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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茂矽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為擴充產能、充實營運資金、償還銀行借款及/

或因應未來發展之資金需求，並掌握資金募集之時效性及便利性，依「證券交易

法」及「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規定，辦理證券交易法第

四十三條之六有關有價證券私募之相關事宜，擬於民國107年4月26日董事會討

論，並規劃於107年6月14日股東常會討論辦理私募有價證券，以擇一或搭配之方

式分次或同時辦理國內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或私募普通股等方式籌措資金，股東

會擬授權董事會於發行股數不超過4,200萬股之額度範圍內，於股東會決議之日

起一年內就前述籌資工具以擇一或搭配方式一次或分次籌措資金。 

依「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四條第三項（內容如下）

規定，董事會決議辦理私募前一年內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或辦理私募引進策略性

投資人後，將造成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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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載明於股東會開會通知，以作為股東是否同意之參

考。承銷商評估說明如下： 

一、公司簡介 

台灣茂矽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民國76年，先期產品以DRAM市場

為主，後轉型為專業之晶圓製造公司，95年跨足替代性能源太陽能電池產

業，但因受外在環境變化及經營條件不利的影響下，於104年停止太陽能電

池生產製造業務。並持續以先進製程技術於功率分離式元件相關之電源管理

產品進行深耕，除原有手機、PC相關應用外，更逐步挑戰電流工業及車用

領域。在長期深耕及技術發展下，以既有Trench MOSFET製程技術導入

Trench Schottky及MOS Control Diode製程平台，成功跨入溝槽式二極體

(Trench Schottky Diode)領域，後續將可應用於工業設備、白色家電及汽車電

子等。另過去數年與客戶合作開發之絕緣閘雙極電晶體(IGBT)，是工業、機

械人、綠能等產業的關鍵電子功率元件，將持續與客戶合作開發FS-IGBT後

段製程技術。隨著產品市場需求及業務量成長，將有助於整體營運更加向上

提升。截至107年4月26日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1,131,422仟元。辦理私募前五

年度簡明財務資料如下所示： 

個體簡明資產負債表(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流動資產 896,332 763,196 1,076,696 994,094 1,344,060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1,651,436 1,333,983 544,811 407,999 322,047 

其他資產 2,897,517 2,239,666 1,226,064 913,548 979,332 

資產總額 5,445,285 4,336,845 2,847,571 2,315,641 2,645,439 

流動負債 2,703,313 2,273,090 1,806,153 1,411,816 1,250,818 

非流動負債 168,300 150,626 149,390 151,558 152,991 

負債總額 2,871,613 2,423,716 1,955,543 1,563,374 1,403,809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2,573,672 1,913,129 892,028 752,267 1,241,630 

股本 3,722,549 3,722,549 3,722,549 3,722,549 1,131,422 

資本公積 3 3 3 3 139,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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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盈餘 (1,441,334) (1,839,852) (2,836,782) (2,971,126) (28,933) 

其他權益 292,457 30,432 6,261 844 (698) 

庫藏股票 (3) (3) (3) (3) (3) 

權益總額 2,573,672 1,913,129 892,028 752,267 1,241,630 

資料來源：各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財務報告 

個體簡明綜合損益表(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營業收入 1,773,802 1,636,341 1,418,058 1,433,367 1,595,819 

營業毛利(損) (779,124) (518,605) (297,782) 243,261 278,029 

營業(損)益 (1,053,887) (785,976) (516,479) 74,028 80,98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16,048) 389,506 (464,899) (164,077) (105,286) 

稅前淨利(損) (1,169,935) (396,470) (981,378) (90,049) (24,305)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

利(損) 
(1,180,984) (406,272) (987,595) (121,089) (24,305) 

本期淨利(損) (1,180,984) (406,272) (987,595) (121,089) (24,305)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稅後淨額） 
200,656 (257,223) (33,506) (18,672) (6,17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980,328) (663,495) (1,021,101) (139,761) (30,475) 

淨利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1,180,984) (406,272) (987,595) (121,089) (24,305)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980,328) (663,495) (1,021,101) (139,761) (30,475) 

每股盈餘(虧損)(元) (15.72) (5.41)  (13.14) (1.61) (0.32) 

資料來源：各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財務報告 

合併簡明資產負債表(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流動資產 1,394,221 1,338,810 1,252,168 1,131,591 2,246,861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1,708,939 1,390,073 572,593 435,371 322,047 

其他資產 1,863,643 1,340,698 769,022 695,600 90,427 

資產總額 4,966,803 4,069,581 2,593,483 2,262,562 2,659,335 

流動負債 2,141,568 1,933,731 1,486,714 1,296,955 1,214,560 

非流動負債 160,035 142,456 141,414 151,368 152,801 

負債總額 2,301,603 2,076,187 1,628,128 1,448,323 1,367,361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2,573,672 1,913,129 892,028 752,267 1,241,630 

股本 3,722,549 3,722,549 3,722,549 3,722,549 1,131,423 

資本公積 3 3 3 3 139,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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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盈餘 (1,441,334) (1,839,852) (2,836,782) (2,971,126) (28,933) 

其他權益 292,457 30,432 6,261 844 (698) 

庫藏股票 (3) (3) (3) (3) (3) 

非控制權益 91,528 80,265 73,327 61,972 50,344 

權益總額 2,665,200 1,993,394 965,355 814,239 1,291,974 

資料來源：各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 

合併簡明損益表(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營業收入 1,735,644 1,642,003 1,431,568 1,451,708 1,636,477 

營業毛利(損) (788,292) (524,734) (305,869) 243,637 275,926 

營業(損)益 (1,075,265) (811,629) (542,880) 51,584 63,143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01,745) 403,862 (444,494) (150,613) (99,132) 

稅前淨利(損) (1,177,010) (407,767) (987,374) (99,029) (35,989)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

利(損) 
(1,188,331) (417,648) (993,509) (130,133) (35,880) 

本期淨利(損) (1,188,331) (417,648) (993,509) (130,133) (35,88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稅後淨額） 
201,434 (257,110) (34,530) (18,862) (6,223)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986,897) (674,758) (1,028,039) (148,995) (42,103) 

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

主 
(1,180,984) (406,272) (987,595) (121,089) (24,305) 

淨利歸屬於非控制權

益 
(7,347) (11,376) (5,914) (9,044) (11,575)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980,328) (663,495) (1,021,101) (139,761) (30,475)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非控制權益 
(6,569) (11,263) (6,983) (9,234) (11,628) 

每股盈餘(虧損)(元) (15.72) (5.41) (13.14) (1.61) (0.32) 

資料來源：各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 

二、董事會決議辦理私募前一年內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之檢視 

106年4月25日茂矽公司召開第十屆第十六次董事會審查獨立董事候選

人資格，當時茂矽公司股東：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受託保管宏達投資公司投資

專戶（持股比例3.58％）提名三名候選人，同時亦有股東：王家福（持股比

例5.59％）亦提名三名獨立董事候選人，106年6月14日股東常會全面改選董

事，前後名單如下: 

職稱 原任九席董事 
改選後 

七席董事 

是否

變動 

說明 

董事長 唐亦仙 唐亦仙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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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原任九席董事 
改選後 

七席董事 

是否

變動 

說明 

董事 葛世良 王亮凱 是 
康立安智能醫療設備有限

公司執行長 

董事 
百樂國際(股)公司 

代表人：詹世旺 

冠財資產有限公司 

代表人：石明 
是 

訊石資訊諮詢(深圳)有限

公司總裁暨董事長 

董事 
宏達投資公司 

代表人：周崇勳 
-- 是 

強化公司治理，董事席次減

少二席，且代表人為茂矽副

總經理 

董事 
百樂國際(股)公司 

代表人：賴世麒 
-- 是 

強化公司治理，董事席次減

少二席，且代表人為茂矽晶

圓代工製造處處長 

董事 
宏達投資公司 

代表人：胡恩瑞 

宏達投資公司 

代表人：胡恩瑞 
否 -- 

獨立 

董事 
劉興杰 謝少文 是 

強化公司治理，因任期已屆

滿九年 

MNC Media Investment 

Ltd.獨立非執行董事 

獨立 

董事 
廖忠機(註) 李本曾 是 熾狐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獨立 

董事 
魏慶隆 魏慶隆 否 -- 

註:廖忠機獨立董事於106年4月因逝世自然解任。 

承前所述，茂矽公司於106年股東常會因董事任期屆滿全面改選董事，

茂矽公司董事席次由九席變動為七席，整體董事變動席次為6/9(含新選任二

席獨立董事)，其新任董事與舊任董事變動達三分之一之情事，達公開發行

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四條第三項規定：董事會決議辦理私

募前一年內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之情事，故委託本證券承銷商出具私募必要

性與合理性評估意見書。另就新任自然人董事王亮凱及法人董事冠財資產有

限公司當選時持有茂矽公司股份分別為0%及3.43%，並無掌握董事會過半表

決權。整體而言，該公司106年度股東常會所進行之董事全面改選所造成之

經營權變動，主要係為強化公司治理為前提所致，亦無股權結構變動致有控

制權移轉或原經營階層喪失控制權之情事。 

三、辦理私募引進策略性投資人後，是否造成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 

該公司擬於107年股東常會增補選二席董事，係由106年底發行私募普

通股引進之策略投資人朋程科技(股)公司及璟茂科技(股)公司各分別取得一

席董事，且茂矽公司董事席次由七席變動為九席，整體董事變動席次為2/9，

就此，並無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之情事。整體而言，該公司並未因辦理私募

引進策略性投資人而有股權結構變動致有控制權移轉或原經營階層喪失控

制權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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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本次擬辦理私募普通股之時間點將落於107年6月14日股東會之

後，目前尚未確定應募人，且應募人不以策略性投資人為限；故本次擬辦理

私募普通股所引進之策略性投資人是否取得一定數量董事席次參與公司經

營，而造成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目前尚無法有定見。惟考量該公司本次私

募普通股對象為符合證券交易法第43 條之6 規定之策略投資人及91年6月

13日(91)台財證一字第0910003455號令規定之特定人；若為該公司之內部人

或關係人，主係對該公司營運有相當之瞭解，參與私募共同致力公司經營，

有利於公司未來營運發展。 

該公司目前已發行股數為113,142仟股，加計本次擬私募股數42,000仟

股後為155,142仟股，本次私募總股數佔私募後股本比例預計為27.07%，未

來不排除取得該公司董事席次，而有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之可能性，故該

公司依據「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之規定，洽請本

證券承銷商就本次辦理私募之必要性及合理性出具評估意見。 

 

107年股東常會預計增補選董事前後名單如下: 

職稱 原任七席董事 
增補選後 

九席董事 

是否

變動 

說明 

董事長 唐亦仙 唐亦仙 否 - 

董事 王亮凱 王亮凱 否 -- 

董事 
冠財資產有限公司 

代表人：石明 

冠財資產有限公司 

代表人：石明 
否 -- 

董事 -- 璟茂科技(股)公司 是 璟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 A 君 是 
A 君為朋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之代表 

董事 
宏達投資公司 

代表人：胡恩瑞 

宏達投資公司 

代表人：胡恩瑞 
否 -- 

獨立 

董事 
謝少文 謝少文 否 -- 

獨立 

董事 
李本曾 李本曾 否 -- 

獨立 

董事 
魏慶隆 魏慶隆 否 -- 

 

107 年私募普通股之可能應募人名單與公司之關係 

應募人姓名 與本公司之關係 

唐亦仙 本公司董事長暨總經理 

陳俊昇 本公司研發主管 

翁宏達 本公司協理 

鄧志達 本公司協理 

賴世麒 本公司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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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明 本公司協理 

宋冠州 本公司副處長 

楊雅妃 本公司財務暨會計主管 

葉東昇 本公司之子公司(敦茂科技)副總 

呂志賢 本公司之子公司(敦茂科技)處長 

謝少文 本公司獨立董事 

魏慶隆 本公司獨立董事 

李本曾 本公司獨立董事 

胡恩瑞 本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王亮凱 本公司董事 

宏宇富蘭克林投資(股)公司 該公司負責人為本公司董事長之配偶 

朋程科技(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10%以上大股東 

璟茂科技(股)公司 本公司持股 10%以上大股東 

 

 

二、法人應募人之股東持股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與公司之關係 

(1)宏宇富蘭克林投資(股)公司 

其前 10名股東名稱 持股比例 與公司之關係 

湯宇白 62.5% 本公司董事長之配偶 

唐亦仙 37.5% 本公司董事長暨總經理 

 

(2)朋程科技(股)公司 

其前 10名股東名稱 持股比例 與公司之關係 

盧明光 6.14% 無 

富邦人壽保險(股)公司 5.00% 無 

敦南科技(股)公司 4.00% 無 

國泰人壽保險(股)公司 3.38% 無 

楊素梅 3.18% 無 

中美矽晶製品(股)公司 2.84% 無 

旭鑫投資(股)公司 2.67% 無 

張清照 2.43% 無 

渣打銀行受託保管 GMO新興市場基金 1.72% 無 

兆豐銀行託管摩根士丹利國際有限公司專戶 1.39% 無 

 

(3)璟茂科技(股)公司 

其前 10名股東名稱 持股比例 與公司之關係 

強茂(股)公司 94.43% 無 

劉玉玲 0.5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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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前 10名股東名稱 持股比例 與公司之關係 

謝芳吉 0.42% 無 

金惠玫 0.25% 無 

方淑娟 0.15% 無 

呂煌源 0.13% 無 

徐秀琴 0.12% 無 

方士碩 0.11% 無 

陳俞澄 0.09% 無 

蔡耀星 0.08% 無 

 

四、本次私募案計畫內容 

該公司為配合擴充產能、充實營運資金、償還銀行借款及/或因應未來

發展之一項或多項資金需求，並有效強化財務結構，考量透過募集與發行有

價證券方式籌資，恐不易順利於短期內取得所需資金及考量以私募方式募集

迅速、便捷之特性，故依證券交易法第七條及第四十三條之六規定辦理私募

有價證券，擬以擇一或搭配之方式一次或分次辦理國內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

或私募普通股等方式籌措資金，股東會擬授權董事會於發行股數不超過

4,200萬股之額度範圍內，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就前述籌資工具以擇

一或以搭配方式一次或分次籌措資金。 

本次私募普通股發行價格之訂定，以不得低於公司定價日前下列二基

準計算價格較高者之八成為訂定依據： 

(一)定價日前一、三或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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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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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公司私募普通股發行價格之訂定，以不得低於參考價格之八成為訂

定依據。 

實際私募發行價格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於不低於股東會決議成數

之範圍內視定價日當時市場狀況決定。且考量證券交易法對私募有價證券有

三年轉讓限制外，參考相關法令規範及普通股收盤價訂定之。 

五、本次私募案之必要性及合理性評估 

(一)辦理私募之必要性 

受到中國及新興市場經濟成長放緩影響，各國央行紛紛採取降息救

市、寬鬆貨幣政策，惟此舉同步導致物價指數勁揚，儘管目前全球經濟

未有明顯復甦之態勢，惟各國央行為避免通貨膨脹，均有於適當時機升

息之準備，勢將加重企業借款資金成本之負擔。考量該公司102~106年處

於與債權銀行協商紓困，無法再以銀行借款支應資金需求，且該公司

102~106年度虧損分別為1,188,331仟元、417,648仟元、993,509仟元、

130,133仟元及35,880仟元，若以公開募集方式籌資，恐不易獲得一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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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人青睞，使其資金募集計畫之完成存有不確定性，如採私募方式，資

金募集相對具迅速簡便之時效性，並可避免過於倚賴金融機構借款，以

及提高資金靈活運用空間，對未來營運及獲利具有正面效益，故該公司

本次採行私募方式，應有其必要性。 

(二)辦理私募之合理性 

茂矽公司擬於107年6月14日之股東常會決議通過，且亦將依證券交

易法第43-6條第6項規定在股東會召集事由中列舉說明私募有價證券相

關事項，經評估其辦理程序尚屬適法。 

由於該公司主要之融資管道為金融機構，為降低對金融機構的依存

度，面對未來的金融政策緊縮可能遭受額度縮減之限制，且為避免公司

暴露於流動性不足的風險，擬藉由本次私募預計募得長期穩定之資金，

降低對銀行之依存度，改善財務結構，節省利息支出以提高營運競爭

力，增加資金靈活運用空間，對其股東權益實有正面助益，期預計效益

應屬合理。 

本次私募除可取得長期穩定資金外，其與公開募集相較，私募普通

股有三年內不得自由轉讓之限制，可確保該公司與所引進投資人長期合

作關係，並提升該公司跨入新業務機會之可能性，有助於該公司未來中

期營運之成長；若為該公司之內部人或關係人，主係對該公司營運有相

當之瞭解，參與私募共同致力公司經營，有利於公司未來營運發展。且

本次私募案認購價格不低於參考價格之八成，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綜上，本證券承銷商依「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

之規定，認為茂矽公司辦理本次私募案尚有其必要性及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