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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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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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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零一八年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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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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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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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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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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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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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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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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5,576

 其他應收款淨額 148,017

 本期所得稅資產 

 存貨 983,835

 生物資產-流動淨額 



 預付款項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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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373

 其他流動資產 107,167

  流動資產合計 3,12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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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85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570,456

 礦場資源淨額 

 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247,188

 無形資產 66,120

 遞延所得稅資產 27,006

 其他非流動資產 482,091

  非流動資產合計 1,618,711

  資產總計 4,742,155

負債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1,49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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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帳款 1,242,414

 應付建造合約款 

 其他應付款 472,110

 本期所得稅負債 64,616

 負債準備-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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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540

  流動負債合計 3,5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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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6

 遞延所得稅負債 56,858

 其他非流動負債 34,682

  非流動負債合計 95,846

  負債總計 3,596,954

權益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股本 

 普通股股本 1,248,247

 特別股股本 

 預收股本 

 待註銷股本 

 股本-其他 

  股本合計 1,248,247

  資本公積 1,959,501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121,614

 特別盈餘公積 339,489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1,915,641)

  保留盈餘合計 (1,454,538)

  其他權益 30,190

  庫藏股票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合計 1,783,400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 

  非控制權益 (638,199)

  權益總計 1,145,201

負債及權益總計 4,74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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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R 每單位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換算匯率說明 HKD$1:NT$3.807 

備註 

以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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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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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1 月 01 日至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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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1,198

營業成本 5,589,129

營業毛利(毛損) 292,069

營業費用 

 推銷費用 167,938

 管理費用 756,270

 研究發展費用 141,643

 其他費用 

營業費用合計 1,065,851

其他收益及費損淨額 

營業利益(損失) (773,782)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其他收入 62,188

 其他利益及損失 70,969

 財務成本 (103,638)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30,79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60,310

稅前淨利(淨損) (713,472)

所得稅費用(利益)合計 32,581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淨損) (746,053)

停業單位損益 

本期淨利(淨損) (746,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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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重估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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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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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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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32)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40,644)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786,697)



淨利(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淨利/損) (479,590)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淨利／損） 

 非控制權益(淨利/損) (266,463)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綜合損益) (517,850)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綜合損益 (268,847)

 非控制權益(綜合損益) 

基本每股盈餘 (0.2)

稀釋每股盈餘 (0.2)

換算匯率說明 HKD$1:NT$3.807 

備註 

以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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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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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1 月 01 日至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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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損失)                         

本期稅前淨利(淨損)                                         (713,472) 

調整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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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舊費用                                                    112,875 

攤銷費用                                                     19,115 

預付租賃款                                                      594 

呆帳費用提列(轉列收入)                                      (45,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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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638 

利息收入                                                    (1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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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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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4) 

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非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184,541 



處分投資關聯企業損失                                             598 

存貨跌價損失                                                   

債券應收款減損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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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462 

其他應收款增加(減少)                                          (56,233) 

其他流動資產增加(減少)                                          

存貨(增加)減少                                                (49,407) 

應收帳款關係人增加(減少)                                       64,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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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非流動負債增加(減少)                                     392 

應付帳款增加(減少)                                           (448,582) 

其他應付款增加(減少)                                         166,796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出                                           (480,786) 

支付之利息                                                   (103,638) 

收取之利息                                                      7,831 

支付之所得稅                                                 (43,366)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619,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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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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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519) 

長期預付租金增加                                                    

處置固定資產收入                                               44,881 

處分待出售非流動資產                                          

購置無形資產支出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減少(增加)                                    44,428 

其他預付款減少(增加)                                             (457) 

其他金融資產減少                                               54,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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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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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9,944) 

長期借款增加                                               1,877,129 

應付租賃款減少                                                  (7,443) 

現金增資                                                       851,687 

非控制權益變動                                                  (9,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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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725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16,122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214,536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289,579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50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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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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