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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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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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衡量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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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 

 
(2) 合併財務報表編製主體 

A. 截至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三十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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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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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淨利減少80,199仟元(含所得稅影響數8,911仟元)、稅後

基本每股盈餘減少0.67元及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三十日淨值減少80,199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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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30 
現        金  $738 
活期及支票存款  129,650 
定期存款  1,170,632 
合        計  $1,301,020 
 
上述現金及約當現金未有提供擔保或質押之情事。 
 

2. 應收帳款淨額 
  97.09.30 
應收帳款總額  $596,252 
減：備抵呆帳  (2,198) 
        備抵銷貨退回及折讓  (51,285) 
淨        額  $542,769 

截至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本公司對 ECS Trading Co. Ltd.(含 ECS 
Manufacturing(Shen Zhen) Co.,Ltd.及Golden Elite Technology(ShenZhen) Ltd.，原由ECS 
Trading Co. Ltd.替該二家公司向本公司下單，於本期改由該二家公司直接向本公司下
單)之應收帳款餘額為175,527仟元，佔應收帳款總額之29.44%。 

 
3.其他應收款 

  97.09.30 
應收退稅款 $5,058 
應收利息 2,606 
其他應收款 15 
合        計  $7,679 

 
4. 存貨淨額 

  97.09.30 
在  製  品  $62,575 
製  成  品  169,836 
合        計  232,411 
減：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  (21,708) 
淨        額  $21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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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97.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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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固定資產 

 
(1) 聯屬公司之固定資產於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三十日並無提供擔保或質押之情事。 

 
(2) 聯屬公司民國九十七年前三季並無因購置固定資產而利息資本化之情事。 

 
7. 無形資產    
 

 期初餘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本期重分類  合計 

97.01.01-97.09.30          

原始成本          

電腦軟體 $42,513  $15,137  $-  $-  $5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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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78  $16,754  $-  $-  75,332 

          
累計攤銷          

電腦軟體 13,992  $11,686  $-  $-  25,678 

其他無形資產 2,897  2,537  -  -  5,434 

合        計 16,889  $14,223  $-  $-  31,112 

淨        額 $41,689        $44,220 

          

註：上述民國九十七年前三季期初餘額係扣除已攤提完畢之原始成本及累計攤銷金
額，其中電腦軟體為15,886仟元，其他無形資產為38,407仟元(含累計減損12,064
仟元)。 

 
8.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負債－流動 

  97.09.30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預售遠期外匯合約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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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民國九十七年前三季與合作金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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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三

十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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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30 
預售遠期外匯合約 USD940仟元 

民國九十七年前三季因從事預售遠期外匯合約產生之兌換損失2,581仟元。另其相關財
務風險資訊之揭露，請參閱財務報表附註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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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已有員工認股權持有者行使轉換為普通股計5,908,500
股，其中5,346,000股已完成變更登記程序，其餘56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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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經股東常會決議通過提高額定股本至2,500,000仟
元，分為250,000仟股，每股面額10元，並同時決議以股東紅利34,283仟元及員工紅利
25,000仟元，共計59,283仟元轉增資發行新股5,928仟股，每股面額10元，並於民國九十
七年八月七日經董事會決議增資基準日為民國九十七年八月三十日。前述增資案業已完
成變更登記程序。 
 
截至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本公司額定及實收股本分別為1,381,000仟元及
1,202,743仟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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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74,280股。 

 
10. 資本公積 

  97.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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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26 

合        計  $4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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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本公司原章程規定，每年決算如有盈餘，依下列順序分派之： 
            (1).提繳稅捐。 

(2).彌補虧損。 
(3).提存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  
(4).董事、監察人酬勞就上述(1)至(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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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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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為股東紅利之比例分派或保留之。 
 
後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經股東常會決議修改上述公司章程規定為：本公司年度

決算之盈餘，依下列順序分派之： 
(1).提繳稅捐。 
(2).彌補虧損。 
(3).提存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 
(4).依法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5).董事、監察人酬勞就上述(1)至(4)款規定數額後剩餘之數額得提撥百分之一。 
(6).員工紅利就(1)至(4)款規定數額後剩餘之數額，並得加計以前年度之未分配盈餘，
提撥不低於百分之十，不超過百分之二十五。 

(7).其餘為股東紅利之分派，或保留之。 
 
本公司民國九十七年前三季員工紅利及董監酬勞估列金額分別為85,683仟元及3,427仟
元，係以章程所定之成數為基礎估列(員工紅利為25%及董監酬勞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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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章程有關股利政策列示如下： 

本公司股東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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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民國九十六年度盈餘分配議案如下： 

 96年度盈餘分配案     
 

項    目  
97年6月13日 
股東常會決議通過  

97年3月21日 
董事會決議通過  

差異
數  

差異原 
因說明 

董監事酬勞  $4,905  $4,905  -  - 
員工現金紅利          $25,000          $25,000  -  - 
員工股票紅利         
    金額     $25,000     $25,000  -  - 
    股數(面額每股10元)  2,500,000股  2,500,000股  -  - 
    佔96年底流通在外股數之比例                2.20%                2.20%  -  - 
股東現金紅利  $342,828  $342,828  -  - 
股東股票紅利         
    金額  $34,283  $34,283  -  - 
    股票(面額每股10元)   3,428,280股   3,428,280股  -  - 
    佔96年底流通在外股數之比例                3.02%                3.02%  -  - 
考慮配發員工紅利及董監事酬勞 
  後之設算基本每股盈餘(元)(註) 

 
 $4.34 

  
 $4.34 

  
- 

  
- 

註：﹝盈餘分配所屬年度(96年度)稅後純益-員工現金股利-員工股票股利-董監事酬

勞﹞/﹝盈餘分配所屬年度(96年度)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 

 

有關考慮配發員工紅利後之民國九十六年度設算基本每股盈餘將較當期原基本每股盈

餘減少0.48元，減少幅度約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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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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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 - 

 
14. 營業收入淨額 

  97.01.01-97.09.30 

銷貨收入  $2,128,257 

其他營業收入  51,858 

合        計  2,180,115 

減：銷貨退回及折讓  (120,821) 

營業收入淨額  $2,05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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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對民國九十七年前三季每股盈餘之計算，具有稀釋作用，其相關

基本每股盈餘及稀釋每股盈餘計算如下： 
 

項        目  97.01.01-97.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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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046  

97.8.30員工紅利轉增資  2,492,238  

97.8.30股東紅利轉增資  3,417,606 

基本每股盈餘之流通在外加權平均股數  120,279,8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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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3,074  

具稀釋作用之97年度員工紅利採發放股票方式之 

影響數                       

  

1,842,635 

稀釋每股盈餘之流通在外加權平均股數  123,525,599股 

 

       
  金  額(分子)    每股盈餘(元) 

97.01.01-97.09.30  稅 前  稅 後  股數(分母)  稅 前  稅 後 
基本每股盈餘           
合併總淨利  $423,125  $377,595  120,279,890股  $3.52  $3.14 

稀釋每股盈餘           
合併總淨利  $423,125  $377,595  123,525,599股  $3.43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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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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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三季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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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5 1,680  1,680 - - 93.9.5 11.04 
發行 
新股 

130.5 42.05 

92.3.27    850   850 - - 94.3.27 18.40 
發行 
新股 

130.5 42.05 

92.5.28    470   470 - - 94.5.28 18.40 
發行 
新股 

130.5 42.05 

93.12.10 3,830 3,130.5      699.5     699,500 95.12.10 10.00 
發行 
新股 

130.5 42.05 

94.7.06 1,170  1,064   106     106,000 96.7.6 14.57 
發行 
新股 

130.5 42.05 

96.6.20 2,000    40   1,960 1,960,000 98.6.20 76.97 
發行 
新股 

130.5 42.05 

96.12.6 5,000   151   4,849 4,849,000 98.12.6 91.37 
發行 
新股 

130.5 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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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民國九十一年九月五日、民國九十二年

三月二十七日及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發行之認股權，因符合認購條件資格

者均已執行完畢，故此次調整認股價格時，並未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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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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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1.01-97.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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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2 
本期給與  -  - 
本期行使  (1,452.5)  11.16 
本期沒收    -  - 
本期失效  (166)  84.43 
期末流通在外  7,614.5  79.12 

期末可行使之認股選擇權     805.5 10.60 

93年度起給與之認股選擇
權加權平均公平價值(元)  $12.57   

民國九十七年前三季經執行之員工認股權，其於該期間之加權平均股價為8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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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九月三十日流通在外之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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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699.5  -  $10.00     699.5  $10.00 

94.07.06  $14.57  106     -  $14.57   106  $14.57 

96.06.20  $76.97  1,960     1.25  $76.97      -         $- 

96.12.06  $91.37  4,849     2.00  $91.37      -         $- 

上述本公司自民國九十三年度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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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仟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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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前三季應攤計之酬勞成本為50,029仟元，財務報表之擬制淨利與擬制每股盈餘

資訊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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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1.01-97.09.30  
合併總淨利    
    報表認列之合併總淨利  $377,595  

    擬制合併總淨利  $333,129  

    
基本每股盈餘(元)    
    報表認列之每股盈餘  $3.14  
    擬制每股盈餘  $2.77  

    
稀釋每股盈餘(元)    
    報表認列之每股盈餘  $3.06  

    擬制每股盈餘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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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為本公司之監察人 

註：本公司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股東常會改選董監事，豐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自  
該日起已非本公司之監察人，本公司對該公司所揭露之交易僅至民國九十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 

 

2. 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易事項 
 

本公司銷貨予關係人金額如下： 

  97.01.01-97.09.30  

關係人名稱 
 
金  額 

 
佔本公司銷貨 
淨額百分比 

 

豐        藝  $299,652 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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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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質押之資產 
本公司於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三十日之資產中已提供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作為有關業務保

證金之情形如下： 

 
擔 保 資 產 名 稱  帳面價值  抵押機構  擔保內容 

受限制之銀行存款-非流動  $1,800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土地租賃保證金 
 

六、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事項 
截至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三十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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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10.01-97.12.31   $1,651 
98.01.01-98.12.31   6,537 
99.01.01-99.12.31   3,497 
100.01.01-100.12.31   1,794 
101.01.01以後   28,713 

合        計   $4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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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重大之期後事項 
無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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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    他 
1.金融商品資訊之揭露 
(1) 公平價值之資訊 

  97.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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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020  $1,301,020 
應收帳款淨額  542,769  542,769 
其他應收款  7,679  7,679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203,701  - 
存出保證金  1,270  1,270 

    受限制之銀行存款-非流動  1,800  1,800 
     
負    債     
    應付帳款  340,003  340,003 
    應付所得稅  12,031  12,031 
  應付費用  157,707  157,707 

    其他應付款  7,954  7,954 
     
衍生性金融商品   
負    債   
    預售遠期外匯合約 112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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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帳款淨額、其他應收款、應付帳款、應付所得稅、
應付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B) 存出保證金及受限制之銀行存款-非流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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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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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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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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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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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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388 $1,170,632 
應收帳款淨額  - 542,769 
其他應收款  - 7,679 
存出保證金  - 1,270 
受限制之銀行存款-非流動  - 1,800 

    

金融負債    

    應付帳款  - 340,003 
    應付所得稅  - 12,031 

  應付費用  - 157,707 

  其他應付款  - 7,954 

   
衍生性金融商品   
負  債   

    預售遠期外匯合約 - 112 
          

民國九十七年前三季以合作金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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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112仟元。 
 

(2)  本公司及子公司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三十日具固定利率變動之公平價值風險之金融

資產為1,040,632仟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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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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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3仟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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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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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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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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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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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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衍生性金融商品之

信用風險主要來自於交易對手無法履行合約義務之風險，其最大的信用風險等

於帳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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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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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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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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