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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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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公司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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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942,470元

• 營業項目 ：運輸、航空、營建、觀光休閒、

貿易商品買賣業務



投資事業版圖



經營業務

貨櫃、貨物運輸
商品
貿易

營建

飯店、餐旅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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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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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凍板車設備支援

• 新海運輸 : 貨櫃、貨運

• 安和運輸 : 貨櫃、貨運

• 安泰運輸 : 油品運輸、化學品運輸

• 安達運輸 : 貨櫃運輸

• 安毓運輸 : 常溫、冷鏈貨運

運輸事業‧集團運輸整合



02 營運概況-運輸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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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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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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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輸品質證書

• 擁有ISO 9002國際品質管理認證，不斷精益求精，
秉持追求卓越、永續經營的經營理念，帶領公司
員工共同成長。



02 營運概況-航空事業

兩岸航線

國內航線

(台北、台
中、高雄、
澎湖、金門)

與遠東航空簽約，提供票務之銷售管理服務。
服務航線包括兩岸及金門、馬公等之航線。



02 營運概況-營建事業

廠辦

商場

住宅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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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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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財務績效－合併資產負債表

會計項目 108年6月30日 107年12月31日 增減金額 變動%

流動資產 1,840,774 1,901,026 (60,252) (3.17%)

非流動資產 2,972,600 2,421,709 550,891 22.75%

資產總計 4,813,374 4,322,735 490,639 11.35%

流動負債 1,300,012 1,263,359 36,653 2.90%

非流動負債 671,053 232,521 438,532 188.60%

負債總計 1,971,065 1,495,880 475,185 31.77%

股本 1,779,942 1,779,942 - -

資本公積 2,381 3,316 (935) (28.20%)

保留盈餘 768,197 797,466 (29,269) (3.67%)

其他權益 50,425 (9,752) 60,177 (617.07%)

庫藏股票 (15,127) - (15,127) -

非控制權益 256,491 255,883 608 0.24%

權益總計 2,842,309 2,826,855 15,454 0.55%

負債及權益總計 4,813,374 4,322,735 490,639 11.35%

單位：NTD仟元



財務績效－合併綜合損益表

會計項目 108年上半年度 107年上半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

營業收入 448,788 457,168 (8,380) (1.83%)

營業成本 336,768 353,203 (16,435) (4.65%)

營業毛利 112,020 103,965 8,055 7.75%

營業費用 104,821 106,266 (1,445) (1.36%)

營業利益(損失) 7,199 (2,301) 9,500 (412.86%)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45,670 5,073 40,597 800.25%

稅前淨利 52,869 2,772 50,097 1,807.25%

所得稅費用(利益) 1,643 (4,336) (5,979) (137.89%)

本期淨利 51,226 7,108 44,118 620.68%

淨利歸屬本公司業主 50,245 3,175 47,070 1,482.52%

每股盈餘 0.28 0.02 0.26 13倍

單位：NTD仟元



營業收入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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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與股利

項目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每股盈餘 0.40 0.20 (0.36) 0.06 0.29

現金股利 0.20 0.15 - 0.10 0.41

股票股利 0.20 0.1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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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未來展望

➢ 面對國際關係及政治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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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元化經營模式創造集團整合綜
效。



05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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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