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　　　　　　目 總　　　計 製　  造　  業 電 力 及 燃 氣 供 應 業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74,788,124 11,681,374 -278,501,028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稅前淨利（淨損） -74,788,124 11,681,374 -278,501,028

利息股利之調整 -234,866,319 2,632,781 24,785,498

未計利息股利之稅前淨利（淨損） -309,654,443 14,314,155 -253,715,530

調整項目 420,962,423 22,508,002 91,533,195

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入（流出） 111,307,980 36,822,157 -162,182,335

收取利息 617,318,429 632,958 26,060

收取股利 20,266,976 1,376,853 305,943

支付利息 -305,454,329 -4,684,612 -13,218,961

發放現金股利

退還(支付)所得稅 -8,627,881 -1,544,173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434,811,175 32,603,183 -175,069,293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流動金融資產淨減（淨增） -24,570,726 6,871,831

減少投資 1,415,128,594 809,374

減少投資子公司

減少基金及長期應收款 4,522 922

減少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124,526 11,903 250,848

減少使用權資產

減少投資性不動產 6,774,931 6,085,855 222,218

減少生物資產

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淨減（淨增） -38,042,728 -35,626,887 -1,557,749

收取利息 25,348,735 42,343

收取股利 6,276,693

其他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入

增加投資 -1,887,351,495 -8,475,244

增加投資子公司

增加基金及長期應收款 -120,306

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29,629,323 -69,484,263 -184,566,424

增加使用權資產

增加投資性不動產 -874,467

增加生物資產 -6,717 -6,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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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606,961 -99,771,805 -207,319,385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債務淨增（淨減） 28,993,465 48,350,000 -28,100,000

流動金融負債淨增（淨減） 47,606,342

金融債券淨增（淨減） 47,967,070

央行及同業融資淨增（淨減） 1,949,845

增加長期債務 396,768,876 62,150,120 283,918,756

增加非流動金融負債 3,125,000

其他負債淨增（淨減） -20,576,374 -11,398,365 48,000

增加資本、公積及填補虧損 241,042,576 226,000 201,366,000

其他籌資活動之現金流入

減少長期債務 -123,711,991 -13,000,000 -73,233,565

減少非流動金融負債 -7,393

減少資本

支付利息 -3,263,968

發放現金股利 -205,199,598 -11,032,957

其他籌資活動之現金流出 -11,850,086 -4,892,704 -1,613,751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402,843,764 70,402,094 382,385,440

匯率影響數 29,009,959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19,057,937 3,233,472 -3,238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4,379,470,751 21,773,401 1,986,367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4,398,528,688 25,006,873 1,983,129

１３２　附　屬　單　位　預　算　（營　業



部　分）　現　金　流　量　綜　計　表　(依業別分列)

單位：新臺幣千元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運  輸  及  倉  儲  業 金  融  及  保  險  業 項　　　　　目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730,155 262,580 192,499,105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730,155 262,580 192,499,105 稅前淨利（淨損）

756,158 -2,639,169 -260,401,587 利息股利之調整

26,003 -2,376,589 -67,902,482 未計利息股利之稅前淨利（淨損）

10,510,238 7,983,712 288,427,276 調整項目

10,536,241 5,607,123 220,524,794 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入（流出）

604 2,000 616,656,807 收取利息

3,643,087 14,941,093 收取股利

-719,265 -262,057 -286,569,434 支付利息

發放現金股利

-5,388 -1,501,251 -5,577,069 退還(支付)所得稅

9,812,192 7,488,902 559,976,191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1,711,866 -33,154,423 流動金融資產淨減（淨增）

1,414,319,220 減少投資

減少投資子公司

3,600 減少基金及長期應收款

620,684 241,091 減少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減少使用權資產

15,405 451,453 減少投資性不動產

減少生物資產

-55,028 922,618 -1,725,682 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淨減（淨增）

305,455 25,000,937 收取利息

254 6,276,439 收取股利

其他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入

-1,711,866 -1,877,164,385 增加投資

增加投資子公司

-120,306 增加基金及長期應收款

-21,345,474 -44,785,291 -9,447,871 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增加使用權資產

-348,967 -52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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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85,097 -43,285,247 -475,845,427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8,473,560 269,905 短期債務淨增（淨減）

47,606,342 流動金融負債淨增（淨減）

47,967,070 金融債券淨增（淨減）

1,949,845 央行及同業融資淨增（淨減）

44,700,000 6,000,000 增加長期債務

3,125,000 增加非流動金融負債

953,048 -10,179,057 其他負債淨增（淨減）

2,713,320 34,737,256 2,000,000 增加資本、公積及填補虧損

其他籌資活動之現金流入

-37,459,070 -19,356 減少長期債務

-7,393 減少非流動金融負債

減少資本

-1,049,570 -2,214,398 支付利息

-2,912,702 -191,253,939 發放現金股利

-230,177 -3,690,482 -1,422,972 其他籌資活動之現金流出

10,677,121 35,538,706 -96,159,597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29,009,959 匯率影響數

-895,784 -257,639 16,981,126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1,472,319 11,853,015 4,342,385,649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576,535 11,595,376 4,359,366,775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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