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東應賣注意事項股東應賣注意事項股東應賣注意事項股東應賣注意事項 

1. 收購期間：本次收購有價證券期間自民國109年3月30日(下稱「收購期間開始日」)至民國

109年4月30日止(下稱「收購期間屆滿日」)。接受申請應賣時間為收購期間每個營業日上

午 9 時 00 分至下午 3 時 30 分(臺灣時間)。惟公開收購人得依相關法令向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公開收購期間。 

2. 收購對價：以現金為對價，每股收購對價為新臺幣5.10元整(下稱「收購對價」)，全體公

開收購人對收購對價之給付負連帶責任。應賣人應自行負擔證券交易稅、受委任機構將代

為辦理證券交易稅之繳納、所得稅(若有)、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證券經紀

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必要之合理費用及

應負擔之稅捐，其中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手續費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係依

應賣人申請交存應賣次數分別計算，另應賣人經由保管銀行申請交存應賣者無需負擔證券

經紀商手續費；倘有此類額外費用，公開收購人及受委任機構將依法申報公告。公開收購

人支付應賣人股份收購對價時，將扣除所得稅外之上開稅費，並計算至「元」為止(不足

一元之部分捨棄)。 

3. 本次公開收購受委任機構：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盛證券」)。 

4. 收購單位及收購限制：預定收購數量為被收購公司普通股9,866,000股。應賣人對提出應賣

之股份應有所有權，且提出應賣之股份上應無質權、未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

制執行程序，且無其他轉讓之限制。如於應賣後股份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

執行程序，或出現其他轉讓之限制，縱使該等股份已撥入受委任機構公開收購專戶，將視

為自始未提出應賣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融資買進之股份須於還款後方得應

賣，否則不予受理；本次公開收購僅受理已交存於集保結算所的股票之應賣，但不受理實

體股票之應賣；應賣人如係持有實體股票，請於收購期間攜帶實體股票、留存印鑑至被收

購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存入各應賣人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後，再行辦理應賣手續，應賣股

數低於1,000股以下者不予受理。 

5. 本次公開收購係採行「一人一集保帳戶應賣為限」之原則，即同一人若有開立二個以上集

保帳戶者，應自行選定一個集保帳戶參與應賣，否則不予受理。若應賣人同時於二家以上

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帳戶皆持有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者，應賣人倘先以其中一個帳戶參與應

賣後，復欲以另一個帳戶參與應賣時，應賣人應將欲交存之有價證券匯撥至前已辦理交存

之帳戶後參與應賣；或撤銷前已辦理交存之有價證券後，於另一個帳戶參與應賣。但排除

本國法人及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 75 條之 6 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與第 5 款，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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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規則第 45 條之 4 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與第 5 款所定得於同一證券經紀商同一

營業處所開立二個以上交易帳戶（即全權委託投資帳戶、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帳戶、大陸

地區機構投資人帳戶、信託專戶）之情形。 

6. 各股東應賣地點： 
(1) 如應賣人已將被收購公司股票交付集保結算所集中保管者，應持證券存摺與留存印鑑

向原往來券商辦理應賣手續。 
(2) 應賣人如係持有實體股票，請於收購期間攜帶實體股票、留存印鑑至被收購公司股務

代理機構辦理存入各應賣人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後，再行辦理應賣手續。 

7. 應賣人決定是否申請應賣前，應詳閱本公開收購說明書之內容並充分瞭解應賣之風險事

項。當應賣人申請應賣時，視為同意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公開收購人對日

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該應賣人之姓名或名稱、地址、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等股東資

料，以辦理通知或其他與公開收購相關之事宜。 

8. 應賣諮詢專線：(02)2541-9977，請逕洽受委任機構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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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公開收購基本事項公開收購基本事項公開收購基本事項公開收購基本事項：：：： 

一、公開收購人之基本事項： 

(一)公開收購人為自然人者，其本人、配偶與未成年子女之姓名及職業： 

1.公開收購人自然人：侯佑霖 

自 

然 

人 

適 

用 

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資料 
身分 姓名 職業 
本人 侯佑霖 商 
配偶 劉秋美 家管 

未成年子女 侯君儒、侯君諺 學生 

2.公開收購人自然人：鄭寶蓮 

自 

然 

人 

適 

用 

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資料 
身分 姓名 職業 
本人 鄭寶蓮 商 
配偶 姬中瑜 商 

未成年子女 姬莉 學生 

(二)公開收購人為公司者，其公司名稱、網址、主要營業項目及其董事、監察人與持股

超過公開收購人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十股東之姓名及持股情形：不適用 

二、受委任機構名稱、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 

名 稱 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104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85號7樓 
電 話 (02)2541-9977 

委任事項 

1.接受公開收購應賣人有價證券之交存及返還。 
2.公開收購說明書之交付。 
3.公開收購有價證券之款券收付。 
4.本次公開收購證券交易稅單之開立，並代應賣人繳納本次公開

收購之證券交易稅。 
5.協助辦理股票及股款交割作業。 
6.處理任何與上述相關之股務作業之事宜。 

三、律師姓名、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 

姓 名 遠東聯合法律事務所邱雅文律師 

地 址 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176號 

電 話 (02)2392-8811 

委任事項 
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9條第2項規定出具

律師法律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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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計師姓名、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 

姓 名 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邱繼盛會計師 

地 址 台北市復興北路369號 

電 話 (02)8770-5181 

委任事項 
依公開收購說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13條規定，出具獨立專家

對於本次公開收購對價合理性意見書。 

五、財務顧問名稱、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無 

六、金融機構名稱、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 

名 稱 
1.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行 
2.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安分行 

地 址 
1.台南市東區崇學路138號 
2.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48號之1 

電 話 1.(06)260-6799 
2.(02)2395-8199 

委任事項 
依據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9條第3項，出具

指定受委任機構為受益人之履約保證，且授權受委任機構為支付

本次收購對價得逕行請求行使並指示撥款。 

七、其他受委任專家姓名、地址、電話及委任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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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公開收購條件公開收購條件公開收購條件公開收購條件：：：： 

一、公開收購期間： 
自民國109年3月30日(下稱「收購期間開始日」)至民國109年4月30日止(下稱「收

購期間屆滿日」)。接受申請應賣時間為收購期間每個營業日上午 9 時 00 分
至下午 3 時 30 分(臺灣時間)。惟公開收購人得依相關法令向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公開收購期間。 

二、預定公開收購之最高及最低數量： 
本次預定收購數量為9,866,000股(下稱「預定收購數量」)，約當被收購公司於

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所示民國109年2月15日最後異動之

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總數18,272,100股(下稱「全部股份總數」)之53.99%股權

(9,866,000股/18,272,100股=53.99%)；惟若最終有效應賣之數量未達預定收購數

量，但已達9,137,000股，(約當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50.01%)(下稱「最

低收購數量」)時，則本公開收購數量條件即告成就。在本次公開收購之其他

條件均成就後，公開收購人應收購所有應賣之有價證券。在本次公開收購之條

件均成就(係有效應賣股份數量已達最低收購數量)後，且本次公開收購未依法

停止進行之情況下，公開收購人最多收購預定收購數量之股數；倘全部應賣之

股份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公開收購人將依同一比例向所有應賣人收購，

其計算方式為應賣股數1,000股(含)者全數購買，應賣股數超過1,000股者按各應

賣人委託申報數量之比例分配至千股為止。如尚有餘量，公開收購人應按隨機

排列方式依次購買。 

三、公開收購對價： 
以現金為對價，每股收購對價為新臺幣5.10元整(下稱「收購對價」)。應賣人

應自行負擔證券交易稅、所得稅(若有)、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

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

所必要之合理費用及應負擔之稅捐，其中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手

續費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係依應賣人申請交存應賣次數分別計算，另應賣人

經由保管銀行申請交存應賣者無需負擔證券經紀商手續費；倘有此類額外費

用，公開收購人及受委任機構將依法申報公告。公開收購人支付應賣人股份收

購對價時，將扣除所得稅外之上開稅費，並計算至「元」為止(不足一元之部

分捨棄)，應賣股數低於1,000股者不予受理。 

四、本次公開收購有無涉及須經本會或其他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之事項，及是

否取得核准或已生效： 
本次公開收購依據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1第2項及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

證券管理辦法第7條第1項規定，應向金管會申報並公告始得為之。公開收購人

業於民國109年3月27日依據前述法令向金管會提出申報並公告，公開收購人本

次公開收購無須取得其他主管機關之核准。 

五五五五、、、、公開收購人於本次公開收購條件成就並公告後公開收購人於本次公開收購條件成就並公告後公開收購人於本次公開收購條件成就並公告後公開收購人於本次公開收購條件成就並公告後，，，，除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除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除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除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

價證券管理辦法第價證券管理辦法第價證券管理辦法第價證券管理辦法第19條第條第條第條第6項規定之情形外項規定之情形外項規定之情形外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賣人不得撤銷其應賣應賣人不得撤銷其應賣應賣人不得撤銷其應賣應賣人不得撤銷其應賣。。。。 

六、其他注意事項： 
1.如應賣人已將被收購公司股票交付集中保管者，應賣人應持證券存摺與留存



4 
 

印鑑向原往來證券商辦理應賣手續。當應賣人申請應賣時，視為同意集保結

算所及公開收購人對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該應賣人之姓名或名稱、地

址、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等股東資料，以辦理通知或其他與公開收購相關

之事宜。 
2.應賣人對提出應賣之股份應有完整之所有權及處分權，且提出應賣之股份應

無質權、未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以及無其他轉讓之限制；如於應

賣後股份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或出現其他轉讓之

限制，縱使該等股份已撥入受委任機構公開收購專戶，將視為自始未提出應

賣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應賣股數低於1,000股者不予受理。融資

買進之股份須於還款後方得應賣，否則不予受理。 
3.本次公開收購受理已集保交存股票之應賣，但不受理實體股票之應賣；應賣

人如係持有被收購公司實體股票，請於收購期間攜帶實體股票、留存印鑑至

被收購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存入各應賣人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後，再行辦理

應賣手續。如未於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前完成相關集保交存手續並應賣者，將

無法完成應賣。 
4.本次公開收購係採行『一人一集保帳戶應賣為限』之原則，即同一人若有開

立二個以上集保帳戶者，應自行選定一個集保帳戶參與應賣，否則不予受

理。若應賣人同時於二家以上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帳戶皆持有被收購公司有價

證券者，應賣人倘先以其中一個帳戶參與應賣後，復欲以另一個帳戶參與應

賣時，應賣人應將欲交存之有價證券匯撥至前已辦理交存之帳戶後參與應

賣；或撤銷前已辦理交存之有價證券後，於另一個帳戶參與應賣。但排除本

國法人及依證交所營業細則第 75條之 6（櫃檯買賣中心業務規則第 45 條
之 4）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與第 5 款所定得於同一證券經紀商同一營

業處所開立二個以上交易帳戶（即全權委託投資帳戶、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

帳戶、大陸地區機構投資人帳戶、信託專戶）之情形。 
5.如被收購公司發生財務、業務狀況之重大變化或事件(包括但不限於被收購公

司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其他有關業務文件內容有虛偽或隱匿之情事)、公

開收購人破產或經裁定重整，或有其他經主管機關所定得停止公開收購之事

項，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公開收購人得停止公開收購之進行。 
6.應賣人應瞭解本次公開收購是否成功，繫於各項因素或條件是否成就，包括

但不限於應賣有價證券數量是否達最低收購數量、被收購公司是否發生財

務、業務狀況之重大變化、主管機關之同意、核准、命令或不禁止或須向主

管機關辦理之申報生效是否即時取得及完成，及其他不可歸責於公開收購人

之事由。若本次公開收購之全部條件無法於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前成就，或本

次公開收購依其他法令規定，遭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其他主管機關不予核

准、停止生效或廢止核准，致本次公開收購不成功者，應賣人應自行承擔本

次公開收購無法完成及市場價格變動之風險。 
7.如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均已成就，且公開收購人或出具履約保證文件之台中

商業銀行及元大商業銀行已如期完成匯款義務的情形下，本次公開收購之現

金對價將由委任機構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於收購期間屆滿日(如經延長，則

為延長期間屆滿日)後5個營業日內(含第5個營業日)，以銀行匯款方式支付應

賣人留存證券商集中保管劃撥帳戶之銀行帳號，倘銀行帳戶有誤或因其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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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無法完成匯款時，將以支票(抬頭劃線並禁止背書轉讓)掛號郵寄至臺灣集

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予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之應賣人地

址，匯款金額/支票金額係以應賣人股份收購價額扣除應賣人依法應繳納之證

券交易稅、匯費/郵資及其他相關費用，並計算至「元」(不足一元之部分捨

棄)為止。 
8.在本次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前，若有必要，公開收購人可能依據相關法令向金

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本次公開收購期間。 
9.其他重要條件，請參閱本公開收購說明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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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公開收購對價種類及來源公開收購對價種類及來源公開收購對價種類及來源公開收購對價種類及來源：：：： 

一、以現金為收購對價者： 

(一)公開收購人：侯佑霖 

自有 
資金 
明細 

自有資金明細說明： 
本次公開收購給付現金對價，總計新臺幣50,317千元，其中侯佑霖先

生之預定收購數量為普通股股份4,933,000股，所需資金對價為25,159
千元，全數以自有資金支應。 
本次收購是否為多層次投資架構之收購： 
■否 
□是，□計劃內容 
(一)投資架構： 
(二)各層次投資人背景：(含股東與董事資料、各層公司資本及資金

最終提供者之身分等) 
(三)資金之具體來源及明細： 
(四)相關資金安排計畫： 

收購人為公司且以公司自有資金支付收購對價者，以本次公開收購

公告前最近二年度之財務報告之分析說明：不適用。 

■公開收購人出具負履行支付收購對價義務之承諾書： 
請詳本公開收購說明書附件四。 

□資金安排之所有協議或約定之文件，併同公開收購說明書公告：不適用。 

所有融資計

畫內容 

資金來源： 
本次公開收購所需資金來源全數以自有資金支應，故不適用。 

借方：不適用。 
貸方：不適用。 

擔保品：不適用。 

收購人融資償還計畫是否以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之資產或

股份為擔保： 
□是，其約定內容及對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財務業務健全

性之影響評估： 
□否，公開收購人之融資償還計畫並無以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

公司之資產或股份為擔保。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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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開收購人：鄭寶蓮 

自有 
資金 
明細 

自有資金明細說明： 
本次公開收購給付現金對價，總計新臺幣50,317千元，其中鄭寶蓮

小姐之預定收購數量為普通股股份4,933,000股，所需資金對價為

25,158千元，全數以自有資金支應。 
本次收購是否為多層次投資架構之收購： 
■否 
□是，□計劃內容 
(一)投資架構： 
(二)各層次投資人背景：(含股東與董事資料、各層公司資本及資金

最終提供者之身分等) 
(三)資金之具體來源及明細： 
(四)相關資金安排計畫： 

收購人為公司且以公司自有資金支付收購對價者，以本次公開收購

公告前最近二年度之財務報告之分析說明：不適用 

■公開收購人出具負履行支付收購對價義務之承諾書： 
請詳本公開收購說明書附件四。 

□資金安排之所有協議或約定之文件，併同公開收購說明書公告：不適用。 

所有融資計

畫內容 

資金來源： 
本次公開收購所需資金來源全數以自有資金支應，故不適用。 

借方：不適用。 
貸方：不適用。 

擔保品：不適用。 

收購人融資償還計畫是否以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之資產或

股份為擔保： 
□是，其約定內容及對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財務業務健全

性之影響評估： 
□否，公開收購人之融資償還計畫並無以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

公司之資產或股份為擔保。 
■不適用。 

二、以「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一款規定之有價證券為收購對

價者：不適用。 

三、以「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二款規定之有價證券為收購對

價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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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參與應賣之風險參與應賣之風險參與應賣之風險參與應賣之風險：：：： 

一一一一、、、、參與應賣之風險參與應賣之風險參與應賣之風險參與應賣之風險 

(一一一一) 公開公開公開公開收購收購收購收購開始進行後開始進行後開始進行後開始進行後，，，，如有證券交易法第如有證券交易法第如有證券交易法第如有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條之條之條之5第第第第1項第項第項第項第1款至第款至第款至第款至第3款規定情事款規定情事款規定情事款規定情事，，，，並並並並

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停止公開收購時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停止公開收購時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停止公開收購時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停止公開收購時，，，，本次本次本次本次公開收購案件停止進行之風險公開收購案件停止進行之風險公開收購案件停止進行之風險公開收購案件停止進行之風險：：：： 

公開收購開始進行後公開收購開始進行後公開收購開始進行後公開收購開始進行後，，，，如有證券交易法第如有證券交易法第如有證券交易法第如有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條之條之條之5第第第第1項第項第項第項第1款至第款至第款至第款至第3款規定情事款規定情事款規定情事款規定情事，，，，包包包包

括被收購公司發生財務括被收購公司發生財務括被收購公司發生財務括被收購公司發生財務、、、、業務狀況之重大變化業務狀況之重大變化業務狀況之重大變化業務狀況之重大變化（（（（包括但不限於被收購公司申報或公包括但不限於被收購公司申報或公包括但不限於被收購公司申報或公包括但不限於被收購公司申報或公

告之財務報告及其他業務相關文件內容有重大不實或隱匿之情形告之財務報告及其他業務相關文件內容有重大不實或隱匿之情形告之財務報告及其他業務相關文件內容有重大不實或隱匿之情形告之財務報告及其他業務相關文件內容有重大不實或隱匿之情形）、）、）、）、公開收購人破公開收購人破公開收購人破公開收購人破

產或經裁定重整產或經裁定重整產或經裁定重整產或經裁定重整，，，，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所定之事項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所定之事項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所定之事項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所定之事項，，，，經主管機關核准後經主管機關核准後經主管機關核准後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公開收購人公開收購人公開收購人公開收購人

得停止本次公開收購之進行得停止本次公開收購之進行得停止本次公開收購之進行得停止本次公開收購之進行，，，，則應賣人應承擔本次公開收購無法完成及市場價格變則應賣人應承擔本次公開收購無法完成及市場價格變則應賣人應承擔本次公開收購無法完成及市場價格變則應賣人應承擔本次公開收購無法完成及市場價格變

動之風險動之風險動之風險動之風險。。。。 

(二二二二) 公開收購如依其他法律規定公開收購如依其他法律規定公開收購如依其他法律規定公開收購如依其他法律規定，，，，須另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其他主管機關申請時須另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其他主管機關申請時須另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其他主管機關申請時須另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其他主管機關申請時，，，，

如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其他主管機關不予核准如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其他主管機關不予核准如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其他主管機關不予核准如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其他主管機關不予核准、、、、停止生效停止生效停止生效停止生效、、、、退件退件退件退件或廢止核准或廢止核准或廢止核准或廢止核准，，，，本本本本

次公開收購案件不成功之風險次公開收購案件不成功之風險次公開收購案件不成功之風險次公開收購案件不成功之風險：：：： 

本次公開收購依據證券交易法第本次公開收購依據證券交易法第本次公開收購依據證券交易法第本次公開收購依據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條之條之條之1第第第第2項及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項及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項及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項及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

理辦法第理辦法第理辦法第理辦法第7條第條第條第條第1項項項項規定規定規定規定，，，，應向應向應向應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始得為之申報並公告始得為之申報並公告始得為之申報並公告始得為之。。。。公開收購公開收購公開收購公開收購

人業於民國人業於民國人業於民國人業於民國109年年年年3月月月月27日依據前述法令向日依據前述法令向日依據前述法令向日依據前述法令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申報並公告提出申報並公告提出申報並公告提出申報並公告本次本次本次本次

公開收購公開收購公開收購公開收購。。。。公開收購人本次公開收購無須取得其他主管機關之核准公開收購人本次公開收購無須取得其他主管機關之核准公開收購人本次公開收購無須取得其他主管機關之核准公開收購人本次公開收購無須取得其他主管機關之核准。。。。 

(三三三三) 公開收購人所申報及公告之內容依證券交易法公開收購人所申報及公告之內容依證券交易法公開收購人所申報及公告之內容依證券交易法公開收購人所申報及公告之內容依證券交易法第第第第43條之條之條之條之5第第第第2項及公開收購公開發行項及公開收購公開發行項及公開收購公開發行項及公開收購公開發行

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9條第條第條第條第8項規定項規定項規定項規定，，，，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命令重行申報及公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命令重行申報及公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命令重行申報及公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命令重行申報及公

告之風險告之風險告之風險告之風險：：：： 

公開收購人所申報及公告之內容倘經公開收購人所申報及公告之內容倘經公開收購人所申報及公告之內容倘經公開收購人所申報及公告之內容倘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命令變更公開收購申報事命令變更公開收購申報事命令變更公開收購申報事命令變更公開收購申報事

項並重行申報及公告時項並重行申報及公告時項並重行申報及公告時項並重行申報及公告時，，，，則則則則有影響被收購公司股東應賣決定之風險有影響被收購公司股東應賣決定之風險有影響被收購公司股東應賣決定之風險有影響被收購公司股東應賣決定之風險。。。。 

(四四四四) 因發生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變更支付收購對價時間因發生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變更支付收購對價時間因發生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變更支付收購對價時間因發生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變更支付收購對價時間、、、、方法或地點之風險方法或地點之風險方法或地點之風險方法或地點之風險：：：： 

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7條之條之條之條之1第第第第2項規定項規定項規定項規定，，，，公開收購人不得變公開收購人不得變公開收購人不得變公開收購人不得變

更公開收購說明書所載之支付收購對價時間更公開收購說明書所載之支付收購對價時間更公開收購說明書所載之支付收購對價時間更公開收購說明書所載之支付收購對價時間、、、、方法或地點方法或地點方法或地點方法或地點。。。。但發生天然災害或緊急但發生天然災害或緊急但發生天然災害或緊急但發生天然災害或緊急

事故情事事故情事事故情事事故情事，，，，不在此限不在此限不在此限不在此限。。。。上開情事之發生上開情事之發生上開情事之發生上開情事之發生與消滅與消滅與消滅與消滅，，，，由各相關主管機關依相關法令認定由各相關主管機關依相關法令認定由各相關主管機關依相關法令認定由各相關主管機關依相關法令認定

發布之發布之發布之發布之，，，，應賣人應承擔此種風險應賣人應承擔此種風險應賣人應承擔此種風險應賣人應承擔此種風險。。。。 

(五五五五) 以募集發行之股票或公司債為收購對價者以募集發行之股票或公司債為收購對價者以募集發行之股票或公司債為收購對價者以募集發行之股票或公司債為收購對價者，，，，該有價證券無法如期發行致本次公開收該有價證券無法如期發行致本次公開收該有價證券無法如期發行致本次公開收該有價證券無法如期發行致本次公開收

購案件無法完成或延後完成之風險購案件無法完成或延後完成之風險購案件無法完成或延後完成之風險購案件無法完成或延後完成之風險：：：： 

本次公開收購係全數以本次公開收購係全數以本次公開收購係全數以本次公開收購係全數以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現金為對價現金為對價現金為對價現金為對價，，，，並非以有價證券為收購對價並非以有價證券為收購對價並非以有價證券為收購對價並非以有價證券為收購對價，，，，故無有價故無有價故無有價故無有價

證券無法如期發行致本次公開收購無法完成或延後完成之風險證券無法如期發行致本次公開收購無法完成或延後完成之風險證券無法如期發行致本次公開收購無法完成或延後完成之風險證券無法如期發行致本次公開收購無法完成或延後完成之風險。。。。 

(六六六六) 公開收購人延長收購期間公開收購人延長收購期間公開收購人延長收購期間公開收購人延長收購期間，，，，應賣人延後取得收購對價之風險應賣人延後取得收購對價之風險應賣人延後取得收購對價之風險應賣人延後取得收購對價之風險：：：： 

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18條第條第條第條第2項規定項規定項規定項規定，，，，有該辦法第有該辦法第有該辦法第有該辦法第7條第條第條第條第2
項之情事或有其他正當理由者項之情事或有其他正當理由者項之情事或有其他正當理由者項之情事或有其他正當理由者，，，，原公開收購人得向金管會申報並公原公開收購人得向金管會申報並公原公開收購人得向金管會申報並公原公開收購人得向金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收購期告延長收購期告延長收購期告延長收購期

間間間間。。。。但延長期間合計不得超過但延長期間合計不得超過但延長期間合計不得超過但延長期間合計不得超過50日日日日。。。。有以上情事者有以上情事者有以上情事者有以上情事者，，，，則應賣人應承擔延後取得收購則應賣人應承擔延後取得收購則應賣人應承擔延後取得收購則應賣人應承擔延後取得收購

對價所產生市場價格變動之風險對價所產生市場價格變動之風險對價所產生市場價格變動之風險對價所產生市場價格變動之風險。。。。 

(七七七七) 公開收購條件一旦成就後公開收購條件一旦成就後公開收購條件一旦成就後公開收購條件一旦成就後，，，，並經收購人公告後並經收購人公告後並經收購人公告後並經收購人公告後，，，，除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除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除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除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司司司有價證有價證有價證有價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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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管理辦法第券管理辦法第券管理辦法第券管理辦法第19條第條第條第條第6項規定之情形外項規定之情形外項規定之情形外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賣人不得撤銷應賣之風險應賣人不得撤銷應賣之風險應賣人不得撤銷應賣之風險應賣人不得撤銷應賣之風險：：：： 

公開收購條件一旦確定成就並經公開收購人公告後公開收購條件一旦確定成就並經公開收購人公告後公開收購條件一旦確定成就並經公開收購人公告後公開收購條件一旦確定成就並經公開收購人公告後，，，，除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除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除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除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

價證券管理辦法第價證券管理辦法第價證券管理辦法第價證券管理辦法第19條第條第條第條第6項規定之情形外項規定之情形外項規定之情形外項規定之情形外，，，，若市場價格高於本次收購價格或有第三若市場價格高於本次收購價格或有第三若市場價格高於本次收購價格或有第三若市場價格高於本次收購價格或有第三

人提出更高之收購對價時人提出更高之收購對價時人提出更高之收購對價時人提出更高之收購對價時，，，，應賣人亦不得撤銷應賣應賣人亦不得撤銷應賣應賣人亦不得撤銷應賣應賣人亦不得撤銷應賣，，，，並應承擔此種風險並應承擔此種風險並應承擔此種風險並應承擔此種風險。。。。 

(八八八八)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應賣有價應賣有價應賣有價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未達預定最低收購數量時證券之數量未達預定最低收購數量時證券之數量未達預定最低收購數量時證券之數量未達預定最低收購數量時，，，，本次公開收購本次公開收購本次公開收購本次公開收購

案件將無法完成之風險案件將無法完成之風險案件將無法完成之風險案件將無法完成之風險：：：：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時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時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時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時，，，，倘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未達預定最低收購數量時倘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未達預定最低收購數量時倘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未達預定最低收購數量時倘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未達預定最低收購數量時，，，，本次公開本次公開本次公開本次公開

收購即有無法完成之風險收購即有無法完成之風險收購即有無法完成之風險收購即有無法完成之風險。。。。 

另如有應賣人於應賣後股份遭假扣押另如有應賣人於應賣後股份遭假扣押另如有應賣人於應賣後股份遭假扣押另如有應賣人於應賣後股份遭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或出現或出現或出現或出現

其他轉讓之限制其他轉讓之限制其他轉讓之限制其他轉讓之限制，，，，縱使該等股份已撥入受委任機構公開收購專戶縱使該等股份已撥入受委任機構公開收購專戶縱使該等股份已撥入受委任機構公開收購專戶縱使該等股份已撥入受委任機構公開收購專戶，，，，將視為自始未提將視為自始未提將視為自始未提將視為自始未提

出應賣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出應賣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出應賣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出應賣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如因此產生應賣有價證券數量未達預定最如因此產生應賣有價證券數量未達預定最如因此產生應賣有價證券數量未達預定最如因此產生應賣有價證券數量未達預定最

低收購數量時低收購數量時低收購數量時低收購數量時，，，，本次公開收購即有無法完成之風險本次公開收購即有無法完成之風險本次公開收購即有無法完成之風險本次公開收購即有無法完成之風險。。。。 

(九九九九)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公開收購人應依同公開收購人應依同公開收購人應依同公開收購人應依同

一比例向所有應賣人購買一比例向所有應賣人購買一比例向所有應賣人購買一比例向所有應賣人購買，，，，致應賣人應賣股數無法全數賣出之風險致應賣人應賣股數無法全數賣出之風險致應賣人應賣股數無法全數賣出之風險致應賣人應賣股數無法全數賣出之風險：：：： 

倘倘倘倘全部全部全部全部應賣應賣應賣應賣之之之之股份股份股份股份數量數量數量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公開收購人將依同一比例向所有應賣公開收購人將依同一比例向所有應賣公開收購人將依同一比例向所有應賣公開收購人將依同一比例向所有應賣

人人人人收購收購收購收購，，，，其計算方式為應賣股數其計算方式為應賣股數其計算方式為應賣股數其計算方式為應賣股數1,000股股股股(含含含含)者全數購買者全數購買者全數購買者全數購買，，，，應賣股數超過應賣股數超過應賣股數超過應賣股數超過1,000股者按股者按股者按股者按

各應賣人委託申報數量之比例分配至千股為止各應賣人委託申報數量之比例分配至千股為止各應賣人委託申報數量之比例分配至千股為止各應賣人委託申報數量之比例分配至千股為止。。。。如尚有餘量如尚有餘量如尚有餘量如尚有餘量，，，，公開收購人應按隨機公開收購人應按隨機公開收購人應按隨機公開收購人應按隨機

排列方式依次購買排列方式依次購買排列方式依次購買排列方式依次購買。。。。是故應賣人有應賣股份無法全數賣出之風險是故應賣人有應賣股份無法全數賣出之風險是故應賣人有應賣股份無法全數賣出之風險是故應賣人有應賣股份無法全數賣出之風險。。。。 

 (十十十十) 其他公開收購人明知足以影響收購程序進行之重大風險其他公開收購人明知足以影響收購程序進行之重大風險其他公開收購人明知足以影響收購程序進行之重大風險其他公開收購人明知足以影響收購程序進行之重大風險：：：：無無無無，，，，但仍請應賣人在應賣但仍請應賣人在應賣但仍請應賣人在應賣但仍請應賣人在應賣

前詳參本公開收購說明書之內容前詳參本公開收購說明書之內容前詳參本公開收購說明書之內容前詳參本公開收購說明書之內容。。。。 

二二二二、、、、股東選擇參加本次公開收購之稅負說明如下股東選擇參加本次公開收購之稅負說明如下股東選擇參加本次公開收購之稅負說明如下股東選擇參加本次公開收購之稅負說明如下：：：： 

股東須按實際成交價格千分之三繳交證券交易稅。此外，股東若為境內營利事業及境外

營利事業在台灣有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者，依據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之規定，其出

售股票所生之證券交易所得需計入營利事業之基本所得額計算營利事業最低稅負(扣除

額50萬元，稅率12%，如持有股票3年以上，依所得稅基本稅額條例第7條第3項規定，以

其半數計入當年度證券交易所得課徵最低稅負)。 

以上有關稅負之說明僅為參考，並非提供稅務上之建議或意見，股東應就其個別投資狀

況，自行請教專業稅務顧問有關參加收購所可能產生之相關稅負。 

三三三三、、、、個別股東可能受個別股東可能受個別股東可能受個別股東可能受有其他風險有其他風險有其他風險有其他風險，，，，股東應自行請教專業顧問就個別情形取得相關建議股東應自行請教專業顧問就個別情形取得相關建議股東應自行請教專業顧問就個別情形取得相關建議股東應自行請教專業顧問就個別情形取得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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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公開收購期間屆滿之後續處理方式公開收購期間屆滿之後續處理方式公開收購期間屆滿之後續處理方式公開收購期間屆滿之後續處理方式：：：： 

一、公開收購人支付收購對價之處理方式： 

時  間 
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均成就且公開收購人或出具履約保證文件之金

融機構已如期完成匯款義務之情況下，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如經延

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後第5個營業日(含)以內。(註) 

方  法 

1. 支付對價方式 
本次公開收購之現金對價，將由受委任機構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
司於收受出具履約保證書之台中商業銀行及元大商業銀行支付之
公開收購對價後，以銀行匯款方式支付應賣人留存於臺灣集中保
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之銀行帳號。倘銀行帳號有誤，或因其他
原因無法完成匯款時，將以支票(抬頭劃線並禁止背書轉讓)掛號
郵寄至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予受日盛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之應賣人地址。 

2. 價金計算方式 
以實際向各應賣人收購之股數，乘以每股現金對價新臺幣5.10元
之數額，將扣除應賣人依法應負擔之證券交易稅、臺灣集中保管
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
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需要之合理費用，(倘有類
此額外費用，公開收購人將依法申報公告)後之淨額，為支付各應
賣人之價金，該價金計算至「元」為止(不足一元之部分捨棄)。 

3. 其他 
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將代應賣人繳納證券交易稅。 

地  點 
本次公開收購之現金對價，將由受委任機構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匯入應賣人留存於證券商集中保管劃撥帳戶之銀行帳戶或寄交臺灣

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之應賣人地址。 

以外國有價證券

為收購對價者 

該有價證券交付方法：本次公開收購不適用。 

應賣人買賣該有價證券之方式：本次公開收購不適用。 

註：如發生天災或銀行匯款系統異常等不可抗力情事時，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得至該等不可抗力情事消

滅後執行之。 

二、應賣人成交有價證券交割之處理方式： 

時  間 
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均成就且公開收購人或出具履約保證文件之金融機

構已如期完成匯款義務之情況下，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於公開收購期

間屆滿日(如經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後第5個營業日(含)以內。(註) 

方  法 
應賣股份已撥入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收購專戶者，由日盛證券股

份有限公司之「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收購專戶」 (帳號：

11610713109撥付至公開收購人之證券集中保管劃撥帳戶。 

地  點 
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點：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85號7樓 

註：如發生天災或銀行匯款系統異常等不可抗力情事時，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得至該等不可抗力情事消

滅後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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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賣未成交有價證券退還之處理方式： 

應賣有價證券之

數量未達最低預

定收購數量時，收

購人退還應賣有

價證券之處理方

式： 

時間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如經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後第1個
營業日。(註) 

方法 

本次公開收購如未達｢最低收購數量｣，或經主管機關核准依法

停止進行時，原向應賣人所為之要約全部撤銷，由日盛證券股

份有限公司之「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收購專戶」(帳號：

11610713109)轉撥回應賣人之原證券集中保管劃撥帳戶。 

地點 
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點：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85號7樓 

應賣有價證券超

過預定收購數量

時，超過預定收購

數量部分，收購人

退還應賣有價證

券之處理方式： 

時間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如經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後第1個
營業日。(註) 

方法 

倘全部應賣之股份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在本次公開收購

其他條件亦均成就，且本次公開收購未依法停止進行之情況

下，公開收購人將依同一比例向所有應賣人收購，其計算方式

為應賣股數1,000股(含)者全數購買，應賣股數超過1,000股者按

各應賣人委託申報數量之比例分配至千股為止。如尚有餘量，

公開收購人應按隨機排列方式依次購買。應賣人已交存但未成

交之有價證券，由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之「日盛證券股份有

限公司公開收購專戶」（帳號：11610713109）轉撥回應賣人

之原證券集中保管劃撥帳戶。 

地點 
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點：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85號7樓 

註：如發生天災或銀行匯款系統異常等不可抗力情事時，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得至該等不可抗力情事消

滅後執行之。 

四、以募集發行股票或公司債為收購對價者，該股票或公司債無法如期發行之後續處理方式：

本次公開收購係全數以現金為對價，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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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公開收購人持有被收購公司股份情形公開收購人持有被收購公司股份情形公開收購人持有被收購公司股份情形公開收購人持有被收購公司股份情形：：：： 

一、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於提出申報當時已持有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者，其種類、數量、

取得成本及提出申報日前六個月內之相關交易紀錄。公開收購人為公司時，其董事、監

察人持有被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時，亦應一併載明前段事項。 

(一)公開收購人：侯佑霖 

   公開收購人(含其關係人)於提出公開收購申報日時，並無持有被收購公司股份， 且提

出公開收購申報前六個月並無交易被收購公司之任何股份。 

(二)公開收購人：鄭寶蓮 

公開收購人(含其關係人)於提出公開收購申報日時，並無持有被收購公司股份， 且提

出公開收購申報前六個月並無交易被收購公司之任何股份。 

二、公開收購人或其股東如有擔任被收購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係持股超過被收購公司已發

行股份總額百分之十股東情事者，該股東姓名或名稱及持股情形： 

公開收購人或其股東並未擔任被收購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係持股超過被收購公司已發

行股份總額百分之十股東情事，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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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柒柒柒、、、、公開收購人其他買賣被收購公司股份情形公開收購人其他買賣被收購公司股份情形公開收購人其他買賣被收購公司股份情形公開收購人其他買賣被收購公司股份情形：：：： 

一、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如與下列人員有任何買賣被收購公司股

份之情事，其股份買賣日期、對象、價格及數量： 

（一）被收購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超過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

之十之股東：無此情形。 
（二）被收購公司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所稱之關係

人：無此情形。 

二、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與前款所列之人員，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就本次公開收購

有任何相關協議或約定者，其重要協議或約定之內容： 

身 分 重要協議或
約定之內容 

被
收
購
公
司
之
相
關
人
員 

1.董事 
被收購公司之法人董事燦星網通股份有限公司與公開收
購人簽署股份買賣協議書，同意於本次公開收購期間，將
其所持有之被收購公司普通股9,716,199股參與應賣。 

2.監察人 不適用。 
3.經理人 不適用。 

4.持股超過 10% 
之大股東 

被收購公司大股東燦星網通股份有限公司與公開收購人
簽署股份買賣協議書，同意於本次公開收購期間，將其所
持有之被收購公司普通股9,716,199股參與應賣。 

5.關係人 不適用。 
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與 1~5 所列之人員，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就本次公開收購
有任何相關協議或約定者，應揭露所有協議或約定之文件，併同公開收購說明書公告。 
(請參閱附件五，為保護簽署公開收購股份買賣協議書人之個人資料，其身分證字號、通

訊地址將不予揭露) 

三、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與被收購公司之特定股東，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就本次公

開收購有任何相關協議或約定者，其重要協議或約定之內容，包括是否涉及得參與公開

收購人及其關係人相關之投資等事項： 

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與被收購公司之特定股東除柒、二所述外，並無其他重要協議或

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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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捌捌捌、、、、公開收購人對被收購公司經營計畫公開收購人對被收購公司經營計畫公開收購人對被收購公司經營計畫公開收購人對被收購公司經營計畫：：：： 

一、取得被收購有價證券之目的及計畫： 

�繼續經營被收購公司業務之意願及計畫內容： 

1. 被收購公司主要從事旅遊網站經營及旅遊電子商務平台與技術之提供。由於市

場競爭激烈，近年營運與獲利表現不佳，該公司為突破經營困境、提升營運績

效，積極進行企業體質的革新，以提高公司之競爭力。 

2. 公開收購人為經營人力派遣、土地開發、飯店經營管理等多角化業務，藉由本

次公開收購，雙方將可相互運用彼此之產業經營經驗及資源，拓展營運規模，

增強企業競爭力，進而提升股東報酬率。 

完成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被收購公司仍將繼續經營其現有業務，公開收購人不

排除引進飯店經營業務，以期多角化之經營策略擴展被收購公司營運規模，提升

股東權益，以利企業之永續發展。 

� 於取得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後一年內復轉讓予他人之計畫及其內容： 

無。公開收購人目前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取得被收購公司普通股後一年內，將被

收購公司股份轉讓予他人之計畫。 

二、收購完成後，使被收購公司產生下列情形之計畫： 

 

解 散 
�否 

�是 

公開收購人目前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解散被收購公司之計畫。 

 

下市（櫃） 
�否 

�是 

公開收購人目前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促使被收購公司下櫃之計畫。 

 

 

變動組織 

�否 

�是 計畫內容： 

公開收購人完成後，為擴大被收購公司之營運經營範疇，創造更高之經營績

效，公開收購人擬視情況調整被收購公司之財務、業務、行政服務等部門，

具體計畫將再視被收購公司實際營運情形進行調整與確認。 

 

變動資本 

�否 

�是 計畫內容： 

被收購公司考量未來營運發展需求，擬規畫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增加被

收購公司資本計畫(包括但不限於私募有價證券)。 

 �否 

 �是 計畫內容： 

變動業務 公開收購人將繼續經營被收購公司之業務。公開收購人不排除引進飯店經營

業務，以期多角化之經營策略擴展被收購公司營運規模，提升股東權益，以

利企業之永續發展。 

 �否 

變動財務 �是 

狀 況 公開收購人不排除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評估被收購公司之財務狀況，進行

調整被收購公司之財務政策；亦不排除透過增資、減資、融資、買回股份或

其他方式募資，調整被收購公司財務結構之可能性。惟目前尚無具體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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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生產 
�否 

�是 

公開收購人目前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變動被收購公司生產之計劃。 

其他影響被

收購公司股

東權益之重

大事項 

�否 

�是 
除本公開收購說明書另有說明外，就公開收購人目前所知及預期，並無其他
影響被收購公司股東權益之重大事項。 

 

三、收購完成後使被收購公司產生下列人事異動之計畫及內容： 

董事 

職位異動： �是 �否 

被收購公司之董事若應賣當選時所持有被收購公司股份達半數以上者，於

公開收購完成時，將依公司法第197條第1項之規定當然解任。被收購公司

應否召開股東會補選董事，將視董事應賣之股份數量而定。 
被收購公司如召開股東會改選董事，公開收購人不排除自行或支持他人當

選被收購公司董事。 

監察人 

職位異動： �是 �否 

被收購公司目前並無設置監察人，於公開收購完成後並無監察人，故本項

不適用。 

經理人 

� 退休、資遣 �職位異動 

�其他： 

公開收購人擬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有檢視被收購公司之組織及經理階

層並進行人事調整之可能性。 

員工 

� 退休、資遣 �職位異動 

�其他： 

除一般人員流動及個別員工表現所造成之因素外，公開收購人依相關法規

留用被收購公司之員工。 

四、除本次公開收購外，自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起一年內對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或重
大資產另有其他併購、取得或處分計畫： 

 

五、公開收購人計劃於收購完成後使被收購公司下市(櫃)者，應記載事項：不適用。 

於完成本次公開收購後，被收購公司仍將繼續經營其現有旅遊網站經營及旅遊電子商
務平台與技術之提供業務，而公開收購人與被收購公司協力經營被收購公司。除原有
被收購公司業務外，不排除引進飯店經營業務，以期多角化之經營策略擴展被收購公
司營運規模，提升股東權益，以利企業之永續發展，公開收購人將敦促被收購公司依
相關法令及被收購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及相關規定辦理。 

計畫內容：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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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玖玖玖、、、、公司決議及合理性意見書公司決議及合理性意見書公司決議及合理性意見書公司決議及合理性意見書 

自
然
人
適
用 

獨立專家對於本次公開收購對價合理性意見書(詳附件一) 
現金價格計算 換股比例之評價 其他資產之評價 

經考量可量化之財務數字
及市場客觀資料，分別以
市價法、可類比公司法之
股價淨值比法及淨值法，
並考量公開收購溢價率加
以計算後，其評估計算結
果，標的公司燦星旅合理
之每股價格區間應介於新
臺幣4.98~6.88元，此次公
開收購人擬以公開收購對
價每股新臺幣5.10元取得
燦星旅普通股股權，其收
購價格介於前述所評估之
每股價格區間內，應屬允
當合理。 

 
 
 

不適用。 

 
 
 

不適用。 

公
司
適
用 

一、公開收購人決議辦理本次收購之之董事會議事錄：不適用 

二、獨立專家對於本次公開收購對價合理性意見書：不適用 

現金價格計算 換股比例之評價 其他財產之評價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公開收購價格訂定所

採用的方法、原則或計

算方式及與國際慣用

之市價法、成本法及現

金流量折現法之比較： 

(一)股權價值評價方法說明 

    企業價值之分析模式，均有其學理依據及理論基礎，大

致區分下列三類： 

1.市場法：包括市價法、可類比公司法及可類比交易法，主

要係以市場上具可比較性之同類型公司或類似交

易之價值倍數作為參考，再根據標的公司本身異

於市場同業或交易之部分調整，藉以分析與計算

評估標的公司的近期營運表現對應市場價值。 

2.收益法：例如現金流量法，以評價標的公司所創造未來營

運所產生之現金流量為評估基礎，透過資本化或

折現過程，將未來之現金流量轉換為評價標的公

司之企業價值。 

3.資產法：以帳面價值為基礎，並經由評價標的公司涵蓋之

個別資產及個別負債之總價值，且考量各項資產

及負債之公平市場價值、交易成本及稅負，以反

映標的公司整體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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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估方法之選取 

    為評估公開收購燦星旅合理股權價值，除審視標的公司

本身相關財務數據外，本意見書並同時參酌可類比公司之相

關表現，加以反映整體產業近期狀況。因未能取得標的公司

之財務預測，無法採用收益法評估企業價值。針對本案本會

計師採用市場法之市價法、可類比公司法-股價淨值比法及本

益比法及資產法之淨值法，且考量非量化調整因素後，作為

公開收購人公開收購取得燦星旅股權交易價格合理性之評

估基礎。 

被收購公司與已上市

櫃同業之財務狀況、獲

利情形及本益比之比

較情形： 

燦星旅為台灣證券交易市場之觀光事業類股主要營運項目為旅

行業，依產業類別及產品內容等同為旅行業為基礎，本會計師擬

選取我國其餘上市櫃之旅行業者共四家作為可類比公司，其中包

含雄獅，股票代碼2731、易飛網，股票代碼2734、五福，股票代

碼2745、鳳凰，股票代碼5706。 

依公開資訊觀測站取得可類比公司財務資訊列示如下： 

1.最近期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同業同業同業同業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雄獅雄獅雄獅雄獅 易飛網易飛網易飛網易飛網 五福五福五福五福 鳳凰鳳凰鳳凰鳳凰 

資產負債表日資產負債表日資產負債表日資產負債表日    108/12/31 108/9/30 108/12/31 108/12/31 

流動資產 5,912,757 357,884 1,389,289 1,685,408 

非流動資產 2,881,529 241,423 235,797 813,120 

資產總計資產總計資產總計資產總計 8,794,286 599,307 1,625,086 2,498,528 

流動負債 4,821,508 231,426 1,020,699 1,273,055 

非流動負債 1,707,993 65,994 47,746 68,906 

負債總計負債總計負債總計負債總計 6,529,501 297,420 1,068,445 1,341,961 

股本 700,000 302,598 293,085 612,944 

資本公積 821,322 21,767 148,157 223,447 

保留盈餘 626,991 (25,663) 115,399 341,281 

其他權益 (61,904) (1,007) - (44,442) 

歸屬於母公司歸屬於母公司歸屬於母公司歸屬於母公司

業主之權益業主之權益業主之權益業主之權益 
2,086,409 297,695 556,641 1,133,230 

非控制權益非控制權益非控制權益非控制權益 178,376 4,192 - 23,337 

權益總計權益總計權益總計權益總計 2,264,785 301,887 556,641 1,156,567 

每股淨值每股淨值每股淨值每股淨值(元元元元) 29.81 9.84 18.99 18.49 

 



 

 18 

2.最近期簡明合併綜合損益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同業同業同業同業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雄獅雄獅雄獅雄獅    易飛網易飛網易飛網易飛網    五福五福五福五福    鳳凰鳳凰鳳凰鳳凰    

期期期期    間間間間 10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108 年前三季年前三季年前三季年前三季 10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10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營業收入營業收入營業收入營業收入 30,160,201 715,945  6,303,998  2,974,759 

營業成本營業成本營業成本營業成本 26,944,283 580,378  5,656,037  2,555,323 

營業毛利營業毛利營業毛利營業毛利(毛損毛損毛損毛損) 3,215,918 135,567  647,961  419,436 

營業費用營業費用營業費用營業費用 3,083,562 193,743  603,686  242,368 
其他收益及費其他收益及費其他收益及費其他收益及費
損淨額損淨額損淨額損淨額 - - -  9,558 

營業利益營業利益營業利益營業利益(損失損失損失損失) 132,356 (58,176)  44,275  186,626 
營業外收入及營業外收入及營業外收入及營業外收入及
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186,556 29,450 (11,303)  57,755 

稅前淨利稅前淨利稅前淨利稅前淨利(淨損淨損淨損淨損) 318,912 (28,726)  32,972  244,381 
所得稅費用所得稅費用所得稅費用所得稅費用(利利利利
益益益益) 77,051 (77)  6,788  43,641 

本期淨利本期淨利本期淨利本期淨利(淨損淨損淨損淨損) 241,861 (28,649)  26,184  200,740 
其他綜合損益其他綜合損益其他綜合損益其他綜合損益(淨淨淨淨
額額額額) 11,780 (1,723) - (28,062) 

本期綜合損益本期綜合損益本期綜合損益本期綜合損益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253,641 (30,372)  26,184  172,678 

淨利淨利淨利淨利(淨損淨損淨損淨損)歸屬歸屬歸屬歸屬
於母公司業主於母公司業主於母公司業主於母公司業主 219,568 (25,663)  26,184  198,753 

淨利淨利淨利淨利(淨損淨損淨損淨損)歸屬歸屬歸屬歸屬
於非控制權益於非控制權益於非控制權益於非控制權益 22,293 (2,986) -  1,987 

綜合損益總額綜合損益總額綜合損益總額綜合損益總額
歸屬於母公司歸屬於母公司歸屬於母公司歸屬於母公司
業主業主業主業主 

226,458 (27,386)  26,184  172,192 

綜合損益總額綜合損益總額綜合損益總額綜合損益總額
歸屬於非控制歸屬於非控制歸屬於非控制歸屬於非控制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27,183 (2,986) -  486 

基本每股盈餘基本每股盈餘基本每股盈餘基本每股盈餘
(元元元元) 3.14 (0.85)  0.89  3.24 

3.茲因燦星旅之最近四季之合併財務報表之每股盈餘為負數，故
不適用本益比法評估。 

公開收購價格若參考

鑑價機構之鑑價報告

者，應說明該鑑價報告

內容及結論： 

不適用。 

收購人融資償還計畫

若係以被收購公司或

合併後存續公司之資

產或股權為擔保者， 
應說明對被收購公司

或合併後存續公司財

務業務健全性之影響

評估：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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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拾拾拾、、、、特別記載事項特別記載事項特別記載事項特別記載事項：：：： 

一一一一、、、、律師法律意見書：請詳見附件二。 

二、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9條第3項之證明：請詳見附件三。 

三、其他專家出具評估報告或意見書。 

獨立專家對於本次公開收購對價合理性意見書請詳見附件一。 

出具上開意見書、證明或評估報告之有關專家，依公開收購說明書應行記載事項

準則第13 條之1 規定，於本公開收購說明書就其所負責之部分簽名或蓋章，如附

件一、二、三所示。 

拾壹拾壹拾壹拾壹、、、、其他重大資訊及其說明其他重大資訊及其說明其他重大資訊及其說明其他重大資訊及其說明：：：：無無無無。。。。 
 



附件一、公開收購對價合理性意見書 























附件二、律師法律意見書 



















附件三、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九條第三項之證明 









附件四、公開收購人出具負履行支付收購對價義務之承諾書 







附件五、股份買賣協議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