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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2020 年度營業報告書 

慧洋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一、外部經營環境 
 

2020 年因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全球，對於運輸供給及需求都有重大影響。在疫情尚未明朗時，各國政府為

防疫限制交通，貿易商及船商也大多採取觀望態度，散裝航運需求受到較大衝擊。因此上半年散裝航運

市場低迷，對租約及船舶買賣亦有所影響。但在全球經濟緊縮時，低油價亦使船舶用油得以相對平穩地

轉換至低硫油。 

 
至下半年因各國已較能有效因應疫情對經濟活動之衝擊，原暫緩之產業投資生產等活動亦逐漸恢復。因

此下半年散裝航運市場逐步回穩，定期租約及運費期貨市場也較為回溫。BDI 整體尚未回到 2019 年水

準，但緩步加溫的市場動能對散裝航運業者仍是正面的訊號。第四季對貨櫃運輸的需求上升，也可視為

經濟活動從疫情衝擊回復的徵兆。船舶買賣交易也慢慢回到市場。 
 

雖然 2020 下半年散裝市場已較回溫，但對於新船的投資仍是偏低，各船型新船訂單總數比 2019 年更為

下降，考慮船齡 20 年以上舊船的淘汰壓力，未來散裝船舶市場供給不足的可能性仍存在。且聯合國對

航運相關環保法規的進程並未因疫情減緩，減碳相關規定可能造成未來三至五年老舊船舶的營運成本更

加提高。因此散裝航運在中期的供需情形仍然對運費水準有基本面的支持。 
 
 
 
二、2020 年營業結果 
 
本公司於 2020 年共有 8 艘新造船、減少 1 艘管理船舶，全年本公司營運船隊淨增加船數為 7 艘，年底

船舶總數為 136 艘。 
 
2020 年本公司原擬掌握供需失衡機會提升獲利，故第一季換約及租金連結指數之船舶較往年增加。不料

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承受較大市場波動，上半年營收及獲利皆不佳。所幸新船平均毛利仍接近四成，對

整體獲利有一定助益。下半年隨景氣回溫，且公司採取較保守營運策略，故獲利情形較為回升，毛利率

從上半年 7.64%提升至下半年 19.07%。全年毛利率 13.88%、總營收 405.1 百萬美元，較去年減少

9.47%。 
 
在業外損益方面，2020 年較無業外收入，但利息費用較前一年降低 16.1 百萬美元，匯兌損失則因日幣

升值而認列 8.3 百萬美元。全年營業淨利約 51 百萬美元，稅後淨利約 4 百萬美元。 
 
且 2020 年為因應新冠肺炎之不確定性，以及暫緩資產處分所帶來的現金流壓力，本公司亦蒙多家主要

往來銀行支持，寬緩還款金額、調整利率，又於年中辦理現金增資，以加強公司因應市場變化之財務穩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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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1 年營業計畫 
 
本公司於 2021 年預計尚有 7 艘新船交船，其中包括 2 艘卡姆薩極限型、1 艘超級極限型、3 艘輕便型及

一艘液化石油氣運輸船，皆為日本一流船廠如今治、JMU、名村、常石、尾道、村上秀所建造。其中包括

3 艘符合第三期氮氧化物排放標準之環保船舶。 
 
因目前市場情勢已較回穩，期租仍多能確保合理利潤空間，本公司仍會漸次為新船及換約船舶尋求與長

期客戶合作之機會，期待能於市場逐漸好轉的環境下逐步提升獲利。並於適當時機鎖定指數連結合約之

租金，以確保穩定現金流。 
 
2020 年因疫情而暫緩之船舶處分計畫，亦可望在 2021 年繼續執行，以提升整體船隊營運效率並持續改

善財務結構。本公司同時將密切關注法規變化，據以評估資本支出計畫，確保具有良好競爭力之環保節

能船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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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2020 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會計師查核報告 

 

慧洋海運(開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慧洋海運(開曼)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西元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西

元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西元二○二○年一月一日至十

二月三十一日及西元二○一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合

併權益變動表、合併現金流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

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上開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

面係依照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

以允當表達慧洋海運(開曼)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西元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及西元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西元二○二○年一月一日

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西元二○一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及

合併現金流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

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

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慧洋海

運(開曼)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

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慧洋海運(開曼)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西元二○二○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

合併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

獨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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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認列 

  於西元二○二○年度慧洋海運(開曼)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認列租金收入

379,014,925 元(新台幣 11,169,570 千元)，佔整體營業收入約為 94%，其金額對整體財

務報表係屬重大，故將租金收入之真實性列為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之查核程序包

括(但不限於)：藉由瞭解慧洋海運(開曼)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有關租金收入認列

之相關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情形，據以設計因應租金真實性有關之內部控制查

核程序，以確認相關內部控制之設計及執行有效性；將租金收入作為母體，並自租金

收入明細選取樣本，執行租金收入之控制點測試及交易細項測試：檢視合約、Debit 

Note、銀行對帳單、水單，確認收入認列是否符合租約內容、收款對象是否與租約一

致及其收款情形；執行租金合約函證程序，以確認租家存在性及租約條款的真實性；

針對租金收入變化原因及毛利率波動進行分析，並評估其合理性等。本會計師亦考量

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四及附註六中有關營業收入揭露的適當性。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減損 

於西元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慧洋海運(開曼)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不

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帳面金額為 2,612,894,085 元(新台幣 73,422,324 千元)，佔總資產

比例約為 89%。管理階層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評估是否有任何跡象顯示資產可能已

減損。若有任一減損跡象存在，則需估計該資產所屬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因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主要係船舶等相關設備，慧洋海運(開曼)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

採一船一公司方式進行船舶管理，而子公司主要現金產生單位為該公司船舶。本會計

師認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金額重大且對可回收金額之計算涉及諸多假設及估計，

因此決定為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之查核程序包括(但不限於)：評估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減損之會計政策的適當性；取得公司自行評估之各現金產生單位之資產減損

評估表，評估管理階層辨識減損跡象之合理性；及管理階層評估減損測試時所使用之

假設，包括現金產生單位之區分、現金流量預測及折現率等是否適當。本會計師亦考

量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四、附註五及附註六中有關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揭露的適當性。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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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洋海運(開曼)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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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洋海運(開曼)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
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慧洋海運(開曼)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

務報導流程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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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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弊或錯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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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其目的非對慧洋海運(開曼)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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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使慧

洋海運(開曼)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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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洋海運(開
曼)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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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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

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

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

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慧洋海運(開曼)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西元二○二○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

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

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

之公眾利益。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文號︰金管證六字第0950104133號 

金管會證字第7497號 

 

 

 

 

會計師： 

 

 

 

西元二○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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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審計委員會審查 2020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書 

 

 

慧洋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西元二○二○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之議案，其中財務報

表業經委託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麗凰、呂倩雯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之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中

華民國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中華民國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 

報告如上， 敬請 鑒察。 

 

此 致 

本公司二○二一年股東常會 

 

 

 

 

  

  

 

 

 

西 元 二 ○ 二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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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董事會議事規範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理由 

11 第一、二項略。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

在席董事未達出席董事過半

數者，經在席董事提議，主

席應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

第八條第五項規定。 

第一、二項略。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

在席董事未達出席董事過半

數者，經在席董事提議，主

席應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

第八條第三項規定。 

  

 

準用項次調整。 

15 第一、二項略。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

對依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

董事，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六

條第四項準用第一百八十條

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一、二項略。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

對依前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

權之董事，依公司法第二百

零六條第三項準用第一百八

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配合公司法第二百

零六條第三項，增

訂第二項，將原第

二項調整為第三項

並做文字修正。 

 

 

  



 

25 
 

附錄五、 公司章程(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修正對照表 

Article 

Number 

After Amendment Prior to Amendment 修正理由 

Article 30 30. (A) The Company may by 

Special Resolution[有下列情事

者，股東會應採特別決議]: 

(a) together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Board, issue any Special 

Shares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4 and 5;  

(b) change its name;  

(c) change the currency 

denomination of its share capital 

and/or increase the share capital by 

such sum, to be divided into new 

Shares of such Classes of such par 

value, as the resolution shall 

prescribe;  

(d) subject to the Law and the 

Taiwan Laws, reduce its share 

capital and any capital redemption 

reserve in any manner authorised 

by Law and the Taiwan Laws;  

(e) participate in the 

merger/consolidation and dissolve 

thereafter, or carry on the general 

transfer, or be acquired by means 

of share exchange, as well as carry 

on a division which resulting in the 

termination of the trading of shares 

on TSE market, and the surviving, 

transferee or newly incorporated 

company is not a listed or GTSM 

company. [參與分割合併，或受

讓，或以換股方式被收購，至股

票在證券交易市場上終止交易，

且存續、受讓或新設公司非為上

市（櫃）公司者。] carry on the 

30. (A) The Company may by 

Special Resolution: 

(a) together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Board, issue any Special 

Shares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4 and 5;  

(b) change its name;  

(c) change the currency 

denomination of its share capital 

and/or increase the share capital by 

such sum, to be divided into new 

Shares of such Classes of such par 

value, as the resolution shall 

prescribe;  

(d) subject to the Law and the 

Taiwan Laws, reduce its share 

capital and any capital redemption 

reserve in any manner authorised 

by Law and the Taiwan Laws;  

(e) carry on the general transfer 

and the trading of Shares then 

traded on TSE markets shall be 

terminated while the transferee 

company is not listed on the 

GreTai Securities Market or TSE; 

and 

(f) carry on a division and the 

trading of Shares then traded on 

TSE market shall be terminated 

while the surviving or newly 

incorporated transferee company 

after the division is not listed on 

the GreTai Securities Market or 

TSE. 

(B) The Company may, by a 

依臺灣證券

交易所中華

民國 108 年

12 月 25 日臺

證上二字第

10800235681

號函之外國

發行人註冊

地國股東權

益保護事項

檢查表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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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transfer and the trading of 

Shares then traded on TSE markets 

shall be terminated while the 

transferee company is not listed on 

the GreTai Securities Market or 

TSE; and 

(f) carry on a division and the 

trading of Shares then traded on 

TSE market shall be terminated 

while the surviving or newly 

incorporated transferee company 

after the division is not listed on 

the GreTai Securities Market or 

TSE. 

 (B) The Company may, by a 

Special Resolution for Mergers, 

effect a Merger of the Compan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Special Resolution for Mergers, 

effect a Merger of the Compan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rticle 44 44 (A) The following matters shall 

be specified in the notice of a 

general meeting with the of their 

major content, and shall not be 

proposed as ad hoc motions; the 

major content may be published on 

the website designated by the 

Commission and the GreTai 

Securities Market or TSE or the 

Company, and such website shall 

be indicated in the above notice: 

(a) election or discharge of 

Directors; 

(b) amendments to the 

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 

and/or these Articles; 

(c) reduction of capital; 

(d) application for the approval 

of ceasing Shares to be publicly 

offered;  

44 (A) The following matters shall 

be specified in the notice of a 

general meeting with the of their 

major content, and shall not be 

proposed as ad hoc motions; the 

major content may be published on 

the website designated by the 

Commission and the GreTai 

Securities Market or TSE or the 

Company, and such website shall 

be indicated in the above notice: 

(a) election or discharge of 

Directors; 

(b) amendments to the 

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 

and/or these Articles; 

(c) reduction of capital; 

(d) application for the approval 

of ceasing Shares to be publicly 

offered;  

依臺灣證券

交易所中華

民國 108 年

12 月 25 日臺

證上二字第

10800235681

號函之外國

發行人註冊

地國股東權

益保護事項

檢查表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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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hare exchange [股票轉換], 

winding-up, Merger or Spin-off of 

the Company; 

(f) entering into, amendment to, 

or termination of any contract for 

lease of its business in whole, or 

for entrusting business, or for 

regular joint operation with others; 

(g) the transfer of the whole or 

any material part of its business or 

assets;  

(h) taking over another's whole 

business or assets, which will have 

a material effect on the business 

operation of the Company; 

(i) carrying out private 

placement of its securities; 

(j) granting waiver to the 

Director’s engaging in any 

business within the scope of 

business of the Company; 

(k) distributing part or all of its 

dividends or bonus by way of 

issuance of new Shares; and 

(l) capitalization of the statutory 

reserve and the Capital Reserve 

(subject to Article 137) by issuing 

new Shares or cash to its then 

Shareholders in proportion to the 

number of Shares being held by 

each of them. 

(B) However, a Shareholder may 

submit proposal by ad hoc motions 

at a general meeting if such 

proposal is related to the matters 

specified in the notice for such 

general meeting. 

(e) winding-up, Merger or Spin-

off of the Company; 

(f) entering into, amendment to, 

or termination of any contract for 

lease of its business in whole, or 

for entrusting business, or for 

regular joint operation with others; 

(g) the transfer of the whole or 

any material part of its business or 

assets;  

(h) taking over another's whole 

business or assets, which will have 

a material effect on the business 

operation of the Company; 

(i) carrying out private 

placement of its securities; 

(j) granting waiver to the 

Director’s engaging in any 

business within the scope of 

business of the Company; 

(k) distributing part or all of its 

dividends or bonus by way of 

issuance of new Shares; and 

(l) capitalization of the statutory 

reserve and the Capital Reserve 

(subject to Article 137) by issuing 

new Shares or cash to its then 

Shareholders in proportion to the 

number of Shares being held by 

each of them. 

(B) However, a Shareholder may 

submit proposal by ad hoc motions 

at a general meeting if such 

proposal is related to the matters 

specified in the notice for such 

general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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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對照表 

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理由 

第三條 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

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

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

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

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

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

各款之事項、證券交易法第

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

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

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

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

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

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

時動議提出。 

 

第五項略。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

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

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

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

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

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

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

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股東

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

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

性提案，程序上應依公司法

第 172 條之 1 之相關規定以 1

項為限，提案超過 1 項者，

均不列入議案。 

 

以下略。 

 

第一、二、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

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

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

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

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第

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

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

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

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

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

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

載明於通知。 

 

 

 

第五項略。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

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

面向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

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

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

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

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

之建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

案。 

 

 

 

以下略。 

 

 

 

一、依臺灣證券

交易所 109

年 6 月 3 日

臺證治理字

第

10900094681

號函修訂。 

二、配合條文規

範調整公告

方式。 

 

 

 

 

 

 

 

三、配合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

二條第五項

修正，及經

商字第

10700105410

號函，修正

本條第六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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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理由 

第九條 

 

第一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

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

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資

訊。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

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

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

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

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

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

出席時，由主席宣布流會。 

 

以下略。 

 

第一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

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

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

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

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

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

流會。 

 

 

以下略。 

 

 

為提升公司治理

並維護股東之權

益，修正第二項。 

第十四

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

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

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

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

監察人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及落選董監事名單及其獲得

之選舉權數。 

 

第二項略。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

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

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

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

監察人之名單與其當選權

數。 

 

為提升公司治理

並維護股東之權

益，修正第一

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