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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資產負債表 

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三十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請詳閱後附合併財務季報表附註) 
董事長：俞允 經理人：皮華中 會計主管：陳嘉欣 

～3～ 

 
 資  產 金  額 ％ 

  流動資產：  
1100   現金及銀行存款(附註三(一)) $ 96,786  8 
1120   應收票據及帳款淨額(附註三(三))  124,036  11  
1190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附註三(二))  11,115  1  
1210   存貨淨額(附註三(四))  443,680  37  
1260   預付款項及其他流動資產  69,768 6     
1286   遞延所得稅資產－流動  20,188  2  

  765,573  65  
        
  固定資產：(附註五)      
1501    土  地  11,976  1  
1521   建築物及附屬設備  13,726  1  
1531   機器及研發設備  8,065  1  
1537   模具設備  69,069  6  
1681   其他設備  24,708  2  

  127,544  11  
15x9   減：累計折舊  (88,857)  (8)  

    38,687  3  
   
  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      
1800   出租資產(附註三(五)及五)  267,977  22  
1830   遞延費用及其他(附註三(五))  61,455  5  
1860 遞延所得稅資產-非流動         53,708       5 

   383,140  32  
  資產總計 $ 1,187,400  100  
 

  負債及股東權益 金  額 ％ 
  流動負債： 
2100   短期借款及應付短期票券淨額 

(附註三(六)) $   483,963      40   
2120   應付票據及帳款  80,602  7 
2280   應付費用及其他流動負債         69,351         6 

   633,916  53 
  長期負債：     
2510   土地增值稅準備(附註三(五))  58,945  5 
  其他負債：     
2888   預收租金(附註三(五))  11,085  1 
2820   存入保證金  1,702  - 

   12,787  1 
    負債合計  705,648  59 
3110  普通股股本(附註三(七))  460,874  39 
3351  累積虧損(附註三(七))  (1,862)  - 
  股東權益其他項目： 
3420   累積換算調整數  (30,023)  (2) 
3460   未實現重估增值(附註三(五)及三(七))         52,763      4   

   22,740  2 
    股東權益合計  481,752  41 

 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事項(附註六)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 $ 1,187,400  100 



 

 (請詳閱後附合併財務季報表附註) 
董事長：俞允 經理人：皮華中 會計主管：陳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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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損益表 
 

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金  額 ％ 
4110  營業收入 $ 1,334,952   103 
4190  減：銷貨退回及折讓  41,117   3 
  營業收入淨額  1,293,835   100 
5110  營業成本  1,074,156   83 
5910  營業毛利  219,679   17 
  營業費用：  
6100   推銷費用  154,795   12 
6200   管理及總務費用  59,450   5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12,281   1 
    226,526   18 
6900  營業淨損  (6,847)      (1) 
  營業外收入及利益：  
7110    利息收入  3,338   - 
7160   兌換利益淨額  5,371   - 
7480   租金收入及其他(附註三(五))  9,552   1 
    18,261   1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7510   利息費用  11,656   1 
7650   金融資產負債評價損失淨額(附註三(二))  7,021   1 
7880   其他損失  5,413   - 
    24,090   2 
7900  稅前淨損  (12,676)   (1) 
8110  所得稅利益  (3,725)   - 
9600  合併總淨損(即歸屬母公司淨損) $ (8,951)   (1) 

  
 稅 前 稅 後 

9750  基本每股虧損(元)(附註三(八)) $ (0.28)   (0.19)  



 

(請詳閱後附合併財務季報表附註) 
董事長：俞允 經理人：皮華中 會計主管：陳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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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現金流量表 
 

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淨損 $ (8,951) 
 調整項目：   

折舊及各項攤提  47,834 
提列呆帳損失  4,896 
提列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  2,278 
應收票據及帳款減少  229,534 
存貨增加  (41,163) 
其他金融資產減少  3,288 
預付款項及其他流動資產增加  (24,237) 
遞延所得稅資產淨額增加  (3,752) 
應付票據及帳款減少  (126,913) 
應付費用及其他流動負債減少  (8,772) 
其    他  (8,468)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65,574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購置固定資產  (12,261) 
存出保證金增加               (5,379)
其    他            (1,461)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9,101)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及應付短期票券增加  4,699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4,699 

匯率影響數           (1,265)
本期現金及銀行存款增加數  49,907 
期初現金及銀行存款餘額  46,879 
期末現金及銀行存款餘額 $ 96,786 
現金流量資訊之補充揭露： 

本期支付利息 $ 11,628 
本期支付所得稅 $ 27 

購置固定資產現金流出數： 
 固定資產本期增加數 $ 12,811 

應付款項增加數  (550) 
支付現金數 $ 12,261 

購置遞延資產現金流出數： 
遞延資產本期增添數 $ 31,036 
存貨本期轉入數     (29,480) 
支付現金數 $ 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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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財務季報表附註 

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三十日 
(除另有註明者外，所有金額均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 

 

一、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本合併財務季報表係依照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九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金

管證六字第0960064020號函、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

理準則及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依金管證六字第0960064020號函規定，合併財務

季報表得免揭露公司沿革、業務範圍、所得稅、退休金之相關資訊、本期發生之用人、

折舊及攤銷費用依其功能別之彙總資訊、(88)台財證(六)第01403號函等附表資訊。重要

會計政策及衡量基礎彙總說明如下： 

 
(一)合併財務報表編製基礎   

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對具有控制能力之被投資公司，除依

權益法評價外，自民國九十七年度起，適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六第 
0960034217號函，按季編製合併財務報表。 

民國九十七年前三季列入合併財務季報表合併主體之子公司及本公司直接及間

接持股比例如下： 
  合併主體   持股％  

 GMF 100% 
 AG Neovo荷蘭 100% 
 AG Neovo International 100% 
 AG Neovo USA 100% 
 

本公司與以上列入合併主體之子公司合併簡稱「合併公司」。合併公司間之重

大內部交易及因此等交易所含之未實現內部損益均已於合併財務報表中銷除。投資

成本與子公司股權淨值之差額，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五號「採權益法之長期股權

投資會計處理準則」處理。 

(二)會計估計   

合併公司於編製財務報表時，業已依規定對財務報表所列資產、負債、收益、

費損及或有事項，採用必要之假設及估計加以衡量、評估與揭露，惟該等估計與實

際結果可能存有差異。 



 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季報表附註(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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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幣交易及外幣財務報表之換算   

合併公司以當地貨幣為記帳單位。非衍生性金融商品之外幣交易依交易日之即

期匯率入帳；資產負債表日之外幣資產或負債依當日之匯率換算，產生之兌換差異

列為當期損益。外幣非貨幣性資產或負債按交易日之歷史匯率衡量；但以公平價值

衡量之外幣非貨幣性資產或負債，則按資產負債表日即期匯率換算，如屬公平價值

變動認列為當期損益者，兌換差額認列為當期損益；如屬公平價值變動認列為股東

權益調整項目者，兌換差額認列為股東權益調整項目。 

合併財務報表內之各公司係以當地貨幣為功能性貨幣及記帳貨幣。其外幣財務

報表換算為本國貨幣財務報表時，其資產及負債科目，按資產負債表日之匯率換算；

股東權益中除期初保留盈餘以上期期末換算後之餘額結轉外，其餘均按歷史匯率換

算；損益科目按加權平均匯率換算，財務報表因轉換所產生之換算差額，列入股東

權益項下之累積換算調整數。 

(四)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分類標準   

現金或約當現金、為交易目的而持有或短期間持有且預期將於資產負債表日後

十二個月內變現之資產，列為流動資產；非屬流動資產者列為非流動資產。負債預

期於資產負債表日後十二個月內清償者列為流動負債；非屬流動負債者列為非流動

負債。 

(五)資產減損   

合併公司於資產負債表日就有減損跡象之資產(商譽以外之個別資產或現金產

生單位)，估計其可回收金額，就可回收金額低於帳面價值之資產，認列減損損失。

商譽以外之資產，於以前年度所認列之累計減損損失，嗣後若已不存在或減少，即

予迴轉，增加資產帳面價值至可回收金額，惟不超過資產在未認列減損損失下，減

除應提列折舊或攤銷後之數。 

商譽所屬現金產生單位，則每年定期進行減損測試，並就可回收金額低於帳面

價值之部分，認列減損損失。 

(六)金融商品   

合併公司對金融商品交易係採交易日會計處理，於原始認列時，將金融商品以

公平價值衡量，除以交易為目的之金融商品外，其他商品之原始認列金額則加計取

得或發行之交易成本。 

合併公司所持有或發行之金融商品，在原始認列後，依合併公司持有之目的，

分為下列各類： 

1.以公平價值衡量且公平價值變動認列為損益之金融商品：取得或發生之主要目的

為短期內出售或再買回之交易目的金融商品，合併公司所持有之衍生性商品，除

被指定且為有效之避險工具外，餘均歸類為此類金融商品。 

2.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無法可靠衡量公平價值之權益商品投資，以原始認列之

成本衡量。若有減損之客觀證據，則認列減損損失，此減損金額不予迴轉。 



 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季報表附註(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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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衍生性金融商品及避險   

合併公司持有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係用以規避因營運、財務及投資活動所暴露之

匯率風險。依此政策，合併公司所持有或發行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係以避險為目的。

當所持有之衍生性商品不適用避險會計之條件時，則視為交易目的之金融商品。 

(八)應收款項備抵呆帳   

備抵呆帳係依各應收款項之可收現性提列。備抵呆帳金額，係依據過去收款經

驗及帳齡分析並考量內部授信政策後決定。 

(九)存  貨   

存貨以加權平均成本與市價孰低為評價基礎，材料以重置成本為市價，商品以

淨變現價值為市價。提列(迴轉)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列於銷貨成本項下。 

(十)固定資產、出租資產、閒置資產及其折舊   

固定資產以取得成本為入帳基礎，但得依法辦理重估。維護及修理費用列為發

生當期費用，重大增添、改良及重置支出予以資本化，為購置設備並使該資產達到

可使用狀態前所發生之其他必要支出予以資本化，列入相關資產成本。除土地外，

固定資產原取得成本依估計使用年限或公司預期由個別資產取得之產量按平均法提

列折舊。折舊性資產耐用年限屆滿仍繼續使用者，就其殘值自該屆滿日起估計尚可

使用年限繼續提列折舊。處分固定資產之損益列為營業外收支。 

主要固定資產之耐用年數如下： 

1.建築物主體工程：50~60年。 

2.建築物附屬設備：6~20年。 

3.機器及研發設備：2~10年。 

4.模具設備：1~2年或個別資產預期產量。 

5.其他設備：2~10年。 

出租予他人使用之資產轉列其他資產－出租資產，租金收入減除折舊後淨額列

為營業外收入。相關水電、稅捐及維修費用，除合約載明由承租人負擔外，列為當

期管理費用。 

合併公司已無使用價值之固定資產，按原科目之成本、累計折舊及累計減損一

併轉列適當科目(閒置資產或其他資產)並攤提折舊。相關折舊費用列為營業外支出。 

(十一)遞延費用   

供售後服務使用之維修備用品，於開始使用後，依二~三年平均攤銷。 

(十二)無形資產   

合併公司自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起適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七號「無形

資產之會計處理準則」。依該號公報規定，除政府捐助所取得之無形資產按公平價

值認列外，原始認列無形資產時以成本衡量。續後，以成本加依法令規定之重估增

值，再減除累計攤銷及累計減損損失後之金額作為帳面價值。 



 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季報表附註(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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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銷時以原始成本減除殘值後之金額為可攤銷金額，並於已達可供使用狀態開

始時，於耐用年限期間以直線法攤銷。 

採權益法之長期股權投資如投資成本超過所取得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則超

過部份認列商譽，自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一日起，依「依權益法之長期股權投資會計

處理準則」修定條文規定，不再攤銷，原已攤銷部份不得迴轉。 

每年至少於會計年度終了時評估無形資產之殘值、攤銷期間及攤銷方法。殘值、

攤銷期間及攤銷方法之變動，均視為會計估計變動。 

研究階段之支出除於企業合併認列為商譽或無形資產者外，於發生時即認列為

費用。發展階段之支出於同時符合下列所有條件時，認列為無形資產；未同時符合

者，於發生時即認列為費用： 

1.完成該無形資產已達技術可行性，使該無形資產將可供使用或出售。 

2.意圖完成該無形資產，並加以使用或出售。 

3.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該無形資產。 

4.無形資產將很有可能產生未來經濟效益。 

5.具充足之技術、財務及其他資源，以完成此項發展專案計畫。 

6.發展階段歸屬於無形資產之支出能可靠衡量。 

(十三)產品保證負債   

合併公司銷售予客戶之商品，於銷售之日起提供一～三年之保固，並依預計退

回維修之比例及維修成本估列產品保證負債。 

(十四)職工退休金   

本公司於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一日修改職工退休辦法，並自該日起全數改採確定

提撥退休辦法，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依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之提繳率，提

撥至勞工保險局個人專戶，提撥數列為當期費用。 

AG Neovo荷蘭及AG Neovo USA正式員工，即就員工薪資總額的一定比例繳納

社會福利費並認列為當年度費用。GMF及AG Neovo International依經營方式並未聘僱

正式員工，故無退休金成本及負債。 

 

(十五)營業收入及成本   

液晶顯示器銷貨收入於商品已交付且風險已移轉時認列。相關成本配合收入發

生時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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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員工紅利及董監酬勞   

本公司對於民國九十七年度(含)以後之盈餘，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

分配之員工紅利及董監酬勞，係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96)基秘字第052號函，

於編製期中及年度財務報表時，先行估計擬分配之員工紅利及董監酬勞金額，

並依員工紅利及董監酬勞之性質列為營業成本或營業費用項下之適當會計科

目。嗣後股東會決議分配金額與財務報表估列數如有差異，視為估計變動，列

為分配當期損益。 

(十七)所得稅   

所得稅係以會計所得為基礎估計，資產及負債之帳面價值與課稅基礎之差

異，依預計回轉年度之適用稅率計算認列為遞延所得稅。應課稅暫時性差異所

產生之所得稅影響數認列為遞延所得稅負債；可減除暫時性差異、虧損扣除及

投資抵減所產生之所得稅影響數認列為遞延所得稅資產，再評估其可實現性提

列備抵評價金額。 

遞延所得稅資產或負債依相關資產或負債之分類，劃分為流動或非流動項

目，非與資產或負債相關者，依預期回轉期間之長短劃分。 

本公司所得稅抵減採當期認列法處理。 

本公司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部分，於次年度股東會決

議分配盈餘之後列為當期費用。 

合併公司之所得稅依各該註冊國法律，應以各公司為主體申報單位，不得

合併申報。合併公司之所得稅費用即為合併報表編製主體之各公司所得稅費用

之合計數。 

(十八)每股盈餘   

普通股每股盈餘係以本期淨利除以普通股流通在外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之；以盈餘、資本公積或員工紅利轉增資所增加之股數或因減資以彌補虧損而

減少之股數，採追溯調整計算。自民國九十七年度起，依據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97)基秘字第169號解釋函，員工紅利轉增資不再追溯調整基本及稀釋每股盈

餘；可選擇採股票發放之員工紅利如具稀釋作用，則列入計算稀釋每股盈餘。 

 

 

二、會計變動之理由及其影響    
合併公司自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起，首次適用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96)

基秘字第052號函，依解釋函規定衡量、認列及揭露員工分紅及董監酬勞，對民

國九十七年前三季合併損益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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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會計科目之說明 
(一)現金及銀行存款   

   97.9.30  
零用金、支票及活期存款 $ 65,335 
定期存款         31,451
 $ 96,786 

(二)金融商品   

合併公司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三十日持有之衍生性金融商品如下： 
  97.9.30  

  項    目   帳面價值   名目本金  
衍生性金融資產：   
 預售遠期外匯合約(歐元/美金) $ 2,705EUR 600千元 

 
上述衍生性金融商品在合併財務季報表上，列於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

融資產(其他金融─流動)項下。 
合併公司於民國九十七年前三季與數家銀行簽訂遠期外匯合約，以規避匯率

風險為主要目的。民國九十七年前三季遠期外匯合約，因遠期外匯合約公平價值變

動產生之未實現評價利益淨額為2,705千元。 
(三)應收票據及帳款   

   97.9.30   
應收票據 $ 2 
應收帳款  127,697 
  127,699 
減：備抵呆帳  (3,663) 
 $ 124,036 

(四)存  貨   
   97.9.30   

商  品 $ 451,545 
減：備抵跌價及呆滯損失  (7,865) 
 $ 443,680 

(五)出租資產及閒置資產   
1. 本公司依照土地公告現值辦理土地重估，最近一次重估為民國八十四年度。重估

增值明細如下： 
重估增值－出租資產 $ 227,299 
減：土地增值稅準備  (58,945) 
 $ 168,354 

土地增值稅準備業按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三十日修正後土地稅法所規定之土地增值

稅稅率重新計算，土地增值稅準備減少計52,763千元予以轉列股東權益項下之未實現

資產重估增值，此項調整不影響當期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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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司出租資產明細如下： 
   97.9.30   

成  本 
 土  地 $ 30,510 
 建 築 物  54,226 
土地重估增值  227,299 
成本及重估增值  312,035 
減：累計折舊  (44,058) 
 $ 267,977 

本公司出租資產之租約定期更新。民國九十七年前三季租金收入為6,709千元。截

至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已簽訂之租約，未來年度應收租金列示如下： 
 期  間   金  額  

97.10.1~98.9.30 $ 9,702 
98.10.1~98.11.14  1,193 
合  計 $ 10,895 

 
本公司民國九十年十月十六日與大榮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大榮公司)簽訂土地

租賃合約，租期自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五日至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止，每月土

地租金收入為796千元。並由大榮公司出資興建地上建物，以本公司為建築執照起造

人及建物登記所有權人，該建物於租期屆滿後將無償歸本公司所有，若因可歸責一方

之事由而提前解約，應賠償他方實際損失(不低於10,000千元)。合併公司自地上建物

興建完成驗收日起就建物興建成本依剩餘租約期限(七年)依平均法攤提建物折舊，並

同額認列租金收入。 

3.本公司閒置資產明細如下： 
   97.9.30   

成  本 
 建築物及附屬設備 $ 982 
 機器設備  3,798 
 模具及其他設備  51 
  4,831 
減：累計折舊  (4,525) 
  備抵損失  (306) 
 $ - 

 
本公司分別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底及九十二年六月關閉中壢廠貨櫃製造部門及

液晶顯示器製造部門，部分建築物、機器設備、辦公及其他設備未繼續供營業使用，

除將部份土地及建築物轉供出租外，餘均予以轉列閒置資產，並按淨變現價值評估提

列備抵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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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短期借款   
   97.9.30   

一般借款： 
擔保借款 $ 430,000 
無擔保借款 34,000

應付短期票券淨額  19,963 
 $ 483,963 
未使用短期借款額度 $ 219,000 

上列各項短期借款民國九十七年前三季之年利率區間為2.34％～7.06％。本公司

提供土地及建築物作為上列短期借款之擔保品，請參見附註五。 

 
(七)股東權益   

1.股  本 
本公司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三十日額定股本為2,000,000千元，每股面額10元，

分為200,000千股，實際發行股份為46,087千股。 
2.資本公積及未實現重估增值 

依公司法規定，資本公積僅供彌補虧損之用，不得用以分配現金股利，但公

司無虧損者，得以發行股票溢價所產生之資本公積撥充資本。另，依公司法規定，

可撥充資本之資本公積每年撥充之合計金額，不得超過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十。其

中以發行股票溢價轉入之資本公積撥充資本者，應俟產生該次資本公積經主管機

關核准登記後之次一年度，始得將該次轉入之資本公積撥充資本。 
以土地重估產生之資本公積如用以彌補虧損，應依照營利事業資產重估價辦

法第四十一條，以後年度若有盈餘應優先轉回此項資本公積，在未回轉前，盈餘

不得分派股息或作其他用途。截至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本公司歷年以土

地重估增值之資本公積彌補累積虧損，未轉回之金額計75,822千元。依民國九十五

年五月商業會計法修訂後之規定，資產重估增值應列為股東權益項下之未實現重

估增值，不得用以彌補累積虧損。本公司依規定就帳列資本公積－重估增值52,763
千元轉列上開股東權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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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盈餘分派之限制及股利政策 

依公司章程規定，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虧損，次提

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再就當年度發生股東權益減項科目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然後提撥不低於百分之十(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三十日修正章程前之規定為百分

之一)為員工紅利，最後將扣除上述各項後之盈餘，連同以前年度累積盈餘，提撥

百分之五十以上分派股息，派付之股息及員工紅利之金額，由董事會擬定，提請

股東會決議之。惟董事會擬具之股利分派案，其發放方式將採盈餘轉增資及現金

股利二種方式。其中現金股利之比率不低於百分之十，若現金股利每股低於零點

一元，則不發放，改以股票股利發放。 
依公司法規定，法定盈餘公積依法僅供彌補虧損之用，不得用以分配現金股

利。但該項公積已達實收資本百分之五十以上時，得以股東會決議，於不超過其

半數之範圍內將其轉撥資本。 
本公司依證券主管機關規定，自八十九年度起股東會分派盈餘時，應就帳列

股東權益減項金額，自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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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經股東會決議就迴轉部分轉回未分派盈餘以供

分派。 
本公司民國九十七年前三季為稅後淨損，無須認列員工紅利及董監酬勞相關

費用。 
4.本公司民國九十五年度為累積虧損，故無分派員工紅利及董監酬勞。民國九十七

年五月三十日股東常會決議民國九十六年度之盈虧撥補議案，依上段所述盈餘分

派之規定，未分派員工紅利及董監酬勞。 
民國九十七年度之盈餘尚未實際結算，相關資訊可俟本公司民國九十七年度

盈餘結算及相關會議召開後，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 
(八)每股虧損   

合併公司民國九十七年前三季基本每股虧損計算如下： 
 97年前三季 

  稅前   稅後  
本期淨損 $ (12,676)  (8,951)  
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單位：千股)  46,087   46,087  
基本每股虧損(單位：元) $ (0.28)   (0.19) 
   

(九)金融商品資訊之揭露    

1.公平價值之資訊 
合併公司之非衍生性短期金融資產及負債中包括現金及銀行存款、應收/應付

票據及帳款、其他金融資產－流動(除遠期外匯合約之外)、短期借款、應付費用

及其他流動負債等，係以其在資產負債表日之帳面價值估計其公平價值；因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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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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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金融資產及負債外，合併公司民國九十七年九月三十日其餘非以公平

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公平價值資訊如下： 
  97.9.30  

   帳面價值   公平價值  
金融資產：  
  遠期外匯合約 $ 2,705  2,705

金融商品如有活絡市場公開報價時，則以此市場價格為公平價值。若無市場價格

可供參考時，則採用評價方法估計，其所使用之估計與假設係參考金融機構之報

價。 
2.合併公司以活絡市場公開報價及以評價方法估計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價

值明細如下： 
 97.9.30  

 公開報價 
決定之金額 

採評價方法 
估計之金額 

 
金融資產：      
現金及銀行存款 $ 96,786  -  
應收票據及帳款  -  124,036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  -  11,115  

  遠期外匯合約        - 

金融負債：    
短期借款  -  464,000  
應付短期票券 19,963 
應付票據及帳款  -  80,602  

 
合併公司民國九十七年前三季因以評價方法估計之公平價值變動而認列為當

期損失金額為7,021千元。 
3.財務風險資訊 

(1)市場風險 
合併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主要係以避險為目的，因此匯率變動產生之

損益大致會與被避險項目之損益抵銷，故市場風險並不重大。 
(2)信用風險 

A.信用風險係指交易對方無法履行契約義務而產生損失的風險，因合併公司衍

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之相對人，係信用卓著之國際金融機構，預期不致產生重

大信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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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合併公司主要的潛在信用風險係源自於現金及銀行存款及應收帳款等金融商

品。合併公司之現金存放於不同之金融機構。合併公司控制暴露於每一金融

機構之信用風險，而且認為持有之現金及銀行存款不會有重大之信用風險顯

著集中之虞。另，合併公司擁有不同產業之廣大客戶群，為減低應收帳款信

用風險，除控制信用額度外，亦採綜合評估客戶之財務狀況。 
(3)流動性風險 

合併公司從事之遠期外匯合約預計於下列期間產生資金流出及流入，合併

公司預計有足夠資金予以支應，故無籌資風險，又因遠期外匯合約之匯率已確

定，不致有重大之現金流量風險。 
  97.9.30  
  金融商品  日  期   資金流出   資金流入  

 預售遠期外匯合約－歐

元 

97.10.27~ 

97.11.17 

EUR   600千元 USD    948千元 

     

四、關係人交易：無。  

五、抵質押之資產   
 資  產 

 
 擔保標的   帳面價值   

固定資產及出租資產－

土地及建築物 
短期借款 $ 277,559  

 

六、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事項   

合併公司依簽訂辦公室及汽車之營業租賃合約，於未來年度應支付租金明細如下: 
 期  間       金  額 

97.10.1~98.9.30 $ 5,862
98.10.1~99.9.30  1,623
99.10.1~100.4.30            961
合  計 $ 8,446

七、重大之災害損失：無。 

八、重大之期後事項：無。 

九、其  他   

依規定得免揭露用人、折舊及攤銷費用之功能別彙總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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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註揭露事項 
(一)重大交易事項相關資訊：依規定得免揭露。  

(二)轉投資事業相關資訊：依規定得免揭露。  

(三)大陸投資資訊：無。  

(四)民國九十七年前三季母子公司間業務關係及重要交易往來情形：  
民國九十七年第一季母子公司間業務關係及重要交易往來情形 

   與交易人  交 易 往 來 情 形  
編號 
(註一) 

交易人名稱 交易往來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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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本公司 AG Neovo 荷蘭 1 營業收入  898,535  售價為按成本加成，授

信期間為出貨後90天收

款 

 69.45%  

0 〃 〃 1 應收帳款  67,084  〃  5.65%  
0 〃 AG Neovo USA 1 營業收入  69,851  〃  5.40%  
0 〃 〃 1 預收款項  11,821  〃  1.00%  

   
註一、編號之填寫方式如下： 

1.0代表母公司。 
2.子公司依公司別由阿拉伯數字1開始依序編號。 

註二、與交易人之關係種類標示如下： 
1.母公司對子公司。 
2.子公司對母公司。 
3.子公司對子公司。 

十一、部門別財務資訊：     

合併公司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三號「期中財務報表之表達與揭露」之規定，

得免揭露部門別財務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