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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合併報表未經會計師核閱

               
 

宏致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資產負債表

                    
  

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資　　產
                                                       

金　　額
  

%
  

流動資產：
                                                      

1100 　現金及銀行存款(附註三(一))
                                    

$ 1,385,211 32
1310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流動

                          

(附註三(二))
                                                

15,006 -

1120-1140　應收票據及帳款淨額(附註三(三)) 1,110,546 26
1190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附註五) 18,369 -
1210 　存貨淨額(附註三(四)) 249,356 6
1250-1280　預付費用及其他流動資產 23,678 1

　　流動資產合計 2,802,166 65
固定資產(附註五及六)：

　成　　本：

1501 　　土    地 54,010 1
1521 　　房屋及建築 310,124 7
1531 　　機器設備 765,051 18
1537 　　模具設備 226,063 5
1681 　　其他設備 185,456 4

　　　小    計 1,540,704 35
15X9 　減：累積折舊

                                                  
(362,770) (8)

1670 　未完工程及預付設備款 266,356 6
　　固定資產淨額 1,444,290 33

17XX 無形資產(附註五) 41,823 1
18XX 其他資產 27,711 1

資產總計 $ 4,315,990 100

                                                                                         
　負債及股東權益

                                                                                                  
金　　額

  
%

  

流動負債：
                                                     

2102 銀行借款(附註三(五)及五)
                                     

$ 212,420 5
2120-2140 應付票據及帳款

                                               
392,919 9

2160 應付所得稅
                                                   

40,465 1
2170-2290 應付費用及其他流動負債 404,216 9

　流動負債合計 1,050,020 24
其他負債：

2861 遞延所得稅負債－非流動 380,400 9
　 負債合計 1,430,420 33

股東權益(附註三(六))：

股 　本：

3110  　普通股股本 859,534 20
資本公積：

3211 　資本公積－普通股股票溢價 419,496 10
3260 　資本公積－長期投資 2,166 -
3270  　資本公積－合併溢額 3,831 -

425,493 10
保留盈餘：

                                                   

3310 　法定盈餘公積 155,123 4
3351 　累積盈餘 1,213,943 28

1,369,066 32
3420 累積換算調整數 215,653 5

　母公司股東權益小計 2,869,746 67
3610 少數股權 15,824 -

　股東權益合計 2,885,570 67
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事項(附註六)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 $ 4,315,990 100

(請詳閱後附合併財務季報表附註)
董事長：袁  万  丁

                                      
經理人：盧  聰  華

                                     
會計主管：李  少  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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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合併報表未經會計師核閱
                          

宏致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損益表
                                 

                                      

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金　　額
  

%
  

4111 銷貨收入淨額
                                               

$ 830,058 97
4800 其他營業收入

                                               
27,369 3

營業收入淨額(附註五)
                                       

857,427 100
5000 營業成本 (525,046) (61)

營業毛利 332,381 39
營業費用：

6100   推銷費用 (41,807) (5)
6200 　管理費用 (61,322) (7)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27,984) (3)

(131,113) (15)
營業淨利 201,268 24
營業外收入及利益：

7110 　利息收入 351 -
7160 　兌換利益，淨額 25,173 3
7250 　壞帳轉回利益 6,551 -
7480 　什項收入 5,153 -

37,228 3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7510 　利息費用
                                                 

(2,367) -
7640 　金融商品評價損失 (2,321) -
7880 　什項支出 (229) -

(4,917) -
稅前淨利 233,579 27

8111 所得稅費用 (66,542) (8)
9600 合併淨利 $ 167,037 19

歸屬予：

9601 　母公司股東淨利 $ 166,744 19
9602 　少數股權淨利 293 -

$ 167,037 19

稅　前 稅　後
每股盈餘(元)(附註四(七))

9750 基本每股盈餘 $ 2.69 2.12
9850 稀釋每股盈餘 $ 2.65 2.09

(請詳閱後附合併財務季報表附註)
                       

董事長：袁  万  丁
      

經理人：盧  聰  華
      

會計主管：李  少  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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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合併報表未經會計師核閱
                          

宏致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現金流量表
                               

                                      

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合併淨利
                                                             

$ 167,037
　調整項目：

                                                           

折舊費用
                                                           

50,696
各項攤提

                                                           
4,328

備抵呆帳迴轉利益
                                                   

(6,551)
處分固定資產損失 1,196
存貨報廢、呆滯及跌價損失 8,669
遞延所得稅費用 39,456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流動本期變動 (4,995)
應收票據及帳款減少 213,639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增加 (15,970)
存貨增加 (47,594)
預付費用及其他流動資產增加

                                         
(3,202)

應付票據及帳款減少 (105,249)
應付所得稅增加 7,479
應付費用及其他流動負債減少 (32,371)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276,568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減少
                                                 

48
  購置固定資產價款

                                                       
(70,485)

  出售固定資產價款 1,285
  其他資產減少 5,602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63,550)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減少 (129,112)
  現金增資 248,160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19,048
匯率影響數 17,352
本期現金及銀行存款增加數 349,418
期初現金及銀行存款餘額 1,035,793
期末現金及銀行存款餘額 $ 1,385,211
現金流量資訊之補充揭露：

本期支付利息 $ 3,394
本期支付所得稅 $ 17,079
支付現金購置固定資產情形:：
  本期固定資產增加數 $ 58,753
  加：期初應付款 46,417
  減：期末應付款 (34,685)
  固定資產現金支付數

                                                   
$ 70,485

(請詳閱後附合併財務季報表附註)
                        

董事長：袁  万  丁
       

經理人：盧  聰  華
      

會計主管：李  少  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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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合併報表未經會計師核閱
                          

宏致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財務季報表附註
                             

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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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令、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
為更瞭解本公司之財務狀況、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應將本合併財務季報表與本公司民國

九十七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表一併參閱。除下段所述外，本合併財務季報

表之重要會計政策與前述合併財務報表相同。

(一)合併財務報表編製基礎  
合併財務報表之編製主體包括本公司及本公司對其具有控制力之子公司。年度中

取得被投資公司之控制能力之日起，開始將被投資公司之收益與費損編入合併報表中

。合併公司間之交易及年底應收、應付款項均予相互沖銷，因此等交易產生之未實現

內部損益亦予消除。

(二)合併概況  
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對其具有控制能力之子公司(本公司及子公

司以下簡稱為合併公司)分佈於台灣、薩摩亞、新加坡及中國大陸等地，其業務性質

及本公司持股比例列示如下：

1.投資業
                                                                   

本公司直接或間接

持股比例(%)
投資公司 98.3.31

ACECONN ELECTRONIC CO., LTD. 本公司 100.00

2.連接器銷售事業
本公司直接或間接

持股比例(%)
投資公司 98.3.31

ACES (HONG KONG) ELECTRONIC

CO., LTD.

本公司 100.00

WELL PLAN GROUP LIMITED 本公司 100.00

ACES PRECISION INDUSTRY PTE LTD. 本公司 60.00
昆山奇致商貿有限公司 ACECONN ELECTRONIC

CO., LTD.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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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致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季報表附註(續)

3.連接器生產及銷售事業
                                                     

 
本公司直接或間接

持股比例(%)
  

                              
投資公司

 
98.3.31

東莞宏致電子有限公司
           

ACECONN ELECTRONIC 
      

    CO., LTD.
                              100.00

昆山宏致電子有限公司
           

ACECONN ELECTRONIC 
      

    CO., LTD.
                              100.00

(三)存　　貨  
存貨之原始成本為使存貨達到可供銷售或可供生產之狀態及地點所發生之必要支

出，其中固定製造費用係按生產設備之正常產能分攤至製成品及在製品，變動製造費

用則以實際產量為分攤基礎。續後，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衡量，成本係採加權平

均法計算，淨變現價值則以資產負債表日正常營業下之估計售價減除至完工尚需投入

之成本及銷售費用為計算基礎。

二、會計變動之理由及其影響   
本公司自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一日起，首次適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十號「存貨之會計

處理準則」第一次修訂條文。依該公報第十九段及第二十一段之規定，存貨成本中固定製

造費用分攤方式之改變及期末存貨之續後衡量由成本與市價孰低法改採成本與市價孰低法

改採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衡量之相關會計原則變動，致民國九十八年第一季本期淨利及

每股盈餘影響如下：
                                                                 

會計原則變動性質
本期淨利
增加(減少)

每股盈餘(元)
增加(減少)

存貨成本中固定製造費用分攤方式之改變 $ (619) (0.01)
存貨之續後衡量由成本與市價孰低法改採成本

  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衡量                                778                     0.01
$                     159 -

三、重要會計科目之說明  

(一)現金及銀行存款  
其明細如下：

98.3.31
庫存現金 $ 3,260
銀行存款 1,381,951

$ 1,38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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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致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季報表附註(續)

(二)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流動  
                                                                          

其明細如下：
                                                           

98.3.31
 

　開放型基金
                             

$ 15,006
 
 

合併公司民國九十八年第一季認列金融商品交易之淨損為2,321千元。
          

                                                                       

(三)應收票據及帳款淨額  
                                                        

其明細如下：

98.3.31
應收票據 $ 11,316
應收帳款 1,115,843
  小　　計 1,127,159
減：備抵呆帳及備抵銷貨退回及折讓 (16,613)

$ 1,110,546
(四)存    貨  

其明細如下：

98.3.31
原 物 料 $ 56,821
減：備抵損失

                             
(5,734)

  

　小　　計
                               

51,087
  

半 成 品 81,683
減：備抵損失 (13,202)
　小　　計 68,481
在 製 品 38,514
減：備抵損失 (25,197)
　小　　計 13,317
製 成 品 155,826
減：備抵損失 (45,895)
　小　　計 109,931
商　　品 8,387
減：備抵損失 (1,847)
  小　　計 6,540

$ 249,356   
合併公司民國九十八年第一季認列之存貨相關費損為20,138千元；其中，民國九

十八年第一季將存貨自成本沖減至淨變現價值而認列之營業成本為8,669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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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致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季報表附註(續)

(五)短期借款   
                                                                                                                                 

其明細如下：
                                                           

98.3.31
          

金　　 額 利率區間
擔保借款

        
$ 212,420 1.400%~2.126%

1.截至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合併公司尚未使用之短期借款融資額度為
549,622千元。

                                                             

2.合併公司之關係人為本公司借款額度提供之保證情形，請詳附註四說明。
3.合併公司提供資產作為借款擔保情形，請詳附註五說明。

(六)股東權益  
1.股    本

本公司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六日經股東會決議辦理盈餘轉增資70,521千元及員
工紅利轉增資5,000千元，增資基準日為民國九十七年十月六日，該項增資案業經主
管機關核准，並辦妥法定登記程序。

本公司於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經董事會決議辦理現金增資252,160千元
，發行普通股7,880千股，發行價格為每股32元，發行成本4,000千元已列為資本公
積之減項，增資基準日為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該增資案業已於民國九十八

年四月九日辦妥法定登記程序。

截至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額定資本額為1,500,000千元，實收
資本額為859,534千元，每股面額10元。

                                      

2.資本公積
依公司法規定，資本公積需優先彌補虧損後，始得以已實現之資本公積轉作資

本，不得用以分配現金股利。前項所稱之已實現資本公積，包括超過票面金額發行

股票所得之溢價及受領贈與之所得。截至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資本公積

餘額之內容如下：

98.3.31
現金增資溢價 $ 419,496
長期股權投資調整數 2,166
合併發行新股產生之股本溢價 3,831

$ 425,493

～9～
                                       



宏致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季報表附註(續)

3.法定盈餘公積
                                                             

依公司法規定，公司應就稅後純益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直至與資本

額相等為止。法定盈餘公積依法僅限於彌補虧損及轉增資發行新股。但此項公積之

提列於達到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十時，得以其半數轉增資發行新股。另公司無盈餘

時，不得分配現金股利。但法定盈餘公積已超過資本總額百分之五十時，得以股東

會決議於其超過部分之範圍內將其派充股息及紅利。
                          

4.盈餘分配
                                                                 

依本公司章程規定，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時，除依法彌補以往年度虧損並繳付

稅款外，應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後，另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

積，餘按下列規定分配之：

(1)員工紅利不低於百分之一；
(2)董事、監察人酬勞提撥百分之一點五至百分之三；

其他餘額併同以往年度未分派之盈餘，由董事會擬具分派案，提請股東會決議

分派之。

本公司於編製期中財務報表時，估列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應分配之董事

、監察人酬勞及員工紅利，係以民國九十八年第一季稅後淨利扣除10%法定盈餘公
積後淨額，乘以本公司董事會擬議之員工紅利分配成數5%及董監酬勞分配成數3%
，估計員工紅利金額為7,430千元，董監酬勞為4,458千元，配發股票紅利之股數計
算基礎係依據股東會決議前一日之收盤價並考量除權除息之影響。惟若嗣後股東會

決議實際配發金額與估列數有差異時，則視為會計估計變動，列為民國九十九年度

之損益。

本公司於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經董事會決議民國九十七年度盈餘分配案

，有關分配之員工紅利及董監事酬勞如下：

97年度
員工紅利－股票紅利 $ 15,000
員工紅利－現金紅利 14,661
董監酬勞 17,797

$ 47,458

本公司民國九十七年度之員工紅利及董監酬勞分派數，尚待本公司股東會決議

，相關資訊可俟相關會議召開後，至公開資訊觀測站等管道查詢之。

5.股利政策
本公司股利之分派，係配合當年度之盈餘狀況，以股利穩定為原則；而本公司

係屬成長階段，基於公司未來資金需求及長期財務規劃，就所分配之股東紅利中，

股票股利不得低於分配股利總額之百分之二十。但股東會得視當年度實際獲利狀況

及未來資金規劃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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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致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季報表附註(續)

6.員工認股權證
                                                             

本公司為吸引及留任公司發展所需之重要人才，並激勵員工及提昇員工對公司

之向心力及歸屬感，以共同創造公司及股東之利益，經董事會決議通過發行員工認

股權憑證，認股價格以不低於發行日本公司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所示之每股淨值為認股價格；若於本公司股票上市(櫃)掛牌日後發行者，以發行日

本公司普通股之收盤價為認股價格；若該價格低於面額時，則以普通股股票面額為

認股價格。認股價格遇普通股份發生變動時，依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及認股辦法所

訂之公式調整之。

本公司係以發行新股為履約方式，其明細如下：

董事會 每單位可 核准發行 實際發行 原始認購 98.3.31之
決議日 認購股數 單 位 數 單 位 數 價格(元) 每股認購價格 發行方式

九十六年第一次員工

認股選擇權計劃

96.12.14 1,000 1,500 1,500 $ 22.00 $ 17.50 一次發行

上述認股價格遇無償配股之情形時，業已依照本公司員工股辦法調整。

民國九十六年第一次員工認股選擇權計畫，認股權人於發行屆滿二年可行使認

股比例累計三分之ㄧ，屆滿三年可行使認股比例累計三分之二，屆滿四年可行使認

股比例累計100%。
截至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皆尚未行使轉換。

本公司上述於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發行之員工認股權計畫，係採

用衡量日內含價值認列所給與之酬勞成本，因本公司於衡量日之股票公平價值不高

於認股權之執行價格，故無需認列酬勞成本。前述員工認股權憑證如依財務會計準

則公報第三十九號之規定採公平價值衡量及認列酬勞成本，相關擬制性資訊揭露如

下：

(1)本公司採用Black Scholes選擇權評價模式估計給與日認股選擇權之公平價值，
其每單位公平價值如下，民國九十八年第一季應認列之酬勞成本為271千元，各項
假設之加權平均資訊列示如下：

九十六年第一次
員工認股選擇權計畫

股利率 %9.39
預期價格波動性 %37.40
無風險利率 %2.53
預期存續期間 7年
每單位公平價值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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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致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季報表附註(續)

(2)本公司截至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酬勞性員工認股選擇權計畫流通在外之
資訊如下：

                                                             

 
截至98.3.31流通在外之認股選擇權

   
目前可行使認股選擇權

行使價格
 

之 範 圍
 流通在外

之數量
加權平均預期
剩餘存續期限

加權平均
行使價格

98.3.31
    

可行使之數量
 加權平均
行使價格

$ 17.50
 

1,404 5.75 17.50 -
 

-
                                                                                                 

(3)本公司酬勞性員工認股選擇權計畫相關之數量及加權平均行使價格之資訊揭露如
下：
                                                                   

98年第一季

認 股 選 擇 權 數量
加權平均
行使價格

期初流通在外 1,469 $ 17.50
本期給與 - -
本期行使 - -
本期沒收 (65) -
期末流通在外 1,404 17.50
期末仍可行使之認股選擇權 -
本期給與之認股選擇權加權平均公平價值(每單位) -

(4)本公司酬勞性員工認股選擇權計畫若採公平價值法認列，財務報表之擬制淨利與
每股盈餘資訊列示如下：
                                                 

98年第一季
      

淨　　利 報表認列之淨利 $ 166,744
擬制淨利 166,541

基本每股盈餘 報表認列之每股盈餘 2.12
擬制每股盈餘 2.11

稀釋每股盈餘 報表認列每股盈餘 2.09
擬制每股盈餘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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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致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季報表附註(續)

(七)普通股每股盈餘  
                                                            

民國九十八年第一季本公司基本每股盈餘及稀釋每股盈餘之計算如下：
        

98年第一季
           

基本每股盈餘
                              

稅 前
 
稅 後

本期淨利
                                  

$ 211,546
 

166,744
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千股)

                
78,774

 
78,774

基本每股盈餘(元)
                           

$ 2.69
 

2.12
稀釋每股盈餘

計算稀釋每股盈餘之本期淨利 $ 211,546 166,744
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 78,774 78,774
具稀釋作用之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員工認股權憑證 1,062 1,062
尚未經股東會決議且得採股票發放之員工分紅 110 110
計算稀釋每股盈餘之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 79,946 79,946
稀釋每股盈餘(元) $ 2.65 2.09

(八)金融商品資訊之揭露  
1.公平價值之資訊：

98.3.31                                         
帳面價值 公平價值

金融資產：
                                 

　現金及銀行存款 $ 1,385,211 1,385,211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流動 15,006 15,006
　應收票據及帳款淨額 1,110,546 1,110,546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 18,369 18,369
金融負債：

　短期借款 212,420 212,420
應付票據及帳款 392,919 39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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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併公司估計上述金融商品公平價值所使用之方法及假設如下：
                 

(1)短期金融商品以其在資產負債表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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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

存款、應收/應付票據及帳款、其他金融資產－流動及短期借款。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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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之估計與假設係與市場參與者於金融

商品訂價時用以作為估計及假設之資訊一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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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3.31
公開報價
決定之金額

評價方式
估計之金額

  金融資產：

  現金及銀行存款 $ 1,385,211 -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流動 15,006 -
  應收票據及帳款淨額 - 1,110,546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 1,009 17,360

  金融負債：

  短期借款 - 212,420
  應付票據及帳款 - 392,919

4.財務風險之資訊
                                                           

(1)市場風險
                                                              

合併公司持有之開放型基金係分類為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流

動，因此類資產係以公平價值衡量，因此合併公司將暴露於市場價格變動之風險

。

(2)信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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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金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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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認為合併公司之現金及所持有之權益證券不會有重大之信用風

險顯著集中之虞。

合併公司之客戶集中在廣大之高科技電腦產業客戶群，為減低應收帳款信用

風險，合併公司持續評估客戶之財務狀況。

(3)流動性風險
合併公司之資本及營運資金足以支應所有合約義務，故尚未有因無法籌措資

金以履行合約義務之流動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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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致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季報表附註(續)

(4)利率風險
                                                              

合併公司浮動利率資產主要為銀行存款，此部份因利率變動而產生之現金流

量風險不重大；另合併公司之短期借款係屬浮動利率之債務，故市場利率變動將

使其有效利率隨之變動，而使其未來現金流量產生波動，市場利率上升幅度若為

1%，合併公司估計民國九十八年第一季現金流量淨支出將增加2,124千元。
     

四、關係人交易  
                                                                   

(一)關係人之名稱及關係
                                                         

關 係 人 名 稱 與　合  併　公　司　之　關　係

袁　万　丁 本公司之董事長

(二)與關係人之間之重大交易事項 
本公司民國九十八年第一季向各金融機構申請借款額度，係由袁万丁提供連帶保

證。

(三)截至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合併公司為借款額度而開立之保證本票為67,834
千元。

五、抵質押之資產  

質押之資產 質押擔保標的 98.3.31
定存單－列於「其他金融資產－流動」

科目項下

進口貨物關稅擔保及短

期借款
$ 1,009

房屋及建築
                         

短期借款
            

238,716
土地使用權－列於「無形資產」項下

  
短期借款

            
19,813

合　　計 $ 259,538

六、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事項  

(一)截至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合併公司因承租廠房、員工宿舍、運輸設備及停
車位等而簽訂租賃合約，因是項交易已開立未到期之票據計4,544千元，依現有合約未
來應付租金金額如下：

租賃期間 每年租金

98.04.01~99.03.31 $ 15,000
99.04.01~100.03.31 12,129
100.04.01~101.03.31 10,191
101.04.01~102.03.31 8,773
102.04.01~103.03.31 15

(二)截至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合併公司已簽訂之未完工程及預付設備款合約尚
未完成交易程序之金額約為226,7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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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截至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合併公司為借款額度而開立保證本票為67,834千
 

   元。
                                                                       

七、重大之災害損失：無。  
                                                         

八、重大之期後事項：無。  
                                                         

九、其　　他：無。  
                                                              

十、其他附註揭露事項
                                                              

母子公司間業務關係及重要交易往來情形： 

民國九十八年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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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ES(HONG KONG) 1 銷貨 5,752 月結60~120天 %0.67

0 本公司 ACES(HONG KONG) 1 應收帳款 5,726 月結60~120天 %0.13

0 本公司 ACES(HONG KONG) 1 經營管理服
務收入

1,749 月結60天 %0.20

0 本公司 ACES(HONG KONG) 1 應收款項 7,731 月結60~120天 %0.18

0 本公司 WELL PLAN 1 佣金收入 3,501 月結120天 %0.41

0 本公司 WELL PLAN 1 經營管理服
務收入

305 月結60天 %0.04

0 本公司 WELL PLAN 1 應收款項 54,673 月結60~120天 %1.27

0
      
本公司

                 
ACES PRECISION

         
1

       
銷貨

      
1,172

 
月結90天

  
%0.14

0
      
本公司

                 
ACES PRECISION

         
1

       
應收帳款

  
3,709

 
月結90天

  
%0.09

0 本公司 ACES PRECISION 1 應收款項 2,324 月結90天 %0.05

0 本公司 ACECONN 1 銷貨 1,546 月結60天 %0.18

0 本公司 ACECONN 1 佣金收入 10 月結120天 %-

0 本公司 ACECONN 1 應收款項 4,823 月結120天 %0.11

0 本公司 東莞宏致電子有限公司 1 技術服務收
入

8,401 依合約規定 %0.98

0 本公司 東莞宏致電子有限公司 1 應收款項 8,350 依合約規定 %0.19

0 本公司 昆山宏致電子有限公司 1 技術服務收
入

22,960 依合約規定 %2.68

0 本公司 昆山宏致電子有限公司 1 應收款項 22,853 依合約規定 %0.53

1 ACES(HONG KONG) 本公司 2 應收款項 7,393 月結60~120天 %6.37

1 ACES(HONG KONG) 本公司 2 銷貨 272,949 月結60~120天 %31.83

1 ACES(HONG KONG) 本公司 2 應收帳款 276,383 月結120天 %6.40

1 ACES(HONG KONG) 昆山奇致商貿有限公司 3 銷貨 4,480 月結60~120天 %0.52

1 ACES(HONG KONG) 昆山奇致商貿有限公司 3 應收帳款 4,472 月結60~120天 %0.10

2
      

WELL PLAN
                      

本公司
              

2
       
銷貨

      
800

 
月結60~120天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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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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WELL PLAN
                      

本公司
              

2
       
應收帳款

  
797

 
月結120天

 
%0.02

2
      

WELL PLAN
                      

東莞宏致電子有限公司 3
       
銷貨

      
20,763

 
月結60~120天 %2.42

2
      

WELL PLAN
                      

東莞宏致電子有限公司 3
       
應收帳款

  
49,566

 
月結60~120天 %1.15

2
      

WELL PLAN
                      

昆山宏致電子有限公司 3
       
銷貨

      
39,223

 
月結60~120天 %4.57

2
      

WELL PLAN
                      

昆山宏致電子有限公司 3
       
應收帳款

  
39,308

 
月結60~120天 %0.91

2
      
東莞宏致電子有限公司

  
本公司

              
2

       
應收款項

  
39

 
月結60~120天 %-

3 東莞宏致電子有限公司 ACES(HONG KONG) 3 銷貨 135,231 月結60~120天 %15.77

3 東莞宏致電子有限公司 ACES(HONG KONG) 3 應收帳款 134,970 月結60~120天 %3.13

3 東莞宏致電子有限公司 WELL PLAN 3 銷貨 32 月結60~120天 %-

3 東莞宏致電子有限公司 WELL PLAN 3 應收帳款 651 月結60~120天 %0.02

3 東莞宏致電子有限公司 昆山宏致電子有限公司 3 銷貨 8,043 月結60~120天 %0.94

3 東莞宏致電子有限公司 昆山宏致電子有限公司 3 應收款項 6,484 月結60~120天 %0.15

4 昆山宏致電子有限公司 本公司 2 應收款項 4,811 月結60~120天 %-

4 昆山宏致電子有限公司 ACES(HONG KONG) 3 銷貨 181,630 月結60~120天 %21.18

4 昆山宏致電子有限公司 ACES(HONG KONG) 3 應收帳款 182,329 月結60~120天 %4.22

4 昆山宏致電子有限公司 WELL PLAN 3 銷貨 767 月結60~120天 %0.09

4 昆山宏致電子有限公司 WELL PLAN 3 應收帳款 765 月結60~120天 %0.02

4 昆山宏致電子有限公司 東莞宏致電子有限公司 3 銷貨 9,175 月結60~120天 %1.07

4
      
昆山宏致電子有限公司

  
東莞宏致電子有限公司 3

       
應收帳款

  
9,157

 
月結60~120天 %0.21

5
      

ACECONN
                          

本公司
              

2
       
應收款項

  
1,047

 
月結120天

 
%0.02

6 ACES PRECISION 本公司 2 應收款項 643 月結120天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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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三:僅揭露銷貨、收入以及應收款項等單邊資料，相對之進貨、費用及應付款

項不再贅述。

十一、部門別財務資訊    

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三號第25段規定，於編製期中財務報表時，得不揭露部門
別財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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