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僅參考之用，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任何證券之邀請或要約。 

 

 

GOOD FRIEND INTERNATIONAL HOLDINGS INC. 

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39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而作出。 

 

以下所附是本公司按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的規定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八

日在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網頁刊發的公告。 

 

 

承董事會命 

友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朱志洋 

 

 

 

香港，二零一一年四月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i）五名執行董事：朱志洋先生、陳向

榮先生、陳明河先生、溫吉堂先生及邱榮賢先生；及（ii）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顧福身先生、江俊德先生及余玉堂先生。 

 



運用情形季報表查詢  

本資料由 (上市公司) 友佳國際 公司提供  

 

單位:仟元 

公司代號及名稱 912398 友佳國際 

核准日期 99/01/13 

董事會通過變更計劃日期 未變更 

類別 11.發行新股參興發行 TDR 

計劃項目序號 1 

預定完成申報 1010331 

年度 99 

季 2 

申報日期 99/10/12 

  

未支用資金餘額及用途  

支用金額部份 

預定支用金額 136,590 累計預定支用金額 136,590 22.58% 

實際支用金額 136,590 累計實際支用金額 136,590 22.58% 

超前或落後原因及改進計劃 無 

工作進度部份 

預定工程進度 22.58 % 累計預定工程進度 22.58 % 

實際工程進度 22.58 % 累計實際工程進度 22.58 % 

超前或落後原因及改進計劃 無 

預定效益部分 

預定效益實際達成情形    



預定效益與實際達成情形   
 

主辦承銷商或簽證會計師按季對資金執行之評估意見 

對資金執行狀況之評估意見 

 

●承銷商(承銷商名稱: 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或 

○簽證會計師(名稱: )  

一、資金執行進度： ●正常   ○異常 

評估意見(若有超前或落後應具體說明其超前或落後原因及改進計劃)： 

不適用 

二、預定效益與實際達成情形差異評估：三、未支用資金用途： ●正常   ○異常 

1.用途 

不適用 

2. ○是   ●否：將未支用資金辦理質押 

3.評估意見： 

不適用 

四、是否涉及計劃變更： ○應辦理計劃變更   ●不須辦理計劃變更 

評估意見： 

不適用 

承銷商名稱  

承銷商對計劃變更後執行進度合理性評估意見  

會計師複核意見  

其他說明  

單位:仟元 

公司代號及名稱 912398 友佳國際 

核准日期 99/01/13 

董事會通過變更計劃日期 未變更 

類別 11.發行新股參興發行 TDR 

計劃項目序號 1 

預定完成申報 1010331 

年度 99 

季 3 



申報日期 99/10/12 

  

未支用資金餘額及用途 無 

支用金額部份 

預定支用金額 165,227 累計預定支用金額 301,817 49.90% 

實際支用金額 165,227 累計實際支用金額 301,817 49.90% 

超前或落後原因及改進計劃 無 

工作進度部份 

預定工程進度 27.32 % 累計預定工程進度 49.90 % 

實際工程進度 27.32 % 累計實際工程進度 49.90 % 

超前或落後原因及改進計劃 無 

預定效益部分 

預定效益實際達成情形    

預定效益與實際達成情形   
 

主辦承銷商或簽證會計師按季對資金執行之評估意見 

對資金執行狀況之評估意見 

 

●承銷商(承銷商名稱: 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或 

○簽證會計師(名稱: )  

一、資金執行進度： ●正常   ○異常 

評估意見(若有超前或落後應具體說明其超前或落後原因及改進計劃)： 

不適用 

二、預定效益與實際達成情形差異評估：三、未支用資金用途： ●正常   ○異常 

1.用途 

不適用 

2. ○是   ●否：將未支用資金辦理質押 

3.評估意見： 

不適用 

四、是否涉及計劃變更： ○應辦理計劃變更   ●不須辦理計劃變更 

評估意見： 

不適用 



承銷商名稱  

承銷商對計劃變更後執行進度合理性評估意見  

會計師複核意見  

其他說明  

單位:仟元 

公司代號及名稱 912398 友佳國際 

核准日期 99/01/13 

董事會通過變更計劃日期 未變更 

類別 11.發行新股參興發行 TDR 

計劃項目序號 1 

預定完成申報 1010331 

年度 99 

季 4 

申報日期 100/01/10 

  

未支用資金餘額及用途 117938,銀行存款 

支用金額部份 

預定支用金額 142,807 累計預定支用金額 444,624 73.51% 

實際支用金額 24,869 累計實際支用金額 326,686 54.01% 

超前或落後原因及改進計劃 99 年中國大陸製造物料短缺，第四季購置設備進度落後。惟對公司出貨並未構成重大影響。 

工作進度部份 

預定工程進度 23.61 % 累計預定工程進度 73.51 % 

實際工程進度 4.11 % 累計實際工程進度 54.01 % 

超前或落後原因及改進計劃 99 年中國大陸製造物料短缺，第四季購置設備進度落後。惟對公司出貨並未構成重大影響。 

預定效益部分 



預定效益實際達成情形    

預定效益與實際達成情形   
 

主辦承銷商或簽證會計師按季對資金執行之評估意見 

對資金執行狀況之評估意見 

 

●承銷商(承銷商名稱: 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或 

○簽證會計師(名稱: )  

一、資金執行進度： ●正常   ○異常 

評估意見(若有超前或落後應具體說明其超前或落後原因及改進計劃)： 

無 

二、預定效益與實際達成情形差異評估：三、未支用資金用途： ●正常   ○異常 

1.用途 

無 

2. ○是   ●否：將未支用資金辦理質押 

3.評估意見： 

無 

四、是否涉及計劃變更： ○應辦理計劃變更   ●不須辦理計劃變更 

評估意見： 

無 

承銷商名稱  

承銷商對計劃變更後執行進度合理性評估意見  

會計師複核意見  

其他說明  

單位:仟元 

公司代號及名稱 912398 友佳國際 

核准日期 99/01/13 

董事會通過變更計劃日期 未變更 

類別 11.發行新股參興發行 TDR 

計劃項目序號 1 

預定完成申報 1010331 

年度 100 



季 1 

申報日期 100/04/08 

  

未支用資金餘額及用途 147281,銀行存款 

支用金額部份 

預定支用金額 73,005 累計預定支用金額 517,629 85.58% 

實際支用金額 43,662 累計實際支用金額 370,348 61.23% 

超前或落後原因及改進計劃 中國大陸製造物料短缺而致購置設備進度落後，惟對公司出貨並未構成重大影響。 

工作進度部份 

預定工程進度 12.07 % 累計預定工程進度 85.58 % 

實際工程進度 7.22 % 累計實際工程進度 61.23 % 

超前或落後原因及改進計劃 中國大陸製造物料短缺而致購置設備進度落後，惟對公司出貨並未構成重大影響。 

預定效益部分 

預定效益實際達成情形    

預定效益與實際達成情形   
 

主辦承銷商或簽證會計師按季對資金執行之評估意見 

對資金執行狀況之評估意見 

 

●承銷商(承銷商名稱: 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或 

○簽證會計師(名稱: )  

一、資金執行進度： ●正常   ○異常 

評估意見(若有超前或落後應具體說明其超前或落後原因及改進計劃)： 

不適用 

二、預定效益與實際達成情形差異評估：三、未支用資金用途： ●正常   ○異常 

1.用途 

不適用 

2. ○是   ●否：將未支用資金辦理質押 

3.評估意見： 

不適用 

四、是否涉及計劃變更： ○應辦理計劃變更   ●不須辦理計劃變更 

評估意見： 



不適用 

承銷商名稱  

承銷商對計劃變更後執行進度合理性評估意見  

會計師複核意見  

其他說明  

單位:仟元 

公司代號及名稱 912398 友佳國際 

核准日期 99/01/13 

董事會通過變更計劃日期 未變更 

類別 11.發行新股參興發行 TDR 

計劃項目序號 2 

預定完成申報 991231 

年度 99 

季 2 

申報日期 99/10/12 

  

未支用資金餘額及用途  

支用金額部份 

預定支用金額 78,800 累計預定支用金額 78,800 21.32% 

實際支用金額 78,800 累計實際支用金額 78,800 21.32% 

超前或落後原因及改進計劃 無 

工作進度部份 

預定工程進度 21.32 % 累計預定工程進度 21.32 % 

實際工程進度 21.32 % 累計實際工程進度 21.32 % 

超前或落後原因及改進計劃 無 



預定效益部分 

預定效益實際達成情形    

預定效益與實際達成情形   
 

主辦承銷商或簽證會計師按季對資金執行之評估意見 

對資金執行狀況之評估意見 

 

●承銷商(承銷商名稱: 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或 

○簽證會計師(名稱: )  

一、資金執行進度： ●正常   ○異常 

評估意見(若有超前或落後應具體說明其超前或落後原因及改進計劃)： 

不適用 

二、預定效益與實際達成情形差異評估：三、未支用資金用途： ●正常   ○異常 

1.用途 

不適用 

2. ○是   ●否：將未支用資金辦理質押 

3.評估意見： 

不適用 

四、是否涉及計劃變更： ○應辦理計劃變更   ●不須辦理計劃變更 

評估意見： 

不適用 

承銷商名稱  

承銷商對計劃變更後執行進度合理性評估意見  

會計師複核意見  

其他說明  

單位:仟元 

公司代號及名稱 912398 友佳國際 

核准日期 99/01/13 

董事會通過變更計劃日期 未變更 

類別 11.發行新股參興發行 TDR 

計劃項目序號 2 

預定完成申報 991231 



年度 99 

季 3 

申報日期 99/10/12 

  

未支用資金餘額及用途 無 

支用金額部份 

預定支用金額 0 累計預定支用金額 78,800 21.32% 

實際支用金額 0 累計實際支用金額 78,800 21.32% 

超前或落後原因及改進計劃 無 

工作進度部份 

預定工程進度 0.00 % 累計預定工程進度 21.32 % 

實際工程進度 0.00 % 累計實際工程進度 21.32 % 

超前或落後原因及改進計劃 無 

預定效益部分 

預定效益實際達成情形    

預定效益與實際達成情形   
 

主辦承銷商或簽證會計師按季對資金執行之評估意見 

對資金執行狀況之評估意見 

 

●承銷商(承銷商名稱: 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或 

○簽證會計師(名稱: )  

一、資金執行進度： ●正常   ○異常 

評估意見(若有超前或落後應具體說明其超前或落後原因及改進計劃)： 

不適用 

二、預定效益與實際達成情形差異評估：三、未支用資金用途： ●正常   ○異常 

1.用途 

不適用 

2. ○是   ●否：將未支用資金辦理質押 

3.評估意見： 

不適用 

四、是否涉及計劃變更： ○應辦理計劃變更   ●不須辦理計劃變更 



評估意見： 

不適用 

承銷商名稱  

承銷商對計劃變更後執行進度合理性評估意見  

會計師複核意見  

其他說明  

單位:仟元 

公司代號及名稱 912398 友佳國際 

核准日期 99/01/13 

董事會通過變更計劃日期 未變更 

類別 11.發行新股參興發行 TDR 

計劃項目序號 2 

預定完成申報 991231 

年度 99 

季 4 

申報日期 100/01/10 

  

未支用資金餘額及用途 無 

支用金額部份 

預定支用金額 290,800 累計預定支用金額 369,600 100.00% 

實際支用金額 290,800 累計實際支用金額 369,600 100.00% 

超前或落後原因及改進計劃 該計畫執行完畢 

工作進度部份 

預定工程進度 78.68 % 累計預定工程進度 100.00 % 

實際工程進度 78.68 % 累計實際工程進度 100.00 % 

超前或落後原因及改進計劃 該計畫執行完畢 



預定效益部分 

預定效益實際達成情形    

預定效益與實際達成情形   
 

主辦承銷商或簽證會計師按季對資金執行之評估意見 

對資金執行狀況之評估意見 

 

●承銷商(承銷商名稱: 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或 

○簽證會計師(名稱: )  

一、資金執行進度： ●正常   ○異常 

評估意見(若有超前或落後應具體說明其超前或落後原因及改進計劃)： 

無 

二、預定效益與實際達成情形差異評估：三、未支用資金用途： ●正常   ○異常 

1.用途 

無 

2. ○是   ●否：將未支用資金辦理質押 

3.評估意見： 

無 

四、是否涉及計劃變更： ○應辦理計劃變更   ●不須辦理計劃變更 

評估意見： 

無 

承銷商名稱  

承銷商對計劃變更後執行進度合理性評估意見  

會計師複核意見  

其他說明  

單位:仟元 

公司代號及名稱 912398 友佳國際 

核准日期 99/01/13 

董事會通過變更計劃日期 未變更 

類別 11.發行新股參興發行 TDR 

計劃項目序號 2 

預定完成申報 991231 



年度 100 

季 1 

申報日期 100/04/08 

  

未支用資金餘額及用途 無 

支用金額部份 

預定支用金額 0 累計預定支用金額 369,600 100.00% 

實際支用金額 0 累計實際支用金額 369,600 100.00% 

超前或落後原因及改進計劃 無 

工作進度部份 

預定工程進度 0.00 % 累計預定工程進度 100.00 % 

實際工程進度 0.00 % 累計實際工程進度 100.00 % 

超前或落後原因及改進計劃 無 

預定效益部分 

預定效益實際達成情形    

預定效益與實際達成情形   
 

主辦承銷商或簽證會計師按季對資金執行之評估意見 

對資金執行狀況之評估意見 

 

●承銷商(承銷商名稱: 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或 

○簽證會計師(名稱: )  

一、資金執行進度： ●正常   ○異常 

評估意見(若有超前或落後應具體說明其超前或落後原因及改進計劃)： 

不適用 

二、預定效益與實際達成情形差異評估：三、未支用資金用途： ●正常   ○異常 

1.用途 

不適用 

2. ○是   ●否：將未支用資金辦理質押 

3.評估意見： 

不適用 

四、是否涉及計劃變更： ○應辦理計劃變更   ●不須辦理計劃變更 



評估意見： 

不適用 

承銷商名稱  

承銷商對計劃變更後執行進度合理性評估意見  

會計師複核意見  

其他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