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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簡報內容係依據會計師簽證之財報編制，
財務報表依照IFRS編制，完整內容及數據須
依據財報為準。 簡報所提供之資訊可能含
有前瞻性敘述，實際結果可能與這些前瞻性
敘述大不相同。簡報資料中所提供之資訊並
未明示或暗示的表達或保證其具有正確性及
完整性，亦不代表本公司對產業狀況或後續
重大發展的完整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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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稱 ：志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 創立時間 ：1973年11月15日

• 上市時間 ：1993年10月28日

• 實收資本額：1,718,202,470元

• 營業項目 ：運輸、營建、觀光休閒、

貿易商品買賣業務

01 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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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事業版圖

運輸事業

新海運輸

安和運輸

安泰運輸 汽柴油運輸、化學品運輸

安達運輸 汽車貨櫃業

安毓運輸 汽車貨運業

觀光事業

美麗信酒店 觀光旅館業

美麗灣渡假村 其他休閒服務業

達裕貿易其它事業 國際貿易業

志信
轉投資事業

汽車貨櫃貨運業

汽車貨櫃貨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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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業務

貨櫃、

貨物運輸

商品
貿易

營建

飯店、
餐旅

志信公司創立初期營運以貨櫃與貨物運輸為
主，迄今志信集團的事業範疇橫跨運輸、營
建、觀光休閒、貿易商品買賣業務等。

公司秉持追求卓越和永續的經營理念，致力
實現顧客滿意、員工滿意、股東滿意的三贏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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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事業‧集團運輸整合

冷凍板車設備支援

• 新海運輸 : 貨櫃、貨運

• 安和運輸 : 貨櫃、貨運、常溫、冷鏈貨運

• 安泰運輸 : 油品運輸、化學品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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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信運輸團隊的運輸業務服務包括全省的長途與轉運貨
櫃與貨物運輸、化學槽櫃與各種危險物品等運輸服務。

⚫志信運輸團隊所有車輛依衛生福利部公告「食品業者登
錄辦法」皆已加入食品非登不可系統。委任志信運送食
品更有保障。

⚫我們將堅持認真負責的態度、精益求精的精神、以永續
經營的理念，提供客戶「安全迅捷、值得信賴」的內陸
運輸服務。

02 營運概況-運輸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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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營運概況-營業據點

北區作業處

貨櫃運輸

(長途，轉運)

台北港作業處

油品運輸

化學品運輸

桃園作業處

貨櫃運輸、物流

(長途，轉運)

南區作業處

貨櫃運輸

(長途，轉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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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營運概況-營建事業

廠辦

商場

住宅
大樓

休閒
住宅

營建事業部致力於廠辦、商場及住宅大樓
之開發、規劃及興建等作業；經營區域以
大台北地區及消費能力強之新竹及台中地
區為主。近年更開發高品質渡假休閒宅社
區，迎合未來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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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營運概況-觀光事業

美麗信花園酒店以專業化團隊、國際化視野，
深耕國內觀光休旅產業。不斷以持續追求高
服務品質，深獲國內外商旅、旅行業同業的
肯定與認同。

搭配節慶，推廣行銷美食，
結合在地風情文化，深受
消費者喜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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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營運概況-觀光事業

109年11月2日美麗信花園酒店正式成為台
北市「防疫旅館」，通過台北市政府及相關
局處及衛生局醫護團等審核，製作高標準全
館防疫手冊。並經相關局處等聯合稽查並實
地會勘動線，安排指導全館人員防疫訓練。
(美麗信防疫旅館代號“02083 “)

提供入住旅客豐富三餐、精緻下午茶還有其
它服務，使居家檢疫旅客安心、放心選擇入
住北市最嚴謹美麗信花園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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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財務績效－合併資產負債表
單位：NTD仟元

會計項目 110年9月30日 109年12月31日 增減金額 變動%

流動資產 2,631,565 2,195,188 436,377 19.88%

非流動資產 1,662,294 2,332,771 (670,477) (28.74%)

資產總計 4,293,859 4,527,959 (234,100) (5.17%)

流動負債 518,071 1,101,284 (583,213) (52.96%)

非流動負債 555,687 702,706 (147,019) (20.92%)

負債總計 1,073,758 1,803,990 (730,232) (40.48%)

股本 1,718,202 1,729,942 (11,740) (0.68%)

資本公積 20,812 17,786 3,026 17.01%

保留盈餘 939,612 595,915 343,697 57.68%

其他權益 320,391 175,340 145,051 82.73%

庫藏股票 0 (8,664) 8,664 (100.00%)

非控制權益 221,084 213,650 7,434 3.48%

權益總計 3,220,101 2,723,969 496,132 18.21%

負債及權益總計 4,293,859 4,527,959 (234,100)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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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財務績效－合併綜合損益表
單位：NTD仟元

會計項目
110年

1月1日至9月30日
109年

1月1日至9月30日
增減金額 變動%

營業收入 554,334 446,036 108,298 24.28% 

營業成本 453,503 409,283 44,220 10.80% 

營業毛利 100,831 36,753 64,078 174.35% 

營業費用 136,774 126,051 10,723 8.51% 

營業利益(損失) (35,943) (89,298) 53,355 (59.7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318,333 (240,817) 559,150 (232.19%) 

稅前淨利(淨損) 282,390 (330,115) 612,505 (185.54%)

所得稅費用(利益) 5,142 (3,169) 8,311 (262.26%)

本期淨利(淨損) 277,248 (326,946) 604,194 (184.80%)

淨利歸屬本公司業主 264,972 (232,540) 497,512 (213.95%)

每股盈餘 1.54 (1.34) 2.88 (2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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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財務績效－營業收入類別

商品銷售收入 勞務收入 餐旅收入 運輸收入

單位：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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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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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

600,000

108年度 109年度 110年1月1日至9月30日

605,824仟元902,882仟元 554,334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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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財務績效－盈餘與股利

項目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每股盈餘 (0.36) 0.06 0.29 (0.71) (0.10)

現金股利 - 0.10 0.41 - -

股票股利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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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未來展望

➢ 面對國際新冠肺炎疫情及政治影響，全球經濟萎縮，本公司在運
輸業務方面將力求鞏固現有客戶關係，穩定營運收入，以聯盟或
整合等方式擴展業務規模，以及積極擴展物流商品與冷凍櫃周邊
等新型態運輸服務機會。

➢ 在營建開發方面將審慎評估市場趨勢，專業評估開發地點與經營
區域，以創造穩健長期發展為目標。

➢ 在觀光休閒旅遊方面，轉投資「美麗信酒店」將秉持高服務品質
水準，持續深化品牌價值及提升管理效能，專業評估市場趨勢，
建置具體可行的商業模式，佈局休閒與文旅產業，以達高營運和
獲利績效。

➢ 結合關係企業跨產業之經驗與資源，擴大投資範疇，關注綠能產
業的發展及ESG議題，強化永續競爭力，以多元化經營模式創造
集團整合綜效。



18

謝謝聆聽

Thank You

查詢網址:http://mops.twse.com.tw
公司網址:http://www.tsgroup.com.tw
志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