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務狀況及經營績效
之檢討分析與風險管理柒

一、財務狀況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05年12月31日 104年12月31日
差異

金額 ％

流動資產 1,087,002 992,702 94,300 9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67,098 291,438 (24,340) (8)

無形資產 2,552 3,663 (1,111) (30)

其他資產 37,706 22,489 15,217 68

資產總額 1,394,358 1,310,292 84,066 6

流動負債 328,006 343,126 (15,120) (4)

非流動負債 78,967 70,058 8,909 13

負債總額 406,973 413,184 (6,211) (2)

股本 368,123 350,594 17,529 5

資本公積 250,292 250,292 0 0

保留盈餘 310,712 221,986 88,726 40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2,411) 16,862 (19,273) (114)

非控制權益 60,669 57,374 3,295 6

權益總額 987,385 897,108 90,277 10

變動項目說明：（前後期變動達百分之二十以上，且變動金額達1,000萬元之科目） 
（1）其他資產增加：主要係長期投資所致。
（2）保留盈餘增加：主要係稅後淨利增加所致。
（3）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國外子公司轉換台幣計價表達之兌換損失所致。
         其餘項目前後期變動未達百分之二十以上，且變動金額未達新台幣一千萬元者，免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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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績效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5年度 104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淨額 1,232,040 1,345,092 (113,052) (8)

營業成本 (964,056) (1,075,971) (111,915) (10)

營業毛利 267,984 269,121 (1,137) (0)

營業費用 (181,680) (203,768) (22,088) (11)

營業淨利（損） 86,304 65,353 20,951 32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89,079 12,296 76,783 624

稅前淨（損）利 175,383 77,649 97,734 126

所得稅費用 (39,342) (30,189) 9,153 (30)

本期淨利 136,041 47,460 88,581 187

重大變動項目說明：（前後期變動達百分之二十以上，且變動金額達1,000萬元之科目）： 
（1）營業淨利增加：主要係推廣費用減少所致 。
（2）營業外收入及支出：主要係金融資產評價增加所致。
（3）稅前淨利增加：主要係金融資產評價增加所致。
（4）本期淨利：主要係推廣費用減少及金融資產評價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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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金流量

 1.最近年度現金流動變動之分析說明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105年度 104年度 變動金額

來自營業之現金流量 195,911 2,532 193,379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16,774) (1,598) (15,176)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82,917) (8,221) (74,696)

最近年度現金流量變動情形分析：

（1）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增加，主要係105年應收帳款及應付帳款對應之兩期現金變動數增加，致現金流入增加。
（2）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較前一年增加，主要購買取得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3）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較前一年增加，主要因短期借款還款，且105年較104年現金股利發放少17,530仟元。

                                      年度
           項目

105年度 104年度 增（減）比例

現金流量比率（％） 59.72 0.73 8,080.82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141.33 93.10 51.80

現金再投資比率（％） 11.27 不適用 不適用

增減比例變動分析說明：

（1）現金流量比率增加，主要因應收帳款收回所致。
（2）現金流量允當比率增加，主要為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增加所致。
（3）現金再投資比較增加，主要因當年度營業活動現金流量為增加且發放現金股利較少所致。

2.未來一年現金流動性分析： 

期初現金餘額（1）
全年來自營業活動

淨現金流量（2）
全年現金流出（3）

現金剩餘（不足）數

額 (1)＋(2)－(3)

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

投資計劃 融資計劃

544,552 140,985 (61,443) 624,094 - -

1.未來一年度現金流量變動情形分析： 
（1）營業活動：主係營運活動成長，致現金流入增加。
（2）投資活動：主係增加設備改良及資訊軟體支出。 
2.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及流動性分析：不適用 。

四、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的影響：

最近年度（105年度）尚無重大資本支出，惟例行性之固定資產機器設備等支出其資金來源係以自有資
金及融資活動所產生之現金流入支應所需，對本公司之財務業務尚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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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近年度轉投資政策、其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改善計畫及未來一年投資計畫

1. 轉投資政策 
本公司轉投資主要為衛生用品相關產業，因應市場環境變遷，除致力於本業投資外，為提升經營績

效，將發展多角化經營，各項投資皆依法令及公司內控制度規範執行及監理。

2. 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改善計畫 
105年轉投資效益持續顯現，中國上海富安德堡貿易有限公司，105年稅後淨利新台幣58,151 仟元，
106年將持續增加自有品牌經營比重。泰國子公司Fu Burg Industrial (Thailand) Company Limited 
105年度淨利新台幣10,039仟元，該公司持續改善機台效能及降低成本。國內轉投資富安德堡投資有
限公司105年稅後淨利新台幣71,985仟元。富森德堡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103年5月16日設立，
主要為面膜製造銷售，105年稅後淨損31仟元，將加速業務推廣銷售 。

3. 未來一年投資計畫 
多角化經營發展，將擴大業務推廣，增加利潤，並持續布建印度、印尼、柬埔寨營運銷售通路。

六、風險事項分析

（一）最近年度利率、匯率變動、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本公司105年度利息支出新台幣1,932仟元，佔稅後淨利1.42%，105年底借款金額新台幣67,125
仟元，未來市場利率增加1%，將使公司借款增加新台幣671仟元，本公司隨時掌握利率變動，並
與各銀行爭取最優惠之融資利率，以降低資金成本。

匯率變動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本公司105年度因匯率變動，產生匯兌損失3,607仟元，佔年度營業收入0.29%，比例微小，匯率
波動對公司營運尚不致產生重大影響。有關匯率變動之因應措施：

(1) 定期並機動評估外幣之收支部位，適當時機買入或賣出外幣。

(2) 財務部定期提供最新市場匯率資訊，便於業務單位產品報價時，反映匯率影響,維持公司合理
利潤。

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主計處公布，105年台灣消費者物價指數平均年增加率1.40%，依據行政院106年總預算編列基礎
預估106年CPI將溫和上升1.45%，未來本公司原物料採購成本可能將微幅提高，但尚不致對公司
損益有重大影響。

未來因應措施：公司即時掌握國際原物料報價走勢，並加強原物料存貨控管。

（二）最近年度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政策、獲利或

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

105年度本公司並未從事有關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交易，另基於避險考量，從事
相關衍生性商品之交易，其風險控管設有專人與制度定期評估並掌控之。

105年度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對象為轉投資企業，作業程序依據「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規定辦
理，截至105年底背書保證餘額291,757仟元，未超限額。

（三）最近年度研發計畫、未完成研發計畫之目前進度、應再投入之研發費用、預計完成量產時間、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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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研發得以成功之主要影響因素：

105年度研發計畫
研發計劃 研發產品事項說明 完成時間 完成進度

專利佈局 智慧化產品專利佈局  2016年12月 專利佈局初稿完成已送件

106年預計投入費用約為新台幣4,400仟元
最近年度

計畫
計劃說明

未完成研發計

劃之目前進度

應再投入之研發費

用
預計完成量產時間

未來研發得以成功之主

要影響因素

成立生物

實驗室
生物實驗室設置

實驗室規劃已

完成

配方以及設備開發

費用約需1,200仟
元

2017.Q2完成設置
為提升產品安全性，自

主把關

機能性食

品開發

嬰幼兒主、副食

品項目開發
產品市調完成

配方開發費用約需

1,000仟元
2017.Q3完成開發 拓展產品線，增加獲利

專利佈局
針對照護產業進

行專利佈局

專利分析及研

究，專利目錄

向下延伸

專利申請預估

2,200仟元
2017.Q4完成佈局

確保公司發展的產品擁

有技術領先優勢

（四）最近年度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隨時注意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修訂之情形，並評估其對公司之影響，最近年度國內外重要

政策及法律變動對本公司財務業務並無重大影響。

（五）最近年度科技改變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本公司隨時注意所處行業相關科技改變之

情形，並視情形指派專人或專案小組評估研究對公司未來發展及財務業務之影響性暨因應措施，

最近年度並無重要科技改變致本公司財務業務有重大影響之情事。

（六）最近年度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理之影響及因應措施：無。

（七）進行併購之預期效益及可能風險：本公司暫無併購計畫。

（八）擴充廠房之預期效益及可能風險：不適用。

（九）進貨或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不適用。

（十）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之大量移轉或更換對公司之影響及風險：無此

情形。

（十一）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及風險:本年度並無重大經營權之改變，故無此風險。
（十二）訴訟或非訟事件，應列明公司及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實質負責人、持股比例超過百分

之十之大股東及從屬公司已判決確定或尚在繫屬中之重大訟、非訟或行政爭訟事件，其結果可

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應揭露其系爭事實、標的金額、訴訟開始日期、主要

涉訟當事人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處理情形：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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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

公司風險管理組織及負責單位業務

風險管理 負責部門 風險業務事項

財務風險
財務部 負責公司生產成本之彙整計算、資金調度控管及匯率利率風險評估與建議

流動性風險

市場風險 業企部及海外

市場發展部
評估客戶之財務狀況及國內外市場調查評估

信用風險

策略風險

及營運風險

總經理室 負責公司經營方針之研擬及營運績效評估

製造部 負責原物料採購及生產成本控管、各項機器維修計劃研擬與執行、庫存風險管控

 七、其他重要事項：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