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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公司名稱  子公司名稱  主要業務  

所持有權益百分比 

109.3.31  108.12.31  108.3.31 

國泰健康管理顧問(股)

公司 

 Cathay Healthcare Management 

Limited (BVI) 

 一般貿易及各

項投資業 

 100.00%  100.00%  100.00% 

國泰健康管理顧問(股)

公司 

 杭州坤寧健康咨詢有限公司  顧問服務業  100.00%  100.00%  (註) 

Cathay Real Estate 

Holding Corporation 

 CCH Commercial Company 

Limited 

 投資業  66.67%  66.67%  66.67% 

Cathay Healthcare 

Management Limited 

(BVI) 

 Cathay Healthcare Management 

Limited (Cayman) 

 商業管理業  100.00%  100.00%  100.00% 

Cathay Healthcare 

Management Limited 

(Cayman) 

 杭州坤寧健康咨詢有限公司  顧問服務業  (註)  (註)  100.00% 

 
註：子公司國泰健康管顧為業務發展之需，於民國108年度第4季經經濟

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核准，變更投資架構案，修正為直接投資杭州坤

寧健康諮詢有限公司。 
 

(3) 合併財務報表之子公司增減變動情形： 
 

本期合併財務報表增加之子公司：杏霖股份有限公司。 
 

4. 除下列會計政策外，本集團民國109年及108年1月1日至3月31日之合併財務報
告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民國108年度合併財務報告相同，其他會計政策之彙總
說明請參閱本集團民國108年度之合併財務報告： 

 
(1) 退職後福利計畫 

 
期中期間之退休金成本則採用前一年度結束日依精算決定之退休金成本

率，以年初至當期末為基礎計算，並針對該結束日後之重大市場波動，及

重大縮減、清償或其他重大一次性事項加以調整並予以揭露。 
 
(2) 所得稅 

 
期中期間之所得稅費用，係以當年度預期總盈餘所適用之稅率予以應計及

揭露，亦即將估計之年度平均有效稅率應用至期中期間之稅前利益。對年

度平均有效稅率之估計僅包含當期所得稅費用，遞延所得稅則與年度財務

報導一致，依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之規定認列及衡量。當期中
發生稅率變動時，則將稅率變動對遞延所得稅之影響一次認列於損益、其

他綜合損益或直接認列於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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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重大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本集團民國109年及108年1月1日至3月31日之合併財務報告所採用之重大會計判
斷、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與民國108年度合併財務報告相同，請參閱
本集團民國108年度之合併財務報告。 
 

六、 重要會計項目之說明 
 
1. 現金及約當現金 

 
  109.3.31  108.12.31  108.3.31 
庫存現金及零用金  $4,745  $5,152  $4,690 
支票及活期存款  1,760,918  1,922,906  1,625,953 
定期存款  88,500  88,500  106,200 
約當現金－短期票券  69,954  106,885  159,733 
合  計  $1,924,117  $2,123,443  $1,896,576 
 
本集團之現金及約當現金未有提供質押或擔保之情形。 
 

2.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09.3.31  108.12.31  108.3.31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權益工具投資－流動：       
上市櫃公司股票  $2,036,151  $2,454,341  $2,506,571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權益工具投資－非流動：       
未上市櫃公司股票  $2,225,941  $2,234,994  $1,667,377 

 
本集團之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未有提供質押或擔保

之情形。 
 

本集團持有之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於民國109
年及108年1月1日至3月31日之股利收入相關資訊如下： 
 

  109年1月1日
至3月31日  108年1月1日

至3月31日 
與資產負債表日仍持有之投資相關  $900  $- 
與當期除列之投資相關  -  - 
當期認列之股利收入  $900  $- 













































































附表一 為他人背書保證：
單位︰新臺幣千元

對單一 以財產擔保 累計背書保證金額 屬母公司 屬子公司 屬對

企業背書 之背書 佔最近期財務報表 對子公司 對母公司 大陸地區

保證限額 保證金額 淨值之比率 背書保證 背書保證 背書保證

   註1：編號欄之填寫方法如下：
(1)發行人填0。
(2)被投資公司按公司別由阿拉伯數字1開始依序編號。

   註2：背書保證者與被背書保證對象之關係有下列7種，標示種類即可：
(1)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2)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3)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4)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
(5)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約規定互保之公司。
(6)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其背書保證之公司。
(7)同業間依消費者保護法規範從事預售屋銷售合約之履約保證連帶擔保。

   註3：應填列公司依為他人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所訂定對個別對象背書保證之限額及背書保證最高限額，並於備註欄說明背書保證個別對象及總限額之計算方法。
   註4：當年度為他人背書保證之最高餘額。
   註5：應填列董事會通過之金額。但董事會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第十二條第八款授權董事長決行者，係指董事長決行之金額。
   註6：應輸入被背書保證公司於使用背書保證餘額範圍內之實際動支金額。
   註7：屬上市櫃母公司對子公司背書保證者、屬子公司對上市櫃母公司背書保證者、屬大陸地區背書保證者始須填列Y。

備註
一、對個別對象背書保證之限額：23,772,744千元*30%
二、背書保證最高限額：23,772,744千元*60%

N Y1 國泰健康管理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坤寧健康咨詢

有限公司
3 $7,131,823 $30,254 $30,254 $11,799 $-  0.13% $14,263,646 Y

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續)
(金額除另予註明外，均以新臺幣千元為單位)

編號

(註1)
背書保證者

公司名稱

被背書保證對象
本期最高

背書保證餘額

期末背書

保證餘額

實際動支

金額

背書保證

最高限額公司名稱
關係

(註2)

52













(金額除另予註明外，均以新臺幣千元為單位)

附表七  被投資公司名稱、所在地區…等相關資訊(不包含大陸被投資公司)：

單位：股；新臺幣千元；美金千元

本期期末 去年年底 股  數 比率 帳面金額

$242,747 $242,747

(USD 9,592) (USD 9,592)

國泰建設(股)公司 國泰建築經理(股)公司 中 華 民 國 建築經理業 50,000 50,000 5,000,000 100.00% 124,142 6,492 6,492 子公司

國泰建設(股)公司 國泰健康管理顧問(股)公司 中 華 民 國 顧問服務業 467,500 467,500 46,750,000 85.00% 570,376 (10,794) (9,175) 子公司

國泰建設(股)公司 國泰商旅(股)公司 中 華 民 國 服務業 400,000 400,000 40,000,000 100.00% 91,881 (71,454) (69,616) 子公司

國泰建設(股)公司 國泰飯店管理顧問事業(股)公司 中 華 民 國 服務業 750,000 750,000 75,000,000 100.00% 518,596 (60,501) (56,985) 子公司

國泰建設(股)公司 杏保醫網股份有限公司 中 華 民 國 醫療器材批發

業
100,000 100,000 10,000,000 100.00% 97,899 (1,079) (1,079) 子公司

103,122 103,122 14,021 -  

(USD 3,400) (USD 3,400) (USD 464) (USD 0)

杏保醫網股份有限公司 杏德股份有限公司 中 華 民 國 醫療器材批發

業
80,000 80,000 8,000,000 100.00% 79,585 (253) -  孫公司

杏保醫網股份有限公司 杏霖股份有限公司 中 華 民 國 醫療器材批發

業
26,000 -  2,600,000 100.00% 25,960 (40) -  孫公司

2,641 2,641 3,394 -  

(USD 90) (USD 90) (USD 112) (USD 0)

103,122 103,122 14,019 -  

(USD 3,400) (USD 3,400) (USD 464) (USD 0)

註1：公開發行公司如設有國外控股公司且依當地法令規定以合併報表為主要財務報表者，有關國外被投資公司資訊之揭露，得僅揭露至該控股公司之相關資訊。

    並於備註欄註明各被投資公司與本(公開發行)公司之關係(如係屬子公司或孫公司)。

          (3)「本期認列之投資損益」乙欄，僅須填寫本(公開發行)公司認列直接轉投資之各子公司及採權益法評價之各被投資公司之損益金額，餘得免填。於填寫「認列直接轉投資之各子公司本期損益金額」時

    ，應確認各子公司本期損益金額業已包含其再轉投資依規定應認列之投資損益。

註2：非屬註1所述情形者，依下列規定填寫：

          (1)「被投資公司名稱」、「所在地區」、「主要營業項目」「原始投資金額」及「期末持股情形」等欄，應依本(公開發行)公司轉投資情形及每一直接或間接控制之被投資公司再轉投資情形依序填寫，

          (2)「被投資公司本期損益」乙欄，應填寫各被投資公司之本期損益金額。

170,000Cathay Healthcare
Management Limited(BVI)

Cathay Healthcare Management
Limited(Cayman) Cayman Islands 商業管理業 100.00% -  曾孫公司

孫公司7,758 66.67% -  

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續)

100.00% $9,460 $-  $-  子公司

被投資公司

本期損益

本期認列之

投資損益
備  註

國泰建設(股)公司 Cathay Real Estate Holding Corporation

期 末 持 有
投資公司名稱 被投資公司名稱 所在地區 主要營業項目

原始投資金額

孫公司170,000 100.00% -  

British Virgin
Islands

一般貿易

及各項投資
9,591,891

Cathay Real Estate Holding
Corporation CCH Commercial Company Limited Cayman Islands 投資業

國泰健康管理顧問(股)公司 Cathay Healthcare Management Limited(BVI) British Virgin
Islands

一般貿易

及各項投資

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