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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陽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此合併報表未經會計師核閱) 

(金額除另予註明外，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本公司依照金管證六字第0960064020號函令可簡化揭露事項之規定，除針對會計政策與最近
年度財務報表相同者聲明並揭露不同部分相關資訊以及納入編製合併財務報表之個體外，可

免揭露事項包括下列項目： 
1.公司沿革及業務範圍。 
2.所得稅相關資訊。 
3.退休金相關資訊。 
4.本期用人、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依功能別之彙總資訊。 
5.重大交易事項、轉投資事業及大陸投資等附表資訊。 

 
一、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本合併財務報表係依照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中與財務會計準則相關之規定、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 
本公司重要會計政策除下列所述情況外，與民國九十六年度合併財務報表相同，重要會

計政策彙總說明如下： 
 
1. 合併概況 

(1)  合併財務報表編製原則 
 
A.合併財務報表係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七號之規定編製，合併財務報表編製個體
間之往來交易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予以沖銷。 

 
B.凡持有被投資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包括本公司及子公司所持有目前已可執行或
轉換之潛在表決權)超過百分之五十，或有下列情況之一者，視為對被投資公司
具有控制能力，構成母子公司關係，除依權益法評價外，並編製合併財務報表。 
(1)與其他投資人約定下，具超過半數之有表決權股份之能力。 
(2)依法令或契約約定，可操控公司之財務、營運及人事方針。 
(3)有權任免董事會(或約當組織)超過半數之主要成員，且公司之控制操控於該董  
事會(或約當組織)。 

(4)有權主導董事會(或約當組織)超過半數之投票權，且公司之控制操控於該董事    
會(或約當組織)。 

                      (5)其他具有控制能力者。 
 
C.凡喪失對子公司之控制能力之日起，終止將子公司收益與費損編入合併財務報
表 。



聯陽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續) 
(此合併報表未經會計師核閱) 

(金額除另予註明外，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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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併財務報表編製主體 

A. 截至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聯屬公司(本公司及子公司)之投資關係及持
股比例圖示如下： 

 
 
 
 
 
 
 

 

                             
 

B.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被投資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者，或持有表
決權之股份未超過百分之五十，但具有實質控制能力者，為本公司之子公司，除

依權益法評價外，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並將所有子公司納入合併編製個體。

另有關合併財務報表編製個體內之子公司如下： 
 

    母公司持股百分比 

公 司 名 稱  業 務 性 質  97.3.31 

Digital World Limited  投資公司  100.00% 

新聯陽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集成電路電子產品的技
術諮詢及服務 

 
100.00% 

 

2. 員工分紅及董監酬勞 

本公司員工分紅及董監酬勞自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起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96)基秘字第052號函之規定處理，於員工提供勞務之期間依本公司章程規

定應分配予員工紅利之成數認列薪資費用及未支付該薪資所產生之負債。於期後期間董

事會決議之發放金額有重大變動時，則該變動應調整當年度(原認列員工分紅費用之年

度)之費用。至次年度股東會決議日若仍有變動則依會計估計變動處理，列為次年度損

益。 

 

二、會計變動之理由及其影響 

本公司員工分紅及董監酬勞自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起，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96)基秘字第052號函「員工分紅及董監酬勞會計處理」之規定處理，此項改

變使本公司民國九十七年第一季淨利減少22,472仟元(含所得稅影響數2,693仟元)、稅後

基本每股盈餘減少0.20元及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淨值減少22,472仟元。 

聯陽半導體(股)公司 

Digital World Limited 
100.00% 

新聯陽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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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會計科目之說明 

1. 現金及約當現金 
  97.03.31 
現        金  $140 
活期及支票存款  89,319 
定期存款  1,174,388 
合        計  $1,263,847 
 
上述現金及約當現金未有提供擔保或質押之情事。 
 

2.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流動 
  97.03.31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基        金  $46,218 
預售遠期外匯合約  1,667 

小        計  47,885 
交易目的之金融資產-評價調整  (312) 

合        計  $47,573 
 

本公司於民國九十七年第一季與永豐商業銀行簽訂之預售遠期外匯合約，其主要目的

係以財務避險操作規避外幣債權債務之匯率變動風險。截至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尚未到期之預售遠期外匯合約之合約金額(名目本金)列示如下： 
 
 97.03.31 

預售遠期外匯合約 USD6,110仟元 

民國九十七年第一季因從事預售遠期外匯合約而產生兌換利益213仟元。另其相關財務
風險資訊之揭露，請參閱財務報表附註九。 
 

3. 應收帳款淨額 
  97.03.31 
應收帳款總額  $456,849 
減：備抵呆帳  (2,198) 
        備抵銷貨退回及折讓  (26,304) 
淨        額  $428,347 

截至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對ECS Trading Co. Ltd.之應收帳款餘額為
137,936仟元，佔應收帳款總額(不含應收關係人款)為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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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應收款 

  97.03.31 
應收利息  $1,665 

 
5. 存貨淨額 

  97.03.31 

在  製  品  $35,074 
製  成  品(含商品)  134,165 

合        計  169,239 
減：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  (15,696) 

淨        額  $153,543 
 
6.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97.03.31 

繪展科技(股)公司 $24,404 
科統科技(股)公司 9,697 
Unitech Capital, Inc. 69,600 
諧永投資(股)公司 100,000 

合        計 $203,701 
 

上述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皆未有提供質押或擔保之情事。 
 

7. 固定資產 
 
(1) 聯屬公司之固定資產皆無提供擔保或質押之情事。 

 
(2) 聯屬公司民國九十七年第一季均無因購置固定資產而利息資本化之情事。 

 
8. 無形資產    
 

 期初餘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本期重分類  合計 

97.01.01-97.03.31          

原始成本          

電腦軟體 $42,513  $-  $-  $-  $42,513 

其他無形資產 16,065  1,617  -  -  17,682 
合        計 
 

58,578  $1,617  $-  $-  60,195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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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頁)          

 期初餘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本期重分類  合計 

累計攤銷          

電腦軟體 13,992  $3,465  $-  $-  17,457 

其他無形資產 2,897  828  -  -  3,725 

合        計 16,889  $4,293  $-  $-  21,182 

淨        額 $41,689        $39,013 

          

註：上述民國九十七年第一季期初餘額扣除已攤提完畢之原始成本及累計攤銷金額，
電腦軟體為15,886仟元，其他無形資產為38,407仟元(含累計減損12,064仟元)。 

 

9.股        本 
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本公司額定及實收股本分別為1,381,000仟元及1,128,620仟元，每
股面額10元，分別為138,100,000股 (含員工認股權可認購股份總額12,000,000股 )及
112,862,000股。 

 
截至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已有員工認股權持有者行使轉換為普通股計
5,276,000股，其中3,862,000股已完成變更登記程序，其餘1,414,000股因尚未完成增資變
更登記程序，暫列待登記股本科目項下。 

 
截至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額定及實收股本分別為1,381,000仟元及
1,128,620仟元，每股面額10元，分別為138,100,000股(含員工認股權可認購股份總額
12,000,000股)及112,862,000股。 

 

10. 資本公積 
  97.03.31 

發行股票溢價  $16,440 

庫藏股票交易   120 

長期股權投資  14,192 

員工認股權  14,711 

合        計  $45,463 
 
依有關法令規定，資本公積除彌補公司虧損及撥充資本外，不得用以分派現金股利；

公司非於盈餘公積填補資本虧損仍有不足時，不得以資本公積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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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法定盈餘公積 
本公司依公司法之規定，就稅後淨利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並應繼續提撥至

其總額達股本總額時為止，法定盈餘公積得用以彌補公司虧損；又當該項公積已達實

收資本百分之五十時，得以保留實收股本百分之五十之半數撥充股本。 
 

12. 特別盈餘公積 
依財政部原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91)台財證(一)字第170010號函規定，為維持公司財
務結構之健全及穩定，避免盈餘分派侵蝕資本，損及股東權益，就當年度發生之帳列

股東權益減項(如長期股權投資未實現跌價損失、累積換算調整數等)自當年度稅後盈
餘與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屬前期累積之股東權益減項金

額，則自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嗣後股東權益減項

數額有迴轉時，得就迴轉部分分派盈餘。 
 

13.盈餘分配及股利政策 
            依照本公司章程規定，每年決算如有盈餘，依下列順序分派之： 
             a.提繳稅捐。 

 b.彌補虧損。 
 c.提存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  
 d.董事、監察人酬勞就上述一至三款規定數額後剩餘之數額得提撥百分之一。 
 
餘額為員工紅利及股東股利，其分派或保留數以員工紅利不低於百分之十，不高於百

分之二十，其餘為股東股利之比例分派或保留之。 
 
本公司民國九十七年第一季員工紅利及董監酬勞估列金額分別為23,967仟元及1,198仟
元，係以章程所定之成數為基礎估列(員工紅利為20%及董監酬勞為1%)。 
 
本公司之章程有關股利政策列示如下： 

本公司股東股利及員工紅利之分配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發放，董監事酬勞以現金方式

發放，分配股利之政策，需視公司目前及未來之投資環境、資金需求、國內外競爭狀

況及資本預算等因素，以現金股利不低於股東分紅百分之三十，與兼顧股東利益、平

衡股利及公司長期財務規劃等，每年依法由董事會擬具分派案，提報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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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董事會通過民國九十六年度盈餘分配情形(惟尚

待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召開之股東常會通過後始生效力)如下： 

 九十六年度 

董監事酬勞 $4,905 

員工現金紅利 $25,000 

員工股票紅利  

金額 $25,000 

股數(面額每股10元) 2,500,000股 

股東現金股利 $342,828 

股東股票紅利  

金額 $34,283 

股票(面額每股10元) 3,428,280股 

 

有關本公司董事會擬議之盈餘分派案及股東會決議通過盈餘分配案之員工紅利及董監

事酬勞等相關訊息，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中查詢。 
 

14. 營業收入淨額 
  97.01.01-97.03.31 

銷貨收入  $723,357 

減：銷貨退回及折讓  (38,170) 

營業收入淨額  $685,187 

 

15. 每股盈餘 

      本公司於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後屬複雜資本結構之公司。經考慮員工認股權憑證如全

數轉換成普通股，則對民國九十七年第一季每股盈餘之計算，均有稀釋作用，其相關

基本每股盈餘及稀釋每股盈餘計算如下： 
 
項        目  97.01.01-97.03.31 

期初流通在外股數  113,456,000股  

員工認股權憑證認購發行新股(加權平均股數)  662,175 

基本每股盈餘之流通在外加權平均股數  114,118,175股 

 

潛在普通股：    

具稀釋作用之員工認股權憑證假設認購之影響數                       1,687,886 

稀釋每股盈餘之流通在外加權平均股數  115,806,061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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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額(分子)    每股盈餘(元) 

97.01.01-97.03.31  稅 前  稅 後  股數(分母)  稅 前  稅 後 
基本每股盈餘           
合併總淨利  $147,938  $133,144  114,118,175股  $1.30  $1.17 

稀釋每股盈餘           
合併總淨利  $147,938  $133,144  115,806,061股  $1.28  $1.15 

           
      16.酬勞性員工認股權憑證 

      本公司分別於民國九十一年七月十七日、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民國九十五年
八月二十二日及民國九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發行員

工認股權憑證3,000單位、5,000單位、2,000單位及5,000單位，每單位認股權憑證得認
購本公司1,000股之普通股，員工行使認股權時，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認股價格為發
行當日本公司普通股收盤價。第一次發行之認股權利期間為發行日後加計兩年起至九

十六年六月二十日止、第二次發行之認股權利期間為發行日後加計兩年起至九十八年
六月二十日止、第三次發行之認股權利期間為發行日後加計兩年起至九十九年六月二
十日止及第四次發行之認股權利期間為發行日後加計兩年起至一佰年六月二十日止。

認股權人除因違法或違反本公司規定而註撤銷其尚未具行使權之認股權憑證外，第一
次及第二次發行之員工認股權係自被授予該認股權憑證屆滿二年及三年後，可分別就
被授予之該認股權憑證數量之50%及100%，行使認股權利，第三次及第四次發行之員
工認股權係自被授予該認股權憑證屆滿二年後，可就被授予之該認股權憑證數量之
100%，行使認股權利。有關本公司已發行酬勞性員工認股權憑證之資料如下： 

 
97年第一季普通股
每股市價(元) 

 
認股憑證
發行日期 

 
原發行單
位總數 

 
減少數 
(註1) 

 
期末流通
在外單位
總數 

 
可認購 
股數 

 
認股權人可
開始行使認
股權日期 

 
認股 
價格 

(元)(註2) 

 
履約 
方式 

最高 
成交價 

最低 
成交價 

91.09.05 1,680 1,680 - - 93.09.05 11.04 
發行 
新股 

104 65  

92.03.27    850    850 - - 94.03.27 18.40 
發行 
新股 

104 65  

92.05.28    470    470 - - 94.05.28 18.40 
發行 
新股 

104 65  

93.12.10 3,830 2,856    974     974,000 95.12.10 10.58 
發行 
新股 

104 65  

94.07.06 1,170    706    464   464,000 96.07.06 15.56 
發行 
新股 

104 65  

96.06.20 2,000      40 1,960 1,960,000 98.06.20 82.21 
發行 
新股 

104 65  

96.12.06 5,000     82 4,918 4,918,000 98.12.06 96.10 
發行 
新股 

10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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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係因取得認股權憑證之員工未繼續在職者喪失認購資格，及認股權人行使認股權
憑證減少數。 

註2：本公司依“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及認股辦法”之規定，於普通股股份發生變動及

辦理發放現金股利時，調整認股價格。 
 

(1) 本公司已發行之酬勞性員工認股選擇權計劃相關之數量及加權平均行使價格之資

訊揭露如下表： 

 
   97.01.01-97.03.31  

認股選擇權 
 數量 

(單位) 
 加權平均行使
價格(元) 

 

期初流通在外  9,233  $72.36 
本期給與  -  - 
本期行使  (820)  10.64 
本期沒收  -  - 
本期失效  (97)  83.64 
期末流通在外  8,316  78.32 

期末可行使之認股選擇權  1,206 11.54 

93年度起給與之認股選擇
權加權平均公平價值(元)  $12.57   

民國九十七年第一季經執行之員工認股權，其於該期間之加權平均股價為86.27

元。 
 

(2) 有關自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起，給與之酬勞性員工認股選擇權，於民國九十七
年三月三十一日流通在外之資訊，列示如下： 

    流通在外之認股選擇權  可行使之認股選擇權 

核准發
行日期  

行使價格 
之範圍 

(元)  
數量 

(單位)  

加權平均預期 
剩餘存續期限

(年)  

加權平均 
行使價格

(元)  
數量 

(單位)  

加權平均 
行使價格

(元) 

93.12.10  $10.58  974  0.25  $10.58  974  $10.58 

94.07.06  $15.56  464  0.50  $15.56  232  $15.56 

96.06.20  $82.21  1,960  1.75  $82.21      -         $- 

96.12.06  $96.10  4,918  2.50  $96.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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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本公司於民國九十三年度至民國九十六年度所給與之酬勞性員工認股選擇權

計劃，係採內含價值法認列所給與之酬勞成本，自民國九十三年度起本公司因給

予員工認股選擇權而認列之酬勞成本為0元。若採公平價值法認列其酬勞成本，依
Black-Scholes選擇權評價模式估計給予日認股選擇權之公平價值合計為150,839仟
元，民國九十七年第一季應攤計之酬勞成本為16,800仟元，財務報表之擬制合併總
淨利與擬制每股盈餘資訊列示如下： 
 

  97.01.01-97.03.31  

合併總淨利    

    報表認列之合併總淨利  $133,144  

    擬制合併總淨利  $118,422  

    

基本每股盈餘(元)    

    報表認列之每股盈餘  $1.17  

    擬制每股盈餘  $1.04  

    

稀釋每股盈餘(元)    

    報表認列之每股盈餘  $1.15  

    擬制每股盈餘  $1.02  
 
上述酬勞性員工認股選擇權計劃依公平價值法估計酬勞成本，所採評價模式之各
參數加權平均資訊分別如下： 

 96.12.06發行  96.06.20發行  94.07.06發行  93.12.10發行 

預期股利率為 3.12%   20%  5%  5% 

預期價格波動率為 51.1%  44.3%  41.1%  37.8% 

無風險利率為 2.75%  2.36%  1.75%  1.75% 

預期存續期間為 2年  2.5年  3.25年   3.5年 
 

四、關係人交易 
1. 關係人之名稱及關係 

                        關 係 人 名 稱  與 本 公 司 之 關 係 

豐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豐藝)  為本公司之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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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易事項 

 
(1) 本公司銷貨予關係人金額如下： 

  97.01.01-97.03.31  

關係人名稱 
 
金  額 

 
佔本公司銷貨 
淨額百分比 

 

豐        藝  $170,373 24.87% 
 
本公司與關係人之交易價格取決於市場價格，收款條件約為月結45-60天，與一般
客戶相當。 

 
(2) 因上述交易所發生之帳款餘額彙總如下： 

應收關係人款項 97.03.31 

豐      藝(註) $123,163 

減:備抵銷貨退回及折讓       (10,006) 

淨     額 $113,157 

註：豐藝已提供擔保品如不動產及銀行保證等，以作為部分貨款之擔保。 
 

五、質押之資產 
無此事項。 
 

六、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事項 
截至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有下列重大承諾及或有事項未列入上開財務

報表之中： 

1. 本公司因承租土地及辦公室等，未來應支付金額彙總如下： 

年        度   未來需支付金額 

97.04.01-97.12.31   $3,710 

98.01.01-98.12.31   4,742 

99.01.01-99.06.19   1,702 

合        計   $10,154 
 
2. 本公司與永豐商業銀行簽訂金融交易總約定書而簽發之保證本票為105,000仟元。 

 
七、重大之災害損失 
無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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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大之期後事項 
本公司於民國九十七年四月八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與聯盛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繪展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晶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合併案(擬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提請
股東會決議)，本公司為存續公司，聯盛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繪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
晶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消滅公司，合併後公司名稱為「聯陽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並議定以聯盛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普通股股份1股換發本公司普通股股份1.05股，晶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普通股股份1股換發本公司普通股股份0.41股，繪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普
通股股份1股換發本公司普通股股份0.26股，合併基準日暫訂為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一日。 
 

九、其    他 
1.金融商品資訊之揭露 
(1) 公平價值之資訊 

  97.03.31 
  帳面價值  公平價值 
非衍生性金融商品     
資    產     
現金及約當現金  $1,263,847  $1,263,847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流動(未包括衍生性金融商品)  45,906  45,906 
應收款項淨額(包括應收帳款及應收 
    關係人款項)  541,504  541,504 
其他應收款  1,665  1,665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203,701  - 
存出保證金  1,301  1,301 

     
負    債     
  應付帳款  238,426  238,426 
  應付所得稅  44,470  44,470 
應付費用  70,133  70,133 

  其他應付款  7,346  7,346 
     
衍生性金融商品   
資  產   
    預售遠期外匯合約 1,667 1,667 

 
A.本公司及子公司估計金融商品公平價值所使用之方法及假設如下： 

(A) 短期金融商品以其在資產負債表上之帳面價值估計其公平價值，因為此類
商品到期日甚近，其帳面價值應屬估計公平價值之合理基礎。此方法應用
於現金及約當現金、應收款項淨額、其他應收款、應付帳款、應付所得稅、
應付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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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存出保證金以帳面價值估計其公平價值，係因為預計未來收取之金額與帳
面價值相近。 

 
(C)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流動因有活絡市場公開報價，故以此
市場價格為公平價值。 

 
(D)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係持有未於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未於櫃買中心櫃檯買
賣之股票且未具重大影響力，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應

以成本衡量。 
 
(E)  衍生性金融商品之公平價值，係假設本公司若依約定在報表日終止合約，
預計所能取得或必須支付之金額，一般均包括當期未結清合約之未實現損

益。 
 

B.本公司及子公司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價值，以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直接
決定者，及以評價方法估計者為： 

 
  97.03.31 

  公開報價決定之金額  評價方法估計之金額 
金融資產     
現金及約當現金  $89,459 $1,174,388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流動(未包括
衍生性金融商品) 

 
45,906 - 

應收款項淨額(包括應收帳 
    款及應收關係人款項) 

 - 541,504 

其他應收款  - 1,665 
存出保證金  - 1,301 

    

金融負債    
  應付帳款  - $238,426 
  應付所得稅  - 44,470 

應付費用  - 70,133 

其他應付款  - 7,346 

   
衍生性金融商品   
資  產   

    預售遠期外匯合約 - 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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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九十七年第一季以永豐商業銀行報價系統所顯示之預售遠期外匯合約公平

價值衡量認列當期利益1,667仟元。 
 

(2)  本公司及子公司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具固定利率變動之公平價值風險之金

融資產為1,044,388仟元，金融負債為0元；具浮動利率變動之現金流量風險之金融

資產為130,000仟元，金融負債為0元。  

 

(3)  本公司及子公司民國九十七年第一季非以公平價值衡量且公平價值變動認列損益

之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其利息收入總額為5,428仟元，及利息費用總額為0元。 

 
(4)  財務風險資訊 

本公司及子公司持有衍生性商品以外之金融商品主要包括：現金及約當現金、公

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本公司藉由該等金融商品以調節營業資金需

求。本公司另持有其他金融資產與負債，如因營業活動產生的應收款項與應付款

項及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等。 
 

本公司另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易，主要係預售遠期外匯合約，其目的主要在規避

本公司因營運產生之匯率風險，惟因不符合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四號公報「金

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則」避險會計之條件，故帳列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

資產或負債－流動項下。 
 

本公司及子公司金融商品之主要風險為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及利率

變動之現金流量風險，其主要管理政策如下： 

 

A. 市場風險 

(1) 本公司因非功能性貨幣計價之進貨或銷貨而產生之匯率風險。本公司估計

非以功能性貨幣計價之銷貨交易大於非以功能性貨幣計價之進貨交易。本

公司之政策係定期檢視非功能性貨幣計價之資產及負債之差異，部份差異

以舉借非功能性貨幣計價之銀行借款以充實營運資金並調節匯率風險，部

分差異則以預售遠期外匯合約規避風險，預售遠期外匯合約金額係依據公

司每月份各幣別資金需求部位為準，其每筆交易風險在任何時間以不超過

美金壹拾萬元之損益評估為原則，並以此為停損目標。 

 

本公司得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契約總額，以不超過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三 

十為限，另全部契約損失以不超過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三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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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公司從事之定期存款，部分屬固定利率之金融資產，故市場利率變動

將使其公平價值隨之變動。另本公司所持有之基金，其公平價值將隨利

率走勢，而使其基金淨資產價值產生波動。 

 

B. 信用風險 

金融資產受到本公司之交易對方或他方未履合約之潛在影響，其影響包括

本公司所從事金融商品之信用風險集中程度、組成要素、合約金額及其他

應收款。本公司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之信用風險金額為   2,198仟元，

係以資產負債表日公平價值為正數之合約為評估對象。另衍生性金融商品

部分，因本公司交易對象均為信用良好之金融機構，預期對方不會違約，

故發生信用風險之可能性極小。 

 

C. 流動性風險 

(1) 本公司之營運資金足以支應，故未有因無法籌措資金以履行合約義務

之流動性風險。 

(2) 本公司投資之股票及基金，除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及採權

益法之長期股權投資因無活絡市場而具有流動性風險外，餘均具有活

絡市場，故預期可輕易在市場上以接近公平價值之價格迅速出售金融

資產。 

(3) 本公司從事之預售遠期外匯合約所產生之美元現金流出，以營運資金

足以支應，且因預售遠期外匯合約之匯率已確定，故不致有重大之現

金流量風險。 

 

D. 利率變動之現金流量風險 

本公司及子公司暴露於利率變動現金流量風險主要為浮動利率之定期存款。本

公司對於定期存款之期間一般以較短期間為之，減少浮動利率之影響。整體而

言，本公司利率變動現金流量風險甚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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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 
本公司與子公司及各子公司間之業務關係及重要交易往來情形及金額如下： 

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 
交易往來情形 

編號 
(註一) 交易人名稱 交易往來對象 

與交易人
之關係 
(註二) 科目 金額 交易條件 

佔合併總營收或
總資產之比率 
(註三) 

1 
Digital World 
Limited 

新聯陽科技(深圳)有
限公司 

3 代墊款項            $423 -            0.02% 

 

註一：母公司及子公司相互間之業務往來資訊應分別於編號欄註明，編號之填寫方法如下： 
1.母公司填0。 
2.子公司依公司別由阿拉伯數字1開始依序編號。 

註二：與交易人之關係有以下三種，標示種類即可： 
1.母公司對子公司。 
2.子公司對母公司。 
3.子公司對子公司。 

註三：交易往來金額佔合併總營收或總資產比率之計算，若屬資產負債科目者，以期末餘額佔合併總資產之方式計算；若屬損益科目者，以期中累積
金額佔合併總營收之方式計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