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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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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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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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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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馬丁聖馬丁聖馬丁聖馬丁----DRDRDRDR 合併資產負債表 

本資料由本資料由本資料由本資料由    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上市公司    聖馬丁聖馬丁聖馬丁聖馬丁----DRDRDRDR    公司提供公司提供公司提供公司提供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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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負債表日資產負債表日資產負債表日資產負債表日    107 年 12 月 31 日 

是否經當地會計師查核或核閱是否經當地會計師查核或核閱是否經當地會計師查核或核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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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國會計師意見種類當地國會計師意見種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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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國會計師複核是否經本國會計師複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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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037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流動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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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險之金融資產-流動  

 合約資產-流動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淨額 6,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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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1,239 

 應收建造合約款  

 其他應收款淨額 283,048 

 本期所得稅資產  



 存貨 561,910 

 生物資產-流動淨額  

 預付款項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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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處分群組)淨額  

 其他流動資產 152,303 

  流動資產合計 2,860,233 

非流動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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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險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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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844 

 合約資產-非流動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89,873 

 礦場資源淨額  

 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587,123 

 無形資產 51,620 

 生物資產-非流動  

 遞延所得稅資產 12,339 

 其他非流動資產 131,769 

  非流動資產合計 1,438,568 

  資產總計 4,298,801 

負債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1,781,479 

 應付短期票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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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險之金融負債-流動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流動  

 合約負債-流動 92,591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流動  

 應付票據  

 應付帳款 1,513,129 

 應付建造合約款  

 其他應付款 456,318 

 本期所得稅負債 52,428 

 負債準備-流動  

 與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直接相關之負債  

 工程進度請款金額  

 與待分配予業主之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直接相關之負

債 
 

 其他流動負債 11,928 

  流動負債合計 3,907,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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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險之金融負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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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約負債-非流動  

 應付公司債  

 長期借款 18,538 

 負債準備-非流動  

 遞延所得稅負債 209,570 

 其他非流動負債 29,062 

  非流動負債合計 257,170 

  負債總計 4,165,043 

權益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股本 

 普通股股本 1,285,625 

 特別股股本  

 預收股本  



 待註銷股本  

 股本-其他  

  股本合計 1,285,625 

  資本公積 2,018,178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127,377 

 特別盈餘公積 349,655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2,498,069 

  保留盈餘合計 -2,021,037 

  其他權益 3,118 

  庫藏股票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合計 1,285,884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  

  非控制權益 -1,152,126 

  權益總計 133,758 

負債及權益總計 4,298,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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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4 

TDR 每單位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0.34 

換算匯率說明 HKD$1:NT$3.921 

備註 

以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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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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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馬丁聖馬丁聖馬丁聖馬丁----DRDRDRDR 合併綜合損益表 

本資料由本資料由本資料由本資料由    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上市公司    聖馬丁聖馬丁聖馬丁聖馬丁----DRDRDRDR    公司提供公司提供公司提供公司提供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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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損益表期間綜合損益表期間綜合損益表期間綜合損益表期間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期間 

是否經當地會計師查核或核閱是否經當地會計師查核或核閱是否經當地會計師查核或核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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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國會計師意見種類當地國會計師意見種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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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國會計師複核是否經本國會計師複核是否經本國會計師複核    
�是 

○否 

營業收入 5,098,704 

營業成本 5,036,187 

營業毛利(毛損) 62,517 

營業費用 

 推銷費用 176,135 

 管理費用 671,111 

 研究發展費用 123,629 

 其他費用 -3,858 

營業費用合計 967,017 

其他收益及費損淨額  

營業利益(損失) -904,5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其他收入 91,669 

 其他利益及損失 -288,166 

 除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金融資產淨損益  

 財務成本 -127,182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利益)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55,314 



 金融資產重分類淨損益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268,365 

稅前淨利(淨損) -1,172,865 

所得稅費用(利益)合計 14,531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淨損) -1,187,396 

停業單位損益  

本期淨利(淨損) -1,187,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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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不動產重估增值 17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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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處分群組)直接相關

之權益 
 

  與待分配予業主之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

直接相關之權益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

具投資未實現評價損益 
 

  避險工具之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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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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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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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處分群組)直接相關

之權益 
 

  與待分配予業主之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

直接相關之權益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  



具投資未實現評價損益 

  避險工具之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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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總額 -29,283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144,128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043,268 

淨利(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淨利/損) -731,596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淨利∕損）  

 非控制權益(淨利/損) -452,464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綜合損益) -589,569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綜合損益）  

 非控制權益(綜合損益) -453,699 

基本每股盈餘 -0.22 

稀釋每股盈餘 -0.22 

換算匯率說明 HKD$1:NT$3.921 

備註 

以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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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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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馬丁聖馬丁聖馬丁聖馬丁----DRDRDRDR 合併現金流量表 

本資料由本資料由本資料由本資料由    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上市公司    聖馬丁聖馬丁聖馬丁聖馬丁----DRDRDRDR    公司提供公司提供公司提供公司提供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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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金流量表期間現金流量表期間現金流量表期間現金流量表期間    107 年 01 月 01 日～107 年 12 月 31 日 

是否經原上市地會計師查核或核閱是否經原上市地會計師查核或核閱是否經原上市地會計師查核或核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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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上市地國會計師意見種類原上市地國會計師意見種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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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國會計師複核是否經本國會計師複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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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損失)                         

本期稅前淨利(淨損)                                         (1,172,865) 

調整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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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舊費用                                                      102,142 

攤銷費用                                                       17,739 

預付租賃款                                                        639 

呆帳費用提列(轉列收入)                                         (3,858) 

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調整損失(利益)                              5,983    

利息費用                                                      127,182 

利息收入                                                      (5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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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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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利益)                           9,199 

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非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384,234  



處分投資關聯企業損失                                             8,810 

存貨減值虧損撥回                                               (83,133)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6,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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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898) 

其他應收款增加(減少)                                          (290,346) 

其他流動資產增加(減少)                                         152,303 

存貨(增加)減少                                                 540,264 

應收帳款關係人增加(減少)                                      (279,030) 

應收建造合約款（增加）減少                                          

其他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合約負債增加                                           92,590 

其他非流動負債增加(減少)                                    7,167 

其他流動負債增加(減少)                                           4,490 

應付帳款增加(減少)                                             245,471 

其他應付款增加(減少)                                          (265,346)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出                                            (684,053) 

支付之利息                                                    (127,182) 

收取之利息                                                      21,566 

支付之所得稅                                                   (21,954)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811,623)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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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分子公司價款淨額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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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69) 

長期預付租金增加                                                    

處置固定資產收入                                                35,595 

處分待出售非流動資產                                           381,890 

購置無形資產支出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減少(增加)                                      7,983 

其他預付款減少(增加)                                            (1,145) 

其他金融資產增加                                                (7,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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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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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628) 

長期借款增加                                               1,181,295 

應付租賃款減少                                                  (7,666) 

現金增資                                                       

非控制權益變動                                                 (4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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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885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2,532)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234,174)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519,211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28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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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