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八年股東常會議案參考資料

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 107 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本公司 107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議事手冊。
第二案
案 由：監察人審查本公司 107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本公司 107 年度監察人審查報告書，請參閱議事手冊。
第三案
案 由：本公司辦理發行 107 年私募普通股或私募國內有擔保可轉換公司債案
之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一、本公司辦理發行 107 年私募普通股或私募國內有擔保可轉換公司
債案，經 107 年 6 月 29 日公司股東常會決議通過。
二、公司原計畫為充實營運資金、償還借款或其他因應公司長期營運
發展資金之需求，而擬以私募之方式辦理發行不超過普通股
10,000 股之現金增資或私募新台幣 3 億元為上限之可轉換公司債，
惟因相關計畫尚在規劃中，故並未予以辦理。
三、因該私募決議期限已屆滿，故擬不辦理 107 年股東會所通過私募
普通股或私募國內有擔保可轉換公司債之發行。
第四案
案 由：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改善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本公司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審字第 1020054012 號及第
1030026956 號函示，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改善情形」，請參閱
議事手冊。
第五案
案 由：健全營運計畫書執行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107 年度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承認事項
第一案：本公司 107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 107 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暨個體財務報表，業

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其中合併財務報表暨個體財務報表經德昌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陳裕勳及李定益會計師查核簽證竣事，出具無保
留意見之查核報告。上述決算表冊已送請監察人審查完竣。
二、107 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參閱議事手
冊。
決 議：
第二案：本公司 107 年度虧損撥補案，敬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 107 年度虧損撥補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監察人
審查完竣。
二、本公司 107 年度稅後淨損為 4,566,744 元，加計期初累計虧損
58,739,003 元，本期待彌補虧損為 63,305,747 元。
三、107 年度虧損撥補表，請參閱議事手冊。
決 議：

討論事項
第一案：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案，提請 審議。
【董事會提】
說 明：配合相關法令，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之條文，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
決 議：
第二案：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案，提請 審議。【董事會提】
說 明：配合相關法令，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之條文，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
決 議：
第三案：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辦法』修訂案，提請 審議。【董事會提】
說 明：配合相關法令，擬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辦法』部分之條文，修訂
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
決 議：
第四案：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案，提請 審議。【董事會提】
說 明：配合相關法令，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之條文，修訂前後條文
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
決 議：
第五案：本公司擬辦理 108 年度私募普通股及國內有擔保及無擔保可轉換公司
債案，提請 審議。【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償還借款或其他因應公司長期營運發展資

金之需求，在評估資金市場狀況、籌資之速度及時效性下，擬以
私募方式辦理籌募資金︰
(一)發行普通股之現金增資，其主要內容如下：
1、私募總股數：擬發行 20,000,000 股為上限。
2、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
3、私募總金額：視發行價格暨實際發行股數而定。
(二)發行國內有擔保可轉換公司債，其主要內容如下：
1、私募總張數：擬發行 2,000 張為上限。
2、票面金額：每張新台幣 100,000 元。
3、私募總金額：新台幣 200,000,000 元為上限。
(三)發行國內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其主要內容如下：
1、私募總張數：擬發行 2,000 張為上限。
2、票面金額：每張新台幣 100,000 元。
3、私募總金額：新台幣 200,000,000 元為上限。
前三項私募有價證券，提請於 108 年 6 月 28 日股東常會決議之日
起 1 年內，視公司經營實際需求，分 2 次向特定人募集資金。
二、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第 6 項規定，辦理私募說明事項
如下：
(一)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
1、本公司私募普通股價格之訂定，以不低於參考價格之 8 成。
參考價格係以定價日前 1、3 或 5 個營業日擇一計算普通股
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
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或定價日前 30 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
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
反除權後之股價，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定之。
2、本公司私募國內有擔保及無擔保之轉換公司債發行價格之
訂定，以不低於該等公司債理論價格之 8 成訂定之。轉換
價格係以定價日前 1、3 或 5 個營業日擇一計算普通股收盤
價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
反除權後之股價，或定價日前 30 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
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
權後之股價，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定之，並以不低於參
考價格之 8 成為訂定依據。本次暫定有擔保轉換公司債發
行及轉換辦法，請參閱議事手冊。
3、本公司私募前述有價證券之實際定價日及實際私募價格，
擬提請股東會於不低於股東會決議成數範圍內授權董事會
視日後洽定特定人情形及市場狀況決定之。
4、本次私募普通股每股價格及私募國內有擔保及無擔保可轉

換公司債轉換價格之定價乃依主管機關公布之法令定之，
同時考量證券交易法對私募有價證券有三年轉讓限制、公
司經營績效、未來展望、普通股市價及市場慣例而定，又
本公司針對前述私募有價證券之價格訂定依據均符合「公
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之規定，尚不
致有重大損害股東權益之情形，其訂定應屬合理。
5、本次私募普通股及國內有擔保及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轉換
之普通股，權利義務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相同。本次
決議之私募有價證券，其轉讓應受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8
限制，又私募有價證券自交付起滿 3 年後，擬請股東會授
權董事會視當時狀況決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補辦公開發
行同意函及向金管會申報補辦公開發行。
6、若日後受證券市場變化因素影響，致訂定之每股發行之實
際價格或每股轉換價格低於股票面額時，因已依據法令規
範之定價依據辦理且已反映市場價格狀況，係為順利募得
資金，有利公司長遠穩定成長之必要，其價格之訂定，應
屬必要及合理。若有每股價格及轉換價格低於面額之情形
者造成累積虧損增加對股東權益產生影響，將於未來年度
股東會時依年度營業結果由股東評估並討論應否減資或其
他法定方式彌補虧損。
(二)特定人選擇方式：
本次決議私募之應募對象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及原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91 年 6 月 13 日(91)台財證(一)
字第 0910003455 號函及 103 年 12 月 30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30051453 號修正之「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
意事項」等相關函令規定之特定人為限。目前擬洽定之應募人
暫定以內部人、關係人及可能參與應募之策略性投資人為主。
1、應募人之選擇方式與目的：
選擇方式必須對本公司營運有相當瞭解且有利公司未來營
運之應募人，達到對公司未來營運能產生直接或間接助益
為首要考量的目的，且符合主管機關規定之特定人。洽特
定人之相關事宜，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1)內部人或關係人為應募人選擇之方式與目的：
目前暫定之應募人為本公司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係
本公司之內部人或關係人，對本公司營運有相當程度之
了解及可透過其職務或與公司之密切關係，提供其經驗、
技術、知識、品牌或通路等以協助公司提高效益。
應募人如為內部人或關係人時，其暫定名單如下：

應募人

與公司之關係

永美投資有限公司

董事

展曄投資有限公司

監察人

邱建誠

董事長之法人代表人

吳昌融

董事之法人代表人

林岳勳

董事之法人代表人

李婉瑜

董事之法人代表人

張志杰

監察人之法人代表人

賴慧娥

監察人之法人代表人

應募人之法人股東持股比率佔前十名之股東與公司之
關係如下：
法人應募人股東名稱

其前十
名持股
比例

與公司之關係

永美投資有限公司 邱建誠

100%

本公司董事長

展曄投資有限公司 張志杰

100%

本公司監察人

(2)策略性投資人為應募人
Ⅰ、選擇之方式與目的：
應募人之選擇為可協助本公司營運所需各項管理及
財務資源，提供經營管理技術、加強財務成本管理
及協助業務開發及拓展以提升公司競爭優勢。
Ⅱ、必要性：
因應本公司長期營運規劃之目的，為提升營運績效
及強化財務結構，並考量強化經營階層穩定性，本
次私募引進策略性投資人資金將有助於公司之經營
及業務發展，並可改善公司整體營運體質及強化對
公司之向心力，故本次私募引進策略性投資人實有
其必要性。
Ⅲ、預計效益：
藉由策略性投資人資金挹注，可減少營運資金成本
之壓力並強化財務結構，並強化公司競爭力，促使
公司營運穩定成長及有利於股東權益。
(三)本次私募之必要理由：
1、不採用公開募集之理由：為充實營運資金、償還借款或其
他因應公司長期營運發展資金之需求，考量私募方式相對
具迅速簡便之時效性及私募有價證券受限於三年內不得自
由轉讓之規定，將可更為確保公司與投資夥伴間之長期合

作關係，故不採用公開募集而擬以私募方式發行有價證券。
本計畫之執行預計有改善財務結構及提升營運效能之效益，
對股東權益亦將有正面助益。
2、辦理私募之預計辦理次數、各分次辦理私募之資金用途及
各分次預計達成效益：
(1)預計辦理次數、私募之額度：
私募有價
證券項目

每股/每張
面額

發行上限

普通股

每股新台幣
10 元

20,000,000 股

國內有擔保
可轉換公司債

每張新台幣
100,000 元

2,000 張

國內無擔保
可轉換公司債

每張新台幣
100,000 元

2,000 張

預計辦理次數
擬於 108 年 6 月 28 日
股東常會決議之日起 1
年內分 2 次辦理
擬於 108 年 6 月 28 日
股東常會決議之日起 1
年內分 2 次辦理
擬於 108 年 6 月 28 日
股東常會決議之日起 1
年內分 2 次辦理

(2)各分次辦理私募資金用途：
私募有價
證券項目
普通股
國內有擔保
可轉換公司債
國內無擔保
可轉換公司債

預計辦理次數

私募資金用途

預計達成效益

第一次發行
10,000,000 股
第二次發行
10,000,000 股
第一次發行 1,000 張
第二次發行 1,000 張
第一次發行 1,000 張
第二次發行 1,000 張

充實營運資
金、償還借款
或其他因應公
司長期營運發
展資金之需求

改善並強化公
司財務結構、提
升公司自有資
本之比率與提
升本公司未來
營運績效

三、如預計無法於期限內辦理完成分次私募事宜，或於剩餘期限內已
無繼續分次私募之計畫，原計畫仍屬可行，則視為已收足私募有
價證券之股款或價款。
四、本次私募普通股及國內有擔保及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之主要內容，
除私募價格訂價成數外，包括實際發行條件及轉換辦法、發行價
格及實際每股轉換價格、擔保條件、發行股數、募集總金額、計
劃項目、資金運用進度、預計可能產生效益及其他未盡事宜，擬
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於股東會授權範圍內視市場狀況調整、訂
定與辦理。未來如經主管機關之修正及基於營運評估或因客觀環
境變化而有所修正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依當時市場狀況
及法令規定全權處理之。
五、為配合本次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代表本
公司簽署、商議一切有關本次私募計畫之契約及文件，並為本公
司辦理一切有關本次私募計畫所需事宜。
六、本次辦理私募 2 仟萬股為上限之普通股及私募新台幣 4 億為上限
之國內有擔保及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其暫定之應募人係本公司
之內部人或關係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等)及策略性投資人。經

本公司評估，應募人並非僅限於策略性投資人，故引進策略性投
資人後不致造成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
決 議：

臨時動議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