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３３附　屬　單　位　預　算　（營業

項　　　　　目 總   　　　計 行   政   院   主   管 經   濟   部   主   管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208,463,214 153,417,700 19,719,777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稅前淨利（淨損） 208,463,214 153,417,700 19,719,777

利息股利之調整 -280,055,943 -171,646,912 18,066,359

未計利息股利之稅前淨利（淨損） -71,592,729 -18,229,212 37,786,136

調整項目 388,959,299 260,260,498 134,026,438

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入（流出） 317,366,570 242,031,286 171,812,574

收取利息 489,979,509 304,519,665 616,625

收取股利 16,671,009 707,474

支付利息 -201,836,189 -89,539,698 -13,058,239

發放現金股利

退還(支付)所得稅 -8,746,714 -16,134 -282,377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613,434,185 456,995,119 159,796,057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流動金融資產淨減（淨增） -16,372,486 -300,000

減少投資 628,364,291 591,415,696 400,000

減少投資子公司

減少基金及長期應收款 138,224 5,000 122,224

減少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063,859 356,517

減少使用權資產

減少投資性不動產 5,921,241 5,854,059

減少生物資產

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淨減（淨增） -40,089,312 -42,476 -39,971,022

收取利息 25,661,265

收取股利 4,995,946 463,536

其他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入

增加投資 -696,443,681 -672,064,540 -310,000

增加投資子公司

增加基金及長期應收款 -230,248

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85,026,031 -169,877 -240,360,553

增加使用權資產 -16,049

增加投資性不動產 -544,624 -6,124

增加生物資產 -38,146 -38,146

其他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 -21,669,200 -21,669,200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394,284,951 -80,392,661 -295,922,245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債務淨增（淨減） 41,383,622 33,883,148

流動金融負債淨增（淨減） -54,252,548 -54,195,000

金融債券淨增（淨減） 46,475,320

央行及同業融資淨增（淨減） 159,391

增加長期債務 272,136,644 267,058,644

增加非流動金融負債 1,101,768

其他負債淨增（淨減） -6,387,830 5,000 933,642

增加資本、公積及填補虧損 24,737,803 4,061,200

其他籌資活動之現金流入

減少長期債務 -154,216,194 -154,214,098

減少非流動金融負債

減少資本

支付利息 -2,865,315

發放現金股利 -205,579,880 -175,000,804 -10,983,942

其他籌資活動之現金流出 -10,367,393 -18,704 -6,577,638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47,674,612 -229,209,508 134,160,956

匯率影響數 15,983,797 17,787,000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187,458,419 165,179,950 -1,965,232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3,824,754,810 2,063,900,084 7,498,591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4,012,213,229 2,229,080,034 5,533,359



部分）現　金　流　量　綜　計　表　(依主管機關別分列)

單位：新臺幣千元

財   政   部   主   管 交　通　部　主　管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項　　　　　目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26,499,776 8,825,961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26,499,776 8,825,961 稅前淨利（淨損）

-79,146,975 -46,361,048 -967,367 利息股利之調整

-52,647,199 -37,535,087 -967,367 未計利息股利之稅前淨利（淨損）

-21,366,109 5,828,463 10,210,009 調整項目

-74,013,308 -31,706,624 9,242,642 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入（流出）

92,185,848 91,585,182 1,072,189 收取利息

8,563,623 7,399,912 收取股利

-47,129,857 -52,095,895 -12,500 支付利息

發放現金股利

-3,601,858 -4,844,347 -1,998 退還(支付)所得稅

-23,995,552 10,338,228 10,300,333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6,374,784 1,905,500 -11,603,202 流動金融資產淨減（淨增）

1,563,007 34,985,588 減少投資

減少投資子公司

11,000 減少基金及長期應收款

609,026 98,316 減少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減少使用權資產

67,182 減少投資性不動產

減少生物資產

-1,076,368 1,005,591 -5,037 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淨減（淨增）

25,396,836 264,429 收取利息

4,532,179 231 收取股利

其他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入

-20,349,330 -3,719,811 增加投資

增加投資子公司

-230,248 增加基金及長期應收款

-2,541,056 -41,947,611 -6,934 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6,049 增加使用權資產

-508,500 -30,000 增加投資性不動產

增加生物資產

其他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

1,071,895 -7,426,767 -11,615,173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704,225 6,796,249 短期債務淨增（淨減）

-57,548 流動金融負債淨增（淨減）

46,475,320 金融債券淨增（淨減）

159,391 央行及同業融資淨增（淨減）

5,078,000 增加長期債務

1,101,768 增加非流動金融負債

178,421 -7,504,893 其他負債淨增（淨減）

20,676,603 增加資本、公積及填補虧損

其他籌資活動之現金流入

-2,096 減少長期債務

減少非流動金融負債

減少資本

-2,072,536 -792,779 支付利息

-9,809,038 -9,786,096 發放現金股利

-970,338 -2,800,713 其他籌資活動之現金流出

35,709,665 19,169,168 -7,504,893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803,203 匯率影響數

10,982,805 22,080,629 -8,819,733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1,339,120,390 402,695,886 11,539,859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1,350,103,195 424,776,515 2,720,126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