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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Q & A

免責聲明

■ 本資料可能包含對於未來展望之表述。該類表述是基於對現況的預期，但同時受限於已知

或未知風險或不確定性的影響。因此實際結果將可能明顯不同於表述內容。

■ 除法令要求外，公司並無義務因應新資訊的產生或未來事件的發生

，主動更新對未來展望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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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簡介

Ambassador

仰德集團

新竹物流 士林電機 國賓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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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簡介

創 立：1962年12月1日

資本額：36億元

營業額：2020年上半年度合併營收9億

員工數：1,092人

營業(服務)項目：1.國際觀光旅館

2.提供餐飲、休閒育樂設施、會議場所等服務

產品營收比重：餐飲(79%)、客房(20%)、其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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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沿革

1962年 創辦國內第一家國際觀光大飯店—台北國賓大飯店

1964年 台北國賓大飯店開幕

1978年 股票公開發行

1981年 高雄國賓大飯店開幕

1982年 股票上市

1983年 台北及高雄國賓大飯店獲評鑑為五朵梅花級

1994年 獲SRS全球訂房系統之Deluxe Class

1997年 高雄國賓大飯店獲第一屆金質企業服務獎

1998年 獲頒全國性推行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最高榮譽的五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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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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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沿革

2000年 通過ISO 9001品質認證，為北台灣第一家獲得ISO品質認證

之五星級國際觀光大飯店

2001年 新竹國賓大飯店開幕

2005年 新竹國賓獲「全球旅館金鑰匙協會」（Les Clefs d’or）認可

及五位從業人員同時獲選之榮譽。

2010年 高雄國賓榮獲五星級旅館標章

2011年 台北及新竹國賓榮獲五星級旅館標章

2012年 通過「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認證

2013年 台北及高雄國賓大飯店，通過「穆斯林友好餐旅」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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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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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簡介

公司沿革

2014年 台北國賓取得觀光局「台灣穆斯林餐旅認證」

獲《旅遊休閒雜誌》年度旅遊大獎評為「最佳商務飯店」

2015年 高雄國賓獲日本樂天旅遊「年度金賞獎」

高雄國賓獲 Booking.com「住客評分卓越獎」

2016年 台北國賓榮獲「服務科技創新獎」

新竹國賓入選 TripAdvisor Taiwan Top Hotels 前25名

高雄國賓獲得RAKUTEN Travel Golden Award殊榮，

並獲「綠色飯店」美名

2017年 A CUT裝修，11月重新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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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簡介

公司沿革

2018年 台北國賓館內國賓粵菜廳、國賓川菜廳、A CUT牛排館

三間餐廳同時榮獲米其林餐盤推薦

台北、新竹、高雄國賓三館皆榮獲交通部觀光局

「年度星旅100」獎項

2019年 台北客房裝修，11月上旬完成裝修

台北川菜廳裝修，10月中旬開幕

2020年 A CUT 13年磨一劍獲得米其林ㄧ星 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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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國賓大飯店
全台第一家五星級觀光飯店，國賓連鎖品
牌中的旗艦飯店，為國際政商名流指定下
榻地，美食佳餚屢獲殊榮，卓越的住房餐
飲水準，歷久彌新的服務體驗。

地點
位於中山北路上，距離觀光景點或購物商
場，咫尺之遙，享市中心之便利。
客房
共有400間古典客房，包含中、西式之總統
套房，及三層隱密VIP樓層。
餐飲
國賓粵菜廳、國賓川菜廳、ahmicafe、明園
西餐廳、A CUT牛排館、Lobby Lounge、國
賓麵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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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設備齊全的商務中心。
28間多功能會議宴會廳，挑高方正無柱式空
間。
娛樂
健身房、三溫暖、戶外游泳池。

土 地： 1,454坪
建 坪：10,870坪
房 間 數： 400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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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其林餐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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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18
嶄新開幕

米其林餐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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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榮獲米其林ㄧ星

A CUT 牛排館

(13年磨一劍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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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客房



新竹國賓大飯店

新竹地區五星級觀光飯店，以濃厚
的人文藝術氛圍、頂級的軟硬體商務服
務，是追求時尚格調人士的首選，也是
科技風城中閃亮的地標。

地點
座擁新竹火車站及中山高速公路之便利交
通，娛樂購物商圈皆步行可抵達。
客房
擁有257間舒適客房，包含1間總統套房及
15間套房，皆配置免費T1寬頻網路。
餐飲
宴會中心、玖樓中餐廳、八方燴西餐廳、
A CUT牛排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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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完善的辦公商務中心及小型會議室。
新竹市惟一230坪挑高七米無樑柱會議及宴
會空間，可容納千人。
娛樂
健身中心、按摩池、三溫暖、室內溫水游
泳池、有氧教室及健身房。

Ambassador

土 地： 1,205坪(含商場)
建 坪：23,416坪(含商場)
房 間 數： 257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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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餐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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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客房



高雄國賓大飯店
唯一緊臨愛河畔的五星級觀光飯

店，建築設備及妥善周全的服務品
質，餐廳酒吧的優質水準及迷人景
緻，旅客能充份體會賓至如歸的感
受。

地點
座落於愛河畔，可遠眺壽山、近臨財經中
心，便捷交通與如詩美景。
客房
共有443間豪華客房，包含17間套房及1間
總統套房，另有一層隱密VIP樓層。
餐飲
iRiver、粵菜廳、川菜廳、國賓麵包房。

會議

設備齊全的商務中心。

可容納千人的大型會議及宴會廳，網路視訊設
施齊備。

娛樂

設備新穎的健身房、三溫暖、戶外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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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2,218坪
建 坪：13,453坪
房 間 數： 443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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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餐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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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客房



日期：2020/08/19 單位：仟人

項目
2020
上半年

占比%
2019
上半年

占比% 差異 成長率

華僑 258 20.5% 2,435 40.7% -2,177 -89.4%

日籍 263 20.8% 978 16.4% -715 -73.1%

美籍 77 6.1% 303 5.1% -226 -74.5%

東南亞 369 29.2% 1,263 21.1% -894 -70.8%

歐洲 58 4.6% 223 3.7% -164 -73.8%

紐澳 23 1.8% 73 1.2% -50 -69.0%

韓國籍 177 14.0% 557 9.3% -380 -68.2%

其他 37 3.0% 147 2.5% -109 -74.6%

合計 1,262 100.0% 5,977 100.0% -4,715 -78.9%

來華旅客人數

二、市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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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觀光局


工作表2 (2)

				日期：107/08/24																		單位：百萬元

				項目						107上半		106上半		107與106
差異		成長率		105上半		107與105
差異		成長率

								宴會.會議		78		91		-13		-14.5%		84		-6		-7.1%

								喜壽宴		84		94		-10		-10.5%		100		-16		-16.4%

								個別餐室		89		88		0		0.1%		84		4		5.0%

								外燴		9		10		-1		-10.6%		12		-3		-21.4%

								包廂		260		284		-24		-8.5%		280		-21		-7.4%

								早餐		23		24		-1		-5.1%		23		0		-1.6%

								午餐		62		58		4		6.5%		60		2		3.3%

								下午茶		2		13		-11		-82.7%		10		-8		-78.5%

								晚餐		86		76		10		13.1%		76		10		12.6%		a cut 晚餐13補明園下午茶10

								小吃		173		171		2		1.1%		170		3		1.8%

								其他		22		23		-1		-4.8%		25		-3		-13.5%

								合計		454		477		-23		-4.9%		475		-21		-4.4%





































































工作表4

				來華旅客人數

				日期：2020/08/19												單位：仟人

				項目		2020
上半年		占比%		2019
上半年		占比%		差異		成長率

				華僑		258		20.5%		2,435		40.7%		-2,177		-89.4%

				日籍		263		20.8%		978		16.4%		-715		-73.1%

				美籍		77		6.1%		303		5.1%		-226		-74.5%

				東南亞		369		29.2%		1,263		21.1%		-894		-70.8%

				歐洲		58		4.6%		223		3.7%		-164		-73.8%

				紐澳		23		1.8%		73		1.2%		-50		-69.0%

				韓國籍		177		14.0%		557		9.3%		-380		-68.2%

				其他		37		3.0%		147		2.5%		-109		-74.6%

				合計		1,262		100.0%		5,977		100.0%		-4,715		-78.9%





工作表1

				性質		年份		桌數		差異		人數		差異		平均
消費額		營業收入		差異		成長率		佔比				性質		年份		桌數		差異		人數		差異		平均
消費額		營業收入		差異		成長率		佔比

				大宴會		107												55782996		-10653743		-0.1603592103		0.1228717568				大宴會		106												66930386		2938365		0.0459176778		0.1402110678

						106												66436739						0.1391758516						105												63992021						0.1347399137

				喜壽宴		107												83746560		-9801631		-0.1047762751		0.1844663731				喜壽宴		106												93548190		-6600453		-0.0659065645		0.1959721495

						106												93548191						0.1959706232						105												100148643						0.2108703445

				個別餐室		107												88551112		54675		0.0006178215		0.195049235				個別餐室		106												88528402		4211287		0.0499458147		0.1854563005

						106												88496437						0.1853878918						105												84317115						0.1775358962

				會議含餐		107												22391759		-2568110		-0.1028895624		0.0493217461				會議含餐		106												24663768		4547479		0.2260595381		0.0516676125

						106												24959869						0.0522875005						105												20116289						0.0423563282

				外燴		107												9339154		-1107606		-0.1060238773		0.020571112				外燴		106												10448201		-1427113		-0.1201747592		0.0218877181

						106												10446760						0.0218845287						105												11875314						0.0250043483

				小計		107		0		0		0		0		0		259811581		-24076415		-0.0848095564		0.5722802231				小計		106		0		0		0		0		0		284118947		3669565		0.0130845894		0.5951948484

						106		0				0		0		0		283887996						0.5947063957						105		0				0		0		0		280449382						0.5905068308

				早餐		107												22920959		-1234794		-0.051118009		0.0504874012				早餐		106												24152402		849249		0.0364435233		0.0505963625

						106												24155753						0.0506029878						105												23303153						0.0490665051

				午餐		107												61612741		3737934		0.064586548		0.1357127847				午餐		106												57730758		-1914208		-0.0320933706		0.1209389593

						106												57874807						0.1212397789						105												59644966						0.1255868692

				下午茶		107												2227556		-10666315		-0.8272391588		0.0049065798				下午茶		106												12892167		2514705		0.2423237011		0.0270075314

						106												12893871						0.0270108904						105												10377462						0.0218505106

				晚餐		107												85890824		9966163		0.1312638459		0.1891894877				晚餐		106												75809993		-460493		-0.0060376303		0.1588127711

						106												75924661						0.1590517462						105												76270486						0.1605931261

				小吃合計		107		0		0		0		0		0		172652080		1802988		0.0105531026		0.3802962534				小吃合計		106		0		0		0		0		0		170585320		989253		0.0058329949		0.3573556243

						106		0				0				0		170849092						0.3579054034						105		0				0				0		169596067						0.357097011

				其他		107												21529978		-1091170		-0.0482367208		0.0474235235				其他		106												22650246		-2234259		-0.0897851494		0.0474495273

						106												22621148						0.0473882009						105												24884505						0.0523961582

				 合計 		107		0		0		0		0		0		453993639		-23364597		-0.0489456246		1				 合計 		106		0		0		0		0		0		477354513		2424559		0.0051050876		1

						106		0				0				0		477358236						1						105		0				0				0		474929954						1





工作表2

						107		106				105

				大宴會		55,782,996		66,436,739		-10,653,743 		63,992,021		-8,209,025 

				喜壽宴		83,746,560		93,548,191		-9,801,631 		100,148,643		-16,402,083 

				個別餐室		88,551,112		88,496,437		54,675		84,317,115		4,233,997

				會議含餐		22,391,759		24,959,869		-2,568,110 		20,116,289		2,275,470

				外燴		9,339,154		10,446,760		-1,107,606 		11,875,314		-2,536,160 

				早餐		22,920,959		24,155,753		-1,234,794 		23,303,153		-382,194 

				午餐		61,612,741		57,874,807		3,737,934		59,644,966		1,967,775

				下午茶		2,227,556		12,893,871		-10,666,315 		10,377,462		-8,149,906 

				晚餐		85,890,824		75,924,661		9,966,163		76,270,486		9,620,338		a cut 晚餐13補明園下午茶10

				其他		21,529,978		22,621,148		-1,091,170 		24,884,505		-3,354,527 

				合計		453,993,639		477,358,236		-23,364,597 		474,929,954		-20,936,315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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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9年結婚對數及結婚率

註：結婚率：指某一特定期間之結婚對數對同一期間之期中總人口數的比率

二、市場環境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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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對數

結婚對數133,741對

結婚率 5.67%



三、財務概況(上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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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賓合併損益表
單位:新台幣佰萬元

年度 去年同期

損益 金額 % 金額 % %

營業收入 886 100.0 1,467 100.0 -39.6

營業成本 626 70.6 862 58.8 -27.4

營業毛利 260 29.4 605 41.2 -57.0

營業費用 330 37.2 455 31.0 -27.5

營業(損失)利益 -70 -7.8 150 10.2 -146.4

營業外收入淨額 46 5.2 67 4.6 -31.0

稅前(淨損)利益 -23 -2.6 217 14.8 -110.8

所得稅費用 23 2.6 40 2.7 -43.0

本期(淨損)淨利 -46 -5.2 177 12.1 -126.1

EPS -0.13 0.49

成長109年1至6月

資產負債表

前兩年度報表


資產負債表-董事會(百萬元) (排版)

		

				國 賓 大 飯 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個    體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3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佰萬元

				資             產		42,825				42,460				負  債  及  股  東  權  益		42,825				42,460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現金及約當現金		422		3.7		529		4.3		短期借款		20		0.2		186		1.5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流動		2,842		25.0		2,787		22.8		　　應付帳款淨額		158		1.4		140		1.1

				　　應收票據淨額		10		0.1		17		0.1		　　其他應付帳款		316		2.8		668		5.4

				　　應收帳款淨額		112		1.0		129		1.0		　　當期所得稅負債		39		0.3		19		0.2

				　　其他應收款		3		0.0		16		0.1		　　一年內到期之長期借款		132		1.2		207		1.7

				　　存貨		101		0.9		74		0.6		　　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196		1.7		186		1.5

				　　預付款項		95		0.8		113		0.9		　　　　流動負債合計		861		7.6		1,406		11.4

				　　其他流動資產		3		0.0		11		0.1

				　　　　流動資產 合計		3,588		31.5		3,676		29.9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646		5.7		1,251		10.2

				非流動資產										　　遞延所得稅負債		57		0.5		54		0.4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717		6.3		682		5.5		　　淨確定福利負債		135		1.2		132		1.1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35		0.3		35		0.3		　　其他非流動負債		19		0.2		96		0.8

				　　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非流動		36		0.3		37		0.3		　　　　非流動負債合計		857		7.6		1,533		12.5

				　　採權益法之投資		1,192		10.5		1,053		8.6		負債總計		1,718		15.2		2,939		23.9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5,493		48.4		6,498		52.8

				　　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146		1.3		146		1.2

				　　遞延所得稅資產		100		0.9		111		0.9		股東權益

				　　其他非流動資產		39		0.3		64		0.5		　　普通股股本		3,669		32.3		3,669		29.7

				　　　　非流動資產 合計		7,758		68.3		8,626		70.1		　　資本公積		2,926		25.8		2,925		23.8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643		5.7		601		4.9

														　　　　特別盈餘公積		196		1.7		196		1.6

														　　　　未分配盈餘		1,302		11.5		1,165		9.5

														　　　　　　保留盈餘合計		2,141		18.9		1,962		16.0

														　　其他權益		889		7.8		807		6.6

														股東權益合計		9,625		84.8		9,363		76.1

				資產總計		11,346		99.8		12,302		100.0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		11,343		100.0		12,302		100.0





工作表1

		

				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個 體 資 產 負 債 表

				中華民國106年9月30日

																		單位:新台幣佰萬元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43,008				42,643				達成		42,643				成長				101年第一季

				資產負債		金額		%		金額		%		%		金額		%		金額				金額		%

				流動資產		3,587		31.6		2,360		100.0		62.2		3,675		29.9		-88				763,655		100.00

				長期投資		1,192		10.5		1,303		55.2		66.2		1,053		8.6		139				412,270		53.99

				固定資產		5,639		49.7		1,057		44.8		57.3		6,644		54.0		-1,005				351,385		46.01

				　推銷費用		210		14.3		370		15.7		56.7		203		13.6		7				111,190		14.56

				　管理費用		244		16.7		393		16.7		62.4		237		15.8		7				108,661		14.23

				其他非流動資產		925		8.2		763		32.3		59.6		930		7.6		-5				219,851		28.79

				資產合計		11,343		100.0		294		12.4		51.1		12,302		100.0		-959				131,534		17.22

				流動負債		861		7.6		84		3.6		79.6		1,406		11.4		-545				(36,374)		(4.76)

				非流動負債		857		7.6		378		16.0		57.4		1,533		12.5		-676				95,160		12.46

				負債合計		1,718		15.1		61		2.6		65.5		2,939		23.9		-1,221				(22,239)		(2.91)

				股東權益合計		9,625		84.9		317		13.4		55.9		9,363		76.1		262				72,921		9.55

				本期淨利		-94,010		(2620.85)								12,370		336.60		(106,380)				-		-

				本期淨利		-84,385		(2352.52)								21,733		591.37		(106,118)				-		-





資產負債表-董事會(百萬元)

		

				國 賓 大 飯 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個    體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9 月 30 日

																						單位：新台幣佰萬元

				資             產		43,008				42,643				負  債  及  股  東  權  益		43,008				42,643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現金及約當現金		422		3.7		529		4.3		短期借款		20		0.2		186		1.5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流動		2,842		25.1		2,786		22.7		應付票據淨額		- 0		-		- 0		-

				　　應收票據淨額		10		0.1		17		0.1		　　應付帳款淨額		158		1.4		140		1.1

				　　應收帳款淨額		112		1.0		129		1.1		　　其他應付帳款		316		2.8		668		5.4

				　　其他應收款		3		0.0		16		0.1		　　當期所得稅負債		39		0.3		19		0.2

				　　存貨		100		0.9		74		0.6		　　一年內到期之長期借款		132		1.2		207		1.7

				　　預付款項		95		0.8		113		0.9		　　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196		1.7		186		1.5

				　　其他流動資產		3		0.0		11		0.1		　　　　流動負債合計		861		7.6		1,406		11.4

				　　　　流動資產 合計		3,587		31.6		3,675		29.9

														非流動負債

				非流動資產										　　長期借款		646		5.7		1,251		10.2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716		6.3		682		5.5		　　遞延所得稅負債		57		0.5		54		0.4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35		0.3		35		0.3		　　淨確定福利負債		135		1.2		132		1.1

				　　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非流動		36		0.3		37		0.3		　　其他非流動負債		19		0.2		96		0.8

				　　採權益法之投資		1,192		10.5		1,053		8.6		　　　　非流動負債合計		857		7.6		1,533		12.5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5,493		48.4		6,498		52.8		負債總計		1,718		15.2		2,939		23.9

				　　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146		1.3		146		1.2

				　　遞延所得稅資產		100		0.9		112		0.9

				　　其他非流動資產		38		0.4		64		0.5		股東權益

				　　　　非流動資產 合計		7,756		68.4		8,627		70.1		　　普通股股本		3,669		32.3		3,669		29.8

														　　資本公積		2,926		25.8		2,925		23.8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643		5.7		601		4.9

														　　　　特別盈餘公積		196		1.7		196		1.5

														　　　　未分配盈餘		1,302		11.5		1,165		9.5

														　　　　　　保留盈餘合計		2,141		18.9		1,962		15.9

														　　其他權益		889		7.8		807		6.6

														股東權益合計		9,625		84.8		9,363		76.1

				資產總計		11,343		100.0		12,302		100.0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		11,343		100.0		12,302		100.0





資產負債表-董事會

		

				國  賓  大  飯  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個    體    資    產    負    債    表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9 月 30 日

																						單位：新台幣佰萬元

				資             產		43,008				42,643				負  債  及  股  東  權  益		43,008				42,643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現金及約當現金		422.0		3.72		529.0		4.30		短期借款		20.0		0.2		186.0		1.51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流動		2,842.0		25.06		2,786.0		22.65		應付票據淨額		0.0		0.00		0.0		0.00

				　　應收票據淨額		10.0		0.09		17.0		0.14		　　應付帳款淨額		158.0		1.39		140.0		1.14

				　　應收帳款淨額		112.0		0.98		129.0		1.05		　　其他應付帳款		316.0		2.79		668.0		5.33

				　　其他應收款		3.0		0.03		16.0		0.13		　　當期所得稅負債		39.0		0.35		19.0		0.16

				　　存貨		101.0		0.89		74.0		0.60		　　一年內到期之長期借款		132.0		1.16		207.0		1.68

				　　預付款項		95.0		0.84		113.0		0.92		　　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196.0		1.73		186.0		1.51

				　　其他流動資產		3.0		0.02		11.0		0.09		　　　　流動負債合計		861.0		7.59		1,407.0		11.43

				　　　　流動資產 合計		3,587.0		31.62		3,676.0		29.88

														非流動負債

				非流動資產										　　長期借款		646.0		5.70		1,251.0		10.17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716.0		6.31		682.0		5.54		　　遞延所得稅負債		57.0		0.50		54.0		0.44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35.0		0.31		35.0		0.28		　　淨確定福利負債─非流動		135.0		1.19		132.0		1.08

				　　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非流動		36.0		0.32		37.0		0.30		　　其他非流動負債		19.0		0.17		96.0		0.78

				　　採權益法之投資		1,192.0		10.51		1,053.0		8.56		　　　　非流動負債合計		857.0		7.55		1,534.0		12.46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5,493.0		48.42		6,498.0		52.82		負債總計		1,718.0		15.14		2,940.0		23.90

				　　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146.0		1.29		146.0		1.19

				　　遞延所得稅資產		100.0		0.88		111.0		0.90

				　　其他非流動資產		39.0		0.35		64.0		0.52		股東權益

				　　　　非流動資產 合計		7,756.0		68.38		8,627.0		70.12		　　普通股股本		3,669.0		32.35		3,669.0		29.82

														　　資本公積		2,926.0		25.80		2,925.0		23.78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643.0		5.67		601.0		4.88

														　　　　特別盈餘公積		196.0		1.73		196.0		1.59

														　　　　未分配盈餘		1,302.0		11.47		1,165.0		9.47

														　　　　　　保留盈餘合計		2,141.0		18.87		1,962.0		16.05

														　　其他權益		889.0		7.84		807.0		6.56

														股東權益合計		9,625.0		84.86		9,363.0		76.10

				資產總計		11,343.0		100.00		12,303.0		100.00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		11,343.0		100.00		12,303.0		100.00



1101+1102+1103+1105+1131-質設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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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3+1144

1150+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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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4-一年內到期之長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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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百萬元)

		

				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合 併 損 益 表

				中華民國108年1月至6月

																						單位:新台幣佰萬元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109年1至6月				年度計劃				達成		去年同期				成長						101年第一季

				損益		金額		%		金額		%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營業收入		886		100.0		2,360		100.0		62.2		1,467		100.0		-581		-39.6				763,655		100.00

				營業成本		626		70.6		1,303		55.2		66.2		862		58.8		-236		-27.4				412,270		53.99

				營業毛利		260		29.4		1,057		44.8		57.3		605		41.2		-345		-57.0				351,385		46.01

				　推銷費用		210		14.3		370		15.7		56.7		210		13.6		0		3.5				111,190		14.56

				　管理費用		245		16.7		393		16.7		62.4		245		15.8		0		3.4				108,661		14.23

				營業費用		330		37.2		763		32.3		59.6		455		31.0		-125		-27.5				219,851		28.79

				營業(損失)利益		-70		-7.8		294		12.4		51.1		150		10.2		-220		-146.4				131,534		17.22

				營業外收入淨額		46		5.2		84		3.6		79.6		67		4.6		-21		-31.0				(36,374)		(4.76)

				稅前(淨損)利益		-23		-2.6		378		16.0		57.4		217		14.8		-240		-110.8				95,160		12.46

				所得稅費用		23		2.6		61		2.6		65.5		40		2.7		-17		-43.0				(22,239)		(2.91)

				本期(淨損)淨利		-46		-5.2		317		13.4		55.9		177		12.1		-223		-126.1				72,921		9.55

				本期淨利		-94,010		(10614.32)								-94,010		-6,408.74		0		0.00				-		-

				本期淨利		-94,056		(10619.54)								-93,833		-6,396.67		(223)		0.24				-		-

				EPS		-0.13										0.49

				現金股利		0.4元/股										0.4元/股





損益表

		

				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合併)

				合  併  損 益 表

				107年及106年1月1日至6月30日

																						單位:新台幣佰萬元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8年1月1日至6月30日				106年預算				達成		107年1月1日至6月30日				成長						101年第一季

						金額		%		金額		%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營業收入		1,467.0		100.00		2,360.0		100.00		62.16		1,497.0		100.00		-30		-2.03				763,655		100.00

				營業成本		862.0		58.76		1,303.0		55.22		66.15		843.0		56.31		19		2.23				412,270		53.99

				營業毛利		605.0		41.24		1,057.0		44.78		57.25		654.0		43.69		-49		-7.51				351,385		46.01

				　推銷費用		210.0		14.31		370.0		15.69		56.72		203.0		13.56		7		3.46				111,190		14.56

				　管理費用		245.0		16.70		393.0		16.65		62.36		237.0		15.82		8		3.43				108,661		14.23

				營業費用合計		455.0		31.02		763.0		32.34		59.63		440.0		29.38		15		3.44				219,851		28.79

				營業利益		150.0		10.22		294.0		12.44		51.08		214.0		14.31		-64		-30.01				131,534		17.22

				營業外收入淨額		66913000		4.56		84075874		3.56		79.59		20618000		1.38		46		224.54				(36,374)		(4.76)

				稅前淨利(淨損)		217.0		14.78		378.0		16.01		57.42		235.0		15.69		-18		-7.66				95,160		12.46

				所得稅費用		40009000		2.73		61116726.52		2.59		65.46		61538000		4.11		-22		-34.98				(22,239)		(2.91)

				本期淨利(淨損)		177.0		12.06		316.6		13.42		55.87		173.0		11.58		4		2.03				72,921		9.55

				其他綜合損益		-94,010		(0.01)								12,370		0.00		(106,380)		(859.98)				-		-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76,776,990		12.05								173,356,370		11.58		3,420,620		1.97				-		-







三、財務概況(客源別)

2020上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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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務概況(客源別)

201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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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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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三、財務概況(旅客人數)

Ambassador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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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20因疫情自3/19起實施邊境管制

2020及2019 上半年度三館旅客人數



-2.1% +0.1%

-0.2%-3.3%

+4.2%+7.6%

+5.4%

-2.9%

-5.3% +0.1%

+1.5%

-0.0%+0.6%+2.5% -1.0%

三、財務概況(旅客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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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19台北客房裝修

2015~2019 三館旅客人數



歷年營收(個體)

Ambassador 28

三、財務概況

單位：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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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19台北客房、川菜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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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務概況

稅前利益(個體)單位：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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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19台北客房、川菜裝修



四、未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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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跨世代傳承的餐飲服務及空間與差異化的

餐飲領導地位。

2.後疫情時代，積極進行轉型，提昇客房競爭力，

爭取國旅商機。

3.培育中、新生代，建構餐飲優質廚藝團隊及貼心

個人化服務，以因應餐飲日益競爭環境。



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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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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