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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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788,124 159,688,997 -274,254,223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稅前淨利（淨損） -74,788,124 159,688,997 -274,254,223

利息股利之調整 -234,866,319 -129,889,502 28,995,348

未計利息股利之稅前淨利（淨損） -309,654,443 29,799,495 -245,258,875

調整項目 420,962,423 10,590,633 123,170,382

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入（流出） 111,307,980 40,390,128 -122,088,493

收取利息 617,318,429 418,126,911 593,104

收取股利 20,266,976 970,329

支付利息 -305,454,329 -177,592,487 -18,622,744

發放現金股利

退還(支付)所得稅 -8,627,881 -9,569 -291,490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434,811,175 280,914,983 -139,439,294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流動金融資產淨減（淨增） -24,570,726 5,408,632

減少投資 1,415,128,594 1,397,063,197 126,399

減少投資子公司

減少基金及長期應收款 4,522 3,600 922

減少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124,526 262,751

減少使用權資產

減少投資性不動產 6,774,931 6,323,478

減少生物資產

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淨減（淨增） -38,042,728 -46,519 -37,207,719

收取利息 25,348,735

收取股利 6,276,693 463,536

其他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入

增加投資 -1,887,351,495 -1,564,876,283 -7,82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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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274 -274,459,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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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574,743 -329,046,469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債務淨增（淨減） 28,993,465 20,250,000

流動金融負債淨增（淨減） 47,606,342 4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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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768,876 390,768,876

增加非流動金融負債 3,125,000

其他負債淨增（淨減） -20,576,374 -45,000 -10,436,248

增加資本、公積及填補虧損 241,042,576 204,305,320

其他籌資活動之現金流入

減少長期債務 -123,711,991 -123,69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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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24,955 -5,129,442

其他籌資活動之現金流出 -11,850,086 -22,442 -6,634,587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402,843,764 -131,092,397 469,431,284

匯率影響數 29,009,959 31,250,000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19,057,937 13,497,843 945,521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4,379,470,751 2,477,858,149 13,242,763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4,398,528,688 2,491,355,992 14,188,284

　　　　　 　　    　１３３　附　屬　單　位　預　算　（營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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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17,931 11,359,171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28,417,931 11,359,171 稅前淨利（淨損）

-80,942,289 -51,701,355 -1,328,521 利息股利之調整

-52,524,358 -40,342,184 -1,328,521 未計利息股利之稅前淨利（淨損）

-35,207,844 311,403,814 11,005,438 調整項目

-87,732,202 271,061,630 9,676,917 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入（流出）

97,807,187 99,483,204 1,308,023 收取利息

8,721,803 10,574,844 收取股利

-51,613,766 -57,612,832 -12,500 支付利息

發放現金股利

-4,662,589 -3,628,118 -36,115 退還(支付)所得稅

-37,479,567 319,878,728 10,936,325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19,930,517 1,711,866 -11,760,707 流動金融資產淨減（淨增）

11,780,810 6,158,188 減少投資

減少投資子公司

減少基金及長期應收款

241,091 620,684 減少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減少使用權資產

451,453 減少投資性不動產

減少生物資產

-1,142,805 360,548 -6,233 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淨減（淨增）

25,043,280 305,455 收取利息

5,812,903 254 收取股利

其他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入

-26,457,497 -288,192,471 增加投資

增加投資子公司

-120,306 增加基金及長期應收款

-2,946,873 -52,035,688 -4,717 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增加使用權資產

-525,500 -348,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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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93,961 -331,420,131 -11,771,657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269,905 8,473,560 短期債務淨增（淨減）

-1,393,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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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0 增加長期債務

3,125,000 增加非流動金融負債

71,452 -10,166,578 其他負債淨增（淨減）

2,000,000 34,737,256 增加資本、公積及填補虧損

其他籌資活動之現金流入

-19,356 減少長期債務

-7,393 減少非流動金融負債

減少資本

-2,214,398 -1,049,570 支付利息

-8,903,515 -11,141,686 發放現金股利

-1,120,470 -4,072,587 其他籌資活動之現金流出

47,743,838 26,927,617 -10,166,578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2,240,041 匯率影響數

230,269 15,386,214 -11,001,910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1,493,162,933 381,220,196 13,986,710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1,493,393,202 396,606,410 2,984,800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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