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    點︰ 台北市仁愛路3段160號福華大飯店地下2樓福華廳 

出    席︰ 出席及委託代表股份394,418,917股(發行股份總額568,304,171股，出席率69.40%)。 

出席董事︰ 蔡景本       許志勤       許積臯  毛觀海       李燕松 

 駿峰企業有限公司(Uppercrest Enterprises Limited) 代表人 蔡淑麗 

 東方朝代有限公司(Orient Dynasty Ltd.) 代表人 顧建舟 

列    席： 監察人  陳惠津                       青山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張豐州 

王輝賢  會計師 

林昇格  律  師 

主    席︰ 董事長  蔡 景 本                     記錄︰舒 曉 琳 

一、宣布開會︰報告出席股東連同委託代表股份總數，已超過法定二分之一以上，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105年度營業報告及財務報告。 

說明：105年度營業報告等詳如附件。 

二、監察人查核報告。 

說明：監察人審查報告書詳如附件。 

 三、105年度董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明：本公司105年度董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分配經106年3月29日之董事會通過，依本公司章 

           程第30條規定，各提撥稅前獲利狀況之1.5%，配發董監事酬勞新台幣12,026,210元，及配 

發員工酬勞(含經理人)新台幣12,026,210元特此報告。     

四、其他報告事項：本公司受理股東提案期間為民國106年4月10日起至106年4月20日止。至截止 

日止未有股東提案，特此報告。 

承認事項 

一、案由:本公司105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等，敬請承認(董事會提)。 

說明:(一)本公司105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債  

          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等表冊，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監察人審查 

          符合各在案，且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翁世榮會計師及王輝賢會計師查核完竣，謹 

          依法提請承認。 

      (二)各表冊如附件。 

          決議：本案經票決結果如下： 

新興航運股份有限公司一○六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日    期︰ 中華民國106年6月23日(星期五)上午9時整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百分比 

   贊 成 權 數      387,656,640 權 

   (含電子投票       79,389,450 權) 
98.29% 

   反 對 權 數           38,460 權 

   (含電子投票           38,460 權) 
0.00% 

   無效與未投票權數   6,684,817 權 

   (含電子投票：      5,178,810 權) 
1.69%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二、案由:擬定本公司105年度盈餘分配表，敬請承認(董事會提)。 

說明:(一)本公司105年度盈餘分配，業經董事會參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之規定，擬妥議案，並 

          送請監察人查核在案。 

      (二)有關本公司105年度盈餘分派議案，經董事會決議擬提撥新台幣397,812,920元分派 

          現金股利，每股分派新台幣0.7元。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另訂配息基準日及 

          發放日。 

決議：(一)本案經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百分比 

   贊 成 權 數      388,735,805 權 

   (含電子投票       79,961,615 權) 
98.56% 

   反 對 權 數          239,357 權 

   (含電子投票          239,357 權) 
0.06% 

   無效與未投票權數   5,404,755 權 

   (含電子投票：      4,405,748 權) 
1.37%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二)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 

討論事項 

ㄧ、案由：修訂「新興航運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提請公決(董 

         事會提)。 

    說明：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中華民國106年2月9日金管證發字第10600012965號函  

辦理修訂「新興航運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對照表詳如附件。  

   決議:本案經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百分比 

   贊 成 權 數      388,746,556 權 

   (含電子投票       79,991,366 權) 
98.57% 

   反 對 權 數           82,221 權 

   (含電子投票           82,221 權) 
0.02% 

   無效與未投票權數   5,551,140 權 

   (含電子投票：      4,533,133 權) 
1.4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其他事項及臨時動議：無。 

散會 

主席：蔡  景  本 

記錄：舒  曉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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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市場預測 2017 年油輪市場並不太樂觀，但 2018 年後則新船交船數量幾乎為零，

而屆齡除役船隻增加，油輪市場將加速轉為船東的市場。 

(二) 105 年度營業成果

整體而言，105 年度散裝現貨市場之運價大部分時段都跌落至損益平衡點之下僅

油輪市場一片欣欣向榮。本公司長年執行穩健的長期租約策略，於 105 年間仍有

數艘海岬型散裝船持有獲利穩定之長期船運租約，為公司挹注部分盈餘，也彌補

了現貨營運船舶的虧損，另三艘 30 萬噸超級油輪則處於榮景市場，利潤穩定；

本年度整體營業利潤雖較 104 年度為低，惟公司在極度低迷之航運市場猶能經營

獲利，已屬難能可貴。 

結算 105 年度合併營收為新台幣 4,082,325 仟元，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600,146 仟

元，每股稅後淨利 1.06 元(稅前為每股 1.37 元)。

本公司 105 年處分兩艘船舶，基於汰舊換新計畫，處分一艘 30 萬噸級油輪，另

一為船齡已屆 20 年且長期租約期滿之輕便極限型木屑專用船，計處分利益新台

幣 75,283 仟元；目前船隊自有船舶之總承載量達 280 萬載重噸。

(三) 106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本(106)年度本公司仍將採取「穩健、平實、進取」之經營方針，推行下列諸營業

計畫與目標：

1.嚴格掌控服務品質與成本，謹慎執行長期及現貨合約。  
2. 嚴密監控及分析國際航運市場動態趨勢相關訊息，審慎選擇信譽優良的租家，

以保障船東的權益。

3. 本年度將有一艘巨型油輪 VLCC 及一艘海岬型散裝貨輪長期租約到期，屆時巨

型油輪將安排參加聯營組織或繼續出租，合計將有七艘海岬型、2 艘 Kamsarmax
型及 2 艘輕便極限型散裝貨輪投入現貨市場營運，將視航運市場狀況，靈活規

劃採行短、中或長期租約的策略，以確保獲利能力。

4. 本公司於 2015年與上海外高橋船廠簽約建造之一艘 300,000載重噸超大型油輪

VLCC，業於 2017 年 1 月交船並加入聯營組織營運。

5. 將隨時掌握二手船買賣行情，適時研究處分老舊船舶，繼續汰舊換新計畫。

概括而言，現今散裝航運市場長期租約已不多見，本公司將靈活規劃船舶投入現

貨市場，並嚴格管控成本、維持船隊營運績效以增加獲利能力；油輪則在加入聯 



營集團經營現貨油運之餘，伺機轉換長期租約以穩定獲利，開源節流並重乃為本

公司集團本年度最重要的營運策略。 

(四)市場變數及影響

1.散裝航運市場持續低迷，BDI 下滑的主因為船舶運力嚴重供過於求。目前新船

訂單為數極少，而數年前已簽訂之合約則大幅推遲下水進度，所以供給面已大

量減少，供求平衡現象已日漸改善，目前新型二手船價較之去年漲幅頗大可見

端倪。2015 至 2016 年間，海岬型及巴拿馬型船東因不堪賠累而加速大量報廢

逾齡船隻，目前海岬型及巴拿馬型已有船齡不足 20 年之船舶遭拆解報廢，預

計今年這一情形將會加速，所以海運市場復甦進程在今年(2017)下半年度也許

可見部份改善。  

2.散裝海運市場低迷不振，船東經營艱困，燃油成本高漲，如同雪上加霜。去年

2016 下半年間，產油國 OPEC 達成減產協訂以推高油價，但 OPEC 亦擔心油價攀

升過高，將促使頁岩油恢復生產，進而與其競爭之不利局面，故國際原油受限

於頁岩油之因素，油價應不致再繼續調漲，或稍可減輕船舶運輸成本之壓力。 

3.海運業目前遭逢多方面的挑戰，除了要面對前所未見的艱困營運市場，同時需

履行減少環境污染之責任與義務。2017 年九月國際海事組織 IMO 將執行船舶壓

載水處理系統之環保規章，因船舶壓載水處理設備及其安裝費用昂貴，後續操

作維修成本增高，在航運市場極度不景氣的情況下，船東難以負擔如此龐大的

費用，且恐不敷營運成本而提前報廢船舶，如此將促使船舶拆解年輕化，舒緩

船舶供需不平衡情況。 

(五)未來發展及策略

本公司秉持的中長期租約穩健經營策略，創造了過去幾年平穩優厚的獲利，預期

106 年度仍將面臨散裝市場極度低迷的嚴峻考驗，公司早年即已規劃各型散裝船

及大型原油輪組合之多角化營運策略，經營成果優異。未來仍將秉持多樣化船型

之經營模式，以規避過度集中之市場風險，穩健中求發展。並已將原定在今年中

交船之大型礦砂船延期至明年三月交船以減低風險，相信在公司專業負責的管理

團隊領導下，定能確保於變動的航運市場中，保持競爭優勢，為公司及股東謀求

長遠與最大的利潤。 

(六)結語

新興航運公司秉持永續經營海運事業的企業精神，船隊管理嚴格且恪遵國際航運 



安全及海洋環境保護法規，除公司享有卓越的信譽，且積極與世界主要航商維持

長期良好合作關係，對於海運未來的挑戰深具信心。同時深信在這一波海運景氣

循環週期的衝擊下，更能彰顯公司長期營運策略的優勢。   

董事長：蔡景本             經理人：許積臯           會計主管：范曉婷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105 年度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翁世榮會計師及

王輝賢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財務報表連

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等表冊，移由本監察人等審查完竣，尚無不

合，爰依照公司法第 219 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鑒察為荷！ 

此      上 

本公司 106 年股東常會 

新興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青山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 豐 州

監察人：陳 惠 津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3     月     30      日



( ) ( ) ( )

1.



及費損資訊，與管理階層討論營運計劃，並複核管理階層過去營運計畫之實際執行情

形，以評估其執行之意圖與能力，並取得期後一定期間之營運成果比較。 

2. 將評估模型所使用之折現率與市場中類似資產報酬率比較，並檢查公司計算加權平均

資金成本(WACC)時使用之假設與實際權益資金比重、產業風險係數及市場風險貼水相

符。  

3. 檢查評價模型計算公式之設定。 

V/C(論程傭船)收入認列時點之合理性    

事項說明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及相關說明請詳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四(二十一)及六(十)。 

新興航運集團營業收入之類型包含採 T/C(論時傭船)及 V/C(論程傭船)。其中，T/C(論時

傭船)係依據運務合約所載之每日租金與航次資訊計算認列收入，於財務報導結束日之認列截

止點明確；而採 V/C(論程傭船)係隨時間經過依據提供服務之完成程度認列，收入認列之進

度則需考量較多因素進行判斷，如合約間之議約期掌控、船舶與設備船況及裝卸貨港口變化

等。 

考量新興航運集團於判斷 V/C(論程傭船)收入認列時涉及人工作業，查核團隊須投入許

多資源於收入之查核，故本會計師將散裝輪 V/C(論程傭船)之收入截止列為查核之重要事項

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開關鍵查核事項所敘明之特定層面已執行之因應程序彙列如下: 

1. 瞭解管理階層對 V/C(論程傭船)收入認列之流程，確認收入認列依據及簽核程序之適

當性。 

2. 針對資產負債表日前後一定期間之 V/C(論程傭船)收入，檢視運務合約，依據對受查

者營運狀況之瞭解，評估管理階層航程規劃總期間之合理性。 

3. 取得資產負債表日船舶回報之位置資訊，與管理階層之航程規劃比對，確認收入係依

照已完成之航程進度適當認列。 

4. 取得期後合約結清時之相關憑證，評估收入認列之合理性。 

其他事項–個體財務報告 
新興航運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 105 年度及 104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並經本會計師出

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表，且維持

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新興航運集團繼續經營之能力、相

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新興航運集團或停止

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新興航運集團之治理單位(含監察人)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中華民國一

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

表達可能導因於錯誤或舞弊。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

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中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

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

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

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

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

非對新興航運集團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新興航運集

團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

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表使

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

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新興航

運集團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表是否允

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表表示意

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團查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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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105 年度盈餘分配議案表 

單位：新台幣元 

摘                    要 
金                  額 

小    計 合    計

可分配盈餘 

期初未分配盈餘 

屬 86 以前年度未分配盈餘 

屬 87 以後年度未分配盈餘 

減：民國 105 年度保留盈餘調整數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合計可分配盈餘 

分配項目 

分派現金股利(每股 0.7 元) 

分配後保留盈餘 

359,266,989 
  7,112,424,532 7,471,691,521 

(2,743,534)
7,468,947,987 

600,146,166 
(60,014,617)
(30,170,202)

7,978,909,334 

(397,812,920)

7,581,096,414 

董事長：蔡景本             經理人：許積臯             會計主管：范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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