「M2」輕次方推出之新品超能奶昔熱銷，且部份消費者由實體轉往網路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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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致該公司網路通路銷售比重較108年度約成長15%，而網路銷售之毛利率較實體通路為高，使稅前純益增加，另因109

年3月25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108年度之盈餘分配案，將配發現金股利81,168千元及以資本公積發放現金61,232千元使股東

權益減少，致權益報酬率較108年度上升。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106~108年度及109年截至第二季該公司之權益報酬率，除109年截至第二季低於南六

外，其餘皆優於所有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其變動情形尚稱合理。 

C.營業利益及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額比率 

該公司106~108年度及109年截至第二季營業利益占實收資本額比率分別為99.06%、141.79%、76.16%及104.19%；稅前

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率分別為95.18%、146.75%、75.87%及102.68%；其中107年度之營業利益及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額比

率較106年度上升，主要係該公司美妝保養品熱銷，及購入新普利公司100%股權，採共同控制下之組織重組而併入新普利

公司之營收及獲利，且成本及費用控制得宜，故107年度之營業利益成長88.46%及稅前淨利成長103.02%所致；108年度之

營業利益及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額比率較107年度下降，主係雖108年度營業毛利增加，惟推銷費用增加18.87%，致使營業

利益及稅前純益減少，加上當年度盈餘轉增資，實收資本額增加12.66%所致。109年截至第二季之營業利益及稅前純益佔

實收資本額比率上升，係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對保健食品需求增加，使「SIMPLY」新普利品牌產品銷售業績暢旺，

另「M2」輕次方推出之新品超能奶昔熱銷，且部份消費者由實體轉往網路購物，致該公司網路通路銷售比重較108年度約

成長15%，而網路銷售之毛利率較實體通路為高，使營業利益及稅前純益增加所致。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該公司106年度營業利益及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額比率介於同業之間，107年度已均優於

所有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108年度及109年截至第二季則優於採樣同業達爾膚、霈方，低於採樣同業南六，其變動情形尚

稱合理。 

D.純益率及每股盈餘 

該公司106~108年度及109年截至第二季純益率分別為10.77%、18.00%、10.40%及12.43%，每股盈餘分別為6.04元、

9.04元、5.17元及4.10元。107年度純益率較106年度上升，主要係因107年度受惠於美妝保養品熱銷，營業收入成長17.84%

且毛利率亦成長8%，相關費用支出控管得宜，故稅後淨利較106年度增加96.95%且每股盈餘增加3元；108年度純益率較

107年度下滑，主係香港地區經濟動盪，導致終端消費市場景氣低迷，及陸客來台人數減少，營收較107年度減少12,421千

元，又108年自有品牌「MIRAE」未來美聘請韓星劉寅娜代言廣告，且各品牌推出新品時在FB及GOOGLE持續增加廣告之

投放，邀請藝人、部落客發文推薦產品及於電視與網路節目置入與冠名，且「Dr. May」美博士及「SIMPLY」新普利進軍

實體通路，而增加通路費用，使營業費用率自107年度之43.50%增加至108年度之52.78%，致稅後淨利降低42.88%且每股盈

餘下降3.87元。109年截至第二季純益率上升，係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對保健食品需求增加，使「SIMPLY」新普利品

牌產品銷售業績暢旺，及「M2」輕次方推出新品，帶動營業收入成長，且部份消費者由實體轉往網路購物，致該公司網

路通路銷售比重較108年度約成長15%，而網路銷售之毛利率較實體通路為高，使本期淨利增加所致。 

與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相較，在純益率方面，106、108年度及109年截至第二季該公司介於採樣同業之間，107年度則

優於所有採樣同業及同業平均；在每股盈餘方面，106、108年度及109年截至第二季該公司之每股盈餘介於同業之間，107

年度優於所有採樣同業和同業平均。 

綜上所述，該公司整體獲利能力尚屬良好，且與採樣同業相較，尚無發現有重大異常之情事。 

3.本益比 

請詳前述「二、(一) 1. (1)」本益比法之評估說明。 

(三)所議定之承銷價若參考財務專家意見或鑑價機構之鑑價報告者，應說明該專家意見或鑑價報告內容及結論 

本推薦證券商與該公司共同議定股票公開承銷價格，並未委請財務專家出具意見或委託鑑價機構提供鑑價報告，故不適用。 

(四)申請公司於興櫃市場掛牌之最近一個月平均股價及成交量資料 

該公司107年10月17日於興櫃市場掛牌，最近一個月(109年8月20日~109年9月30日)於興櫃市場交易平均成交價格及買賣總成

交量如下表所示： 

單位：元/股 

最近一個月 平均股價 成交量 

109年 8月 20日~109年 9月 30日 145.83 6,190,722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網站 

另經查該公司自申請上櫃日迄今並無依櫃買中心「興櫃股票公布或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要點」第4條規定公告為

「興櫃公布注意股票」，或依櫃買中心「興櫃股票買賣辦法」第11條之1規定暫停交易(啟動興櫃股票市場冷卻機制)之情事，故

該公司自申請上櫃日迄今並無興櫃股價波動過大、達冷卻機制或經公告為注意公布股票、暫停交易標準之情事。 

(五)推薦證券商就其與申請公司所共同議定承銷價格合理性之評估意見 

本推薦證券商與該公司議定承銷價格，係依一般巿場承銷價格之訂定方式，參考採樣同業之本益比及該公司最近一個月興櫃

市場之平均成交價格等方式，以推算合理之承銷價格。依照上述定價模式之價格參考區間為81.85元至182.27元之間，另參酌該公

司最近一個月(109年8月20日~109年9月30日)興櫃股票市場之平均成交價格為145.83元，並考量該公司所處產業、經營績效、發行

巿場環境等因素後，由本推薦證券商與該公司共同議定之。 

另該公司預計初次上櫃前現金增資案採競價拍賣之承銷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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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條及第17條規定，設算向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申報競價拍賣約定書前興櫃有成交之30個營業日(109年8月

11日至9月21日)其成交均價扣除無償配股除權(或減資除權)及除息後簡單算術平均數144.57元之七成為最低承銷價格之上限，訂定

最低承銷價格(競價拍賣底標)為新臺幣80.08元，承銷價格不得超過最低承銷價格之1.21倍，並依投標價格高者優先得標，每一得

標人應依其得標價格認購；公開申購承銷價格則以各得標單之價格及其數量加權平均所得之價格新臺幣125.3元為之，惟均價高於

最低承銷價格之1.21倍，故承銷價格定為每股以新臺幣96.9元溢價發行，尚屬合理。 

 

發 行 公 司 ： 軒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胡 蕙 郁 

主 辦 證 券 承 銷 商 ：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韓 蔚 廷 

協 辦 證 券 承 銷 商 ： 福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林 火 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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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辦 證 券 承 銷 商 ： 台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郭 嘉 宏 

協 辦 證 券 承 銷 商 ： 大展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李  玉  萍 

      

      

【附件二】律師法律意見書 

軒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為募集與發行普通股 3,000,000 股，每股面額壹拾元整，依面額計本次募集與發行總金額新臺

幣 30,000,000 元整，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提出申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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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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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致 

軒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翰辰法律事務所 

律師 彭義誠 

【附件三】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總結意見 

軒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軒郁」或「該公司」)本次為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 3,000 千股，每股面額新臺幣壹拾

元，發行總金額為新臺幣 30,000 千元，依法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提出申報。業經本承銷商採用必要之輔導及

評估程序，包括實地了解該公司之營運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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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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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負  責  人：韓 蔚 廷 

承銷部門主管：吳 春 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