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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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 : : : 482))))    

海外監管公告海外監管公告海外監管公告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由聖馬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依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以下隨附為本公司按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規定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

九日在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刊發的公告。 

承董事會命 

聖馬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聖馬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聖馬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聖馬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劉幼祥劉幼祥劉幼祥劉幼祥 

 

香港，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 

 

執行董事 

洪聰進先生及陳偉鈞先生 

 

非執行董事 

郭人豪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幼祥先生（主席）、李澤雄先生及吳嘉明先生 

 

 

* 僅供識別 



聖馬丁-DR 合併資產負債表 

本資料由 上市公司 聖馬丁-DR 公司提供  

108 年第 04 季資料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本公司採     月制會計年度(空白表歷年制) 

本公司於 103/10/05 前採   20141005  月制會計年度(空白表歷年制) 

（本公司依所屬國或第一上市地國法令規定，無須公告第一季、第三季財務報

表，半年度財務報表毋須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資產負債表日 108 年 12 月 31 日 

是否經當地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經會計師查核 

○經會計師核閱  

○毋須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當地國會計師意見種類 

無保留 

○修正式無保留 

○保留 

○否定 

○無法表示(拒絕式) 

○NA 

是否經本國會計師複核 
是 

○否 

資產 

流動資產 

 現金及約當現金 257,267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15,292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流動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流動淨額  

 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流動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淨額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淨額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流動淨額  

 應收票據淨額  

 應收帳款淨額 1,036,243 

 其他應收款淨額 225,409 

 本期所得稅資產  

 存貨 850,818 

 生物資產-流動淨額  



 預付款項 219 

 待分配予業主之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淨額  

 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淨額  

 其他流動資產 233,796 

  流動資產合計 2,619,044 

非流動資產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非流動淨額  

 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非流動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淨額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淨額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非流動淨額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淨額 294,833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62,344 

 礦場資源淨額  

 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568,197 

 無形資產 33,502 

 遞延所得稅資產 12,879 

 其他非流動資產 183,971 

  非流動資產合計 1,355,726 

  資產總計 3,974,770 

負債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1,697,582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流動  

 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流動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流動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流動  

 應付票據 1,836 

 應付帳款 1,160,747 

 應付建造合約款  

 其他應付款 340,629 

 本期所得稅負債 44,394 

 負債準備-流動 105,201 



 與待出售非流動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  

 預收工程款  

 其他流動負債 112,614 

  流動負債合計 3,463,003 

非流動負債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非流動  

 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非流動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非流動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非流動  

 應付公司債  

 長期借款 44,525 

 遞延所得稅負債 197,650 

 其他非流動負債 29,819 

  非流動負債合計 271,994 

  負債總計 3,734,997 

權益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股本 

 普通股股本 1,262,018 

 特別股股本  

 預收股本  

 待註銷股本  

 股本-其他  

  股本合計 1,262,018 

  資本公積 1,981,119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125,039 

 特別盈餘公積 343,235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3,657,825) 

  保留盈餘合計 (3,189,551) 

  其他權益 (35,989) 

  庫藏股票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合計 17,597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  

  非控制權益 222,176 

  權益總計 239,773 

負債及權益總計 3,974,770 

待註銷股本股數（單位：股）  

預收股款(權益項下)之約當發行股數(單位：股)  

母公司暨子公司所持有之母公司庫藏股股數(單

位:股) 
 

原股每股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0.0047 

TDR 每單位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0.0047 

換算匯率說明 HKD$1:NT$3.849 

備註 

以 108 年 12 月 31 日之匯率換算 

本公司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會計

原則」，請參閱財務報表附註揭露。 

每單位臺灣存託憑證表彰原股：1.0000，原股普通股每股面額：HKD 0.1 

 

1. 臺灣存託憑證發行人採用之會計原則與「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規定」或有所差異，請詳閱發行人財務報表附註揭露。 

2. 若發行人採用之會計原則非「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

定」、「美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或「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則相關申報金額

係依「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編製金額分類揭露。 

3. 若發行人採用「美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或「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則係參

考「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有關會計項目之性質予

以分類揭露。 

 

 

 

 

 

 

 

 

 

 

 

 

 

 



聖馬丁-DR 合併綜合損益表 

本資料由 上市公司 聖馬丁-DR 公司提供  

108 年第 04 季資料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本公司採     月制會計年度(空白表歷年制) 

本公司於 103/10/05 前採   7  月制會計年度(空白表歷年制) 

（本公司依所屬國或第一上市地國法令規定，無須公告第一季、第三季財務報

表，半年度財務報表毋須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綜合損益表期間 108 年 01 月 0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期間 

是否經當地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經會計師查核 

○經會計師核閱  

○毋須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當地國會計師意見種類 

無保留 

○修正式無保留 

○保留 

○否定 

○無法表示(拒絕式) 

○NA 

是否經本國會計師複核 
是 

○否 

營業收入 4,120,458 

營業成本 3,426,861 

營業毛利(毛損) 693,597 

營業費用 

 推銷費用 125,747 

 管理費用 509,096 

 研究發展費用 135,315 

 其他費用 1,618,963 

營業費用合計 2,389,121 

其他收益及費損淨額  

營業利益(損失) (1,695,524)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其他收入 54,572 

 其他利益及損失 89,742 

 財務成本 (142,005)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39,723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42,032 

稅前淨利(淨損) (1,653,492) 

所得稅費用(利益)合計 21,347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淨損) (1,674,839) 

停業單位損益 307,104 

本期淨利(淨損) (1,367,735)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319 

  重估增值 8,583 

  指定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信用風

險變動影響數 
 

  與待出售非流動資產直接相關之權益  

  權益工具投資之利益(損失)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

他綜合損益之份額-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其他項目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總額 8,902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39,36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損益  

  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

工具利益(損失) 
 

  國外營運機構淨投資避險中屬有效避險

部分之避險工具利益(損失) 
 

  與待出售非流動資產直接相關之權益  

  採用權益法認列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他

綜合損益之份額-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其他項目  

  與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相關之所得

稅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總額 (39,360)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30,458)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398,193) 



淨利(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淨利/損) (1,214,210)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淨利／損）  

 非控制權益(淨利/損) (153,525)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綜合損益) (1,244,674)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綜合損益  

 非控制權益(綜合損益) (153,519) 

基本每股盈餘 (0.37) 

稀釋每股盈餘 (0.37) 

換算匯率說明 HKD$1:NT$3.849 

備註 

以 108 年 12 月 31 日之匯率換算 

本公司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會計原

則」，請參閱財務報表附註揭露。 

每單位臺灣存託憑證表彰原股：1.0000，原股普通股每股面額：HKD 0.1 

1. 臺灣存託憑證發行人採用之會計原則與「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規定」或有所差異，請詳閱發行人財務報表附註揭露。 

2. 若發行人採用之會計原則非「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

定」、「美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或「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則相關申報金

額係依「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編製金額分類揭

露。 

3. 若發行人採用「美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或「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則係

參考「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有關會計項目之性

質予以分類揭露。 

 

 

 

 

 

 

 

 

 

 

 

 

 

 



聖馬丁-DR 合併現金流量表 

本資料由 上市公司 聖馬丁-DR 公司提供  

108 年第 04 季資料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本公司採     月制會計年度(空白表歷年制) 

本公司於 103/10/05 前採   20141005  月制會計年度(空白表歷年制) 

（本公司依所屬國或第一上市地國法令規定，無須公告第一季、第三季財務報

表，半年度財務報表毋須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現金流量表期間 108 年 01 月 0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是否經原上市地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經會計師查核 

○經會計師核閱  

○毋須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原上市地國會計師意見種類 

無保留 

○修正式無保留 

○保留 

○否定 

○無法表示(拒絕式) 

○NA 

是否經本國會計師複核 
是 

○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損失)                                    (1,653,492)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損失)                                           307,104 

本期稅前淨利(淨損)                                            (1,346,388) 

調整項目：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88,058 

攤銷費用                                                          17,401 

預付租賃款                                                           246 

呆帳費用提列(轉列收入)                                             

預期信用(迴轉利益) 減損損失                                    1,614,575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及負債之淨損失(利益)                   

利息費用                                                         142,005 

利息收入                                                         (17,690) 

長期預付租金攤銷                                                    

股份基礎給付酬勞成本                                            

未實現外幣兌換損失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39,722) 

處分不動產、廠房、設備及土地使用權                                   108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利益)                              8,826 

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非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3,687 

處分子公司損失(利益)                                            (573,532) 

存貨減值損失回撥                                                  (9,946) 

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調整損失                                      12,094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流動資產/負債變動數                                 

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應收帳款(增加)減少                                               181,516 

其他應收款增加(減少)                                            (265,644) 

其他流動資產增加(減少)                                           233,796 

存貨(增加)減少                                                  (305,072) 

應收帳款關係人增加(減少)                                         226,406 

應收建造合約款（增加）減少                                          

其他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取得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其他流動負債增加(減少)                                            4,634 

應付票據增加(減少)                                                1,836 

應付帳款增加(減少)                                              345,336 

其他應付款增加(減少)                                           (118,626) 

合約負債增加(減少)                                             (404) 

其他非流動負債增加(減少)                                     (396)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出                                             203,104 

支付之利息                                                    (142,005) 

收取之利息                                                      13,791 

支付之所得稅                                                   (37,016)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37,874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對子公司之收購(扣除所取得之現金)                              

取得以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                                   

取得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                                      

處分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                                       

取得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購置土地及房屋                                                      

購置固定資產支出                                              (51,554) 

長期預付租金增加                                                    

處置固定資產收入                                               35,546 

處分子公司價款淨額                                             (5,997) 

購置無形資產支出                                                 (523) 

其他應收款減少(增加)                                           

其他金融資產增加                                               (8,968) 

應收融資款增加                                                 

應收融資款-關係人(增加)減少                                    

收取之利息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31,496)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增加                                                 

短期借款支出                                               

償還長期借款                                              (228,142) 

長期借款增加                                               216,014 

應付租賃款減少                                               (14,099) 

現金增資                                                       

非控制權益變動                                                

其他應付款減少                                                       

支付之利息                                                

其他籌資活動現金流出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26,227)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2,687)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22,536)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279,803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257,267 

每單位臺灣存託憑證表彰原股：1.0000，原股普通股每股面額：HKD 0.1 

1. 臺灣存託憑證發行人採用之會計原則與「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規定」或有所差異，請詳閱發行人財務報表附註揭露。 

2. 若發行人採用之會計原則非「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

定」、「美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或「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則相關申報

金額係依「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編製金額分類

揭露。 

3. 若發行人採用「美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或「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則係

參考「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有關會計項目之性

質予以分類揭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