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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同投資表現與台股⼤大盤指數之比較 

註1: 富同每股帳⾯面價值(或稱淨值)年年度報酬率已扣除營利利事業所得稅、證卷交易易稅、交
易易⼿手續費及其他相關之稅負、規費及費⽤用。另外，董監事酬勞也已於年年報中扣除。台股
⼤大盤指數並無列列入這些投資必要的交易易成本。 

註2: 富同績效計算皆有考慮配息，且為了了考量量增資對於比較基期的影響，我們的每年年基
期採期初股東權益基準點來來做比較。 期初股東權益基準點 = 期初股東權益 + 當期現⾦金金
增資 –當期現⾦金金股利利分配。 

台股⼤大盤加權股價指數2015年年底收盤8338.06點，2016年年底收盤9253.5點，年年度報酬率為

11%。台股⼤大盤加權股價指數之報酬指數2015年年底收盤13198.59點，2016年年底收盤

15256.22點，年年度報酬率為15.6%。2016年年富同每股帳⾯面價值年年度報酬率為10.1%，累計⾃自

2010創立以來來, 富同投資之累積報酬率為111.3%，年年複利利報酬率為11.3%。

年年度報酬率(%)

年年度
富同每股 

帳⾯面價值

台股⼤大盤

報酬指數

富同相比 

報酬指數

台股⼤大盤

股價指數

富同相比 

股價指數

2010 22.6% 13.6% 9.0% 9.6% 13.0%

2011 3.3% -18.0% 21.3% -21.2% 24.5%

2012 17.3% 12.9% 4.4% 8.9% 8.4%

2013 21.7% 15.1% 6.6% 11.8% 9.9%

2014 7.1% 11.4% -4.3% 8.1% -1.0%

2015 -0.9% -6.9% 6.0% -10.4% 9.5%

2016 10.1% 15.6% -5.5% 11.0% -0.9%

累積報酬率 111.3% 45.1% -- 13.0% --

年年複利利報酬率 11.3% 5.5% 5.8% 1.8%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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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股東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首先向各位股東致上萬分謝意，因為有你們的⽀支持，富同投資才有服務⼤大家的機會！ 

2016年年台股收盤指數為9253.5點，是史上第3次收在9千點之上的封關指數，封關總市值達

27.25兆元更更是改寫歷史新⾼高。主要原因在於去年年外資⼤大買台股，買超⾦金金額超過新台幣3,100

億元，為新興亞洲之冠，令台股登上九千點的歷史⾼高檔區。外資青睞的台積電、⼤大立光市值

增幅分別達26.9%及67%，讓這兩兩家公司市值頻創歷史新⾼高，其他外資⼤大買的股票如台塑化及

鴻海海，市值漲幅也有42.1%及15.5%。單是台積電就貢獻1.3兆元或近⼀一半的台股市值增幅，⽽而

過半數以上的中⼩小型股去年年股價不漲反跌，五百多檔股價甚⾄至跌破年年線。也就是說，投資⼈人

若若沒有台積電這檔股票，報酬⾺馬上少掉⼀一半，多數甚⾄至根本難有獲利利。 

這樣分歧的走向， 引⽤用奧斯卡影帝丹丹佐‧華盛頓的話「不看新聞，你會與世界脫節；看了了新

聞，你會與事實脫節。」套⽤用在去年年的股市上，「不看股市，你會與經濟脫節；看了了股市，

你會與事實脫節。」似乎也謂之成理理。 

由於去年年的台股市值⼤大都處於歷史⾼高檔區，因此我們的投資就變得相對保守⼀一些。⼀一些外資

或媒體追逐的熱⾨門股票，我們也盡量量避免隨之起舞。年年度10.1%的報酬率雖不及⼤大盤亮眼，

所幸也達到我們預期 7% 的報酬⽬目標。未來來⼀一年年，如果市值依然居⾼高不下，在沒有物美價廉

的標的物出現時，我們還是會採取較為保守的投資策略略。 

新的⼀一年年開始，幾個與投資相關的議題，為您整理理分享如下： 

就台灣經濟來來看，今年年⼀一例例⼀一休上路路，勞保費率調⾼高，營利利事業所得稅預計增加等政策，企

業的營運成本將不斷地墊⾼高，且⼗十五到六⼗十四歲勞動⼈人⼝口史無前例例地減少，國發會預測從

2016到2061年年，每年年平均減少⼗十八萬⼈人，加上⼈人⼝口老化速度全球第⼀一，將使國內⽣生產⼒力力不

⾜足，消費不振，⽇日漸不利利於台灣未來來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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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國際環境來來看，央⾏行行總裁彭淮南去年年底指出，海海關統計台灣去年年對美貿易易順差約53.5億美

元，約當GDP比率達7.8％，超前⼤大陸、德國及⽇日本，尤其台灣輸出中間財到⼤大陸的比重居

⾼高，萬⼀一美中貿易易戰開打，台灣也將跟著受影響，可預⾒見見台灣將會受重傷。 

長期以來來台灣的產業均以替美國企業代⼯工為主，甚⾄至幫美國企業在⼤大陸找到了了替代⼯工廠，教

會了了中國相當多的技術，⽽而中國的紅⾊色供應鏈成長茁壯後，反過來來利利⽤用規模與價格戰⾎血洗市

場，逐步蠶食台廠的商機，反⽽而變成台灣 ⼤大的勁敵，加上其背後⼜又有中國政府撐腰，撒錢

挖腳的新聞更更是⼀一樁接著⼀一樁。 

如今川普喊出「美國製造」的新保護主義政策，重商思維更更從⽤用⼈人上⼀一覽無遺。提名國務卿

提勒勒森是艾克森美孚⽯石油執⾏行行長、商務部長羅斯是投資⼤大亨、財政部長米努欽來來⾃自⾼高盛，整

體內閣商業年年資⾼高達83年年，是美國史上 有資本家經驗的內閣。再者，川普的主軸很清楚，

就是把中國視為頭號敵⼈人。他從選戰時就不斷強調中國對美國的巨額貿易易順差，損及美國利利

益及搶走美國⼯工⼈人的⼯工作。 

如果中美的分歧越⼤大，台海海的情勢也就跟著越趨緊張，對台灣經濟影響所及決不單只是陸客

來來台旅遊與否的問題。近來來餐飲業者海海霸王的聲明稿、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婉拒出任總統府

資政、及製鞋⼤大廠豐泰在中國遭到查稅等，都反映出許多在⼤大陸有投資的企業，經營上已經

⾯面臨臨巨⼤大的衝擊與困境。⼀一旦之後美國⾃自給率提⾼高，⼤大陸出⼝口動能趨緩，台灣⼜又遲遲無法有

效突破區域經濟協議的框架，未來來我們的經濟發展該如何延續？ 

就台灣資本市場⽽而⾔言，過去幾年年影響台股 ⼤大的因素，其實還是投資⼈人信⼼心。⽽而造成國內投

資⼈人對台股缺乏信⼼心的原因，證所稅及富⼈人稅是 ⼤大的⼲干擾。雖然⾃自然⼈人的證所稅已修法廢

除，但占交易易比重越來來越⼤大的法⼈人，稅率卻從之前的10%拉到12%，導致本⼟土法⼈人機構成了了稅

改下 ⼤大的受災⼾戶。富⼈人稅⽅方⾯面，45% ⾼高稅率加上⼆二代健保2%，及兩兩稅合⼀一扣抵減半的種

種負擔，不但是台灣資⾦金金連續25季外流，累計逾9兆元，也使得國內銀⾏行行爛頭⼨寸不斷創新⾼高，

⼀一樣是超過9兆元。⺠民眾若若不是把錢匯往國外，就是寧可定存利利息不斷縮⽔水，也不願投資。前

兩兩者的⾦金金額相加，台灣不但可以多出150棟台北101⼤大樓樓，也可以多蓋20條⾼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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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自然⼈人在集中市場成交⾦金金額占比創歷年年新低的同時，只要分離課稅20%的外資，在厚此

薄彼的畸型稅制下成了了台股的中流砥柱，持有台股比重屢屢創新⾼高，成了了主宰市場的莊家。未

來來在美國升息趨勢確立，企業減稅和保護主義的新政引領下，若若美元持續走強，外資會不會

繼續加碼台股，將是很⼤大的變數，去年年蘋果概念念股幾乎⼀一⽀支獨秀，今年年的續航⼒力力如何，更更直

接牽動今年年台股的走向。 

央⾏行行統計資料顯⽰示，台灣直接⾦金金融占比從⺠民國92年年起持續縮減，104年年已降⾄至20.53％，是歷

史新低⽔水準。對比美國、歐盟等直接⾦金金融比重都在7、8成以上，更更加凸顯台灣的資本市場逐

漸喪失基本功能。也就是說，企業越來來越少願意直接在公開市場發⾏行行股票、債券來來籌資，相

反的，越來來越只能仰賴銀⾏行行等⾦金金融機構放款，這種間接⾦金金融的⽅方式取得資⾦金金。資本市場因制

度⾯面的限制，連⼤大企業都籌資不易易，遑論中⼩小企業，⼤大家只能轉向銀⾏行行去籌資，不僅造成負

債比例例升⾼高，⼀一旦市場出現重⼤大變動，銀⾏行行緊縮銀根，企業資⾦金金⾺馬上斷炊，公司營運立即⾯面

臨臨困難。再者，新創企業本就不容易易從間接⾦金金融管道取得資⾦金金，等於扼殺產業的未來來可能

性。 

在普遍投資⼈人都對台股缺乏信⼼心下唯⼀一的例例外，是現股當沖交易易⼾戶數創下新⾼高，累積開⼾戶數

⼀一路路增加到超過112萬⼾戶，現股當⽇日沖銷交易易占市場比重則從2014年年約3.7%增加到超過10%，

若若把資卷互抵當沖也算進來來，佔台股比重更更⾼高達16%以上。這顯⽰示本國投資⼈人追逐差價風氣

⽇日盛，⽽而台股漸漸變成隨著消息風向快進快出的投機市場，⼤大眾追求的不再是公司獲利利的盈

餘分配，⽽而是盡快贏錢閃⼈人。通常當市場狀狀況越糟，這樣幾近於博弈的投機風氣就越盛，結

果便便是更更進⼀一步使震盪加劇。 

⽇日前政府為了了刺刺激交易易量量，端出的辦法竟是當沖證交稅降稅，反⽽而是⿎鼓勵散⼾戶積極參參與這種

上沖下洗，有你無我的零和遊戲。這種把投資當賭博，把股市當賭場的結果，留留給投資⼈人

的，會是個個腰纏萬貫，還是負債累累，就留留待時間來來告訴我們吧！然⽽而，資本市場這樣不

健康的發展趨勢，無疑的也將對經濟發展造成深遠的傷害。  

引⽤用經典名著雙城記的開場⽩白來來為去年年的股市及富同投資的表現做個總結：『 這是 好的時

代，也是 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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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套⽤用在股票市場，我們或許可以理理解成---縱使⼤大環境充滿不確定，市場總會替我們汰

弱留留強；無論景氣再壞，總會有前景值得期待的公司出現；就算盲從跟風的⽺羊群效應⽅方興未

艾，但我們需要堅持的，不過就是不要讓外在的噪⾳音壓過⾃自⼰己內在的⼼心聲⽽而已。 

展望新的⼀一年年，顯然的無論個體公司或整體產業，都⾯面臨臨了了前所未⾒見見的課題，也凸顯我們所

處的是個變動難測的年年代。然⽽而，不少殷實的企業家，他們不常出現在媒光燈前，卻常站在

戰場 前線。即使沒有政府⽀支援，沒有FTA，他們⼀一樣拿下訂單，並躋⾝身為全球供應鏈不可

或缺的⼀一⾓角。他們常常是產業中的隱形冠軍，不過公司名字卻連銀⾏行行理理專都不清楚。我在理理

智上和情感上都相信，如果不去投資這樣的公司和企業家，只把錢拿去寄定存，那我就是跟

⾃自⼰己的財富過不去。⽽而過去幾年年富同投資的績效表現，就是 佳的佐證。 

截⾄至去年年底，富同投資組合均是上市櫃體質良好的公司。我們選擇股票的標準，如同各位股

東選擇富同⼀一樣，只有當負責團隊為⼈人誠信正直、具備所處產業經營智慧、且對⼯工作充滿熱

情活⼒力力，我們才會成為這些企業的合夥⼈人。這樣⼀一來來，也才能讓好的資本被好的管理理⼈人使

⽤用，進⽽而產⽣生好的循環。 

後，衷⼼心期盼各位股東能⼀一如既往地保持平常⼼心來來看待您⼿手中富同的持股，也希望⾃自⼰己能

為所有的股東分憂解勞、創造財富，以不辜負⼤大家對富同投資之期望。 

2017/1/13              

吳卓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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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關於「投資公司」 

在公司設立時，有不少⼈人問我: 什什麼是投資公司啊? 以公司的本質來來思考，它的⽬目的是要將本

求利利。⽽而「投資公司」也就是以投資為專業，藉由投入資本以求賺取財務報酬的公司。 

其實，「投資公司」的名稱及型態由來來已久，舉例例來來說，1962年年時蔡萬春與蔡萬霖兄弟創立

國泰⼈人壽，並於1979年年時分家，之後蔡萬霖成立國泰⼈人壽集團，稍後改名為霖園集團，也就

是今天國泰⾦金金的前⾝身。依照當初蔡萬霖的設計，國泰⾦金金是由萬寶開發持有18.1％、霖園投資

則占15.6％。也就是說，「投資公司」早已是霖園蔡家做為股權控制與賺取長期資產報酬的

重要⼯工具。霖園投資是於1973年年成立，比我出⽣生早3年年，但這不是 早成立的投資公司。

⼤大名鼎鼎的中央投資公司，資本額⾼高達上百億，在1971年年便便已正式成立⾄至今。 

在美國，曾是世界⾸首富，被台灣投資⼈人譽為“股神”的華倫倫‧巴菲特，更更是早在1956年年就成立了了

⾃自⼰己的第⼀一間投資公司---巴菲特聯聯合有限公司，當時包含他⾃自⼰己在內只有7位股東，總資本

額美⾦金金10萬5,100元。在剛成立公司之初，他也曾經歷過在眾多華爾街要⼈人前，被當眾質疑

「誰會想跟著他投資? 」 5、60年年後，⼀一樣是以投資為本業，他掌管的公司---波克夏哈薩

威，這個在1965年年被巴菲特收購的公司，淨值超過美⾦金金2,400億元(2014年年年年報數字)。 

然⽽而，每個⾏行行業總有些不肖業者，就如同每個群體都難免有害群之⾺馬⼀一樣。⼀一個建商違法蓋

了了海海砂屋，也會使得其它守法的建商免不了了被投以狐疑的眼光。鴻源投資公司就是這樣的例例

⼦子。在1980年年代初期，台灣累聚四⼗十年年的經濟實⼒力力，社會資⾦金金充沛但卻無適當投資管道，以

致⼤大家樂、六合彩盛⾏行行、房股⼆二市狂飆......等非常態⾦金金融現象出現。加上傳統社會理理財觀念念

⽋欠缺、解嚴後立法與⾏行行政機關效率不張，未能有效預防與查緝，更更助長地下⾦金金融活動啃蝕儲

存不易易的社會成本。 

鴻源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於1982年年成立，以⽉月息四分的異異常⾼高利利為誘惑，吸⾦金金近千億元

的地下投資公司。之所以稱其為「地下」投資公司，是因為該公司之組成及運作於法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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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政府當時卻也無法可管。直到「銀⾏行行法」於1989年年修正後，檢調單位終於開始查緝地下投

資公司，⽽而鴻源也在1990年年宣告倒閉。因為這些不肖公司所留留下的負⾯面印象，加上台灣股市

早年年各項法規制度不健全，內線交易易與炒作股票情況嚴重，所以時⾄至今⽇日，很多⼈人仍將股市

視為賭場，把投資當作投機。 

近幾年年來來，台股權證年年成交值從1064億餘元倍增到7000億元，規模為世界第五，成為不少券

商推展業務重⼼心，甚⾄至透過媒體置入⾏行行銷，吸引為數眾多的股⺠民加入權證市場，塑造不少權

證以⼩小博⼤大的致富傳奇。雖然政府與劵商都強調權證具有避險功⽤用⽽而積極造市，但不能否認

的，這是⼀一種零和遊戲，並不是真正的投資。加上槓桿交易易倍數⼤大，交易易具投機性，對於很

多賭性堅強的⼈人⽽而⾔言，很容易易就被吸引。⽬目前交易易⼈人數已快速成長到⼗十餘萬⼈人，未來來因為觀

念念偏差所造成的搶短不看長，恐怕會讓很多⼈人賠上的不只是財富，更更是⼈人⽣生。 

富同投資緣起及願景 

可能是遺傳的關係，從⼩小我就對數字非常感興趣。每到過年年，總是興沖沖地拿著壓歲錢，與

弟妹展開撲克牌⼤大戰，直到彈簧床被坐出三個⼤大凹洞洞為⽌止。⼤大學考取的是機械系，但當我的

同學滿臉興奮地邀請我加入拆解摩托⾞車車的⼩小組時，我就知道這並不是我想要的志願了了。留留學

時期，終於把⾃自⼰己對財務管理理及企業經營的興趣當成專業來來學習。這期間， 喜歡看到別⼈人

在喝可⼝口可樂或是吃麥當勞薯條，公寓牆上貼著的壁紙是星巴克的股東年年報封⾯面；另外比爾

蓋茲、安迪葛洛洛夫及其他傑出的企業家也沒有讓我這個⼩小股東失望。由這些公司寄來來的股利利

⽀支票都算是這⾨門實務投資學教授給我的成績單及獎學⾦金金，⽽而從中所累積得寶貴經驗更更是⼀一份

珍貴的畢業禮物。 

回國後從領到第⼀一份薪⽔水開始，就不間斷地進⾏行行證劵投資。當⼤大學講師時，印象 深的是有

⼀一次學⽣生聽課後舉⼿手問:「老師，請問你能不能幫我投資? 」這是⼀一個餐旅系的學⽣生，靠打⼯工

賺⾃自⼰己的零⽤用錢，對餐飲業非常有興趣，但是投資顯然是她不擅長的領域。但這位學⽣生很有

智慧的是，她知道可以請別⼈人來來做⾃自⼰己不拿⼿手的事，好讓⾃自⼰己能更更專注於做別⼈人不拿⼿手的事

⼀一樣。投資和下廚在這⽅方⾯面的道理理是⼀一樣的。我們可以⾃自⼰己下廚，也可以請別⼈人代勞，重要

 9



的是能吃得健康且價格實惠；相同的，我們可以⾃自⼰己投資，也可以請別⼈人代理理，重要的是能

賺取報酬且控制風險。 

就像⼀一般的創業者，藉由提供滿⾜足他⼈人需求的產品或服務，使⾃自⼰己也能獲得報酬⼀一樣；我希

望透過⾃自⼰己的投資表現，能為所有的股東創造財富；也唯有股東能獲得滿意的報酬時，我才

可能有不錯的報酬。如果能做⾃自⼰己熱愛的⼯工作，⽽而且產出的成果有機會也能讓他⼈人和⾃自⼰己都

受益，那該有多好? 

就在這樣的⾃自我期許和家⼈人好友的⽀支持下，富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於2010年年4⽉月成立，原始

股東共9⼈人。我們的願景是「創造財富，股東同享」。本公司除了了所有的經營事務都會以符合

政府法規為 低標準外，也委請會計師事務所及記帳⼠士事務所負責公司財簽及會計記帳與財

務報表查核的⼯工作，希望透過公正第三⽅方所繪製之財報，增加公司財務的透明度與可信度。 

近7年年來來，我們公司股東⼈人數成長⾄至65⼈人，除了了我的家⼈人以外，還多了了從⼩小看我長⼤大的親戚長

輩及表兄弟姊妹、學⽣生時期的老師及同學、職場結識的上司與同事及創業後認識的新夥伴。

每次想到各位合夥⼈人及家屬的臉龐，就覺得⾃自⼰己的⼯工作⽬目標很具體，因為每份信賴都是股東

們努⼒力力打拼多年年的辛苦成果；⽽而我的責任就是在嚴守投資安全的原則下，將我們⼿手中持有的

富同股票之年年平均報酬率達到 ⼤大。 

我其實⼗十分地幸運，在台灣經濟起⾶飛的時代出⽣生，有很棒的⽗父⺟母讓我受良好教育，現在享受

很好的家庭⽣生活跟健康的⾝身體，⽽而且還有⼀一個不錯的商業頭腦，讓我可以相對於那些比我更更

努⼒力力以及貢獻社會更更多的⼈人⽽而⾔言，得到不成比例例的收穫。此外，我擁有⾃自⼰己熱愛的⼯工作，也

受到許多有才幹且令⼈人愉快的合作夥伴⼤大⼒力力地幫助。 

然⽽而， 讓我感到⿎鼓舞的，莫過於是我們的股東喜歡我所提供的服務，並且年年復⼀一年年持續認

同我們的願景，並分享我們的期望。⽽而我也希望能夠不負所託地實現這些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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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 

資產負債表 

 11



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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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分配表 

 

註: 依章程及股東會決議分派，其中員⼯工紅利利新台幣0元、董監酬勞新台幣478,000元、股東

現⾦金金股利利新台幣4,889,1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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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105年年度盈餘分配表

                           合計

期初未分配盈餘 6,738

加：105年年度稅後淨利利 5,434,260

減：提列列10％法定盈餘公積 -543,426

可分配盈餘 4,897,572

計算項⽬目：

        分配股息紅利利 -4,889,160

期末未分配盈餘 8,412



近年年每股淨值及相關資料 

單位：新台幣元 

年年度 99年年 100年年 101年年 102年年 103年年

股數 1,400股 2,170股 2,960股 4,340股 6,670股

⾯面值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期初每股淨值 10,000 11,770 11,275 12,148 13,216

資本額 14,000,000 21,700,000 29,600,000 43,400,000 66,700,000

期初股東權益 

基準點
14,000,000 25,540,860 33,373,958 52,721,192 88,151,900

稅後淨利利 762,222 2,130,905 3,530,876 7,567,262 6,631,905

每股盈餘 544 982 1,193 1,744 994

期末淨值(分配前) 17,163,960 26,382,818 39,135,992 64,168,080 94,410,856

期末每股淨值 

(分配前) 12,260 12,158 13,222 14,785 14,155

每股現⾦金金股利利 490 883 1,074 1,569 895

期末淨值(分配後) 16,477,960 24,466,708 35,956,952 57,358,620 88,441,206

期末每股淨值 

(分配後) 11,770 11,275 12,148 13,216 13,260

現⾦金金股利利報酬率 4.9% 7.5% 9.5% 12.9% 6.8%

每股淨值報酬率 22.6% 3.3% 17.3% 21.7%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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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年度 104年年 105年年

股數 8,300股 9,720股

⾯面值
10,000 10,000

期初每股淨值
13,260 12,092

資本額
83,000,000 97,200,000

期初股東權益 

基準點
110,156,776 117,532,121

稅後淨利利
9,782,385 5,434,260

每股盈餘
1,179 559

期末淨值(分配前)
109,159,481 129,384,496

期末每股淨值 

(分配前) 13,152 13,311

每股現⾦金金股利利
1,060 503

期末淨值(分配後)
100,361,481 124,495,336

期末每股淨值 

(分配後) 12,092 12,808

現⾦金金股利利報酬率
8.0% 4.2%

每股淨值報酬率 -0.9%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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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現⾦金金增資與股利利政策 

現⾦金金增資政策 

我們的⽬目標是要吸引長期的事業合夥⼈人。希望這些合夥⼈人在買進我們股票時，⼼心中並沒有預

存賣出這些股票的價格⽬目標或時間表；相反的，我們希望合夥⼈人永遠持有我們的股票，⽽而且

像我們⼀一樣地來來評估我們的表現。 

為了了服務股東可能的資⾦金金管理理需求及增加公司投資的避險性，我們於每年年度股東常會決議後

會辦理理現⾦金金增資來來增加公司的資本額。 根據公司法規定，公司發⾏行行新股時，應通知原有股

東，按照原有股份比例例儘先分認；原有股東未認購者，得洽由特定⼈人認購。⽽而新股認購權

利利，得與原有股份分離⽽而獨立轉讓。 

因此，我們每年年於年年報發⾏行行時，會⼀一併調查原有股東於新⼀一年年度之認股意願，包含股東⾃自⾏行行

認購及股東⾃自⾏行行保留留給指定⼈人認購的額度。⽽而原有股東沒有認購之部分，則有董事會洽由特

定⼈人認購之，故每年年度也可能有為數不定的新股東加入。 

現⾦金金增資參參考價 

根據「發⾏行行⼈人募集與發⾏行行有價證券處理理準則」第 17 條規定，⼀一般上市或上櫃公司辦理理現⾦金金

增資發⾏行行新股，應提撥發⾏行行新股總額之百分之⼗十，以時價對外公開發⾏行行，同次發⾏行行由公司員

⼯工承購或原有股東認購之價格，應與對外公開發⾏行行之價格相同。 

然⽽而，由於富同投資並未於公開市場交易易，故尚無時價可作為現⾦金金增資之參參考價格。因此，

我們每年年現⾦金金增資案之每股價格以上⼀一年年度年年底之每股淨值 (已扣除當年年度董監事酬勞)減去

當年年度每股預計發放之現⾦金金股利利為參參考價，實際⾦金金額由董事會決議，並經股東會承認後之公

告價為準。不過，由於每年年底⾄至次年年度增資⽇日前之淨值波動幅度可能相當⼤大，為求價格訂定

過程更更為透明且兼顧股東權益，經股東會決議加入市場調整機制後，我們會以股東會前 後

⼀一個交易易市場收盤價為基準，當波動幅度⼤大於5%時，將參參考價連動調整與之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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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不管是現有股東要增加持股或新股東願意加入，富同投資都會以現⾦金金增資⽅方式來來募集

股本，在尚未於公開市場交易易⽽而無時價作為參參考的情形下，每年年的現⾦金金增資發⾏行行價格也都會

按照上述原則來來制定。我們既不會透過私募去圖利利特定⼈人，也不會為了了吸引新資⾦金金⽽而把增資

價格打折，卻損害現有股東的權益。這樣的募資與訂價原則，相信對所有現在及未來來富同的

股東們都是 公平的⽅方式。 

當然，不能否認的，股票市場每天都有變化，連帶地也影響富同每天的股票淨值。對於以股

份有限公司的型態來來經營的富同投資來來說，我們並無法像投信市場上的基⾦金金⼀一般，每天都能

讓投資⼈人申購或贖回，也每天都能提供每單位淨值給投資⼈人做為申購或贖回的參參考。我們必

須按照公司法所規定，透過董事會提議、股東會決議、增資認股現⾦金金繳納、送主管機關審

查、及股票簽證等法定程序，才能合法完成現⾦金金增資。因為上述流程我們每年年只會進⾏行行⼄乙

次，⽽而每次完成作業所需的時間也長達2-3個⽉月左右，所以富同辦理理現⾦金金增資的時間勢必無法

像基⾦金金申購般可以隨時為之，⽽而增資的價格也不像基⾦金金的淨值可以隨時做變動。 

股東們或許也會擔⼼心，害怕⾃自⼰己是不是參參與現⾦金金增資會認購在「⾼高點」、或是放棄參參與現⾦金金

增資會錯失「低點」撿便便宜的機會。對於這樣的疑問，坦⽩白說，我也沒有答案。因為沒有⼈人

能保證明天、下禮拜、或下個⽉月股票會漲還是會跌，⽽而短期的帳⾯面獲利利或損失也不等於長期

真實的結果。此外，富同股票不像集中市場的股票般容易易買賣，就算參參與現⾦金金增資在所謂的

「低點」撿到便便宜，也無法快速賣出實現獲利利；相同的道理理，就算參參與現⾦金金增資認購在短期

相對的「⾼高點」，經過⼀一段時間後，也不無可能隨股市的反彈增值⽽而顯得便便宜了了。對此疑

慮，唯⼀一我能保證的，是當每⼀一位新股東或每⼀一筆新資本加入富同投資的同時，就與現有股

東同在⼀一條船上，⼀一起承擔未來來相同的風險，也⼀一起分享未來來相同的報酬率。 

⾄至於現⾦金金增資是否會稀釋股東權益，則是另⼀一個常常令上市櫃公司股東困擾的問題。投資⼈人

往往擔⼼心⼀一旦公司股本變⼤大，⽽而收益卻無法等比例例成長時，那麼報酬就被稀釋了了。這點也請

各位合夥⼈人不⽤用擔⼼心，因為我們公司是以投資為本業，⽽而股東權益報酬率的決定因素就是每

年年為股東創造的投資獲利利率。也就是說，富同投資無論是股本⼀一百萬賺5% 或是股本⼀一千萬賺

5%，對合夥⼈人的投資獲利利來來說，都是您個⼈人所持有股份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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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年年現⾦金金增資⾄至股款繳納後送部審查期間，公司將⼀一律律以發⾏行行之財報為依據做說明及討

論，以免造成資訊不對等之情形。換句句話說，各位股東從上年年度財報發⾏行行後⾄至第⼀一季季報出

爐前，將無法得知這段期間富同淨值的變化。若若因此造成各位股東不便便，敬請各位股東多多

包涵及⾒見見諒。 

股利利政策 

本公司之股利利分派，係配合當年年度之盈餘狀狀況，扣除法定之保留留盈餘後，分配之數額以不低

於當年年度可供分配盈餘之百分之八⼗十為原則，以現⾦金金股利利⽅方式發放。 

新制⼆二代健保⾃自 105 年年 1⽉月 1⽇日起開始實施，⾃自然⼈人股東單次20,000元(舊制5,000)以上之股

利利所得會被另外加收1.91％(舊制為2%)的補充保費，以股利利總額(股利利淨額＋可扣抵稅額)為費

基。舉例例來來說，若若股東之現⾦金金股利利淨額為50,000元，可扣抵稅額為10,000元，則需繳交

(50,000+10,000)*1.91% = 1,146元之補充保費，必須由本公司代為扣繳。因此，股東實際收

到本公司現⾦金金股利利匯款將會是50,000-1,146 = 48,854元。實際的執⾏行行我們也會以股利利通知書

向股東說明。 

兩兩稅合⼀一資訊 

⺠民國87年年以前，當公司獲利利要發放股利利時，稅前盈餘須先扣除營利利事業所得稅，股東領到現

⾦金金股利利後，⼜又得繳納綜合所得稅，也就是營利利所得兩兩次課稅。實施兩兩稅合⼀一制的⽬目的就在於

消除上述現象，在概念念上認為公司為法律律的虛擬體，不具獨立納稅能⼒力力，只是為把盈餘傳送

給股東，不應重複課稅。換句句話說，公司是先替股東代繳稅負，每位股東的實際稅負則視個

別的所得稅率⽽而定。所以，股東真正獲得的股利利總額其實是公司匯款的股利利淨額外加可扣抵

稅額。 

然⽽而，政府為了了籌措財源⽀支應施政需求，於103年年6⽉月4⽇日公布「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

案，⾃自104年年1⽉月1⽇日起，營利利事業分配屬87年年度或以後年年度股利利（或盈餘）淨額於計算股東

可扣抵稅額時，由「完全設算扣抵制」修正為「部分設算扣抵制」，分配股利利予中華⺠民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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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居住之個⼈人股東的可扣抵稅額，是以股利利淨額依稅額扣抵比率計算⾦金金額的半數為準。另法

⼈人股東，其獲配股利利或盈餘總額所含之稅額，不適⽤用上述得扣抵申報應納稅額之規定。 

下表為歷年年富同投資兩兩稅合⼀一資料: 

註：103年底後之可扣抵稅額，以股利淨額依稅額扣抵比率計算⾦額的半數為準。 

⽇日期 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 盈餘分配之稅額扣抵比率

99年年12⽉月31⽇日 168,173 20.48%

100年年12⽉月31⽇日 274,373 13.07%

101年年12⽉月31⽇日 390,115 11.04%

102年年12⽉月31⽇日 621,653 8.21%

103年年12⽉月31⽇日 1,350,981 20.37%

104年年12⽉月31⽇日 1,118,026 11.42%

105年年12⽉月31⽇日 1,444,701(預計) 20.48%(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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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形成 

股本來來源                                                                       

                                                                                                         單位：新台幣元 

註⼀：100年3⽉24⽇經授中字第10031788700號函核淮。
註⼆：101年3⽉23⽇經授中字第10131806160號函核淮。
註三：102年3⽉22⽇府經⼯商字第10201321850號函核淮。
註四：103年3⽉13⽇府經⼯商字第10302082420號函核淮。
註五：104年3⽉24⽇府經⼯商字第10401719500號函核淮。
註六：105年3⽉16⽇府經⼯商字第10502166800號函核淮。

股權分散情形      

                                                                            每股⾯面額10,000元/105年年12⽉月31⽇日 

年年 ⽉月 ⾯面額
實  收  股  本 備          註

股   數 ⾦金金   額 股本來來源 其他

99.04 10,000 1,400 14,000,000 現⾦金金設立股本 ─

100.03 10,000 2,170 21,700,000 現⾦金金增資 註⼀一

101.03 10,000 2,960 29,600,000 現⾦金金增資 註⼆二

102.03 10,000 4,340 43,400,000 現⾦金金增資 註三

103.03 10,000 6,670 66,700,000 現⾦金金增資 註四

104.03 10,000 8,300 83,000,000 現⾦金金增資 註五

105.03 10,000 9,720 97,200,000 現⾦金金增資 註六

持股 股東⼈人數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例

1⾄至30 18 330 3%

31⾄至50 15 690 7%

51⾄至150 15 1,290 13%

151⾄至300 11 2,620 27%

301⾄至500 3 1,350 14%

501以上 3 3,440 35%

合        計 65 9,72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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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場機制  

投資⼈人如果有資⾦金金上的需求⽽而考慮轉讓售出持股，除了了⾃自尋合意⼈人辦理理交易易外，也可以在每

年年年年報發⾏行行後⾄至股東會召開前，委託本公司於年年度增資時依照當年年度現⾦金金增資發⾏行行價格協助

辦理理。如此，想要增資與想要售股的投資⼈人都能以公告之現⾦金金增資價格作為買賣的價格⽽而各

取所需。不過，若若投資⼈人於股東會召開後才提出售股的需求，受限於時間倉促，願意增資的

股東若若已直接參參與增資，將有來來不及撮合買賣的情形。 

以過往幾年年辦理理現⾦金金增資的情形看來來，每年年都有新的資本加入我們公司，⽽而現有的董監事持

股也年年年年增加。因此，對於投資⼈人未來來可能⾯面對需要出售持股的考量量，我們委託售股的退場

機制應該能⼤大抵滿⾜足這⽅方⾯面的需求。 

 21



富同投資與⼀一般共同基⾦金金之比較  

「股份流動性」的考量量 

雖然投資⼈人可以⾃自由地買賣我們公司的股票，但比起集中市場的股票⽽而⾔言，這樣的交易易顯然

較不易易進⾏行行的多。我們的股票也不似共同基⾦金金般可以隨時申購或贖回，只有每年年⼀一次的現⾦金金

增資時，才會有新股的募集。所以，我會善意地提醒我們的合夥⼈人，如果欲投資的資⾦金金並非

長期⾃自由資⾦金金，那這部分的資⾦金金就不適合加入富同。 

其實，如果持有的是⼀一個長期表現優異異公司，那股份的流動性對於投資⼈人除了了資⾦金金周轉⽅方便便

外，反倒可能會讓⼈人做出⼀一個後悔悔的決定，那就是---售出該股份。舉奇美實業來來說，成立於

1959年年，做為全世界 ⼤大的ABS/PMMA樹脂廠商，⾄至今仍然不是⼀一間上市公司；⽽而該公司

股票上市與否也不影響其股東年年複⼀一年年可回收的投資收益。但是如果該公司股東因為股票交

易易⽅方便便就隨意出售持股，那是不是很不智的選擇呢? 

共同基⾦金金的投資成本 

富同投資 共同基⾦金金

⼀一、與投資⼈人的關係 合夥關係 信託關係

⼆二、投資⼈人控制權 較⾼高的⾃自主權 主要掌握在經理理⼈人⼿手上

三、風險 嚴守安全邊際, 風險較⼩小 風險相對較⼤大

四、募資⽅方式 年年度淨值 每⽇日淨值

五、收取費⽤用 與績效連結 1~3%，不與績效連結 

六、流動性 較差 較佳

七、組織型態代表 華倫倫巴菲特/波克夏公司 彼得林林區/富達基⾦金金

 22



每個投資股市的法⼈人或散⼾戶都希望能夠「打敗⼤大盤」 ；基⾦金金業者也必然會以這樣的信念念去慫

恿他們的客⼾戶。然⽽而，⾝身為同⼀一條船上的成員，多數業者反⽽而會被⼤大盤打敗。理理由很簡單： 

1. 因為無法避免的稅負及⼿手續費成本，全體投資者扣除成本後的平均報酬會落落後不須計入任

何交易易成本的⼤大盤報酬率。  

2. 基⾦金金業者本⾝身的⾼高管理理及⾼高顧問成本:這個產業有層層的顧問和⾼高薪的經理理⼈人存在著，所

以在計算報酬率時要減去的成本比⼀一般投資者要⼤大很多。這些專家及幫⼿手們的薪⽔水並非來來

⾃自於他們創造的投資績效，⽽而是來來⾃自於基⾦金金管理理費。不管基⾦金金投資⼈人賺錢與否，業者⼀一樣

有錢賺。⾄至於他們⾃自⼰己的錢是否放在該基⾦金金裡頭，恐怕投資⼈人也無從得知吧。 

3. 難以避免的⾼高交易易成本: 當投資⼈人申購基⾦金金時，業者為了了要「打敗⼤大盤」，必然得進場買

股；⽽而當投資⼈人贖回基⾦金金時，業者為了了要籌措現⾦金金，⼜又勢必得賣股退場。可惜的是，⼀一般

投資⼈人會去申購基⾦金金時，經常是市場氣氛熱烈，也就是股市相對⾼高點時；但贖回基⾦金金時，

卻通常經常是市場氣氛悲觀，也就是股市相對低點時。就算是能⼒力力再好的基⾦金金經理理⼈人，⾯面

對投資⼈人這種夏天送暖爐、雨天不給傘的⾏行行為，也只能被迫追⾼高殺低，隨波逐流了了。由此

看來來，共同基⾦金金的⾼高流動性反⽽而成為⼀一種缺點了了。 

因為對資產價格實證分析⽅方⾯面的貢獻，2003年年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 Eugene Fama 也曾在

他的論⽂文中表⽰示，共同基⾦金金無法持續贏過市場。處於資訊就在指尖的現代社會，只要將網路路

上的資料稍微歸納整理理，就可發現上述情形依舊存在。 

台股基⾦金金的現況 

根據投信投顧公會統計，台股基⾦金金平均賣出週轉率約240%，代表基⾦金金所有持股不到半年年就換

⼿手⼀一次，每年年證劵交易易稅及⼿手續費成本約為1.4%。因此，就算沒有其他成本⽀支出，台股基⾦金金

表現平均會落落後⼤大盤表現1.4%。如果再列列入基⾦金金管理理費及其他費⽤用，基⾦金金持有⼈人在還沒賺取

任何報酬之前，就先付出了了⼀一筆為數不少的入場費。以⽬目前國內投信基⾦金金整體規模約2兆來來

說，如果以常⾒見見的1.5%~2% 經理理費加保管費計算，就算績效表現不佳，台灣投資⼈人⽀支付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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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金業者每年年約300~400億元做為報酬，⽽而這還未考慮買賣基⾦金金的⼿手續費在內! 儘管如此，台灣

每個⽉月參參與定期定額的⼈人數仍約60萬⼈人，可⾒見見很多⼈人急需投資理理財的服務。 

不理理性的股票市場 

市場從過去到現在，⼀一直都是脆弱和不理理性的。它有時會以低的離譜的價格，把優質的股票

賣給我們；有時⼜又願意開出⾼高的嚇⼈人的價格，要買進我們⼿手中的股票。 

舉例例來來說，在現今的股票市場上，有很多⼈人其實是根據熱⾨門明牌來來買股票的，短期來來說，也

常常可以看到因此賺進⼀一筆的例例⼦子。個⼈人投資者⼤大多不會進⾏行行系統的搜索以決定要買入什什麼

股票，所以買入的通常是那些吸引他們注意⼒力力的股票，其價格波動⼤大，背後也往往有激動⼈人

⼼心的故事可講。 

助長這⼀一惡惡性循環的還有來來⾃自機構法⼈人的經營動⼒力力。基⾦金金經理理⼈人⼤大都渴望上漲潛⼒力力巨⼤大的股

票，因為這些股票能讓他們從市場的巨⼤大變動中獲益，因此他們⾃自然被波動率 ⾼高的股票所

吸引。⽽而⾼高波動率股票的成交量量越⼤大，能為經紀公司創造的交易易收入也就越⼤大。 

美國在1990年年代末期的達康(.com)泡沫，就出現了了不少非理理性決策的範例例。企業只要在名字

前⾯面加個「e」，就能讓市值增加幾百萬美元。電⼦子產品公司3Com將⼦子公司⼿手持電腦製造商

Palm上市，不久之後，3Com⼿手中的Palm股份，價值已經比3Com本⾝身還要⾼高；換⾔言之，投資

⼈人將3Com本⾝身業務的價值評估為負，⽽而當時的3Com獲利利相當不錯，這樣的價格偏誤還持續

了了數⽉月之久。更更荒繆的是，那些市場上少數並未涉入達康癲狂的基⾦金金管理理⼈人，因為他們的睿

智與專業，竟比⼀一般隨波逐流的同⾏行行更更早失去了了客⼾戶， 終亦失去了了⼯工作。 

近新興市場股票型基⾦金金下跌，投資⼈人卻仍前仆後繼，根據晨星公司的統計，在2015年年截⾄至

8⽉月的12個⽉月期間，新興市場股票型基⾦金金光在美國就吸引約145億美元資⾦金金投入，然⽽而，同期

間的報酬率卻是負21.6%。這些例例⼦子也再再印證科學家⽜牛頓的⾄至理理名⾔言:“我能計算天體的運

⾏行行，卻無法計算⼈人類的瘋狂。” ⼼心理理學家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丹尼爾‧康納曼（Dan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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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hneman）所謂的「系統⼀一思維」也適⽤用來來說明此現象：若若我們必須作很多決定，那麼節

省精⼒力力的⽅方法，就是假設如果其他⼈人都在使⽤用某項產品，那這產品應該不錯。 

⾯面對這樣⼀一個不理理性的市場，我們更更需要提醒⾃自⼰己避免情緒化侵蝕做決策時所需的合理理知識

框架。我們買入價格被低估的股票，等待市場再次正確反映其價值，⽽而這過程需要多久時

間，我們就無從得知了了。 

通貨膨脹的影響 

⼀一般來來說，通貨膨脹率是政府及央⾏行行希望能控制的指標，因為⾼高漲的物價將相對的使得存款

越來來越薄。1985年年台灣的消費者物價指數為65.81，2011年年成長到108.01，27年年的期間平均

物價年年增率1.85％，算是非常溫和。也因為⼤大家較重視此⼀一指標，並相信通膨影響有限，所

以國⼈人普遍還是喜歡定存這樣的理理財⽅方式。 

然⽽而，進⼀一步檢視國⼈人的平均經常⽀支出，在1985年年需⽀支出5,250元/⽉月，如果以平均物價年年增

率1.85％計算，現在應該也只需要8,610元/⽉月即可，但實際上到了了2011年年卻已成長到24,657

元/⽉月。也就是說這27年年經常性⽀支出的平均年年增率⾼高達5.9％，我們的⽣生活⽀支出成長速度遠比

政府統計的通貨膨脹率還快三倍以上！ 

⽽而且，⽬目前政府債務越積越多，對於如何有效控制通膨也會越來來越⼒力力不從⼼心。畢竟，通膨的

情況可以使得政府的債務相對較為便便宜，⽽而不斷發⾏行行公債，以債養債的結果，也讓惡惡性通膨

的怪獸蠢蠢欲動。 

巴菲特曾說：通貨膨脹是⼀一種税，⽽而且這種税比我們的立法者所制定的任何税都更更具毁滅

性，它具有可怕的消耗資本的能⼒力力。在台灣，很多⼈人對於投資股票還停滯在風險很⾼高的印

象，因此寧願選擇“沒有風險”的定存來來作為理理財⽅方式，然⽽而，這種看似安全的做法卻隱藏著

危險的陷阱，因為資產的實質購買⼒力力勢必受到嚴重侵蝕，錢也只會越存越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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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個只依靠存摺上2%利利息收入過⽣生活的⼈人⽽而⾔言，零通膨時期100%的所得税和通膨時期2%

的通貨膨脹率是⼀一樣的。兩兩種情況都會使存款⼈人没有任何實際收入，任何所花的錢都直接來來

⾃自於資本。⼀一般存款⼈人會對300%的所得税感到氣憤不已，但卻不會注意到6%的通貨膨脹率，

或更更確切的說---經常性⽀支出的平均年年增率，在經濟上就相當於300%的所得税。 

換個⾓角度來來看，100萬的存款在利利率2%但通膨率6%的情況下，存了了20年年後的實質購買⼒力力約為

現在的44萬元。以撲克牌遊戲來來形容，長期將錢存在銀⾏行行就像是投降輸⼀一半⼀一樣，資產的實

質購買⼒力力不僅不會有增加的機會，卻是肯定得⼤大打折扣。因此，銀⾏行行存款的資產配置應該只

是為了了應付⽇日常⽣生活開銷的選項之⼀一，⽽而不適合當作長期投資的考量量。事實上，假設未來來我

們的實際通貨膨脹率(經常性⽀支出的平均年年增率)為6%，任何投資的報酬率在超過這個⽔水平之

前，都應該看作只是補充購買⼒力力，⽽而不是資產增值。 

雪上加霜的是，根據⾏行行政院主計總處調查，全國逾九⼆二⼀一萬名五⼗十四歲以下的所得收入者，

平均年年所得全⾯面倒退⼗十四年年⾄至⼗十六年年，也就是說，對於完全不投資理理財，或以為只要把錢定

存在銀⾏行行及買幾份保單就是理理財的⼈人⽽而⾔言，⾯面對的就是所得急速倒退和通貨⾼高度膨脹的雙重

壓⼒力力。 

那麼，投資⼈人應該如何處置⾃自⼰己的資產呢？我相信，在通貨膨脹的時期，投資優質股票的短

期風險雖然較⾼高，但長期⽽而⾔言會比起購買債券或持有現⾦金金更更有機會彌補通膨造成的購買⼒力力損

失，甚⾄至取得實質收益。⽽而透過選擇優質股票，讓所有合夥⼈人獲得投資報酬，便便是富同投資

服務所有股東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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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監察⼈人資料 

具配偶或⼆二親等以內關係之董事或監察⼈人： 

職 稱 姓 名
選任 
⽇日期

任
期

選任時持股 現有持股
主要學經歷或備註

股數 比率 股數 比率

董事長
泉湧資產 105.3 3 730 8.8% 950 9.8%

吳卓逸 105.3 3 100 1.2% 100 1%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企管碩⼠士

董 事 吳奇煌 105.3 3 300 3.6% 300 3.1% 東吳⼤大學經濟系

董 事 吳豐丞 105.3 3 240 2.9% 290 3% 致遠管理理學院應英系

董 事 吳怡蓉 105.3 3 200 2.4% 270 2.8% 開南⼤大學觀光與餐飲旅館碩⼠士

董 事 沈沈玫伶 105.3 3 260 3.1% 260 2.7%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企管碩⼠士

監察⼈人 黃⾦金金美 105.3 3 330 4% 450 4.6% 台北師專

庭宇投資 1,810 18.6% 持股⼈人為吳奇煌及黃⾦金金美

職 稱 姓 名 與負責⼈人之關係

董事長 泉湧資產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吳卓逸

董 事 吳奇煌 ⽗父⼦子

董 事 吳豐丞 兄弟

董 事 吳怡蓉 兄妹

董 事 沈沈玫伶 夫妻

監察⼈人 黃⾦金金美 ⺟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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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理運作情形 

最近年年度及截⾄至年年報刊印⽇日⽌止，董事會及股東會之重要決議：  

開會⽇日期 重  要  決  議

105.2

已由105年年股東會承認，摘要如下。 

1.根據經濟部104.06.11經商字第10402413890號函，應於章程中明⽂文規定董監

事酬勞上限。以稅前淨利利25%為上限訂定，實際計算值不得超過該上限。 

2.為求價格訂定過程更更為透明且兼顧股東權益，加入市場調整機制，以股東會

前 後⼀一個交易易市場收盤價為基準，若若波動幅度⼤大於5%時，將參參考價連動調整

與之相符。 

3.承認本公司104年年度營業決算表冊。 

4.承認104年年度盈餘分配表。 

5.通過辦理理現⾦金金增資發⾏行行新股，並依法修訂章程案。 

6. 董監事改選案，經出席股東投票後，新任董事名單為: 吳奇煌、泉湧資產有

限公司(代表⼈人吳卓逸)、沈沈玫伶、吳豐丞、吳怡蓉。新任監事為黃⾦金金美。

105.11

案由：本公司銀⾏行行借款及額度案。 

決議：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金，提⾼高經營績效，擬與銀⾏行行辦理理貸款業務，授權

董事長在綜合授信額度不超過實收資本額40%之條件下，全權代表本公司與貸

款銀⾏行行簽訂相關契約及該⾏行行要求辦理理之⼀一切必要⼿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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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

案由⼀一：檢陳本公司105年年度營業決算表冊，提請公決。 

決議：本公司105年年度營業決算表冊，業已委任泰茗會計師事務所/泰茗記帳⼠士

事務所編製完竣，決議送請監察⼈人查核，並依法提出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案由⼆二：擬具105年年度盈餘分配表，提請公決。 

決議:本公司105年年度營業決算稅後盈餘新台幣5,434,260元，茲依公司章程及

相關規定，提列列10%法定盈餘公積後，決議擬以現⾦金金股利利分配盈餘新台幣

4,889,160元，預計每股可分配之現⾦金金股利利為新台幣503元，每股現⾦金金股利利無法

整除之部分，則列列入期末未分配盈餘項⽬目。 

案由三：擬辦理理現⾦金金增資發⾏行行新股，並依法修訂章程案，提請公決。 

決議：⼀一、為充實中長期營運資⾦金金，提升股東權益報酬率，決議辦理理現⾦金金增

資，增資額度擬由股東會討論後決定。實際之增資⾦金金額則視現有股東及新股東

認購之實際狀狀況，授權董事長辦理理後續相關事宜。⼆二、本次發⾏行行之每股⾯面額新

台幣10,000元整，每股認購⾦金金額以105年年年年報的每股淨值減去106年年預計發放之

每股現⾦金金股利利為參參考價，預計每股現⾦金金增資參參考價為新台幣12,808元，待股東

常會決議後訂之。現有股東可按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持有股份按比例例認

購，現有股東放棄認購之部份，則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購之。本次所增資發

⾏行行之新股，其權利利義務與原股份相同。 

案由四：擬訂本年年度股東會，增資發⾏行行新股及配發現⾦金金股利利之各項相關⽇日程，

提請公決。 

決議：各項相關⽇日程訂定，授權董事長依實際需要辦理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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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契約 

 

監察⼈人審查報告 

契約性質 當事⼈人 起訖⽇日 主要內容 備註

借款合約 國泰世華 105/11~106/11 額度1,600萬元，得循環使⽤用 利利率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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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手冊 

這份⼿手冊能引導您了了解本公司的會計處理理原則及績效評量量⽅方式，建議您詳盡的閱讀。 

持股之會計處理理原則 

我國財會準則第34號公報，要求對部份⾦金金融商品以公平價值衡量量入帳，且對⾦金金融商品要求以

具可靠衡量量的公平價值、持有意圖及能⼒力力與否作為會計科⽬目分類。對於持股比例例未達20％的

股票投資，若若投資⽬目的不在賺取短期進出的買賣差價，也不在於長期控制或影響被投資公司

者，均屬於「備供出售的⾦金金融資產」。我們公司的持股便便屬於此類之會計科⽬目。各位合夥⼈人

可以檢視資產負債表的「其他」項⽬目，該值即為本公司「備供出售的⾦金金融資產」之「尚未實

現利利益」市值。 

因此，在會計處理理上，投資當年年度收到的現⾦金金股利利，屬於清算股利利，只做帳⾯面價值調整，⽽而

不認列列股利利收入；⽽而於投資次年年度收到之現⾦金金股利利，始認列列「股利利收入」。對於持股之期末

評價，則按公平價值衡量量，列列為股東權益項下的「⾦金金融商品未實現損益」。換句句話說，只有

當收到的現⾦金金股利利可被認列列為「股利利收入」或出售持股的差額被認列列為「處分損益」時，公

司才會將其列列為該年年度之損益。 

讓我們來來比較⼀一下各種⾦金金融資產分類的會計處理理。 

******************* 

⾦金金融資產的分類 

⾦金金融資產就評價⽬目的及會計處理理的不同來來分，除投資普通股達被投資公司發⾏行行股數20％以上

採權益法外，其餘就評價⽬目的及會計處理理的不同分為三⼤大類：1.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評價之

⾦金金融資產。2. 持有⾄至到期⽇日之債劵投資。3. 備供出售之⾦金金融資產。暫且不論⽬目前富同未涉及

之「持有⾄至到期⽇日之債劵投資」，⽽而就其餘兩兩類來來做會計處理理原則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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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供出售的⾦金金融資產」與「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評價的⾦金金融資產」比較表 

相對於投資⽬目的為經常買進賣出以賺取差價利利益者所採⽤用之「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評價的⾦金金

融資產」來來歸類他們公司的持股，我希望以較穩健的⽅方式來來經營我們的公司；這也是我選擇

將公司的持股歸類為「備供出售的⾦金金融資產」之會計科⽬目的 重要原因。⽽而我們也會⽤用相同

的原則來來計算該年年度董監事之績效報酬。 

我如何評量量⾃自⼰己的績效 

我深信應⽤用理理性與堅定的原則標準來來衡量量我們所擁有或是將擁有的財富。⽽而這理理想的標準應

來來⾃自富同每股股票「內在價值」的改變。 

會計項⽬目及處理理 備供出售的⾦金金融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評價的⾦金金融資產

持股比例例 未達被投資公司的20％ 未達被投資公司的20％

投資⽬目的
不在賺取短期進出的買賣差價，

⽽而在於賺取投資收益
經常買進賣出，以賺取差價利利益

收到股利利
投資當年年度：清算股利利 

投資次年年度以後：股利利收入

現⾦金金股利利 

（投資當年年或次年年度以後）

期末評價

以公平價值評價 

市價上漲：認列列未實現利利益 

市價下跌：認列列未實現損失

以公平價值評價 

市價上漲：認列列評價利利益 

市價下跌：認列列評價損失

出售持股
以淨售價與購入成本的差額認列列

處分損益

投資當年年度出售：以淨售價與購入成

本的差額認列列處分損益 

投資次年年度以後出售：因在上期末已

依公平價值評價，故以淨售價與上期

末公平價值的差額認列列處分損益

公平價值變動 列列入股東權益 列列入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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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在價值與帳⾯面價值 

內在價值是個提供唯⼀一具邏輯估算各投資項⽬目價值的⼀一個極重要概念念。內在價值可以被簡單

定義為：⼀一個事業在其存續期間所有產出現⾦金金的折現值總合。 

  

內在價值的估算並不容易易。如定義所⽰示，內在價值乃是⼀一個估計值，⽽而非⼀一個確切的數字；

⽽而且隨著利利率的變化或是對於未來來現⾦金金流量量預估的修正，都需要對其重新估算。此外，就算

兩兩個⼈人看到⼀一樣的事實依據，仍然不可避免出現些微差距的內在價值估算結果。這也是我無

法給你我對於富同內在價值估算值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於內在價值其實是無法被精準衡量量的，所以我選擇了了⼀一個較粗略略的替代標的，也就是帳⾯面

價值。⽽而每股帳⾯面價值的定義為：⽤用公司的總資產減掉總負債後除以總股數。⼜又稱為每股淨

值或每股淨資產。 

巴菲特曾舉「⼤大學教育」這⼀一種投資來來說明帳⾯面價值跟內在價值之間的差異異。我們先將教育

成本視為它本⾝身的「帳⾯面價值」，假如這成本要是個很精確的數字，那麼應該將該名學⽣生選

擇求學⽽而放棄⼯工作所可能獲取的收入列列入考量量。 

  

在這個練習中，我們將忽略略教育在非經濟性的重要效益並且只聚焦在其經濟價值上。⾸首先，

我們必須推估該名⼤大學畢業⽣生往後⼈人⽣生可賺取的收入，並扣除他若若未受該項教育其⼯工作所得

的估計值。這給了了我們⼀一個的獲利利數字，接著將該數字以⼀一個合適的利利率折現，並回推到其

畢業當天。這樣求得的折現值則相當於該教育的內在價值。 

  

有些⼤大學畢業⽣生將發現他們所受教育的帳⾯面價值超過其內在價值，這表⽰示無論是誰受該教育

都是花冤枉錢。在其他情況下，有些教育投資的內在價值將遠超過其帳⾯面價值，⽽而這結果也

將證明投資在該教育的資本是明智的。很顯然地，無論在何種情形下，帳⾯面價值相對於內在

價值都是⼀一個不夠理理想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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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儘管帳⾯面價值有它的缺陷，但卻不失為追蹤富同內在價值的⼀一個⽅方式。⼀一來來，我們持

有的上市櫃有價證券市值可以持續地以符合「備供出售的⾦金金融資產」之會計原則的⽅方式反映

在我們帳上。⼆二來來，任何年年度帳⾯面價值變化的百分比很可能適度地接近富同內在價值的年年度

波動程度。 

******************* 

報酬指數與股價指數 

臺灣證券交易易所「發⾏行行量量加權股價指數」與世界各證券市場通⽤用之指數計算⽅方式相同，在

上市公司發放現⾦金金股利利時並不調整基值，故指數會因現⾦金金股利利的發放⽽而下跌；因此，若若單

以股價指數的年年度報酬率來來與有現⾦金金股利利收益的富同相比較，很顯然是⾃自欺欺⼈人。 

臺灣證券交易易所⾃自92年年元⽉月2⽇日起，就每⽇日收盤之發⾏行行量量加權股價指數再考慮現⾦金金股利利因

素後加以調整，新增編製「發⾏行行量量加權股價指數之報酬指數」，其採樣股票與發⾏行行量量加權

股價指數相同，且以發⾏行行量量加權股價指數91年年12⽉月31⽇日之收盤指數4452.45為其基期之指

數值。 

換句句話說，報酬指數與股價指數唯⼀一的不同點在於對現⾦金金股利利的處理理⽅方式，公司因發放現

⾦金金股利利⽽而除息時，報酬指數會透過調整基值的⽅方式，維持指數值不變。因此，⾃自開始編製

報酬指數起，⼀一旦有上市公司發放現⾦金金股利利後，報酬指數將會⾼高於原來來的股價指數，且隨

著上市公司發放現⾦金金股利利的逐漸增加，其與股價指數間之差距將隨之擴⼤大。接下來來，讓我

們來來比較兩兩者的差異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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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指數及股價指數近年年表現 

(2004~2014年年) 

富同績效好壞的對照組是報酬指數。所以，當你下次看到某些基⾦金金宣傳它的表現打敗「⼤大盤

指數」時，別忘了了仔細看它的⼤大盤指數是指報酬指數或是股價指數。 

另外必須提及的，則是歷年年來來的市場價格變化其實是非常不規律律的，即使評估的時間涵蓋了了

⼗十數年年之久，但也可能只是因為衡量量時間內開始或是 後不尋常的⾼高低價⽽而使得衡量量結果被

扭曲。相對的，如果我們“短視”⼀一點，只看近下列列幾年年的指數報酬率，結果如何呢?  

年年度 年年度收盤 

報酬指數

報酬率 年年度收盤 

股價指數

報酬率

2004 6,478.80 7.59% 6,139.69 4.23%

2005 7,187.69 10.94% 6,548.34 6.66%

2006 8,944.43 24.44% 7,823.72 19.48%

2007 10,062.16 12.50% 8,506.28 8.72%

2008 5,728.51 -43.07% 4,591.22 -46.03%

2009 10,502.93 83.34% 8,188.11 78.34%

2010 11,928.56 13.57% 8,972.50 9.58%

2011 9,783.94 -17.98% 7,072.08 -21.18%

2012 11,050.13 12.94% 7,699.50 8.87%

2013 12,723.25 15.14% 8,611.51 11.85%

2014 14,172.40 11.39% 9,307.26 8.08%

累積報酬率 135.33% 57.99%

年年複利利報酬率 8.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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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指數及股價指數2007~2011四年年表現 

我想，這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吧。 

交易易成本 

我們每股帳⾯面價值年年度報酬率已扣除股票證交稅、股票交易易⼿手續費及其他相關之稅負、規

費及費⽤用。⽽而台股⼤大盤指數並無列列入這些必要的交易易成本。⽽而究竟我們應如何來來衡量量「交易易

成本」對台股⼤大盤指數報酬率的影響呢? 

對於⼀一般的股票投資⼈人⽽而⾔言，股票證交稅及股票交易易⼿手續費是 基本的交易易成本。其他如現

⾦金金股利利的匯費，閱讀相關報章雜誌的開⽀支，甚⾄至於打電話買賣股票的電話費或加入投顧會員

的費⽤用，都是投資⼈人有可能付出的交易易成本。⾄至於基⾦金金投資者，則另有基⾦金金管理理費及買賣⼿手

續費的開⽀支。 

基於數據取得性的考量量，我們只⽤用股票證交稅及股票交易易⼿手續費做為交易易成本。⽽而它們的稅

率及費率如下:買賣股票均在賣出時課證券交易易稅，為賣出成交⾦金金額之千分之三。 買賣股票

年年度 年年度收盤 

報酬指數

報酬率 年年度收盤 

股價指數

報酬率

2007 10,062.16 8,506.28 

2008 5,728.51 -43.07% 4,591.22 -46.03%

2009 10,502.93 83.34% 8,188.11 78.34%

2010 11,928.56 13.57% 8,972.50 9.58%

2011 9,783.94 -17.98% 7,072.08 -21.18%

累積報酬率 -2.77% -16.86%

年年複利利報酬率 -0.7%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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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交易易⼿手續費為買進成交⾦金金額之千分之⼀一‧四⼆二五及賣出成交⾦金金額千分之⼀一‧四⼆二五。 同時，

基於客觀性的考量量，我們也排除政府在景氣不好時對證交稅的暫時性調整或劵商為刺刺激交易易

對交易易⼿手續費的機動式調降。另外，以長期的觀點來來看，我們也假設⼤大盤的報酬率完全來來⾃自

於上市公司的盈餘，⽽而不是起起落落落落的⼀一時⾏行行情。 

我們以稅後純益來來當作比較基準，因為在可扣抵稅額減半下，兩兩稅合⼀一的減稅優惠已⼤大幅下

降。對於所得稅級距較⾼高的股東⽽而⾔言，不僅未享有實質兩兩稅合⼀一的效益，反⽽而得繳納更更多的

綜合所得稅。這部分，讓我們⼀一樣⽤用2004年年⾄至2014年年這段區間來來做說明，以⽅方便便各位股東跟

上⾯面的數據做比較。 

交易易成本占全體上市公司稅後純益比率 

(2004~2014年年) 

年年度
上市公司稅後

純益(仟元)

成 交 總 ⾦金金 額 

(仟元)

證交稅占稅

後盈餘比率

⼿手續費占稅

後盈餘比率

交易易成本占

上市公司稅

後純益比率

2004 1,041,401,833 23,875,366,203 6.88% 6.53% 13.41%

2005 858,405,316 18,818,901,753 6.58% 6.25% 12.83%

2006 1,078,205,936 23,900,362,445 6.65% 6.32% 12.97%

2007 1,479,459,223 33,043,848,421 6.70% 6.37% 13.07%

2008 486,965,603 26,115,407,562 16.09% 15.28% 31.37%

2009 853,903,134 29,680,470,925 10.43% 9.91% 20.33%

2010 1,455,620,844 28,218,675,690 5.82% 5.53% 11.34%

2011 1,002,279,084 26,197,407,640 7.84% 7.45% 15.29%

2012 965,068,822 20,238,166,009 6.29% 5.98% 12.27%

2013 1,491,803,938 18,940,932,734 3.81% 3.62%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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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必須負擔上述⾼高額的交易易及租稅成本，⼀一般投資⼈人的實際獲利利⼀一定會比⼤大盤報酬指數或

⼤大盤股價指數低很多，過去⼗十幾年年來來，下表數據清楚顯⽰示⼀一般散⼾戶⾼高達六成以上的報酬都會

被交易易成本抵消。如果說為什什麼⼤大多數投資⼈人沒有辦法在股票市場獲利利，其實 關鍵的因素

還是在於過於頻繁的交易易所累積的巨額成本。這種積少成多的定律律， 或許市場的多頭氣勢會

暫時遮掩了了數學法則的真理理，但長期下來來終究不能違反這些法則。 

另外，由政府機構、本國⾦金金融機構及本國公司法⼈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佔資本來來源超過三

成的比例例看來來，這⼜又推升了了⼀一般投資⼈人的交易易成本。為什什麼呢? 舉例例來來說，所謂的官股企

業，無論是⾦金金控、銀⾏行行、⼀一般公司或政府基⾦金金，他們的實際交易易次數都遠低於⼀一般投資⼤大

眾，那當然意味著⼤大多數的交易易稅及⼿手續費是由⼀一般投資⼈人來來貢獻了了。 

考量量交易易成本後之報酬指數及股價指數表現 

(2004~2014年年) 

2014 1,756,761,923 21,898,537,473 3.74% 3.55% 7.29%

年年度
交易易成本占
上市公司稅
後純益比率

報酬指數
報酬率

考量量交易易成本
後之報酬指數
報酬率

股價指數報
酬率

考量量交易易成本
後之股價指數
報酬率

2004 13.41% 7.59%0.0657204320477463 4.23%0.036626802050325

2005 12.83% 10.94%0.0953694380866317 6.66%0.0580585427474376

2006 12.97% 24.44%0.212707256470053 19.48%0.16953917168726

2007 13.07% 12.50%0.1086674686384 8.72%0.0758064261221477

2008 31.37% -43.07%-0.56582299413102 -46.03%-0.604709366609028

2009 20.33% 83.34%0.663938306534619 78.34%0.624105194791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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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必須負擔⾼高額的交易易及租稅成本，⼀一般投資⼈人的實際獲利利⼀一定會比⼤大盤報酬指數或⼤大盤 

2010 11.34% 13.57%0.120310515371867 9.58%0.084935500166727

2011 15.29% -17.98%-0.207292561421127 -21.18%-0.244185564566156

2012 12.27% 12.94% 11.35% 8.87% 7.78%

2013 7.43% 15.14% 14.02% 11.85% 10.97%

2014 7.29% 11.39% 10.56% 8.08% 7.49%

累積報酬率 135.33%0.413464040284579 57.99%-0.0660181975169634

年年複利利報酬率 8.1% 3.2% 4.2%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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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做的事 

1. 無論產品多麼令⼈人興奮，我還是會避開那些無法評量量其未來來的公司。 

在過去，⼈人們不需要太多聰明才智就可以預測到某些產業所帶來來的驚⼈人成長率，如1990年年代

的網路路⾏行行業及2000年年代的⾯面板產業。不過伴隨⽽而來來的往往是會幾乎扼殺所有進軍這些⾏行行業公

司的競爭環境，即使倖存者也常常是鮮⾎血淋淋漓地離開。 

因此，對於營運忽⾼高忽低、或是短期之內飆⾼高非常多的事業，那幾乎很難能夠對其前景進⾏行行

合理理評量量。唯有資本回報率穩定、能夠逐步成長，才是值得放在富同投資組合的上選。畢

竟，我們寧可穩健些，也不要把期待放在“可能”⼀一⾶飛沖天的企業。 

2. 無論題材多麼令⼈人瘋狂，我還是不會隨著媒體追逐投資標的。 

不去追隨別⼈人起舞的理理由其實很簡單: 1.畢竟沒有⼈人會把昨天買下的家，隔天就因為鄰居的房

價下跌，⽽而立刻轉⼿手賣出；更更不會有⼈人因為上個⽉月或去年年獲利利減少，就把苦⼼心經營的事業輕

易易賣掉。2. 如果真有所謂的“明牌”，那麼這些股市評論家為何不留留給⾃自⼰己或⾃自⼰己的親朋好友

當專利利，⽽而要透露給非親非故的你我呢?  

經營原則 

   

1. 股東是我們公司的事業合夥⼈人，⽽而我⾃自⼰己則為受託於各位股東的經營合夥⼈人。藉由持有

富同公司的股份，股東擁有並分享富同投資的資產與獲利利。 

  

我希望各位不要認為⾃自⼰己只是擁有⼀一紙價格會每天變動的股票，⽽而當某些使你緊張萬分的經

濟或政治事件出現時，成為拋售的選項。我希望你將⾃自⼰己視為某個你願意永續持有的事業的

部分擁有⼈人，就像是你與你的家⼈人共同擁有的，且長期帶給你穩定收益的⼀一棟不動產⼀一樣。

對我⽽而⾔言，富同的股東也不是⼀一群不斷在更更換⾯面孔的基⾦金金申購⼈人或股票投機客，⽽而是願意信

任我並且將資⾦金金委託我管理理，⼀一同參參與冒險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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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股東對富同所抱持的態度與富同對於所持股公司所抱持的態度如出⼀一轍。我視富同為

所持股公司不具管理理權限的伙伴，以所持股公司長期發展的成果，⽽而非每⽉月股價的波動程

度，來來衡量量我的投資績效。短期股價的變化對我來來說沒有太⼤大的意義，除非是出現提供我增

加其持股機會的誘⼈人價格。 

2. 為了了符合以事業主為導向的原則，我的資⾦金金有超過八成是投資在本公司上。我不會要求

股東投資富同，卻把⾃自⼰己多數的錢投資在其他的地⽅方。 

對於這種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的情況，我覺得很放⼼心，因為富同本⾝身擁有各式各樣真正優

異異的企業的部份股權。 此外，如果我表現的不好，我願你能從我也蒙受同比例例的損失這件事

上得到⼀一些慰藉。 

3. 我的經營⽬目標是以每股帳⾯面價值為基礎來來追求富同 ⼤大的年年複利利報酬率。若若是富同沒有

超越台股同⼀一時期的報酬指數⽔水準，我將感到失望。 

長期⽽而⾔言，我希望以7% 作為投資表現及格與否的衡量量標準。當然，這個百分比是指扣除各年年

度董監事酬勞後，屬於股東利利潤的年年複利利報酬率。⽽而這個報酬率也是我對台股未來來長期的報

酬指數的樂觀預期。 

我真正關注的，並不是⼤大盤的未來來走勢，⽽而是富同所持股的公司在個別產業環境的運作情

形。舉例例來來說，我們持股的公司究竟是在搭產業循環的順風⾞車車或是被該產業⼤大環境不佳拖下

⽔水？ 

另外，⼀一個萎靡不振的股市其實對我們比較有利利，它讓我們的公司得以⽤用吸引⼈人的價格買下

卓越公司的部份股權。因此，富同及其長期合夥⼈人都可以從下跌的股市中得到好處，正如同

消費者去買菜時可以從蔬菜食物價格下跌中得到利利益⼀一般。所以當下次股市⼜又發⽣生崩跌時，

請無需恐慌或是哭喪著臉，要知道這對富同來來說可是天⼤大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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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絕對不會將各位信任我的親友及股東們所擁有且需要的資⾦金金拿來來做賭注，去換取你們

不需要的風險。 

我會嚴守安全邊際的原則來來挑選具長期經濟特質之企業，⽽而非追逐市場熱⾨門股票來來進⾏行行投

資，以降低本⾦金金永久損失的風險。 

還有，無論銀⾏行行放款利利率⾼高低，我會很謹慎地看待貸款這項⼯工具。如果有需要，我會試圖以

固定利利率或低利利率區間的⽅方式來來舉債，貸款額度也以不超過實收資本額40% 為上限。這樣的

保守原則或許會迫使我們放棄⼀一些讓⼈人感興趣的投資機會，但卻是對股東需要履⾏行行的義務。 

5. 我向各位股東作報告時會保持坦誠的態度，因為今天如果彼此的⾓角⾊色互換，我也會希望

了了解這些事實。 

各位不會在富同看到玩弄弄會計花招的⾏行行為，我也不會對年年報結果做任何的美化。如果有⼀一年年

度的盈餘數字很糟糕，各位看到的就會是這樣的數字。另外，在所有與各位股東的溝通⽅方式

中，也不會有任何⼀一位股東比其他股東更更占優勢。我的⽬目標是讓所有股東在同⼀一時間得到第

⼀一⼿手訊息。 

  

6. 雖然我秉持坦誠的態度，也很樂意談論我們的事業以及投資哲學，但只有在法律律要求的

前提下才會談論富同在有價證劵⽅方⾯面的買賣情形。 

這是因為好的投資看法既具價值⼜又很罕⾒見見，就如同好產品那般極易易遭致競爭對⼿手的覬覦。因

此，我通常不會討論我對特定股票的意⾒見見，請各位股東能理理解並認同此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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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監事績效報酬 

績效報酬說明 

對於固定酬勞、選擇權及其他與績效無關或占股東便便宜的優厚報酬形式，我都興趣缺缺。只

有當該年年度 尚未扣除董監事報酬之稅前淨利利 相對於該年年度 期初股東權益基準點 注1之報酬率

超過 過去五年年中華⺠民國10年年期公債平均殖利利率加2%  (四捨五入法⾄至⼩小數點第⼀一位，⽬目前該加

總值約4%) 的部份，此「超過的部分」 我及董監事才能取得25% 做為該年年度之董監事酬勞。 

簡單的說，4% 以內的稅前利利潤全部屬於各位股東，超過4%以上的稅前利利潤，各位股東獲得

75%，⽽而我及董監事則獲得另外的25% 。換⾔言之，假定您投資100萬於富同，⽽而公司尚未扣除

董監事報酬之稅前淨利利報酬率為8%，那麼您的年年度稅前收益為7萬元，⽽而我及董監事則獲得1

萬元作為報酬 注2,3。若若表現不夠好，則我則毫無報酬可⾔言。因此，雖然我無法擔保投資結果

會如何，但可以保證，我有絕對的動機要竭盡所能地努⼒力力⼯工作。 

注1: 期初股東權益基準點 = 期初股東權益 + 當期現⾦金金增資 – 當期現⾦金金股利利分配 

注2: 請參參閱下表之圖⽰示。 

注3: 股東稅前淨利利與實際分配之現⾦金金股利利會有差異異(需扣除相關稅負和保留留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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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監事績效報酬表列列說明 

(以股東投資新台幣⼀一百萬元為例例) 

績效報酬計算 

本公司董監酬勞成本，依⺠民國96年年3⽉月16⽇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金會

(96)基秘字第052號函「員⼯工分紅及董監酬勞會計處理理」之規定，於具法律律義務或推

定義務且⾦金金額可合理理估計時，認列列為費⽤用及負債。嗣後股東會決議實際配發⾦金金額與估

列列⾦金金額有差異異時，則列列為次年年度之損益。 

以下是完整的計算過程: 

(a)尚未扣除董監事報酬之稅前淨利利 = 稅前淨利利 + 董監事酬勞費⽤用 =  

NT5,434,874元 + NT478,000元 = NT5,912,874元 

期初股東權益基準點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尚未扣除董監事報酬之稅前淨利利」相

對於「期初股東權益基準點」之報酬率
2% 4% 6% 8%

「過去五年年中華⺠民國10年年期公債平均殖

利利率加2%」假設值
4% 4% 4% 4%

尚未扣除董監事報酬之稅前淨利利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董監事績效報酬 0 0 5,000 10,000

扣除董監事報酬後之稅前淨利利 20,000 40,000 55,000 70,000

股東稅前淨利利報酬率 2.0% 4.0% 5.5%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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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16年年期初股東權益基準點 = 期初股東權益 + 當期現⾦金金增資–當期現⾦金金股利利分配 = 

NT109,159,481元 + NT17,170,640 元–NT8,798,000元 = NT117,532,121元。 

(c)過去五年年中華⺠民國10年年期公債平均殖利利率加2% = (1.38% + 1.21% + 1.46% + 1.60%+1.39%) 

÷ 5 + 2% = 1.408% + 2% = 3.408% ≒ 3.4% (四捨五入法⾄至⼩小數點第⼀一位) 

依據央⾏行行公告之過去五年年⼗十年年期中央政府公債次級市場利利率: 

2011: 1.38% 

2012: 1.21% 

2013: 1.46% 

2014: 1.60% 

2015: 1.39% 

a/b = 5,912,874/117,532,121 = 5.03% 

績效報酬 = b * ((a/b) – c) * 0.25 = 117,532,121 * (5.03% - 3.4%) *0.25 

         = 478,943 ➔ 取 NT 478,000做為董監事酬勞費⽤用（取整數） 

績效報酬標準 

從上述之說明，各位股東可以了了解，決定我們董監事獲取績效報酬之標準為「尚未扣除董監

事報酬之稅前淨利利相對於期初股東權益基準點之報酬率」是否能夠超過「過去五年年中華⺠民國

10年年期公債平均殖利利率加2%」。或許你會問，我們為何不以每股帳⾯面價值的年年報酬率是否能

夠超過「過去五年年中華⺠民國10年年期公債平均殖利利率加2%」來來做為績效報酬的標準呢?這樣的計

算⽅方式不是較容易易被股東了了解和接受嗎?  

這個原因其實就如「備供出售的⾦金金融資產」的會計處理理原則⼀一樣，我們只有當收到的現⾦金金股

利利可被認列列為「股利利收入」或出售持股的差額被認列列為「處分損益」時，才會將其列列為該年年

度之損益。對於股票之公平價值隨市價上漲或下跌的未實現損益，我們並不列列入損益，只在

股東權益上顯⽰示它對於每股帳⾯面價值的影響。⽽而之所以這麼做的出發點並不是要增加股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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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慮；相反的，是為了了保障所有股東的權益，也為了了讓董監事酬勞更更加符合績效報酬的精

神。 

到底以「備供出售的⾦金金融資產」為會計原則的計算基礎相較於「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評價的

⾦金金融資產」，也就是將每股帳⾯面價值的增減直接以損益表現出來來，對股東的影響為何呢? 讓

我們以之前所列列之台股⼤大盤報酬指數報酬率做為標準，並以與富同相同的董監事報酬公式

來來做比較。為求⽅方便便計算，我們假設公司並無出售持股的「處分損益」，無任何現⾦金金增資

或現⾦金金股利利分配，且董監事績效報酬不影響報酬指數報酬率。另外，長期⽽而⾔言，也假設兩兩個

會計原則下之「尚未扣除董監事報酬之稅前淨利利相對於期初股東權益基準點之報酬率」約等

同於⼤大盤的報酬指數年年複利利報酬率。 

董監事績效報酬比較表 

(以2003~2009為例例)

年年度 年年度收盤 

報酬指數

報酬指

數報酬

率(A)

「過去五年年中

華⺠民國10年年期

公債平均殖利利

率加2%」假設

值(B)

董監事績效報酬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

評價的⾦金金融資產」(A-

B) * 25%

「備供出售的⾦金金融資

產」(C-B) * 25%

百分比 報酬 百分比 報酬

2002 4,452.45

2003 6,021.57 35.24% 4% 7.81% 347.7 2.26% 100.6 

2004 6,478.80 7.59% 4% 0.90% 54.2 2.26% 136.1 

2005 7,187.69 10.94% 4% 1.74% 112.7 2.26% 146.4 

2006 8,944.43 24.44% 4% 5.11% 367.3 2.26% 162.4 

2007 10,062.16 12.50% 4% 2.12% 189.6 2.26% 202.1 

2008 5,728.51 -43.07% 4% 0.00% 0.0 2.26% 227.4 

2009 10,502.93 83.34% 4% 19.84% 1136.5 2.26% 129.5 

 46



以上⾯面的比較表來來說，若若採⽤用「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評價的⾦金金融資產」為會計原則，當2008

年年股市跌-43.07% 時，董監事酬勞為0；⽽而當2009年年股市反彈83.34%，董監事酬勞為19.84%，

這乍看之下相當公平且容易易了了解；相較之下，我們公司採⽤用的「備供出售的⾦金金融資產」為會

計原則，因股價市值的變動不直接反應在損益表上，以「尚未扣除董監事報酬之稅前淨利利相

對於期初股東權益基準點之報酬率」約等同於⼤大盤的報酬指數年年複利利報酬率13.04% 計算，

則董監事酬勞的年年報酬率為2.26%。故當2008年年股市跌-43.07% 時，董監事酬勞為2.26%；⽽而

當2009年年股市反彈83.34%，董監事酬勞依然為2.26%，這樣的結果恐怕股東⼀一開始覺得很難

理理解。 

然⽽而，如果將2008年年及2009年年加總來來看，我們會發現指數從2008年年初的10,062.16 微增⾄至

2009年年底的10,502.93，尚未扣除董監事酬勞的累積報酬僅增加440.77。若若採⽤用「透過損益

按公平價值評價的⾦金金融資產」為會計原則，扣掉董監事酬勞1,136.5 (5,728.51*19.84%)，股

東反⽽而損失了了695.73；相較之下，我們採⽤用的「備供出售的⾦金金融資產」會計原則，董監事酬

勞為356.9 (10,062.16*2.26% + 5,728.51*2.26%)，實際股東所得為83.87。 

再將時間拉長為2003⾄至2009年年來來看，指數從2003年年初的4,452.45 增⾄至2009年年底的

10,502.93，尚未扣除董監事酬勞的累積報酬增加 6,050.48。若若採⽤用「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

評價的⾦金金融資產」為會計原則，歷年年董監事酬勞2,208.1，股東淨所得3,842.38。若若採⽤用我們

「備供出售的⾦金金融資產」的會計原則，歷年年董監事酬勞1,104.6，股東淨所得4,945.8。 

結論是，⼀一樣符合第34號公報，也都以公平價值衡量量持股，上述兩兩種會計原則計算出來來的董

監事績效報酬卻相差了了2倍! ⽽而董監事績效報酬占股東淨所得比更更相差了了超過2.5倍!  

年年複利利報

酬率(C)
13.04%

累積報

酬率
135.89% 42.36% 16.93%

累積 

報酬
6,050.48 2,208.1 1,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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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占股東便便宜的優厚報酬形式都不是我所樂⾒見見的，因為我不希望我⾼高興時你們不⾼高興，或

是你們⾼高興時我不⾼高興。其實，就像我國財會準則對⾦金金融商品要求以具可靠衡量量的公平價

值、持有意圖及能⼒力力與否作為會計科⽬目分類⼀一般，選擇以何種⽅方式入帳端視各公司的經營需

要⽽而定。其次，所有公司的董監事績效報酬規則皆是由股東會通過，也就是⼀一般公司經營者

與所有權⼈人的「遊戲規則」。 

下表是富同投資過去幾年年來來董監酬勞分配的比較表，各位股東可以清楚看出，我們採⽤用「備

供出售的⾦金金融資產」的會計原則，雖然單⼀一年年度可能出現像去年年⼀一樣，淨值報酬率為負數⽽而

卻有董監事酬勞分配的情形，但是長期⽽而⾔言，更更能保障所有股東的權益。這樣的報酬設計機

制避免了了董監事從短期股市波動中獲取不公平利利潤的機會，不僅較符合以績效作為報酬的

精神，也顯⽰示出相較於董監事個⼈人的報酬，我們更更看重合夥⼈人的收益。 

年年度 稅前淨值

報酬率

稅前損益

報酬率

「過去五年年中華

⺠民國10年年期公債

平均殖利利率加

2%」

董監事績效報酬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

值評價的⾦金金融資產」 

* 25%

「備供出售的⾦金金

融資產」 * 25%

2010 23.12% 5.96% 3.9% 4.8% 0.52%

2011 4.89% 9.93% 3.8% 0.27% 1.53%

2012 19.53% 12.81% 3.7% 3.96% 2.28%

2013 26.65% 19.3% 3.4% 5.81% 3.98%

2014 8.66% 9.08% 3.4% 1.31% 1.42%

2015 1.41% 11.19% 3.4% 0% 1.95%

2016 10.51% 5.03% 3.4% 1.78% 0.41%

平均 2.56%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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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無論股市出現如2008年年的恐慌崩盤或是2009年年的激情飆漲，董監事只以年年度

損益表之表現論酬的「遊戲規則」，也能讓董監事專注於從事長期且理理性的投資，不會因

為股市市值的劇烈變動⽽而跟著⼼心浮氣躁，以維護所有股東的利利益。 

⽽而有關 期初股東權益基準點 因每年年股市波動⽽而產⽣生的每股淨值變化，導致董監事酬勞分配

時有不同的計算基期，是否因此會影響股東的權益? 對此我認為，以長期的⾓角度來來看，股市

反應的還是基本⾯面的變化，富同的每股淨值也⼀一樣。縱使每⼀一年年度難免有超漲或超跌且幅度

不⼀一的現象，經年年累⽉月下來來，此⼀一標準應能適切反映績效報酬之精神，也能避免在計算董監

事報酬時會有朝三暮四或朝四暮三的現象。 再者，無論是採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評價的

⾦金金融資產」或「備供出售的⾦金金融資產」為會計原則，甚或年年度報酬指數本⾝身，期初股東權益

基準點將持股以市值來來計算公司淨值的⽅方式也都是⼀一致的。                 

公司聯聯絡⽅方式: 

地址: 台南市北區⼤大和路路279巷5號 

電話: 06-250-5916 

傳真: 06-250-3207 

網址: http://www.wealthshare.com.tw 

電⼦子信箱: investment@wealthshare.com.tw 

統編: 25190127 

財報會計師: 

會計師姓名: 蕭兆欽 

事務所名稱: 泰茗會計師事務所/泰茗記帳⼠士事務所 

地址: 台南市安定區安定⾥里里54之9號 

電話: 06-592-2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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