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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已發布但尚未經金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影響  

下表彙列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已發布但尚未納入金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之新發布、修正及修訂之準則及解釋：  

 

本集團經評估上述準則及解釋對本集團財務狀況與財務績效並無重大影響。  

四、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重大會計政策除遵循聲明、編製基礎、合併基礎及新增部分說明如下，餘與民國

109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四相同。除另有說明外，此等政策在所有報導期間一

致地適用。  

(一 )遵循聲明  

1.本合併財務報告係依據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與金管會認可之國

際會計準則第 34 號「期中財務報導」編製。  

2.本合併財務報告應併同民國 109 年度合併財務報告閱讀。  

(二 )編製基礎  

1.本合併財務報告係按歷史成本編製。  

2.編製符合金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

告 (以下簡稱 IFRSs)之財務報告需要使用一些重要會計估計，在應用本集

團的會計政策過程中亦需要管理階層運用其判斷，涉及高度判斷或複雜性

之項目，或涉及合併財務報告之重大假設及估計之項目，請詳附註五說明。  

(三 )合併基礎  

1.合併財務報告編製原則  

本合併財務報告之編製原則與 109 年度合併財務報告相同。  

 

 

 新發布/修正/修訂準則及解釋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發布之生效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之修正「對觀念架構之索引」 民國111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0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正「投資

  者與其關聯企業或合資間之資產出售或投入」

待國際會計準則

理事會決定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7號「保險合約」 民國112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7號「保險合約」之修正 民國112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正「負債之流動或非流動分類」 民國112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正「會計政策之揭露」 民國112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正「會計估計之定義」 民國112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正「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達到預定

  使用狀態前之價款」

民國111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正「虧損性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 民國111年1月1日

2018-2020週期之年度改善 民國111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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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入合併財務報告之子公司：  

 

註：係本集團於民國 109 年 7 月現金增資進泰 (越南 )公司，取得 62.5%股

權，並列入本集團之合併個體。進泰 (越南 )公司係於民國 108 年 11 月

成立，原股東為 Frontier Technologies Holdings Limited，該公司

係由本集團之最終控制者 100%持有，故此項股權交易係屬共同控制下

之組織重組，應視為自始即合併，並追溯重編前期合併財務報表。  

本集團於民國 110 年 1 月間陸續向進泰 (越南 )公司之原股東收購取

得 37.5%股權，併同原持股 62.5%，合計持股 100%，請詳附註六、(二

十二 )之說明。  

3.未列入合併財務報告之子公司：無此情事。  

4.子公司會計期間不同之調整及處理方式：無此情事。  

5.重大限制：無此情事。  

6.對本集團具重大性之非控制權益之子公司  

本集團民國 110 年 3 月 31 日、109 年 12 月 31 日及 109 年 3 月 31 日之非

控制權益總額分別為 $0、$169,033 及 $66,019，下列為對本集團具重大性

之非控制權益及所屬子公司之資訊：  

 

  

 投資公司名

稱  子公司名稱  業務性質

 110年 

3月31日

 109年 

12月31日

 109年 

3月31日 說明

進泰電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進泰電子科技

(香港)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進泰

 (香港)公司」)

揚聲器設計

研發及買賣

100    100    100    

進泰電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進泰電子科技

(越南)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進泰

(越南)公司」)

揚聲器生產 100    62.5   62.5   註

 所持股權百分比

子公司 主要

名  稱 營業場所 金額 持股百分比 金額 持股百分比

進泰(越南)公司 越南  $       - -  $ 169,033 37.5

子公司 主要

名  稱 營業場所 金額 持股百分比

進泰(越南)公司 越南  $  66,019 37.5

 非控制權益  非控制權益

 109年3月31日

 109年12月31日 110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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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泰 (越南 )公司彙總性財務資訊：  

資產負債表  

 

綜合損益表  

 

現金流量表  

 

(四 )所得稅  

期中期間之所得稅費用以估計之年度平均有效稅率應用至期中期間之稅前

損益計算之，並配合會計政策揭露相關資訊。  

  

109年12月31日 109年3月31日

流動資產 49,465$      95,037$      

非流動資產 422,672      318,588      

流動負債 21,382)(       237,575)(      

非流動負債 -            -            

淨資產總額 450,755$     176,050$     

11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109年1月1日至3月31日

收入 -$                   -$                   

稅前淨損 2,229)($               1,371)($               

所得稅費用 -                    -                    

本期淨損 2,229)(                1,371)(                

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                    -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2,229)($               1,371)($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非控制

權益 438)($                 514)($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共同控

制下前手權益 -$                   857)($                 

支付予非控制權益股利 -$                   -$                   

109年1月1日至3月31日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6,468$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61,572)(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234,987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

之影響 -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數 79,883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15,105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94,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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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大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本期無重大變動。  

六、重要會計項目之說明  

(一 )現金及約當現金  

 

1.本集團往來之金融機構信用品質良好，且本集團與多家金融機構往來以

分散信用風險，預期發生違約之可能性甚低。  

2.本集團未有將現金及約當現金提供質押之情形。  

(二 )應收帳款  

 

1.應收帳款之帳齡分析如下：  

 

以上係以逾期天數為基準進行之帳齡分析。  

2.民國 110 年 3 月 31 日、109 年 12 月 31 日及 109 年 3 月 31 日之應收帳款

餘額均為客戶合約所產生，另於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客戶合約之應收款

餘額為 $854。  

3.在不考慮所持有之擔保品或其他信用增強之情況下，最能代表本集團應

收帳款於民國 110 年 3 月 31 日、109 年 12 月 31 日及 109 年 3 月 31 日信

用風險最大之暴險金額分別為 $581,211、 $142,259 及 $743。  

4.本集團並未持有作為應收帳款擔保之擔保品。  

5.相關應收帳款信用風險資訊請詳附註十二、 (二 )。  

  

110年3月31日 109年12月31日 109年3月31日

庫存現金 20$          20$          40$          

支票存款及活期存款 246,616      100,015      414,590      

定期存款 -            12,571       -            

246,636$     112,606$     414,630$     

110年3月31日 109年12月31日 109年3月31日

應收帳款 581,270$     142,259$     743$         

減：備抵呆帳 59)(           -            -            

581,211$     142,259$     743$         

110年3月31日 109年12月31日 109年3月31日

未逾期 568,722$     141,323$     743$         

逾期30天內 12,489       877          -            

逾期31-90天內 -            59           -            

逾期91-180天 59           -            -            

581,270$     142,259$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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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存貨  

 

本集團當期認列為費損之存貨成本：  

 

(四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1.本集團關聯企業之基本資訊如下：  

 

本集團於民國 109 年 12 月處分 Samya Technology (Thailand) Co., Ltd.49%

股權。 

2.本集團關聯企業之彙總性財務資訊如下：  

 

110年3月31日 109年12月31日 109年3月31日

製成品及商品 -$           -$           958$         

11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109年1月1日至3月31日

已出售存貨成本 435,077$            1,107$              

跌價損失 -                   782                 

435,077$            1,889$              

11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109年1月1日至3月31日

1月1日 -$                  -$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損益份額 -                   -                   

3月31日 -$                  -$                  

110年3月31日 109年12月31日 109年3月31日

Samya Technology

 (Thailand) Co., Ltd. -$           -$           -$           

主要營業

公司名稱 業務性質 場所 110年3月31日 109年12月31日 109年3月31日

Samya Technology

 (Thailand) Co., Ltd.

通信設備及商

品之貿易業務

泰國 - - 49%

持股比率

110年3月31日 109年12月31日 109年3月31日

流動資產 -$           -$           9,172$       

非流動資產 -            -            1,521        

流動負債 -            -            15,324)(       

淨資產總額 -$           -$           4,631)($       

占關聯企業淨資產之份額 -$           -$           -$           

商譽 -            -            -            

關聯企業帳面價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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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民國 110 年及 109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均無提供擔

保及借款成本資本化之情事。  

(六 )租賃交易－承租人  

1.本集團租賃之標的資產為土地及房屋，租賃合約之期間為 5~47 年。除租

賃之資產不得用作借貸擔保外，未有加諸其他之限制。  

 

 

11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109年1月1日至3月31日

收入 -$                  4,343$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損 -$                  1,665)($              

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                   -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1,665)($              

未完工程及

成　　本 機器設備 生財器具 什項設備 待驗設備 合計

1月1日餘額 723$     211$     1,786$   225,076$   227,796$ 

增添 -        -        224      8,834      9,058    

淨兌換差額 -        -        2        -          2        

3月31日餘額 723      211      2,012    233,910    236,856  

    累計折舊及減損

1月1日餘額 40)(       98)(       124)(      -          262)(      

折舊費用 30)(       16)(       152)(      -          198)(      

3月31日餘額 70)(       114)(      276)(      -          460)(      

3月31日帳面價值 653$     97$      1,736$   233,910$   236,396$ 

未完工程及

成　　本 機器設備 生財器具 什項設備 待驗設備 合計

1月1日餘額 1,863$   624$     3,330$   1,331$     7,148$   

增添 -        -        -        144,852    144,852  

3月31日餘額 1,863    624      3,330    146,183    152,000  

    累計折舊及減損

1月1日餘額 1,863)(    564)(      3,283)(    -          5,710)(    

折舊費用 -        9)(        11)(       -          20)(       

3月31日餘額 1,863)(    573)(      3,294)(    -          5,730)(    

3月31日帳面價值 -$       51$      36$      146,183$   146,270$ 

110年

1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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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集團承租之建物之租賃期間不超過 12 個月。另民國 110 年 3 月 31 日、

109 年 12 月 31 日及 109 年 3 月 31 日本集團對於短期租賃承諾之租賃給

付分別為 $457、 $1,182 及 $333。  

3.使用權資產之帳面價值與認列之折舊費用資訊如下：  

 

 

4.本集團於民國 110 年及 109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使用權資產增添均為

$0。  

5.與租賃合約有關之損益項目資訊如下：  

 

6.本集團於民國 110 年及 109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租賃現金流出總額分

別為$1,410 及$228。 

(七 )短期借款  

 

民國 109 年 3 月 31 日無此情事。  

本集團於民國 110 年及 109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銀行借款認列於損益之

利息費用分別為 $958 及 $0。  

110年3月31日 109年12月31日 109年3月31日

帳面金額 帳面金額 帳面金額

土地 146,388$     147,190$     155,677$     

房屋 7,102        7,731        -            

153,490$     154,921$     155,677$     

11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109年1月1日至3月31日

折舊費用 折舊費用

土地 802$                 835$                 

房屋 636                  -                    

1,438$               835$                 

11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109年1月1日至3月31日

影響當期損益之項目

租賃負債之利息費用 22$                  -$                   

屬短期租賃合約之費用 747                  228                  

借款性質 110年3月31日 109年12月31日

銀行信用借款 478,921$             71,200$              

銀行擔保借款 80,995               -                    

559,916$             71,200$              

利率區間 1.17%~1.78%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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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他應付款  

 

(九 )股本  

1.民國 110 年 3 月 31 日，本公司額定資本額為 $600,000，分為 60,000 仟

股 (含員工認股權憑證可認購股數 2,000 仟股 )，實收資本額為 $321,603，

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之股款均已收訖。  

本公司普通股期初與期末流通在外股數調節如下：      (單位：仟股 ) 

 

2.本公司於民國 108 年 4 月 23 日董事會及民國 108 年 6 月 18 日股東常會

決議於普通股不超過 17,000 仟股額度內擬以私募方式籌募資金。本公司

於民國 109 年 3 月 23 日經董事會決議私募發行新股 7,000 仟股，每股以

新台幣 25.17 元溢價發行，增資基準日為民國 109 年 3 月 27 日，已於民

國 109 年 4 月 14 日辦妥變更登記。  

3.本公司於民國 108 年 4 月 23 日董事會及民國 108 年 6 月 18 日股東常會

決議於普通股不超過 17,000 仟股額度內擬以私募方式籌募資金。本公司

於民國 109 年 3 月 25 日經董事會決議私募發行新股 4,000 仟股，每股以

新台幣 25.02 元溢價發行，增資基準日為民國 109 年 3 月 27 日，已於民

國 109 年 4 月 14 日辦妥變更登記。  

4.本公司私募普通股之權利義務除證交法規定有流通轉讓之限制且須於交

付日滿三年補辦公開發行後並申請上櫃掛牌交易外，餘與其他之已發行

普通股同。截至民國 110 年 3 月 31 日止，本公司私募普通股，尚未補辦

公開發行股數，共計 22,500 仟股 (屬民國 104 年度發行為 3,500 仟股，

發行金額 $28,000；民國 107 年度發行為 8,000 仟股，發行金額 $83,600；

民國 109 年度發行 11,000 仟股，發行金額 $276,270)。  

  

110年3月31日 109年12月31日 109年3月31日

應付設備款 -$           20,598$      -$           

應付薪資及獎金 2,431        7,592        947          

應付勞務費 360          350          432          

其他 2,499        1,509        1,231        

5,290$       30,049$      2,610$       

11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109年1月1日至3月31日

1月1日 32,160              21,160              

現金增資-私募 -                   11,000              

3月31日 32,160              3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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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資本公積  

1.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民國 107 年 10 月 26 日發布之

IFRS 問答集、(95)基秘字第 081 號函及 (100)基秘字第 390 號函之規定，

如附註四 (三 )2 所述，本公司取得最終控制者所控制之公司 -進泰 (越南 )

公司股權視為共同控制下之組織重組。本公司支付價款超過所取得之股

權淨值，應調整資本公積 -發行溢價，若資本公積 -發行溢價不足時，則應

調減保留盈餘。  

2.依公司法規定，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之溢額及受領贈與之所得之

資本公積，除得用於彌補虧損外，於公司無累積虧損時，按股東原有股份

之比例發給新股或現金。另依證券交易法之相關規定，以上開資本公積撥

充資本時，每年以其合計數不超過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十為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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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保留盈餘  

1.依本公司章程規定，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除依法完納一切稅捐外，應

先彌補以往年度虧損，次提列 10%為法定盈餘公積，並得依法提列或迴

轉特別盈餘公積後，由董事會擬具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本公司考量公司所處環境及成長階段，因應公司未來資金需求及長期

財務規劃，公司於年度決算後如有盈餘，於提撥分派股東股利時，其中

現金股利不低於股利總額 10%，惟此項盈餘分派之種類及比率視當年度

實際獲利及資金狀況，經股東會決議調整之。  

2.法定盈餘公積除彌補公司虧損及按股東原有股份之比例發給新股或現

金外，不得使用之，惟發給新股或現金者，以該項公積超過實收資本額

25%之部分為限。  

(十二 )營業收入  

本集團之合約收入於某一時點認列收入，收入可細分為下列主要產品線

及地理區域：  

 

11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109年1月1日至3月31日

客戶合約收入

  產品收入-揚聲器 600,532$            -$                  

  產品收入-移動電源 -                   770                 

  產品收入-充電器 -                   110                 

  產品收入-其他 -                   252                 

600,532$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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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利息收入  

 

(十四 )其他收入  

 

(十五 )其他利益及損失  

 

(十六 )財務成本  

 

(十七 )費用性質之額外資訊  

 

(十八 )員工福利費用  

 

1.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依當年度獲利狀況扣除累積虧損後，如尚有

餘額，應提撥員工酬勞不低於 1%，董事酬勞不高於 5%。因截至民國 110

年及 109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尚有累積虧損，毋須提列相關費用。 

 

主要地區市場 11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109年1月1日至3月31日

美  國 496,772$            -$                  

日  本 66,490              -                   

加拿大 35,434              -                   

德  國 1,836               -                   

台  灣 -                   1,132               

600,532$            1,132$              

11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109年1月1日至3月31日

銀行存款利息 8$                  6$                  

11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109年1月1日至3月31日

其他 1,243$              -$                  

11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109年1月1日至3月31日

淨外幣兌換利益 1,795$              25$                 

11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109年1月1日至3月31日

利息費用 980$                -$                  

11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109年1月1日至3月31日

員工福利費用 12,010$             4,322$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折舊費用 198                 20                  

使用權資產折舊費用 1,438               835                 

13,646$             5,177$              

11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109年1月1日至3月31日

退休金費用 237$                129$                

短期員工福利 10,901              3,832               

其他員工福利 872                 361                 

12,010$             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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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董事會決議之民國 109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與民國 109 年度財

務報告認列之金額一致。  

本公司董事會通過之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相關資訊可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查詢。  

2.本集團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訂有確定提撥之退休辦法，適用於本國

籍之員工。本公司每月按薪資之 6%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勞保局員工個人

帳戶，員工退休金之支付依員工個人之退休金專戶及累積收益之金額

採月退休或一次退休方式領取。民國 110 年及 109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本集團依上述退休金辦法認列之退休金成本分別為 $237 及 $129。 

(十九 )所得稅  

1.所得稅利益組成部份：  

 

2.與其他綜合損益相關之所得稅金額：  

 

3.本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業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至民國 108 年度。  

(二十 )每股盈餘 (虧損 ) 

 

 

11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109年1月1日至3月31日

當期所得產生之所得稅 27,696$             -$                  

當期使用之虧損扣抵 25,900)(              -                   

遞延所得稅：

暫時性差異之原始產生及迴轉 2,611               -                   

所得稅費用 4,407$              -$                  

11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109年1月1日至3月31日

國外營運機構換算差異 1,370)($              -$                  

加權平均流通 每股盈餘

稅後金額 在外股數(仟股) (元)

基本及稀釋每股盈餘

歸屬於普通股股東之本期淨利 139,949$   32,160          4.35$      

11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加權平均流通 每股虧損

稅後金額 在外股數(仟股) (元)

基本及稀釋每股虧損

歸屬於普通股股東之本期淨損

  母公司業主 6,313)(      0.29)(       

  共同控制下之前手權益 857)(        0.04)(       

7,170)($     21,644          0.33)($      

109年1月1日至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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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共同控制下組織重組  

1.本公司於民國 109 年 4 月 16 日經董事會決議以美金 1,000 萬元現金

增資進泰 (越南 )公司取得 62.5%股權，本公司於民國 109 年 7 月 1 日

實際執行後，將進泰 (越南 )公司併入本公司之合併財務報表中。  

2.因本項交易係屬組織重組，視為自始即合併，並採帳面價值法處理，

本公司對進泰 (越南 )公司之取得成本與股權淨值間之差異，調整資

本公積 -發行溢價 $1,370。  

3.本公司因視為自始即合併而認列歸屬於進泰 (越南 )公司之「共同控

制下前手權益」之餘額為 $109,621，已於上述交易完成時予以轉銷。  

(二十二 )與非控制權益交易  

本集團於民國 110 年 1 月以現金 $168,114 購入進泰 (越南 )公司額外

37.5%出 資額。進 泰 (越南 )公司非控 制權益於收購日之 帳面金額為

$175,515，該交易減少非控制權益 $175,515，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增加 $168,114。民國 110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進泰 (越南 )公司權益

之變動對歸屬於母公司業主權益之影響如下：  

 

(二十三 )現金流量補充資訊  

僅有部分現金支付之投資活動：  

 

(二十四 )來自籌資活動之負債之變動  

 

11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109年1月1日至3月31日

購入非控制權益之帳面金額 175,515$            -$                  

支付予非控制權益之對價 168,114)(             -                   

資本公積-實際取得或處分

  子公司股權價格與帳面   

  價值差額 7,401$              -$                  

11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109年1月1日至3月31日

購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9,058$              144,852$            

加：期初應付設備款 20,598              -                   

本期支付現金 29,656$             144,852$            

其他應付款項 來自籌資活動

短期借款 租賃負債 －關係人 之負債總額

110年1月1日 71,200$   7,718$    -$         78,918$      

籌資現金流量之變動 488,716   641)(       24,377     512,452      

匯率變動之影響 -         6         -          6            

110年3月31日 559,916$  7,083$    24,377$    59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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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關係人交易  

(一 )母公司與最終控者  

本公司由董事長邢家蓁控制，其擁有本公司 59.89%股份，其餘 40.11%則被

大眾持有。  

(二 )關係人之名稱及關係   

 

註：負責人與本公司董事長為同一人。  

(三 )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易事項  

1.進貨  

 

本集團向關係人進貨之交易價格與付款條件，因無類似交易對象或類似產

品交易，故係依雙方約定辦理。  

2.應付關係人款項  

 

應付關係人款項主要來自進貨交易，款項於月結 30 天到期。該應付款項

並無附息。  

3.本集團於民國 110 年 1 月 21 日向 Frontier 支付 $168,114 以取得進泰  

(越南 )公司 37.5%出資額，並於民國 110 年 2 月 22 日完成變更程序。  

 

其他應付款項－關係人

109年1月1日 2,581$               

籌資現金流量之變動 234,988              

109年3月31日 237,569$             

 關係人名稱  與本集團關係

泰弘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泰弘資產) 其他關係人(註)

東莞進泰電子有限公司(東莞進泰) 其他關係人(註)

Frontier Technologies Holdings

  Limited (Frontier)

其他關係人(註)

邢家蓁 本公司之董事長

11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109年1月1日至3月31日

商品購買：

東莞進泰 435,077$            -$                  

110年3月31日 109年12月31日 109年3月31日

應付帳款：

東莞進泰 207,090$     52,706$      -$           

其他應付款：

東莞進泰 44$          3$           -$           



  

-26- 

 

4.租賃交易－承租人  

(1)本集團向泰弘資產承租營業場所，租賃合約之期間為民國 108 年 6 月

至 110 年 4 月，租金係按月支付。  

(2)本集團向邢家蓁董事長承租營業場所，租賃合約之期間為民國 109 年

12 月至 114 年 11 月，租金係按月支付。  

(3)租金費用  

 

(4)租賃負債  

A.期末餘額  

 

B.利息費用  

 
5.向關係人借款  

期末餘額  

 

該借款並無計息。  

6.關係人提供背書保證情形  

 

係為進泰 (香港 )公司及進泰 (越南 )公司部分銀行借款提供擔保。  

(四 )主要管理階層薪酬資訊  

 

  

11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109年1月1日至3月31日

泰弘資產 677$                30$                 

110年3月31日 109年12月31日 109年3月31日

邢家蓁 2,618$       2,755$       -$           

11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109年1月1日至3月31日

邢家蓁 8$                  -$                  

110年3月31日 109年12月31日 109年3月31日

Frontier 24,377$      -$           237,569$     

110年3月31日 109年12月31日 109年3月31日

Frontier 38,365$      -$           -$           

11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109年1月1日至3月31日

短期員工福利 870$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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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質押之資產  

本集團之資產提供擔保明細如下：  

 

九、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一 )或有事項  

本公司於民國 110 年 1 月 5 日收到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之民事起訴狀，原告郭

先生要求被告本公司暨麗瑩有限公司 (負責人為張嘉穎)返還借款$5,000 及年

息 2%之利息，該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庭編列為 110 年度調補字第 60

號，已訂民國 110 年 2 月 23 日召開調解庭；另民國 110 年 1 月 26 日本公司

收到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聲請人楊先生執有相對人本公司、麗瑩有限

公司及張嘉穎共同簽發之本票計$21,000，聲請裁定就票面金額及按年息百分

之二十計算之利息，准許強制執行扣押本公司銀行存款 $5,421。上述兩案件係

本公司前任總經理張嘉穎個人違法行為，本公司已委任律師處理相關訴訟事

宜，經律師評估上述兩案對本公司不致造成損害。  

(二 )承諾事項  

已簽約但尚未發生之資本支出：  

 

十、重大之災害損失  

無。  

十一、重大之期後事項  

1.  本公司於民國 110 年度發行國內第三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已於民國 110

年 4 月收足所有應募款項，共計 $603,000。  

2.  附註九、(一 )所揭露之訴訟案，本公司於民國 110 年 4 月 28 日已依法陳報

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應停止該扣押本公司銀行存款 $5,421 強制執行。  

十二、其他  

(一 )資本管理  

本期無重大變動，請參閱民國 109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十二。  

資產項目 110年3月31日 109年12月31日 109年3月31日 擔保用途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

  金融資產－流動

8,561$       -$           -$           履約保證金

、短期借款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

  金融資產－非流動 922          922          -            履約保證金

9,483$       922$         -$           

帳面價值

110年3月31日 109年12月31日 109年3月31日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7,547$      39,228$      12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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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融工具  

1.金融工具之種類  

 

2.風險管理政策  

本期無重大變動，請參閱民國 109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十二。  

3.重大財務風險之性質及程度  

(1)市場風險  

匯率風險  

A.本集團係跨國營運，因此受相對與本公司及子公司功能性貨幣不

同的交易所產生之匯率風險，主要為港幣及美金。相關匯率風險

來自未來之商業交易及已認列之資產與負債。  

B.本集團管理階層已訂定政策，規定集團內各公司管理相對其功能

性貨幣之匯率風險。各公司應透過集團財務部就其整體匯率風險

進行避險。  

C.本集團從事之業務涉及若干非功能性貨幣 (本公司之功能性貨幣

為台幣、子公司之功能性貨幣為美金及越南盾 )，故受匯率波動之

影響，具重大匯率波動影響之外幣資產及負債資訊如下：  

110年3月31日 109年12月31日 109年3月31日

金融資產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現金及約當現金 246,636$    112,606$    414,630$    

    應收帳款 581,211     142,259     743         

    其他應收款 695         888         -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

　　　資產 9,483       922         -           

    存出保證金 1,447       1,445       131         

839,472$    258,120$    415,504$    

110年3月31日 109年12月31日 109年3月31日

金融負債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

    短期借款 559,916$    71,200$     -$          

    應付帳款（含關係人） 207,090     52,706      -           

    其他應付款（含關係人） 29,711      30,052      240,179     

796,717$    153,958$    240,179$    

    租賃負債 7,083$      7,7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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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本集團貨幣性項目因匯率波動具重大影響於民國 110 年及 109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認列之全部兌換利益 (含已實現及未實現 )

彙總金額分別為 $1,795 及 $25。  

  

帳面金額

(外幣：功能性貨幣) 外幣(仟元) 匯率 (新台幣)

金融資產

  貨幣性項目

    美金：新台幣 27,867$     28.5350     795,196$    

    港幣：美金 98          0.1290      359         

    美金：越南盾 396         22,980      11,196      

金融負債

  貨幣性項目

    美金:新台幣 6,625       28.54       189,045     

110年3月31日

帳面金額

(外幣：功能性貨幣) 外幣(仟元) 匯率 (新台幣)

金融資產

  貨幣性項目

    美金：新台幣 5,665$      28.4800     161,338$    

    港幣：美金 52          0.1290      191         

    美金：越南盾 854         23,010      24,169      

金融負債

  貨幣性項目

    美金:新台幣 959         28.48       27,313      

109年12月31日

帳面金額

(外幣：功能性貨幣) 外幣(仟元) 匯率 (新台幣)

金融資產

  貨幣性項目

    港幣：美金 497$        0.1290      1,914$      

    美金：越南盾 2,661       23,315      79,319      

109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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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本集團因重大匯率波動影響之外幣市場風險如下：  

 

 

價格風險  

本集團無重大價格風險。  

現金流量及公允價值利率風險  

本集團無重大利率風險。  

(2)信用風險  

A.本集團之信用風險係因客戶或金融工具之交易對手無法履行合

約義務而導致本集團財務損失之風險，主要來自交易對手無法清

償按收款條件支付之應收帳款。  

變動幅度 影響損益 影響其他綜合損益

金融資產

  貨幣性項目

    美金：新台幣 1% 7,952$   -$               

    港幣：美金 1% 4        -                

    美金：越南盾 1% 112      -                

金融負債

  貨幣性項目

    美金：新台幣 1% 1,890    -                

110年3月31日

敏感度分析

變動幅度 影響損益 影響其他綜合損益

金融資產

  貨幣性項目

    美金：新台幣 1% 1,613$   -$               

    港幣：美金 1% 2        -                

    美金：越南盾 1% 242      -                

金融負債

  貨幣性項目

    美金：新台幣 1% 273      -                

變動幅度 影響損益 影響其他綜合損益

金融資產

  貨幣性項目

    港幣：美金 1% 19$      -                

    美金：越南盾 1% 793      -                

109年12月31日

敏感度分析

109年3月31日

敏感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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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本集團係以集團角度建立信用風險之管理。依內部明定之授信政

策，集團內各營運個體與每一新客戶於訂定付款及提出交貨之條

款與條件前，須對其進行管理及信用風險分析。內部風險控管係

透過考慮其財務狀況、過往經驗及其他因素，以評估客戶之信用

品質。  

C.本集團採 IFRS 9 之簡化作法按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認列應收

帳款之備抵損失。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係使用準備矩陣計算，

其考量客戶過去違約紀錄、現實財務狀況及未來經濟情勢。因本

集團之信用損失歷史經驗顯示，不同客戶群之損失型態並無顯著

差異，因此準備矩陣未進一步區分客戶群，僅以應收帳款逾期天

數訂定預期信用損失率。  

若有證據顯示交易對方面臨嚴重財務困難且無法合理預期可回

收金額，例如交易對方正進行清算或債務已逾期一年，視為已發

生違約，將相關應收帳款全額提列備抵損失，於帳款確定無法收

回時沖銷相關備抵損失及應收帳款，惟仍會持續追索活動，因追

索回收之金額則認列於損益，本集團民國 110 年及 109 年第一季

無沖銷債權之情形。  

本集團之準備矩陣係以應收帳款之貨幣時間價值及歷史信用損

失經驗，並就前瞻性估計予以調整，前瞻性估計係考量未來一年

之經濟狀況。帳款未逾期以其貨幣時間價值為預期信用損失率，

逾期未達一年之款項，預期信用損失率最高為 20%；逾期一年以

上之款項，預期信用損失率為 100%。  

D.本集團採簡化作法之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備抵損失變動表如

下：  

 
民國 110 年及 109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由客戶合約產生之應

收款所認列之減損損失分別為 $63 及 $0。  

(3)流動性風險  

A.本集團藉由現金及銀行借款等合約以維持財務彈性。下表係本集

團之非衍生金融負債，非衍生金融負債係依據資產負債表日至合

約到期日之剩餘期間進行分析。下表所揭露之合約現金流量金額

係未折現之金額。  

11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109年1月1日至3月31日

1月1日 -$                  -$                  

提列減損損失 63                  -                   

12月31日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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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本集團並不預期到期日分析之現金流量發生時點會顯著不同，或

實際金額會有顯著不同。  

十三、附註揭露事項  

(一 )重大交易事項相關資訊  

1.資金貸與他人：請詳附表一。  

2.為他人背書保證：請詳附表二。  

3.期末持有有價證券情形（不包含投資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控制部

分）：無。  

4.累積買進或賣出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達新台幣三億元或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以上：請詳附表三。  

5.取得不動產之金額達新台幣三億元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無。  

6.處分不動產之金額達新台幣三億元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無。  

7.與關係人進、銷貨之金額達新台幣一億元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

上：請詳附表四。  

8.應收關係人款項達新台幣一億元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無。  

9.從事衍生工具交易：無。  

10.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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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非衍生金融商品

110年3月31日 短於1年 介於1至2年 介於2至5年 5年以上

  短期借款 559,991$ -$       -$       -$      

  應付帳款(含關係人) 207,090  -        -        -       

  其他應付款(含關係人) 29,711   -        -        -       

  租賃負債 2,651    2,651    1,882    -       

799,443$ 2,651$   1,882$   -$      

非衍生金融商品

109年12月31日 短於1年 介於1至2年 介於2至5年 5年以上

  短期借款 71,364$  -$       -$       -$      

  應付帳款(含關係人) 52,706   -        -        -       

  其他應付款 30,052   -        -        -       

  租賃負債 2,737    2,737    2,581    -       

156,859$ 2,737$   2,581$   -$      

非衍生金融商品

109年3月31日 短於1年 介於1至2年 介於2至5年 5年以上

  其他應付款(含關係人) 240,17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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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轉投資事業相關資訊  

被投資公司名稱、所在地區等相關資訊（不包含大陸被投資公司）：請詳

附表五。  

(三 )大陸投資資訊  

1.基本資料：無。  

2.直接或間接經由第三地區事業與轉投資大陸之被投資公司所發生之重

大交易事項：無。  

(四 )主要股東資訊  

主要股東資訊：請詳附表六。  

十四、部門資訊  

(一 )一般性資訊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各式行動電話電源供應器、揚聲器及週邊電子器材的

銷售，且集團係以集團整體評估績效及分配資源，經辨認本集團為一應報

導部門。  

(二 )部門資訊  

提供予主要營運決策者之應報導部門資訊為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之財

務報表。  

(三 )部門損益之調節資訊  

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之外部收入，與綜合損益表內之收入採用一致之

衡量方式，且提供主要營運決策之部門損益、總資產及總負債金額，係與

本集團財務報表採一致之衡量方式。  
 



是否 本期 資金貸 有短期融通 對個別對象 資金貸與

編號 貸出資金 為關 最高金額 實際動支 與性質 業務 資金必要之 提列備抵 資金貸與限 總限額

（註1） 之公司 貸與對象 往來項目 係人 （註2） 期末餘額 金額 利率區間 （註3） 往來金額 原因 損失金額 名稱 價值 額（註4） （註4） 備註

0 進泰電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進泰電子科技(香

港)有限公司

無 是 14,250$    14,250$    -$         0 短期融通 -$     營運周轉 -$     無 -$  50,255$     100,510$     

進泰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

民國11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附表一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除特別註明者外)

擔保品

註1：編號欄之說明如下：

    (1).發行人填0。

    (2).被投資公司按公司別由阿拉伯數字1開始依序編號。

註2：當年度資金貸與他人之最高餘額。

註3：資金貸與性質應填列屬業務往來者或屬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

註4：本公司與各子公司整體貸與總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當期淨值百分之二十為限；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當期淨值之百分之十為限。

附表一第1頁



對單一企業 以財產擔保 累計背書保證金 背書保證 屬母公司對 屬子公司對

編號 背書保證者 關係 背書保證限額 本期最高 期末背書 實際動支 之背書保證 額佔最近期財務 最高限額 子公司背書 母公司背書 屬對大陸地

（註1） 公司名稱 公司名稱 （註2） （註3） 背書保證餘額 保證餘額 金額 金額 報表淨值之比率 （註3） 保證 保證 區背書保證 備註

0 進泰電子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進泰電子科

技(越南)有

限公司

2 100,510$     60,000$      60,000$   -$        -$        11.94 251,275$  Y N N

     (6).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全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其背書保證之公司。

     (7).同業間依消費者保護法規範從事預售屋銷售合約之履約保證連帶擔保。

註3：本公司與各子公司整體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不超過本公司當期淨值百分之五十。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當期淨值百分之二十為限。

     (1).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2).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3).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4).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

     (5).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約規定互保之公司。

註1：編號欄之說明如下：

     (1).發行人填0。

     (2).被投資公司按公司別由阿拉伯數字1開始依序編號。

註2：背書保證者與被背書保證對象之關係有下列7種，標示種類即可：

被背書保證對象

進泰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為他人背書保證

民國11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附表二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除特別註明者外)

附表二第1頁



有價證券種類及

買、賣之公司 名稱 帳列科目 交易對象 關係 股數 金 額 股數 金額 股數 售價 帳面成本 處分損益 股數 金額

進泰電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進泰電子科技(越

南)有限公司

採用權益法

之投資

Frontier

Technologies

Holdings Limited

其他關係人            -  $ 296,000          -  $ 168,114               -  $       -  $        -  $        -          -  $ 464,114

(除特別註明者外)

進泰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買入 賣出 期  末期初

累積買進或賣出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達新台幣三億元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

民國11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附表三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附表三第1頁



佔總應收（付）

佔總進（銷）貨 票據、帳

進（銷）貨之公司 交易對象名稱 關係 進（銷）貨 金額 之比率 授信期間 單價 授信期間 餘額 款之比率 備註

進泰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東莞進泰電子有限公

司

其他關係人 進貨 435,077$  100% 註 -$          - 207,090$  100%

註：因無類似交易對象或類似產品，係依雙方約定辦理。

交易情形 形及原因 應收（付）票據、帳款

(除特別註明者外)

進泰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與關係人進、銷貨之金額達新台幣一億元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

民國11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附表四 單位：新台幣仟元

交易條件與一般交易不同之情

附表四第1頁



本期期末 去年年底 股數 比率 帳面金額

進泰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進泰電子科技(越南)有限公

司

越南 揚聲器生產 464,114$    296,000$    -          100   448,526$    2,229)($       1,791)($       

進泰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進泰電子科技(香港)有限公

司

香港 揚聲器設計研發

及買賣

5,778       5,778       -          100   27,134      12,774       12,774       

註1：公開發行公司如設有國外控股公司且依當地法令規定以合併財務報告為主要財務報告者，有關國外被投資公司資訊之揭露，得僅揭露至該控股公司之相關資訊。

註2：非屬註1所述情形者，依下列規定填寫：

    （1）「被投資公司名稱」、「所在地區」、「主要營業項目」「原始投資金額」及「期末持股情形」等欄，應依本（公開發行）公司轉投資情形及每一直接或間接控制之被投資公司再轉投資情形

         依序填寫，並於備註欄註明各被投資公司與本（公開發行）公司之關係（如係屬子公司或孫公司）。

    （2）「被投資公司本期損益」乙欄，應填寫各被投資公司之本期損益金額。

    （3）「本期認列之投資損益」乙欄，僅須填寫本（公開發行）公司認列直接轉投資之各子公司及採權益法評價之各被投資公司之損益金額，餘得免填。於填寫「認列直接轉投資之各子公司本期損

         益金額」時，應確認各子公司本期損益金額業已包含其再轉投資依規定應認列之投資損益。

被投資公司

本期損益

（註2(2)）

本期認列之

投資損益

（註2(3)） 備註投資公司名稱

被投資公司名稱

（註1、2） 所在地區 主要營業項目

原始投資金額 期末持有

附表五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除特別註明者外)

進泰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被投資公司名稱、所在地區等相關資訊（不包含大陸被投資公司）

民國11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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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 Design Global

泰弘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進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526,857                         

6,020,000                         

5,943,000                         

20.29%

18.71%

18.47%

持股比例

股份

持有股數主要股東名稱

進泰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主要股東資訊

民國110年3月31日

附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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