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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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9,942,4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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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及水域遊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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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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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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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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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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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09001:2015

認證機構:
Bureau Veritas Certifiaction

原始認證日期:
1993年06月15日

最新更新認證日期:
2020年03月至2023年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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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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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財務績效－合併資產負債表
單位：NTD仟元

會計項目 109年6月30日 108年12月31日 增減金額 變動%

流動資產 1,651,414 1,652,600 (1,186) (0.07%)

非流動資產 3,011,622 3,035,629 (24,007) (0.79%)

資產總計 4,663,036 4,688,229 (25,193) (0.54%)

流動負債 1,187,094 1,155,629 31,465 2.72%

非流動負債 796,531 836,781 (40,250) (4.81%)

負債總計 1,983,625 1,992,410 (8,785) (0.44%)

股本 1,729,942 1,759,942 (30,000) (1.70%)

資本公積 17,749 7,254 10,495 144.68%

保留盈餘 606,274 595,646 10,628 1.78%

其他權益 78,578 72,754 5,824 8.01%

非控制權益 246,868 260,223 (13,355) (5.13%)

權益總計 2,679,411 2,695,819 (16,408) (0.61%)

負債及權益總計 4,663,036 4,688,229 (25,193)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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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財務績效－合併綜合損益表

會計項目 109年上半年度 108年上半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

營業收入 295,198 448,788 (153,590) (34.22%)

營業成本 274,654 336,768 (62,114) (18.44%)

營業毛利 20,544 112,020 (91,476) (81.66%)

營業費用 84,298 104,821 (20,523) (19.58%)

營業利益(損失) (63,754) 7,199 (70,953) (985.6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52,207 45,670 6,537 14.31%

稅前淨利(淨損) (11,547) 52,869 (64,416) (121.84%)

所得稅費用(利益) (2,657) 1,643 (4,300) (261.72%)

本期淨利(淨損) (8,890) 51,226 (60,116) (117.35%)

淨利歸屬本公司業主 (407) 50,245 (50,652) (100.81%)

每股盈餘 0.00 0.28 (0.28) (100.00%)

單位：NTD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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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財務績效－營業收入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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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上半年度 108上半年度 109上半年度

商品銷售收入 油品收入 勞務收入 餐旅收入 運輸收入

448,788仟元457,168仟元 295,198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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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財務績效－盈餘與股利

項目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每股盈餘 0.20 (0.36) 0.06 0.29 (0.71)

現金股利 0.15 - 0.10 0.41 -

股票股利 0.1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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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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海內外
投資項目，以多元化經營模式創造集團整合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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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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