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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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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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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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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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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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652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6,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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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3,023 

 其他應收款淨額 176,353 

 本期所得稅資產  

 存貨 600,666 

 生物資產-流動淨額  



 預付款項 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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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36 

  流動資產合計 2,47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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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434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435,382 

 礦場資源淨額  

 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471,579 

 無形資產 58,630 

 遞延所得稅資產 27,178 

 其他非流動資產 503,286 

  非流動資產合計 1,741,489 

  資產總計 4,218,707 

負債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1,437,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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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4,844 

 應付建造合約款  

 其他應付款 367,450 

 本期所得稅負債 66,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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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572 

  流動負債合計 3,053,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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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9 

 遞延所得稅負債 95,589 

 其他非流動負債 25,425 

  非流動負債合計 125,283 

  負債總計 3,179,079 

權益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股本 

 普通股股本 1,272,510 

 特別股股本  

 預收股本  

 待註銷股本  

 股本-其他  

  股本合計 1,272,510 

  資本公積 1,997,590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124,510 

 特別盈餘公積 346,088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1,924,090) 

  保留盈餘合計 (1,453,492) 

  其他權益 58,320 

  庫藏股票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合計 1,874,928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  

  非控制權益 (835,300) 

  權益總計 1,039,628 

負債及權益總計 4,218,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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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 

TDR 每單位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0.32 

換算匯率說明換算匯率說明換算匯率說明換算匯率說明    HKD$1:NT$3.8810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以 107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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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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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月 01 日至 107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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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1,793 

營業成本 2,772,400 

營業毛利(毛損) 99,393 

營業費用 

 推銷費用 61,161 

 管理費用 408,939 

 研究發展費用 68,426 

 其他費用  

營業費用合計 538,526 

其他收益及費損淨額  

營業利益(損失) (439,133)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其他收入 34,802 

 其他利益及損失 44,165 

 財務成本 (54,346)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15,194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39,815 

稅前淨利(淨損) (399,318) 

所得稅費用(利益)合計 17,905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淨損) (417,223) 

停業單位損益  

本期淨利(淨損) (417,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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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動產重估增值 11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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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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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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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23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145,123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272,100) 



淨利(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淨利/損) (244,953)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淨利／損）  

 非控制權益(淨利/損) (172,270)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綜合損益) (99,609)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綜合損益  

 非控制權益(綜合損益) (172,491) 

基本每股盈餘 (0.07) 

稀釋每股盈餘 (0.07) 

換算匯率說明換算匯率說明換算匯率說明換算匯率說明    HKD$1:NT$3.8810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以 107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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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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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至 107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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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318)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損失)                         

本期稅前淨利(淨損)                                         (399,318) 

調整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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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舊費用                                                      62,443 

攤銷費用                                                      9,058 

預付租賃款                                                      326 

呆帳費用提列(轉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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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46 

利息收入                                                    (9,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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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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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3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損失                                          3,435 

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非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處分投資關聯企業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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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292 

其他應收款增加(減少)                                          (8,546) 

其他流動資產增加(減少)                                          

存貨(增加)減少                                                402,293 

應收帳款關係人增加(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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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帳款增加(減少)                                           (139,926) 

其他應付款增加(減少)                                         (256,657)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出                                           (89,603) 

支付之利息                                                   (54,346) 

收取之利息                                                     6,225 

支付之所得稅                                                  (13,529)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5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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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11) 

長期預付租金增加                                                    

處置固定資產收入                                               18,532 

處分待出售非流動資產                                          

購置無形資產支出                                                   

其他應收款減少(增加)                                          481,267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                                          374,559 

其他金融資產增加                                        (6,082) 

其他預付款增加                                         (574,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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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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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6,337) 

長期借款增加                                               906,671 

應付租賃款減少                                               (3,807) 

庫藏股票買回成本                                             (1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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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79)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3,120)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12,738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513,914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526,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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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