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公司及其關係企業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發生
財務週轉困難情事：無。

柒、財務狀況及財務績效之檢討分析與風險事項
一、財務狀況比較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流動資產

差
107 年度

106 年度

2,706,482,746 2,746,136,117

異

金額

%

(39,653,371)

(1.44%)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160,316,664

151,000,283

9,316,381

6.17%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77,860,012

278,204,005

(343,993)

(0.12%)

其他資產

236,696,005

231,876,208

4,819,797

2.08%

3,381,355,427 3,407,216,613

(25,861,186)

(0.76%)

資產總額
流動負債
其他負債
負債總額

增減比
例變動
分析說
明(註 1)

1,809,861,556 2,025,502,267 (215,640,711) (10.65%)
239,059,983

209,921,891

29,138,092

13.88%

2,048,921,539 2,235,424,158 (186,502,619)

(8.34%)

股本

138,629,906

173,287,383

(34,657,477) (20.00%)

註2

資本公積

190,018,456

97,872,884

92,145,572

94.15%

註3

保留盈餘

943,555,228

840,618,759

102,936,469

12.25%

其他權益

(60,309,927)

(27,539,310)

(32,770,617) 119.00%

庫藏股票

(15,194)

(18,901)

3,707 (19.61%)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
權益
非控制權益

1,211,878,469 1,084,220,815

權益總額

127,657,654

11.77%

87,571,640

32,983,779

37.66%

1,332,433,888 1,171,792,455

160,641,433

13.71%

120,555,419

註4

註5

註 1：若增減變動比例達 20%且金額超過新台幣一仟萬者始加以分析說明。
註 2：主係本期現金減資所致。
註 3：主係子公司富士康工業互聯網股份有限公司增發新股，本集團未按持股比例認購致使持股
比例變動而增加資本公積。
註 4：主係認列關聯企業帳上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評價變動。
註 5：主係本集團部份子公司發行員工股份基礎給付及增發新股，本集團未按持股比例認購致使
持股比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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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
(一)重大資本支出之運用情形及資金來源：
單位：新台幣仟元

實際或預定資金運用進度
計劃項目

實際或預期
之資金來源

預定完
成日期

所需資金
總額

增購設備

累積盈餘及
營運收入

108.12.31

1,116,725

107 年度
(實際)
21,733

108 年度
(預計)
1,116,725

(二)預計可能產生效益：
上述資本支出係為配合本公司業務成長之需求，積極開發 5G、
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並增購相關機器設備以擴充產
能、提高生產效率；並持續研發、設計、製造各類電子設備產品
以優化製造流程，進而提質增效、降本減存，在創新中力求穩定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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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最近年度轉投資政策：
本公司轉投資係以擴充產能，以期能增加營收及獲利為主要政
策。

(二)轉投資主要獲利原因：
本公司 107 年度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收益為新台幣 90,771,444 仟
元，主要係海外轉投資公司營運狀況良好，獲利所致。

(三)未來一年投資計劃：
本公司將以長期策略性的角度審慎評估投資計劃，以因應未來市
場與產能擴充之需求，持續強化全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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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來因應措施：
目前市場預期美元今年年內升息之可能性較低，而台幣及日圓
將維持低利率水準，故公司會儘早準備好各種融資工具，籌措
中長期台幣或日幣固定利率資金，作未雨綢繆的準備。
2.匯率方面：
(1) 107 年迄今之匯率變動情形：
USD/JPY：去年年初美國總統川普掀起的貿易戰席捲全球，美
中貿易摩擦不斷激化，加劇國際金融市場之震盪，
全球避險 情緒上 升 ，國際資 金避險 需 求增加， 使
USD/JPY 在去年 3 月下旬最低跌破 105 關口。但去
年年中，美國通脹預期上升，Fed 加速升息，美元走
強，USD/JPY 至去年 10 月初回升至最高 114.53。隨
後美股持續下跌，帶動全球股市重挫，國際資金避
險需求再次增加，USD/JPY 於今年 1 月初再次跌破
105 關口。但今年年初以來，Fed 貨幣政策轉向鴿
派，預計 今年全 年 都不會升 息，全 球 避險情緒 下
降，股市回升，迄今 USD/JPY 回升至最高 112.17。
USD/TWD：去年美中貿易戰席捲全球，打擊台灣出口。
USD/TWD 由 1 月的全年低點 29.064 升到 10 月的
全 年 高 點 31.101 。 但 近 期 貿 易 戰 和 緩 ， 迄 今
USD/TWD 在 30.800 附近盤整。
USD/CNY：美中貿易大戰打擊中國出口，USD/CNY 從去年 4 月
的 全 年 低 點 6.2690 升 到 去 年 10 月 的 全 年 高 點
6.9757，之後隨著貿易戰和緩，全球景氣趨穩，迄
今 USD/CNY 在 6.7000 附近盤整。
(2)對公司損益之影響：
A.損益歸屬：
(A)依據「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有關匯率波
動所產生之損益，應分別歸屬於下列二類會計科目：
a.兌換損益：
外幣貨幣性資產或負債 [例如：營業活動之應收帳款、應
付帳款，及理財活動之活(定)期存款、短(長)期貸款] 因
匯率波動而產生之兌換差額，歸屬此類。
b.金融資產(負債)評價損益：
外幣貨幣性資產或負債如屬避險活動所產生者（例如：
遠期外匯交易），其公平價值變動所產生之損益，歸屬
此類。
(B)故若欲觀察匯率波動對本公司所產生之整體損益，應將上
述二者合併，方得窺其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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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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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無。
2.資金貸與他人之政策、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
(1)政策:
本公司及合併財務報表內個體法人之資金貸與他人，悉依各相關
公司之「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辦理。
(2)主要原因:
本公司與合併財務報表內個體法人所從事之資金貸與係因貸與對
象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
(3)未來因應措施：
依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進行必要的控管措施。

3.為他人背書保證之政策、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
(1)政策:
本公司及合併財務報表內個體法人為他人背書保證，悉依各相關
公司之「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辦理。
(2)主要原因:
本公司及合併財務報表內個體法人提供背書保證對象原則為母子
公司，背書保證項目主要為融資保證。
(3)未來因應措施：
依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進行必要的控管措施。

4.衍生性商品交易：
(1)政策：
A.本公司及合併財務報表內個體法人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一切
依據證期局「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及證交
所「對上市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查核作業程式」相關規定辦理。
B.以避險目的為原則，亦即就公司實質"已擁有"或"明確預期將擁
有"之資產或負債，進行「淨部位」之避險交易。如此，市價之
波動，對於"被避險部位"及"避險交易"將產生損益相互彌補之
效果，而達到營運穩定之目的。
(2)獲利或虧損主要原因：
A.外部：
國際政治博弈、通膨壓力與景氣狀況造成各國政府各依其處
境，而採取不同程度之緊縮或寬鬆貨幣政策，進而造成匯率市
場波動加大，使匯率走勢更難預測。
B.內部：
秉持「以軋平實質被避險(Underlying)淨部位」為衍生性商品交
易之原則。故當該實質淨部位發生損失時，則「為軋平該實質
淨部位所從事避險之反向衍生性商品交易」，將發生相對應之
金融資產(負債)評價利益，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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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ӢᔈࡼǺ
A.ᄊࡋǺ
(A)़ғ܄ࠔࣁᅿπڀǴҁيค܌ᒏӳᚯǴᆄຎӵՖ٬
ҔǴаϷ٬ҔޑҞޑǵЈᄊǶ
(B)ҁϦљߚதݙख़़ғ܄ࠔҬܰϐϣᆅբǴᄇۭပჴ
ϣӚᅿೕጄǴ୍ஒ॥ᓀफ़ԿനեǶ
(C)୯ϣଞჹ़ғߎ܄ᑼࠔҬܰǴς٩Ᏽ IFRS ۓڋΑᝄஏޑ
ीೀྗ߾ǶҁϦљϣޑᆅࣣ಄ӝ࣬ᜢीೕۓǴ٠
ࣁ׳ᝄᙣǶ
B.চ߾Ǻ
(A)߈ٰᒲݱᔲǴߎᑼѱᐒݗᐚࠆǴӚᅿѱሽݢ
୷ޑҁӢન܈܄ӢનၨϿǶуߎᑼᐒᄬϷӚᅿ൞ᡏڅޑ
ཀݺբǴ٬ளѱ॥ᓀεቚǶ
(B)೭ᅿݩΠǴჹڀܭԖᄫఎբҔ़ޑғ܄ࠔҬܰǴҁϦљ
ஒߥࣁ׳ӺǵᙣǶԶౣၮҔǴ׳όᆂီӦᒿݢ
ࢬǴᒿ൞ᡏൔᏤଆᆸǴϪаȨᗉᓀሡȩࣁЬाԵໆǶ

(Ο) ҂ٰࣴวीฝϷႣीΕϐࣴวҔ
ҁϦљݙӧሦӃғౢଯ֖ೌמໆϐࣽמౢࠔǴځБݤ൩ӧԖਏ
ӝᓬࣴذวΓωǴΕന٫ࣴวၗྍǴځҞޑ൩ӧុՉӃמ
ೌᆶᇙำزࣴޑวᆶεໆғౢǶЬाޑሦୱ఼ᇂᆒஏኳڀǵࣽ
מǵSMT ᇙำೌמǵᆘՅᕉߥᇙำǵೌמǵ༟ጤуπǵߎឦу
πǵෳ၂ૈΚǵԾϯૈΚǵᐒႝӝೌמǵЬᐒ݈ीǵႝη
୍ǵ՛ܺᏔीǵԖጕคጕ೯ૻೌמǵӀᡉҢኳಔǵኧՏৎᆛၡמ
ೌǵڼԯࣽמᆶҁϦљਡЈᝡݾΚ࣬ᜢೌמޑᆶᇙำǴаගٮ๏࠼
Њന٫ ޑeCMMS ୍ܺǴɄΖԃࡋࣴวҔႣीऊࣁཥѠჾ 500 ሹ
ϡǶ

(Ѥ) ୯ϣѦख़ाࡹϷࡓݤᡂჹϦљ୍୍ϐቹៜϷӢ
ᔈࡼǺคǶ
(ϖ) ࣽׯמᡂϷౢᡂϯჹϦљ୍୍ϐቹៜϷӢᔈࡼ
ӧޕᔮਔжΠǴаࣽࣁמЬ ޑ3C ႝηౢࠔғຼڮයόᘐޑ
ᓸᕭǴอǵλǵᇸǵᖓǵණ٫ǵեᏓॣࣁ҂ٰ 3C ႝηౢࠔޑѸฅ
ᖿ༈Ǵऍᢀޑπीǵե༹ޑ୧ሽࢂ׳܌ޣाޑѸाచҹǶ
߈ԃҁϦљᑈཱུරᆒஏᐒఓуπǵڼԯભᆒஏኳڀуπǵࣽמǵ
եᏓॣೀǵࣽᏢǵᆘՅᕉߥᇙำ࣬ᜢೌמՉᑈཱུࣴز໒
วǴ٠֡ςᕇளΓޑԋ݀Ǵ٠ు࠼ڙЊޑӳຑǶӕਔǴࣁӢᔈջஒ
ޑٰډኧՏৎϷ 3C ༊ᖿ༈ǴҁϦљ׳ठΚթֽܭӀᐒႝӝמ
ೌǴ҂ٰஒᝩុଛӝѱޑᖿ༈ǵ࠼ЊޑሡٰՉࣴزวǴа׳
ᘉεҁϦљܭӄౚ eCMMS ሦୱޑሦӃӦՏ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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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Ϥ) ҾຝׯᡂჹҾӒᐒᆅϐቹៜϷӢᔈࡼ
ҁϦљണр߄ޑӆࡋډڙѦࣚޑख़ຎǴӧɄΎԃऍ୯ᚇ
ᇞ Ȩ ӄ ౚ ϖ ԭ ம ȩ ௨ Ӝ ಃ 24 ம ǹ ќ Ѧ Ǵ ࣽ ᅴ  Ӽ Ȑ Clarivate
Analyticsȑว߄ ޑ2018 ԃӄౚԭεബཥᐒᄬȐ2018 Top 100 Global
InnovatorsȑൔǴѠѝԖΟৎᐒᄬΕᒧǶᡉҢၸѐϖԃიӧၗ
ૻࣽמሦୱុബڀቹៜΚޑബཥࣴวǴ٠ᑈཱུၸҙፎ୯ሞճ
ߥៈޑԋ݀Ƕ
аޑᅿᅿ٫ᕮᡉҢҁϦљόܭݙӄౚӚ୍֡ޑᑽᑈཱུ
ܗǴڐշౣუՔ࠼ЊᗉᓀǴӕਔΨठΚܭҾޗϷᕉߥೢҺޑ
ӄౚቶǶϦљޑӒᐒᆅीฝ఼܌ᇂቫय़ҭԾฅхࡴኻǵऍǵ٥
ӚࣴวύЈϷғౢ୷ӦǶӧᐕ߈൳ԃӚᅿँว٣ҹޑวғǴӵѠ
921 εӦǵऍ୯ 911 ৮܀٣ҹǵऍՋ࠾ෝጝπǵऍҲᏯݾаԿܭ
SARSǵࢬགϷ H1N1 ࣝǴϦљ֡ૈִ๓ೀǴሡᘜфܭѳਔ
ӒᐒೀૈΚޑᎦԋǴӧёႣޑـ҂ٰǴҁϦљஒᝩុኳᔕӚᅿँว
ख़ε٣ҹǴ٠ᔕ࣬ۓᜢीჄǴаዴߥިܿޑճϷ࠼ЊޑǶ

(Ύ) ՉٳᖼϐႣයਏǵёૈ॥ᓀϷӢᔈࡼ
ᄒԿԃൔтӑВЗҁϦљ٠คҺՖٳᖼीฝǶ

(Ζ) ᘉкቷ܊ϐႣයਏǵёૈ॥ᓀϷӢᔈࡼ
ҁϦљЬा࠼Њ֡ࣁځౢϐШࣚሦᏤቷǴࣁග࠼ٮЊ׳ջਔ
ϷຠϪ୍ܺޑǴҁϦљஒុܭӄౚЬाѱύၨڀᓬ༈Ӧࡌҥ
ౣ୷܄ӦǴаᅈ࠼ىЊӄౚಔးҬޑሡǶҁϦљόठΚܭफ़ե
ൂୱᡂ॥ᓀёૈٰޑፂᔐǴ٠ஒុЇബཥೌמϷᔼၮཷ
ۺаׯᇙࢬำǵගϲࠔ፦ǵ࣪ၗྍǴుϯᆶ୯ሞεቷϐӝ
բᜢ߯Ǵග׳ٮӭϡ୍ܺޑϷ׳ڗݾӭޑᐒǶ

(ΐ) ܈ᎍύ܌य़ᖏϐ॥ᓀϷӢᔈࡼ
ҁϦљᏧᙖځᐱޑᐒӀႝπำӝૈΚǵࠟޔӝޑӅӕࣴว
(JDVM)ǵӅӕी(JDSM)ૈΚϷӄౚၮᝢѳѠǴڐӕӄౚדӕၰӝ
ϐᓬ፦ٮᔈǴӅӕᔼӄౚޑᔮހკǴόफ़եҁϦљჹҺՖൂ
ѱޑϷᎍ॥ᓀǴ׳Զڐշٮᔈफ़եᐱԾय़ჹౢᡂ॥
ᓀёૈٰޑፂᔐǶ
ҁϦљࣁΑុుϯი eCMMS ޑӄౚࠟޔӝᓬ༈Ǵफ़եൂ
ౢᡂ॥ᓀёૈٰޑፂᔐǴӕਔΨࣁϦљӭޑਡЈᝡݾΚό
ᘐ໒௴ཥޑၮҔѱǴ׳ᑈཱུၸȬᄬࡌѳᆵǵ٠ުբᏯȭޑኳԄǴ
ቶ܌ܕԖדӕၰӝϐᓬ፦ҾϷი໗ǴӅӕᓬϯӄౚബѳѠǴಎਥ
7C ౢǴပჴ “ߏයǵᛙۓǵวǵࣽמǵ୯ሞ”ϐวБଞϷុ
׳ుϯᡏޑ୯ሞϯǴӕਔΨബр׳ӭܿިޑሽॶǴаයӆԛၲԋ
ᓬ౦ϐᔼᕮਏ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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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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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及因應措施
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無此項情形。

(十一) 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
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無經營權改變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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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Ӽӄࡹ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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ϷၲԋၗૻӼӄࡹᑽໆࡰǶ
ҁϦљᑈཱུҗၗӼౣǵᔈᡂᐒڋǵ೬ฯࡌೌמय़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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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安風險控制：
網路攻擊手法日新月異，資訊系統無法完全避免來自任何
第三方的癱瘓式網路攻擊，網路攻擊透過電子郵件、網路
釣魚、暴力破解等手法，將惡意程式植入公司內部網路進
行破壞或資料竊取。破壞式的攻擊可能導致本公司生產營
運中斷，資料竊取式攻擊可能造成重要的營運資料或員
工、客戶等個人資料洩漏。
公司積極的規劃部署資訊安全措施，不斷改善資訊安全環
境，降低資訊安全風險。管理上從政策制度、組織職責、
人力安全、文件管控、資產管理、通訊與作業管理、存取
控制、實體環境、系統開發與維護、營運持續管理、安全
事件管理、法規遵循性等方面制訂相關管理規範；技術上
部署網路防火牆、入侵檢測系統、郵件安全系統、作業系
統自動偵測及更新、病毒防護系統、網路准入系統、安全
監控系統及弱點掃描系統等。每半年有內部及外部專業稽
核人員、組織對公司資訊安全管理系統進行稽核，每年對
資安運作狀況，風險控制及事件改善進行評審，並呈報至
資安委員會，以控制及降低資安風險。
4. 員工資安訓練：
公司在新人入職時進行基本的資訊安全教育訓練。對在職
人員通過定期的資安教育訓練、海報、影片宣導強化員工
的資安意識。對內部資訊稽核發現的問題，透過矯正預防
流程即時進行資訊安全管控，減少員工洩漏公司及客戶機
密資訊；當外部資訊安全事件發生時，立即進行資安通
報，強化公司資訊安全成熟度，提高員工防範外部惡意攻
擊的意識等，為公司生產經營活動提供資訊安全保障。
5. 本公司一○七年未發生任何衝擊公司營運的重大網路攻擊
事件。

(十四) 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
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無其他重要風險事項。

七、其他重要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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