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本次發行前實收資本之來源 

單位： 新台幣仟元 

資本來源 金額 佔實收資本額比率 

創立資本 300,000 5.83% 

現金增資 1,858,313 36.08% 

盈餘轉增資 2,991,691 58.09% 

合計 5,150,004 100.00% 

二、 公開說明書之分送計畫： 

陳列處所： 除依規定函送主管機關外， 另放置於本公司以供查閱。 

分送方式： 依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規定方式辦理。 

索取方式： 請透過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mops.twse.com.tw)查詢及下載。 

三、 證券承銷商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稱：華南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http://www.hncb.com.tw 

地址：台北市信義區松仁路 123 號 19 樓 電話：02-2371-3111 

四、 公司債保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不適用。 

五、 公司債受託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稱：台新國際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 https://www.taishinbank.com.tw 

地址：台北市大安區仁愛路四段 118 號 電話： (02)2326-8899 

六、 公司債簽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不適用。 

七、 辦理股票過戶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稱：台新國際商業銀行股務代理部 網址：https://www.taishinbank.com.tw 

地址：台北市中山區建國北路一段 96 號 B1 電話：02-2504-8125 

八、 信用評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稱：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http://www.taiwanratings.com 

地址：台北市松山區敦化北路 167 號 2 樓 電話：02-2175-6800 

九、 公司債簽證會計師及律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會計師姓名：王方瑜、林瑟凱  

事務所名稱：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網址：http://www.pwc.tw 

地址：台北市信義區基隆路一段 333 號 27 樓 電話：02-2729-6666 

律師姓名：郭惠吉 

事務所名稱：一誠聯合法律事務所 
網址：無 

地址：台北市大安區信義路三段 106 號 9 樓之 4 電話：02-2392-0628 

十、 最近年度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會計師姓名：王方瑜、林瑟凱  

事務所名稱：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網址：http://www.pwc.tw 

地址：台北市信義區基隆路一段 333 號 27 樓 電話：02-2729-6666 

十一、複核律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不適用。 

十二、發言人、代理發言人姓名、職稱、聯絡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 

項 目 發 言 人 代  理  發  言  人 

姓名                                       廖文忠                                        廖欽佐 

職稱                                      副總經理                                   企劃部資深經理 

聯絡電話                               (02)2502-4567                                 (02)2502-4567 

電子郵件信箱                  HFC-INVESTOR@hfcfinance.com.tw                   HFC-INVESTOR@hfcfinance.com.tw 

十三、公司網址： https://www.hfcfinanc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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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依「發行人募集與發行人有價證券處理準則」第二十條，發行人申報發行普通公司債，如銷售

對象僅限財團法人櫃檯買賣中心國際債券管理規則所定之專業投資人者，所檢具之公開說明

書編製內容，應依公司募集發行有價證券公開說明書應行記載事項準則第六條第三項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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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公開說明書摘要及發行人基本資料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公開說明書摘要 

實收資本額：        5,150 百萬元 公司地址：台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121 號 15 樓 電話：02-2502-4567 

設立日期：88年 5月 25 日 網址：https://www.hfcfinance.com.tw/ 

上市日期：108 年 12 月 09 日 上櫃日期：不適用 公開發行日期：105 年 08 月 12 日 管理股票日期：不適用 

董事長  田天明 

負責人： 

總經理  林彥良 

                      發   言 人：廖文忠 職稱：副總經理 

發言人及代理發言人： 

                      代理發言人：廖欽佐 職稱：資深經理 

股票過戶機構：台新國際商業銀行股務代理部 電話：02-2504-8125 網址：https://www.taishinbank.com.tw 

 地址：台北市中山區建國北路 1段 96 號 B1 

股票承銷機構：不適用 電話：不適用 網址：不適用 

 地址：不適用  

債券承銷機構：華南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371-3111 網址：http://www.hncb.com.tw 

 地址：台北市信義區松仁路 123 號 19 樓 

最近年度簽證會計師：王方瑜、林瑟凱 電話：02-2729-6666 網址：http://www.pwc.tw 

事務所名稱：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址：台北市信義區基隆路一段 333 號 27 樓 

最近季度簽證會計師：王方瑜、林瑟凱 電話：02-2729-6666                      網址：http://www.pwc.tw 

事務所名稱：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址：台北市信義區基隆路一段 333 號 27 樓 

複核律師：不適用 電話：不適用 網址：不適用 

 地址：不適用 

信用評等機構：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175-6800 網址：http://www.taiwanratings.com/tw

 地址：台北市松山區敦化北路 167 號 2 樓 

評等標的 

發行公司：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無□；有■，評等日期： 109 年 07 月 30 日   評等等級：twAA- 

本次發行公司債：110 年度第 2次無擔保

普通公司債 
無■；有□，評等日期： 不適用            評等等級：不適用 

董事選任日期：108 年 09 月，任期：三年 監察人選任日期： 不適用(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 

全體董事持股比例： 68.36％（截至 110 年 05 月 31 日） 全體監察人持股比率： 不適用(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 

董事、監察人及持股超過１０％股東及其持股比例：（110 年 05 月 31 日）                     

 

 職稱 姓名 持股比例 職稱 姓名 持股比例 

董事長 和展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田天明 

45.40% 董事 和展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蘇純興 

45.40% 

董事 和展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ROGER HUANG 

45.40% 董事 日商豊田財務服務株式會社 

代表人：堀全克 

22.96% 

董事 張松哲 - 董事 劉清文 - 

獨立董事 黃銘祐 - 獨立董事 毛維凌 - 

獨立董事 胡漢苗 -  
 

工廠地址：不適用 電話：不適用 

主要產品：各種車輛之分期買賣及租賃業務             市場結構：內銷 100﹪ 外銷  0  ﹪ 
參閱本文之頁次 

不適用 

風險事項：不適用 
參閱本文之頁次 

不適用 

去 （ 1 0 9 ） 年 度 

營業收入：  14,665,572 仟元 

    買賣業：- 

    加工業：- 

    製造業：- 

稅前純益：    3,634,596  仟元  每股盈餘：  5.01 元 

不適用 

本 次 募 集 發 行 有 價 證 券 

種   類   及   金   額 
發行 110 年度第 2次無擔保普通公司債，新台幣參拾億元整。 

發 行 條 件 
本次為 5 年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票面利率為 0.56%，發行總額為新台幣參拾億元整，且 100%委託承銷商對外

公開承銷。(詳參閱公開說明書封面及第貳章發行辦法) 

募 集 資 金 用 途 及 預 

計 產 生 效 益 概 述 

主要係償還銀行借款；發行固定利率之普通公司債有利於本公司取得長期、穩定性高且成本較低之資金，以規

避未來利率上揚風險，可減輕未來利息負擔及對銀行依存度。(詳參閱公開說明書第參章資金用途) 

本次公開說明書刊印日期：110 年 07 月 13 日 刊印目的：發行 110 年度第 2次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其他重要事項之扼要說明及參閱本文之頁次：請參閱本公司公開說明書目錄 

註:如最近年度簽證會計師與現任簽證會計師不同者，尚應列示刊印時現任簽證會計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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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行辦法 

一、債券名稱：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10年度第2次無擔保普通公司債（以下稱「本公司債」） 

二、發行總額：本公司債發行總額為新台幣參拾億元整。 

三、票面金額：新台幣壹佰萬元整。 

四、發行價格：本公司債於發行日依票面金額十足發行。 

五、發行期間：本公司債發行期限為五年期，自民國110年07月22日開始發行，至民國115年07月
22日到期。 

六、票面利率：本公司債之票面利率為固定年利率0.56%。 

七、還本方式：本公司債到期一次還本。 

八、計付息方式：本公司債自發行日起依票面利率，每年單利計付息一次。依每張債券面額付息
，元以下四捨五入。本公司債還本付息日如為付款地銀行停止營業日時，則於
停止營業日之次一營業日給付本息，且不另付利息。如逾還本付息日領取本息
，亦不另計付延遲利息。 

九、擔保方式：本公司債為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十、債券形式：本公司債採無實體發行，並洽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登錄。 

十一、受託人：本公司債由台新國際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為債權人之受託人，以代表債權人之利
益行使查核及監督本公司履行本公司債發行事項之權責，並訂立受託契約。凡持
有本公司債之債權人，不論係於發行時認購或中途買受者，對於受託契約規定受
託人之權利義務及本公司債發行辦法均予同意承認，並授與有關受託事項之全權
代理，此項授權並不得中途撤銷。受託契約內容，債權人得在規定營業時間內隨
時至本公司或受託人營業處所查閱。 

十二、還本付息代理機構：本公司債委託台新國際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代理還本付息事宜，並依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之債券所有人名冊資料，辦理
本息款項劃撥作業，由還本付息代理機構製作扣繳憑單，並寄發本公
司債債券所有人。 

十三、承銷機構：委託承銷商對外公開承銷，並委任華南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為主辦承銷商。 

十四、通知方式：有關本公司債應通知債權人之事項，除法令另有規定者外，均於公開資訊觀測
站（http://mops.twse.com.tw）公告之。 

十五、銷售對象：僅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理規則所定之專
業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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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資金用途 

一、發行公司債資金運用計畫分析 

(一) 資金來源： 

1.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日期及文號：不適用。 

2. 計畫所需資金總額：總額為新台幣參拾億元整。 

3. 資金來源：發行 110 年度第 2次無擔保普通公司債總額為新台幣參拾億元整。 

4. 計畫項目及預定運用進度： 

   單位：新台幣仟元

計畫項目 預定完成日期 所需資金總額 

預定資金運用進度 

110 年度 

第 3季 

償還銀行借款 110 年第 3 季 3,000,000  3,000,000 

 

(二) 本次公司債依公司法第 248 條之規定，應揭露事項： 

1. 公司名稱：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 公司債總額及債券每張之金額：發行總額為新台幣參拾億元整，票面金額為新台幣

壹佰萬元整。 

3. 公司債之利率：票面利率為固定年利率 0.56% 

4. 公司債償還方法及期限：本公司債發行期限為五年期，自發行日起到期一次還本。 

5. 償還公司債款之籌集計畫及保管方法： 

(1)本次公司債存續期間之償債款項來源，將由各年度營業收入項下或銀行借款、

資本市場、貨幣市場工具項下支應。 

(2)為確保償債款項來源無虞，本次公司債存續期間所擬支應款項來源，除備供提

撥標的之公司債支付本息外，所為運用標的將注意評估其風險及必要性。 

(3)本公司將依規定持續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辦理相關資訊之公開。 

6. 公司債募得價款之用途及運用計畫：償還銀行借款，預計於 110 年第 3季償還。 

7. 前已募集公司債者，其未償還之數額：截至民國 110 年 03 月 31 日止，未償還公司

債新台幣玖拾肆億元。(截至 110 年 07 月 07 日止流通在外餘額為新台幣玖拾貳億

元) 

8. 公司債發行價格或最低價格：本公司債於發行日依票面金額十足發行。 

9. 公司股份總數與已發行股份總數及其金額：截至民國 110 年 03 月 31 日止，額定股

本總額為 6,000,000,000 元，分為 600,000,000 股，每股面額壹拾元；實收資本額

5,150,004,070 元，分為 515,000,407 股。 

10.公司現有全部資產減去全部負債後之餘額：新台幣 24,529,404 仟元(至民國 110 年

03 月 31 日止)。 

11.證券管理機關規定之財務報表：不適用。 

12.公司債債權人之受託人名稱及其約定事項：本公司債由台新國際商業銀行股份有限

公司為債權人之受託人，代表債權人之利益行使查核及監督本公司履行本公司債發

行事項之權責，並訂立受託契約。凡持有本公司債之債權人，不論係於發行時認購

或中途買受者，對於受託契約約定受託人之權利義務，均予同意承認並授與有關受

託事項之全權代理，此項授權並不得中途撤銷，至於受託契約內容，債權人得在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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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營業時間內隨時至本公司或受託人營業處所查閱。 

13.代收款項之銀行或郵局名稱及地址：不適用。 

14.有承銷或代銷機構者，其名稱及約定事項：由華南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擔任主辦

承銷商，約定事項依簽訂之承銷契約辦理相關事宜。 

15.有發行擔保者，其種類、名稱及證明文件：不適用。 

16.有發行保證人者，其名稱及證明文件：不適用。 

17.對於前已發行之公司債或其他債務，曾有違約或遲延支付本息之事實或現況：無。 

18.可轉換股份者，其轉換辦法：不適用。 

19.附認股權者，其認購辦法：不適用。 

20.董事會之議事錄：請參閱民國 110 年 01 月 28 日董事會會議記錄。 

21.代理還本付息機構名稱：台新國際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22.公司債其他發行事項，或證券管理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無。 

23.長期發行人信用評等： 

(1)信用評等機構：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2)信用評等日期：109 年 07 月 30 日 

(3)信用評等結果：twAA- 

 

(三) 本次計畫之可行性、必要性及合理性，並分析各種資金調度來源對公司申報年度及未

來一年度每股盈餘稀釋影響 

1. 可行性： 

本公司債募集內容均符合相關法令規定，並採洽商銷售對外公開承銷方式，洽特定

人認購，足以確保本次資金募集之完成，故本次發行及募集資金計畫應屬可行。 

2. 必要性： 

國內目前處於相對低利率環境，未來利率走揚機率偏高，且貨幣市場短期利率受市

場因素影響較大，為降低未來利息支出壓力，以及提高資金運用穩定性；本次普通

公司債用於償還銀行借款，除可減輕利息負擔及對銀行依存度，亦可降低資金調度

風險，故本次發行及募集資金計畫應屬必要。 

3. 合理性： 

本次發行普通公司債為固定利率計價，用以償還銀行借款可降低短期利率變動風

險，並取得穩定且較低之中長期資金成本，故本次發行及募集資金計畫應屬合理。 

4. 分析各種資金調度來源對公司申報年度及未來一年度每股盈餘稀釋影響： 

(1)分析各種資金調度來源 

一般上市(櫃)或公開發行公司較常使用之籌資方式包含現金增資、銀行借款、

發行普通公司債、發行可轉換公司債等，以下就各種籌資管道來源利弊說明： 

項   目 有   利   因   素 不   利   因   素 

現金增資 
發行新股 

1.降低負債比率，改善財務結構，減少利

息支出，提升競爭，避免財務風險。 
2.募集成本較低，且流通性高，故投資者

接受程度較高。 
3.員工依法得優先認購10%~15%，員工成

為公司股東之一份子，可提高員工對公

司之認同感及向心力。 
4.無到期日，毋須面對還本之資金壓力。 

1.股本膨脹速度快，將直接稀釋每股獲

利。 
2.對股權較不集中的公司，其經營權易

受威脅。 
3.股利無節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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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有   利   因   素 不   利   因   素 

銀行借款 

1.資金調度運用彈性較大。 
2.有效運用財務槓桿，創造較高的利潤。 
3.程序簡便，公司取得資金迅速。 
4.利息可產生節稅效果。 

1.利息負擔較重，將使負債增加。 
2.財務結構惡化，致競爭力下降。 
3.融通期限一般較短，且需提供擔保

品。 
4.限制條款較多且嚴格。 

普通公司債 

1.每股盈餘無被稀釋之顧慮。 
2.公司債債權人不會對公司經營之掌控帶

來潛在威脅。 
3.可取得中、長期穩定之資金。 
4.債息列為費用，有節稅效果。 

1.利息負擔較重，負債增加，易侵蝕 
 公司獲利。 

2.公司債期限屆滿後，公司將面臨龐 
 大資金贖回壓力。 

可轉換公司債 

1.因其附有轉換權，票面利率較長期借款為

低，故其資金募集成本較低。 
2.債權人請求轉換時點不一，將延緩對每股

盈餘及股權之稀釋效果。 
3.轉換公司債經債權人請求轉換後，由負債

轉變成資本，除可節省利息支出外，亦可

避免到期還本之龐大資金壓力。 
4.轉換公司債轉換價格一般較發行轉換公

司債時之普通股時價為高，相當於以較高

價格溢價發行股票。 

1.轉換公司債未全數轉換前，公司仍 
 需支付利息或提列利息補償金，對財務

結構改善有限。 
2.依目前市場發行之轉換公司債，其 
 轉換與否之主權屬債權人，發行 
 公司難掌握資金調度計畫。 

3.債權人要求贖回或到期無人轉換，發行

公司將面臨較大資金壓力。 

(2)對公司申報年度及未來一年度每股盈餘稀釋影響：本公司此次以發行普通公司

債籌集資金，對每股盈餘並無影響。 

 

綜合考量每股盈餘、資金成本、資金來源穩定性、公司經營穩健等因素下，本公

司採取發行普通公司債用以償還現有銀行債務，並鎖定中長期資金成本，且無股

本膨脹壓力，對公司申報年度及未來一年度每股盈餘無稀釋影響。 

 

(四) 本次發行價格訂定方式： 

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本次發行公司債價格參考櫃買中心公佈之殖利率曲線與同年期

利率交換合約，並依據投資人對未來利率判斷後審慎定價。 

 

(五) 資金運用概算及可能產生之效益： 

              1.如為收購其他公司、擴建或新建固定資產者：不適用。 

       2.如為轉投資其他公司者： 

   (1)轉投資事業最近二年度之稅後淨利、轉投資之目的、資金計畫用途及其所營事 

      業與公司業務之關聯性、預計投資損益情形及對公司經營之影響。如持有該轉 

      投資事業普通股股權百分之二十以上者，應列明轉投資事業預計之資金運用進 

      度、資金回收年限、資金回收之前各年度預計產生之效益與其對公司獲利能力 

      及每股盈餘之影響：不適用。 

    (2)轉投資特許事業者，應敘明特許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或許可情形及其核准或許可 

       之附帶事項是否有影響本次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不適用。 

          3.如為充實營運資金、償還債務者： 

            (1)公司債務逐年到期金額、償還計畫及預計財務負擔減輕情形、目前營運資金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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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況、所需之資金額度及預計運用情形，並列示所編制之申報年度及未來一年度

各月份之現金收支預測表。 

A.債務逐年到期金額如下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債券名稱 到期年月 到期金額 

107 年度第 1次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110/07 2,400,000 

109 年度第 1次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114/04 7,000,000 

110 年度第 1次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115/04 2,200,000 

110 年度第 2次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115/07 3,000,000 

 

       B.債務償還計畫及利息負擔減輕分析表 

              
單位：新台幣/

仟元

貸款機構 
利率 

(%) 
契約期間 原貸款用途 原貸款金額

110 年度 110 年度 

第 3季 全年 

償還金額 
減少 

利息 
償還金額

減少

利息

凱基銀行 1.058% 
108/07/23- 

110/07/22 
營運週轉金 500,000 500,000 478 500,000 1,105

中國建設銀行 0.65%
110/05/28- 

110/07/22 
營運週轉金 700,000 700,000 110 700,000 269 

三菱日聯銀行 0.59%
110/06/22-

110/07/22 
營運週轉金 170,000 170,000 10 170,000 23 

三菱日聯銀行 0.59%
110/06/23-

110/07/22 
營運週轉金 450,000 450,000 26 450,000 60 

三菱日聯銀行 0.59%
110/06/24-

110/07/22 
營運週轉金 220,000 220,000 13 220,000 29 

三菱日聯銀行 0.59%
110/06/25-

110/07/22 
營運週轉金 350,000 350,000 20 350,000 47 

瑞穗銀行 0.62%
110/06/25-

110/07/22 
營運週轉金 170,000 170,000 20 170,000 45 

台新銀行 0.59%
110/07/05-

110/07/22 
營運週轉金 440,000 440,000 25 440,000 59 

合計       3,000,000 3,000,000  702 3,000,000 1,637

註：預估產生之效益計算方式以原利率續展估計，未考慮未來升息可能性，減少利息金額主要僅表示本

次償還貸款機構所減少之利息。 

   C.目前資金營運狀況：本公司至 110 年 03 月 31 日止，第一季財務報告上之帳

上現金及約當現金為 537,122 仟元。    

   D.所需之資金額度及運用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計畫項目 預定完成日期 所需資金總額 

預定資金運用進度 

110 年度 

第 3季 

償還銀行借款 110 年第 3 季 3,000,000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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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現金收支預測表：請參閱第 8-9 頁 

(2)公司申報年度及預計未來一年度應收帳款收款與應付帳款付款政策、資本支

出計畫、財務槓桿及負債比率(或自有資產與風險性資產比率)， 說明償債或

充實營運資金之原因。 

A. 應收帳款收款及應付帳款付款政策：因本公司應收及應付帳款非因進銷貨產生

之應收款及應付款，款項支付均依照相關契約所約定之日期按時付款。 

B. 資本支出計畫：無。 

C. 財務槓桿及負債比率： 

 

 

 

本公司因利息費用係作為營業成本，故財務槓桿度為 1，本次發行公司債後預估

110 年度及 111 年度財務槓桿度仍維持 1；就負債比率而言，本次發行公司債，

自資本市場取得長期資金，對負債比率無重大影響，且資金用途用以償還銀行

借款，將可節省利息支出，並減輕對金融機構借款之依存度。 

D. 償債原因：歷經新冠肺炎疫情洗禮，全球經濟環境改變以往運作模式，各國經濟

活動處於緩慢復甦狀態，整體金融情勢仍維持寬鬆，發債利率處於相對低點，本

次發行公司債用以償還貸款機構短期信用借款，考量目前中長期公司債利率處

於低檔階段，有利於本公司取得長期、穩定性高及成本較低之資金來源，若未來

景氣回升，借款利率逐漸走揚，對於本公司可減少之利息支出效益將更加顯著。 

             (3)增資計畫如用於償債，應說明原借款用途及其效益達成情形：原借款用途為營運

週轉金，效益達成如上所述。 

             (4)現金收支預測表中，未來如有重大資本支出及長期股權投資合計之金額達本次募

資金額百分之六十者，應敘明其必要性、預計資金來源及效益：不適用。 

 

           4.如為購買營建用地、支付營建工程款或承攬工程者、應詳列預計自購買土地至營建個

案銷售完竣或承攬工程完竣所需之資金總額、不足資金之來源及各階段資金投入及工

程進度，並就認列損益之時點、金額說明預計可能產生效益：不適用。 

 

           5.如為購買未完工程並承受賣方未履行契約者，應列名買方轉讓理由、受讓價格決定依

據及受讓過程對契約相對人權利義務之影響：不適用。 

 

    二、本次受讓他公司股份發行新股應記載事項：不適用。 

 

    三、本次併購發行新股應記載事項：不適用。 

 

 

 

 

 

項目/年度 109 年度 110 年度(預估) 111 年度(預估) 

財務槓桿度 1.00 1.00 1.00 

負債比率(%) 84.37%  84.86%  8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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