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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金鼎股務代理部蒐集您提供的個人資料，僅於辦
理股務業務之目的範圍內處理及利用。

集保結算所「股東e票通」
電子投票

www.stockvote.com.tw

本公司擬辦理現金增資私募普通股案，內容如下：

一、為興建營建個案(包括但不限於購置土地、投入營建工程款)、併購相關產業資金需求(包括但不限於轉投資)、充實營運資金(包括但不限於

　　代銷案件業務資金需求)及改善財務結構(包括但不限於償還銀行借款)，並考量資金募集之時效性，擬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規定，

　　於伍仟萬股之額度內辦理現金增資私募普通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於股東會決議日起一年內分三次發行。

二、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規定辦理私募應說明事項如下：

　　1.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

　　　(1)本次私募普通股參考價格之訂定係依「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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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定價日前30個營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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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列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定之。

　　　(2)本次私募普通股每股價格以不低於參考價格之八成為訂定依據，俟提請股東會通過私募普通股案後授權董事會訂定之，惟仍不得低於

　　　　 參考價格之八成。

　　　(3)私募普通股每股價格若日後因本公司普通股股票於集中交易市場之成交價格偏低，致使本次私募普通股參考價格低於面額，其對股

　　　　 東權益之影響為實際私募價格與面額之差額產生之累積虧損，此一累積虧損數將視未來公司營運狀況及市場狀況，以減資、盈餘或

　　　　 資本公積彌補虧損消除之。

　　　(4)實際定價日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視日後洽特定人情形依法決定之。

　　2.特定人選擇方式：

　　　(1)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規定辦理。

　　　(2)授權董事會以對公司未來之營運能產生直接或間接助益者為首要考量，並以符合法令規定之人中選定之。目前尚無已洽定之應募人。

　　　(3)本私募案俟股東會通過後，於董事會實際決議分次辦理私募案時，若欲洽定之應募人為符合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第一項第三款

　　　　 規定之應募人，則應募人之名單、選擇方式與目的及應募人與公司之關係請詳附件一。

　　　(4)應募人之洽定在其價款尚未繳足之前如有變動，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於原洽定並公告之應募人發生異動時，依證券交易法第43

　　　　 條之6規定另行洽定應募人，俟日後收足股款後再行公告之。

　　3.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

　　　(1)不採公開募集之理由：

　　　　 考量現金增資募集之時效性及可行性，為避免影響本公司正常營運，擬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以期順利募集所需資

　　　　 金，達到強化財務結構之目的，故不採用公開募集方式。

　　　(2)得私募額度：

　　　　 擬於伍仟萬股之額度內辦理私募普通股，私募總金額依實際私募情形授權董事會決行。

　　　(3)私募之資金用途及預計達成效益： 

　　　　A.資金用途：三次皆用於興建營建個案(包括但不限於購置土地、投入營建工程款)、併購相關產業資金需求(包括但不限於轉投資)、

　　　　　 充實營運資金(包括但不限於代銷案件業務資金需求)及改善財務結構(包括但不限於償還銀行借款)。

　　　　B.預計達成效益：將可改善財務結構、強化公司競爭力，並對股東權益有正面助益。

　　　(4)本公司已洽請台中銀證券(股)公司出具辦理私募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評估意見，意見書請詳附件二。

三、本次私募普通股之權利義務：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相同。惟依證券交易法之規定，本次私募之普通股於交付日起三年內，除依證券交

　　易法第43條之8規定之情形外，不得再行賣出。本次私募之普通股及其嗣後所配發之普通股，自交付日起滿三年後，授權董事會視當時狀

　　況決定是否依相關規定，先取具證交所或櫃檯買賣中心核發符合上市或上櫃標準之同意函後，向主管機關申請補辦公開發行並申請上市或

　　上櫃交易。

四、本次私募案之發行條件、計劃項目、資金運用進度、預計達成效益及其他未盡事宜，未來如經主管機關修正或因客觀環境變更而須修正時

　　，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依相關法令辦理。

五、本次私募相關資訊請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網址：http://mops.twse.com.tw）投資人進入該網址後，請點選「投資專區」進入「私募專區

　　」。本公司查詢網址：http://www.blgroup.com.tw。

24小時語音專線：(02)2702-3999　語音代號：1805
群益金鼎證券股務代理部網址：agency.capital.com.tw

股務代理人
股務代理部

辦理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 : 3 0∼下午4 : 3 0

10601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9 7 號地 下二樓

寶 徠 建 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1 0 8 - 8 6 9

委　　　　託　　　　書

授權日期　　　年　　　月　  　日

寶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
)

徵求場所及
人員簽章處

：

出席簽到卡

寶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一○八年股東常會

869

時間：108年6月28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地點：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一路218號1樓
　　　(初心園-1樓展演廳)

編號：

※請攜帶附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驗※

持有股數：

股東或代
理人姓名：

股東戶號：

注意事項
※貴股東如擬親自
出席：請蓋妥印鑑
或簽名後，於開會
當日辦理報到即可
，免再寄回。

戶　　號

住　　址

身分證字號
或統一編號

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姓 名 或
名    稱

戶　　號

姓 名 或
名    稱

姓 名 或
名    稱

持有股數

股東戶號

編號委託人（股東）

徵　　求　　人

受 託 代 理 人

一、茲委託　　　　　　　　　　君（須由委託人親自填寫，不得以蓋章
　　方式代替）為本股東代理人，出席本公司108年6月28日舉行之股東
　　常會，代理人並依下列授權行使股東權利：
　　□(一)代理本股東就會議事項行使股東權利。(全權委託)
　　□(二)代理本股東就下列各項議案行使本股東所委託表示之權利與意
　　　　　見，下列議案未勾選者，視為對各該議案表示承認或贊成。
　　　　　1.民國107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1.承認□2.反對□3.棄權。
　　　　　2.民國107年度虧損撥補案：   □1.承認□2.反對□3.棄權。
　　　　　3.修訂「公司章程」案：　　　□1.贊成□2.反對□3.棄權。
　　　　　4.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1.贊成□2.反對□3.棄權。
　　　　　5.修訂「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1.贊成□2.反對□3.棄權。
　　　　　6.107年擬以私募方式辦理發行普通股案，截至108年股東
　　　　　　常會開會日前尚未執行之數額將不再執行：
　　　　　　　　　　　　　　　　　　　□1.贊成□2.反對□3.棄權。
　　　　　7.擬辦理現金增資私募普通股案：
　　　　　　　　　　　　　　　　　　　□1.贊成□2.反對□3.棄權。
　　　　　8.補選監察人一席案。
二、本股東未於前項□內勾選授權範圍或同時勾選者，視為全權委託，但
　　股務代理機構擔任受託代理人者，不得接受全權委託，代理人應依前
　　項(二)之授權內容行使股東權利。
三、本股東代理人得對會議臨時事宜全權處理之。
四、請將出席證（或出席簽到卡）寄交代理人收執，如因故改期開會，本
　　委託書仍屬有效（限此一會期）。
　　此　致
　　

一、股東親自出席者，不得以另一部份股權委託他人代理，委託書與親自出席簽到卡均簽名或蓋章者，

視為親自出席；但委託書由股東交付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者，視為委託出席。

二、委託書之委託人、徵求人及受託代理人，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及公司法第

一七七條規定辦理。

三、應使用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用紙，且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

四、委託出席者請詳填受託代理人或徵求人戶號、姓名、身分證字號、住址，受託代理人如非股東，請

於股東戶號欄內填寫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簽名或蓋章欄內簽名或蓋章即可。

五、股東接受他人徵求委託書前，應請徵求人提供徵求委託書之書面及廣告內容資料，或參考公司彙總

公告之徵求人書面及廣告資料，切實瞭解徵求人與擬支持被選舉人之背景資料及徵求人對股東會各

項議案之意見。

六、委託書最遲應於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股務代理人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七、委託書送達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

二日前，以書面向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委　託　書　使　用　須　知

次數 發行額度上限 資金用途 預計達成效益

第一次 20,000 千股
興建營建個案(包括但不限於
購置土地、投入營建工程款)、
併購相關產業資金需求(包括
但不限於轉投資)、充實營運資
金(包括但不限於代銷案件業
務資金需求)及改善財務結構
( 包括但不限於償還銀行借
款)。

以公司目前平均 2.89%
之借款利率計算，如全數
發行，並依本次私募暫定
價格 8元計算，預計每年
可節省利息支出 11, 560
千元。

第二次 20,000 千股

第三次 10,000 千股

與本公司關係

內部人/關係人 名稱 持股% 與公司關係

1 璞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璞全廣告(股)公司 100.00% 關係人

璞盟投資(股)公司 29.96% 關係人

春福投資(股)公司 12.39% 無

璞瑞投資(有)公司 11.09% 關係人

仰哲投資(股)公司 8.42% 無

璞寬投資(股)公司 6.38% 關係人

禾眾投資(股)公司 6.12% 無

樸穎投資(股)公司 5.45% 關係人

璞觀投資(有)公司 3.71% 無

景翔投資(有)公司 3.32% 無

樸青投資(有)公司 2.88% 無

3 璞煦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璞全廣告(股)公司 100.00% 關係人

4 樸園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璞全廣告(股)公司 100.00% 關係人

璞全廣告(股)公司 38.00% 關係人

璞盟投資(股)公司 19.00% 關係人

璞寬投資(股)公司 19.00% 關係人

璞嘉投資(有)公司 15.00% 關係人

璞瑞投資(有)公司 5.00% 關係人

樸穎投資(股)公司 4.00% 關係人

5 璞元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應募人

可可能能之之應應募募人人名名單單((110088年年私私募募普普通通股股))

法人前10大股東

2 璞全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6 璞昌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璞全廣告(股)公司 100.00% 關係人

樸穎投資(股)公司 19.00% 關係人

璞盟投資(股)公司 19.00% 關係人

仰哲投資(股)公司 19.00% 無

璞瑞投資(有)公司 19.00% 關係人

璞嘉投資(有)公司 19.00% 關係人

璞寬投資(股)公司 5.00% 關係人

李忠恕 80.00% 關係人

林婉琳 20.00% 關係人

璞盟投資(股)公司 15.00% 關係人

李忠恕 80.00% 關係人

樸穎投資(股)公司 5.00% 關係人

李忠恕 90.00% 關係人

袁美惠 10.00% 無

11 善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內部人 詠馨建設(股)公司 100.00% 關係人

12 璞瑞投資有限公司 關係人 林瑞山 100.00% 內部人

13 璞嘉投資有限公司 關係人 黃姿敏 100.00% 內部人

14 李忠恕 關係人

15 林瑞山 內部人/本公司總經理

8 璞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7 詠馨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9 璞寬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10 樸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本次股東常會恕不發放紀念品

附件一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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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私募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證券承銷商評估意見書

附件二

　　寶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寶徠建設或該公司)預計於108年5月9日經董事
會決議辦理私募普通股上限50,000千股，本次私募案尚須經108年6月28日股東常會
決議通過始得辦理，並授權董事會經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三次辦理之。
　　依該公司107年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表顯示，其待彌補虧損為203,145千元、
稅後純損為93,524千元，故業已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
第三點之規定：
　　「公開發行公司最近年度為稅後純益且無累積虧損，除有下列情形之一得辦理
私募外，應採公開募集方式發行有價證券：(以下略)」
　　另依「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四點之規定，經參閱該
公司108年5月9日之董事會提案，該公司目前發行股數為80,265千股，本次決議辦理
私募普通股上限為50,000千股，預估若全數發行，占該公司私募後股本為38.38%，
不排除未來將有經營權異動之可能，故應洽請證券承銷商出具辦理私募必要性與合
理性之評估意見。
　　本意見書之內容僅作為寶徠建設108年5月9日決議本次辦理私募有價證券之參考
依據，不作為其它用途使用。本意見書內容係參酌寶徠建設所提供該公司108年5月9
日董事會提案及該公司之財務資料辦理，對未來該公司因本次私募案計劃變更或其
它情事可能導致本意見書內容變動之影響，本意見書均不負任何法律責任，特此聲
明。
一、公司簡介
　　　　寶徠建設設立於民國67年6月30日，於78年10月20日上市掛牌買賣。主要
　　營業項目為要營業項目為委託營造廠商興建國民住宅及商業大樓出租出售及有
　　關陶瓷製品及建築材料之加工、製造與買賣業務。截至民國108年3月31日止實
　　收資本額為新台幣802,654千元。該公司最近三年度簡明財務資料如下：

　　　　寶徠公司近期推案集中台北市、新北市及桃竹地區，近年來在市場預售及
　　新成屋市場供給量增加之下，面臨房價修正之態勢，因而該公司105~106年度
　　營運均呈現虧損，惟106年度因陸續交屋，虧損下降；107年因交屋量下降、營
　　業收入衰退，該公司主要營收比重如下表所列示：

　　　　該公司銷售之各類磁磚產品種類繁多，且皆屬於客製化產品，生產所需之
　　產品規格、材質及顏色完全依客戶建案之規格設計及產品定位而規劃生產，故
　　其交易價格亦受國際原物料價格波動及承包建案採購影響。另該公司銷售房地
　　收入因係採全部完工法認列收入，因此僅於106年度有完工個案銷售認列入帳；
　　107年度營業收入因交屋量下降而衰退。
　　　　整體評估，該公司近年來因營收規模較小，不足以支應營業費用支出，因
　　而營業利益率均為負值。
二、承銷商評估意見
　　　　寶徠建設擬於108年5月9日召開董事會，預計發行50,000千股普通股，所募
　　集資金將用於興建營建個案(包括但不限於購置土地、投入營建工程款)、併購
　　相關產業資金需求(包括但不限於轉投資)、充實營運資金(包括但不限於代銷案
　　件業務資金需求)及改善財務結構(包括但不限於償還銀行借款)。依該公司108年
　　5月9日董事會提案，本次私募案之應募人為該公司之內部人、關係人或符合主
　　管機關所訂條件之特定人。唯截至本意見書出具日止(108年5月8日)，該公司並
　　無洽定之私募投資人。
　　　　有關本證券承銷商對該公司本次辦理私募有價證券之必要性及合理性說明
　　評估如下：
　　(一)適法性評估
　　　  1.私募價格之訂定及合理性
　　　　　　 經參閱該公司108年5月9日董事會提案，本次私募價格訂定，以不低
　　　　 於下列二基準價格計算孰高之八成為訂價原則。
　　　　 (1)定價日前一、三或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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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定價日前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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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上述訂價原則，經評估，業已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
 　　　　券應注意事項」第三點之規定，且符合一般市場慣例，故尚屬適法。
　　　　　　 另經檢視該公司108年5月9日之董事會提案，業已載明由於該公司107
　　　　 年度帳面仍有累積虧損，每股淨值低於面額，另並參考其股票近期於交易
  　　　 市場之每股市價，未來私募普通股實際訂價可能低於每股面額，唯此乃因
 　　　　受市場價格影響所致，經參閱該公司董事會提案，業已敘明「如造成累積
　　　　 虧損增加對股東權益產生影響，未來將視公司營運及市場狀況，以減資、
 　　　　盈餘或資本公積彌補虧損」，故該公司之訂價原則應尚屬適法合理。
　　　  2.應募人之選擇
　　　　　　 該公司107年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表顯示，其稅後純損為93,524千元
 　　　　，另依該公司108年5月9日之董事會提案，該公司本次私募資金之規劃用於
 　　　　興建營建個案(包括但不限於購置土地、投入營建工程款)、併購相關產業資
 　　　　金需求(包括但不限於轉投資)、充實營運資金(包括但不限於代銷案件業務
 　　　　資金需求)及改善財務結構(包括但不限於償還銀行借款)，其應募人可能為
 　　　　內部人或關係人；故依「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
 　　　　四點規定，「應募人如為內部人或關係人者，應於董事會中充分討論應募
 　　　　人之名單、選擇方式與目的、應募人與公司之關係，並於股東會召集事由

 　　　　中載明，未符前揭規定者，前揭人員嗣後即不得認購。所訂私募普通股每
 　　　　股價格不得低於參考價格之八成……. ，並於股東會召集事由中載明」。經
 　　　　參閱該公司108年5月9日之董事會提案，業已載明相關事項，並亦將載明於
 　　　　108年6月28日之股東常會召集事由中，應無違反相關法令之疑慮。
　　　  3.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
　　　　　　 經參閱該公司108年5月9日董事會提案，該公司業已載明
 　　　　(1)不採公開募集之理由，考量現金增資募集之時效性及可行性，為避免影
　　　　　 響該公司正常營運，擬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以期順利
 　　　　　募集所需資金，達到強化財務結構之目的，故不採用公開募集方式。
 　　　　(2)得私募額度：擬於伍仟萬股之額度內辦理私募普通股，私募總金額依實
　　　　　 際私募情形授權董事會決行。
 　　　　(3)預計辦理次數：一年內分三次發行。
 　　　　(4)各分次辦理私募之資金用途及各分次預計達成效益：本次私募增資用途
 　　　　　將用於興建營建個案(包括但不限於購置土地、投入營建工程款)、併購
　　　　　 相關產業資金需求(包括但不限於轉投資)、充實營運資金(包括但不限於
 　　　　　代銷案件業務資金需求)及改善財務結構(包括但不限於償還銀行借款)。
　　　　　 預計將可改善財務結構、強化公司競爭力，並對股東權益有正面助益。

　　(二)寶徠建設現況
　　　　1.獲利情形
　　　　　　　寶徠建設目前之產品及服務項目為不動產建設及買賣、磁磚製造與銷
　　　　　售，受近年房地產市況低迷影響，公司推案政策亦較為保守，因而105年
　　　　　度起營運均處虧損情形。

　　　　2.重要財務比率

　　　　　　　依該公司107年度經會計師簽證財務報表顯示，該公司主要負債為銀
　　　　　行借款約741,108千元，利率區間為2.11%~4.00%，近年來因來自營業活動
　　　　　之現金流量為負值，因而現金流量等相關比率亦多為負值。
　　　　3.現金流量情形

　　　　　　　綜上，依該公司105~107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顯示，該公司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量均為負值，107年度現金水位明顯下降，為改善公
　　　　　司營運，該公司計畫本次預計辦理之私募案將用於興建營建個案(包括但
　　　　　不限於購置土地、投入營建工程款)、併購相關產業資金需求(包括但不限
　　　　　於轉投資)、充實營運資金(包括但不限於代銷案件業務資金需求)及改善
　　　　　財務結構(包括但不限於償還銀行借款)，期以提升公司獲利、改善財務結
　　　　　構、強化公司競爭力，並對股東權益有正面助益，應屬合理。
　　(三)本次辦理私募普通股之必要性及合理性評估
　　　　1.必要性評估
　　　　　　　寶徠建設因受房市低迷影響，致105~107年度營運持續虧損，為積極
　　　　　改善營運體質，本次辦理私募資金擬用於興建營建個案(包括但不限於購
　　　　　置土地、投入營建工程款)、併購相關產業資金需求(包括但不限於轉投資
　　　　　)、充實營運資金(包括但不限於代銷案件業務資金需求)及改善財務結構
　　　　　(包括但不限於償還銀行借款)。經評估該公司近三年度之營運情形、負債
　　　　　比率及現金流量情形，確實有明顯轉弱之趨勢，故該公司本次辦理私募普
　　　　　通股應可有效改善公司體質、提昇股東權益，故本次私募有價證券應有其
　　　　　必要性。
　　　　2.合理性評估
　　　　　(1)辦理私募有價證券種類之合理性
　　　　　　　　寶徠建設本次擬辦理發行私募普通股上限50,000千股，係市場普遍
　　　　　　有價證券發行之種類，應屬合理。
　　　　　　　　本私募案擬由108年5月9日董事會提報108年6月28日股東常會決議
　　　　　　通過，由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自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三次辦理。
　　　　　　如該次私募普通股50,000千股全數發行後之最大稀釋比率為38.38%，本
　　　　　　次發行價格以不低於參考價格之八成為限，經評估其定價成數尚符合市
　　　　　　場慣例，且因該有價證券有三年之閉鎖期間，需俟該次私募資金之運用
　　　　　　需有明確效益顯現後，方可向主管機關申請補辦公開發行，故對股東權
　　　　　　益尚無重大不利之影響。
　　　　　(2)私募預計產生之效益合理性
　　　　　　　　寶徠建設本次擬辦理私募普通股上限50,000千股，係為用於興建營
　　　　　　建個案(包括但不限於購置土地、投入營建工程款)、併購相關產業資金
　　　　　　需求(包括但不限於轉投資)、充實營運資金(包括但不限於代銷案件業務
　　　　　　資金需求)及改善財務結構(包括但不限於償還銀行借款)，並對股東權益
　　　　　　有正面助益，其預計產生之效益說明如下：
　　　　　　　　如未來全數發行，以目前平均借款利率2.89%來看，以暫定發行價
　　　　　　格8元計算，共計募集400,000千元，預計每年可節省11,560千元之利息
　　　　　　支出，財務比率亦可以獲得立即改善。
　　　　　　　　經參閱該公司於108年5月9日董事會提案所列報私募發行條件、資
　　　　　　金用途及效益等相關事項，並未發現有重大異常之情事，故該次私募對
　　　　　　公司財務及股東權益可望有其正面助益，故本次私募預計可達節省利息
　　　　　　成本並增加公司獲利、提升股東權益之效益應屬合理。
　　　　3.應募人之選擇與可能性評估評估
　　　　　　　本次私募案之應募人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及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91年6月13日(91)台財政一字第0910003455號令規定選擇之特定人
　　　　　為考量，目前尚未洽定特定人。

資產負債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年度/項目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流動資產 1,490,593 1,394,193 1,349,664
非流動資產 113,247 107,132 95,364
資產總額 1,603,840 1,501,325 1,445,028
流動負債 812,095 758,172 849,680
非流動負債 46,210 0 0
負債總額 858,305 758,172 849,680
股本 802,654 802,654 802,654
資本公積 11,481 11,481 11,481
保留盈餘 (68,600) (70,995) (198,825)
其他權益 0 13 (19,962)
權益總額 745,535 743,153 595,348
每股淨值(元) 9.29 9.26 7.42
資料來源：105~107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綜合損益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年度/項目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營業收入 31,086 258,606 79,876
營業毛利 (16,131) 35,350 12,668
營業毛利率 (51.89%) 13.67% 15.86%
營業利益(損失) (130,777) (65,281) (88,133)
營業利益率 (420.69%) (25.24%) (110.34%)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8,979 62,886 (5,391)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淨

利(損) (111,796) (2,395) (93,524)

每股盈餘(虧損)(元) (1.39) (0.03) (1.17)
資料來源：105~107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單位：新台幣仟元

資料來源：105~107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次數 發行額度上限 資金用途 預計達成效益

第一次 20,000 千股
興建營建個案(包括但不限於購

置土地、投入營建工程款)、併購

相關產業資金需求(包括但不限

於轉投資)、充實營運資金(包括但

不限於代銷案件業務資金需求)
及改善財務結構(包括但不限於

償還銀行借款)。

以該公司目前平

均2.89%之借款利

率計算，如暫以發

行價格 8 元計

算，全數發行後，

預計每年可節省

利息支出 11,560
千元。

第二次 20,000 千股

第三次 10,000 千股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營業收入 31,086 258,606 79,876
營業利益(損失) (130,777) (65,281) (88,133)
營業利益率 (420.69%) (25.24%) (110.34%)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淨

利(損) (111,796) (2,395) (93,524)

每股盈餘(虧損)(元) (1.39) (0.03) (1.17)
資料來源：105~107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434,318 311,330 90,087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量 (278,538) (304,332) (231,748)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量 643 10,559 (23,347)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量 154,907 72,252 212,538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0 278 (170)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122,988) (221,243) (42,727)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311,330 90,087 47,360
資料來源：105~107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項目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負債佔資產比率(%) 53.52 50.50 58.80
流動比率(%) 183.55 183.89 158.84
速動比率(%) 71.68 42.61 32.74
現金流量比率(%) (34.30) (39.19) (27.27)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23.89) 15.23 (116.14)
現金再投資比率(%) (39.09) (39.07) (37.83)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

　　　　
　　　　　(1)應募人如為內部人或關係人時
　　　　　　　　應募人如為內部人或關係人時，其暫定名單、選擇方式與目的及其
　　　　　　可行性與必要性說明如下：
　　　　　　A.應募人之選擇方式與目的
　　　　　　　　應募人如為內部人或關係人時，將以對公司未來營運有直接或間接
　　　　　　助益，且對該公司具有一定了解者。名單暫訂將包含下列對象：

　　　　　　B.應募人若為法人，其前十名股東名稱及其持股比例、與該公司關係

　　　　　　C.應募人之可行性與必要性
　　　　　　　　　經檢視該公司所揭露上述可能參與應募之內部人或關係人名單，
　　　　　　　為該公司董監事或其代表人、或可能之大股東、董監事人選或其代表
　　　　　　　人，或為該公司經營階層，或前述所列人員之關係人，由於該等應募
　　　　　　　人原即熟悉公司業務，在公司面臨改善營運之際，由上述內部人或關
　　　　　　　係人參與本次私募有價證券之認購，可藉由提升公司內部人/關係人
　　　　　　　或經營團隊之持股比率以穩定經營權，並可提供公司營運所需資金、
　　　　　　　減輕公司資金壓力，故如該公司選擇上述可能參與應募之內部人或關
　　　　　　　係人應屬可行且必要。

　　　　4.經營權移轉後對公司業務、財務及股東權益等之影響
　　　　　　　寶徠建設目前已發行股本為80,265仟股，預估於本次私募普通股50,000千股全數
　　　　　發行後，占全數已發行及轉換後股本之38.38% (50,000千股/130,265千股)，未來寶徠
　　　　　建設若有發生董事席次或經營權發生變動情事，將依相關規定辦理資訊揭露，以確
　　　　　保股東權益。
　　　　　　　茲就寶徠建設若董事席次異動達經營權移轉時，對該公司業務、財務及股東權
　　　　　益等之影響說明如下：
　　　　　(1)對公司業務之影響
　　　　　　　　該公司本次私募係計畫由該公司內部人/關係人或對公司營運有直接正面助益
　　　　　　之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特定人參與應募，而本次私募資金主要係為用於興建
　　　　　　營建個案(包括但不限於購置土地、投入營建工程款)、併購相關產業資金需求(包
　　　　　　括但不限於轉投資)、充實營運資金(包括但不限於代銷案件業務資金需求)及改善
　　　　　　財務結構(包括但不限於償還銀行借款)，應有助於公司改善營運並進而提升股東
　　　　　　權益，故對該公司在業務營運上具正面之效益。
　　　　　(2)對公司財務之影響
　　　　　　　　該公司本次私募案係預計辦理發行50,000張普通股，如以暫定發行價格8元/
　　　　　　股計算，預計募集400,000千元，本次私募有價證券除有助於該公司取得長期穩定
　　　　　　之資金外，依107年12月31日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顯示其負債比率為58.80%
　　　　　　，預計募集完資金，其負債比率將下降至46.05%，期可具體改善公司負債比率，
　　　　　　故該公司本次私募有價證券，對財務上尚無重大不利之影響。
　　　　　(3)對公司股東權益之影響
　　　　　　　　本次私募普通股，依定價原則以不低於參考價格之八折發行，以目前暫定發
　　　　　　行價格8元計算，全數發行後，每股淨值將由107年12月31日之7.42元略為提升至
　　　　　　7.64元，且因該有價證券有三年之閉鎖期間，暨該次私募資金之運用需有明確效
　　　　　　益顯現後，方可向主管機關申請補辦公開發行，故對股東權益尚無重大不利之影
　　　　　　響。
　　　　經評估，寶徠建設經考量公司未來長遠發展及符合籌資之法令限制等各項因素綜合考
　　量下，本次辦理私募普通股除可取得長期穩定之資金，並具體改善財務結構，對股東權益
　　應有正面助益，復考量該公司獲利狀況及以公開募集方式籌集資金之不確定性及時效性後
　　，該公司擬以私募方式辦理有價證券實有其必要性及合理性。
　　　　另檢視該公司所擬具之董事會議事資料，其於發行程序、議案討論內容、私募價格訂
　　定之依據、特定人之選擇方式等皆符合證券交易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

可能應募人 與該公司關係

璞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璞全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璞煦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樸園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璞元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璞昌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詠馨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璞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璞寬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樸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

善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內部人

璞瑞投資有限公司 關係人

璞嘉投資有限公司 關係人

李忠恕 關係人

林瑞山 內部人/本公司總經理

資料來源：該公司提供

可能應募人 前十名股東名稱 持股比例 與該公司關係

璞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璞全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100% 關係人

璞全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璞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9.96% 關係人

春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2.39% 無

璞瑞投資有限公司 11.09% 關係人

仰哲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8.42% 無

璞寬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6.38% 關係人

禾眾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6.12% 無

樸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5.45% 關係人

璞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3.71% 無

景翔投資有限公司 3.32% 無

樸青投資有限公司 2.88% 無

璞煦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璞全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100% 關係人

樸園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璞全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100% 關係人

璞元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璞全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38% 關係人

璞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9% 關係人

璞寬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9% 關係人

璞嘉投資有限公司 15% 關係人

璞瑞投資有限公司 5% 關係人

樸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4% 關係人

璞昌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璞全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100% 關係人

詠馨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樸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9% 關係人

璞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9% 關係人

仰哲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9% 無

璞瑞投資有限公司 19% 關係人

璞嘉投資有限公司 19% 關係人

璞寬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5% 關係人

璞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李忠恕 80% 關係人

林婉琳 20% 關係人

璞寬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璞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5% 關係人

李忠恕 80% 關係人

樸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5% 關係人

樸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李忠恕 90% 關係人

袁美惠 10% 無

善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詠馨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0% 關係人

璞瑞投資有限公司 林瑞山 100% 內部人

璞嘉投資有限公司 黃姿敏 100% 內部人

資料來源：該公司提供

一、茲訂於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假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一路218號1樓(初心園-1樓展演廳)，召開一○八年股東常會。本次
　　會議受理股東開始報到時間為上午八時三十分前，報到處地點同開會地點。議事內容：(一)報告事項：1.民國107年度營業報告書。2.民國107
　　年度監察人查核報告書。3.民國107年私募普通股辦理情形報告。(二)承認事項：1.民國107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2.民國107年度虧
　　損撥補案。(三)討論事項：1.修訂「公司章程」案。2.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3.修訂「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4.107年擬以私募方式辦理發行普通股案，截至108年股東常會開會日前尚未執行之數額將不再執行。5.擬辦理現金增資私募普通股案。(四)
　　選舉事項：補選監察人一席案。(五)臨時動議。　　　　　　　　　　　　　　
二、本次股東會召集事由若有依公司法第172條規定應列舉之議案主要內容說明，請至公開資訊觀測站(網址：http://mops.twse.com.tw/)，點選
　　基本資料\電子書\年報及股東會相關資料\公司代號或簡稱、年度\「股東會各項議案參考資料」或「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查詢。
三、有關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案之相關事宜說明，請參閱第四聯及第五聯。
四、依公司法第一六五條規定，自一○八年四月三十日起至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止停止股票過戶轉讓登記。
五、除公告外，特函奉達，並隨函檢附股東會出席簽到卡及委託書各一份，至希　查照撥冗出席。　貴股東如親自出席時，請填具第二聯出席簽
　　到卡並加蓋印鑑或簽名後，於開會當日直接至會場辦理報到，免再寄回。若委託代理人出席時，請填具第二聯委託書並加蓋印鑑或簽名後，
　　於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股務代理人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俟經股務代理人填製出席簽到卡寄交　貴股東代理人收執，以
　　憑出席股東會。
六、如有股東徵求委託書，本公司將於108年5月28日前製作徵求人徵求資料彙總表冊揭露於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網站，投資人如欲查詢，可
　　直接鍵入網址:http://free.sfi.org.tw至「委託書免費查詢系統」，輸入查詢條件即可。
七、本次股東會委託書統計驗證機構為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八、本次股東會股東得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行使期間為：自108年5月29日至108年6月25日止，請逕登入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e票通」網頁，依相關說明投票【網址：www.stockvote.com.tw】。
　　　　　　此　　　致
　　貴股東

寶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一○八年股東常會開會通知書

寶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敬啟

年度/項目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銷售房地收入 0 246,559 79,838 
磁磚銷售 31,000 11,933 0 
其他 86 114 38 
合計 31,086 258,606 79,8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