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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骨科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三月三十一日 
及九十七年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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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公司沿革及業務範圍 
 

本公司於82年3月5日奉准設立於新竹科學園區，經歷次增資，截至民國98年3月
31日，實收資本額為423,625仟元。主要從事研究、開發、生產、製造、銷售骨

科用人工植入物，骨科外科醫療器材及其製造設備、特殊金屬及塑膠材料，及

前項各種產品之進出口貿易業務。 
 
本公司及子公司於民國98年及97年3月31日之員工人數為310人及371人。 

 
二、 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說明 
 

本合併財務報表係依照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

製，重要會計政策彙總說明如下： 
 
1. 合併概況 
 

本公司適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七號「合併財務報表」之規定，列入合併財

務報表之子公司除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被投資公司外，亦包

括達該號公報所述具有實質控制能力之被投資公司。列入合併財務報表編製

個體內之子公司如下： 
     所持股權百分比 

投資公司名稱  子公司名稱 業務性質  98.3.31 97.3.31
本公司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以下簡稱 BVI 公司)
銷售  100.00% 100.00%

本公司  United Orthopedic (U.S.A.) 
Corporation 

銷售  100.00% 100.00%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Lemax Co., Ltd. 投資  100.00% 100.00%

Lemax Co., Ltd.  中國西安聯合醫療儀器有限公司 製造及銷售  100.00% 100.00%
Lemax Co., Ltd.  中國聯貿醫療用品技術 

(上海)有限公司 
銷售  100.00% 100.00%

United Orthopedic (U.S.A.) 
Corporation  

 United Orthopedic (U.S.A.) 
Holding Corporation 

投資  100.00% 100.00%

United Orthopedic (U.S.A.) 
Holding Corporation 

 United Orthopedic Corporation 
U.S.A. 

銷售  100.00% 100.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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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額除另與註明外，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7 

 
本公司與列入合併主體之上述子公司合併簡稱為「合併公司」。所有合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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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合併財務報表編製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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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持有被投資公司有表決權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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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率超過百分之五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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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外幣財務報表換算及外幣交易 
 

(1) 本公司之交易事項係以新台幣為記帳單位，子公司之交易事項係以當地流

通之貨幣為記帳單位。以外幣為計價基準之非衍生性商品交易事項，係按

交易發生時之匯率折算新台幣金額入帳。外幣貨幣性資產或負債於資產負

債表日按該日之即期匯率予以調整，因調整而產生之兌換差額列為當期損

益。外幣非貨幣性資產或負債於資產負債表日依公平價值衡量者，按該日

即期匯率調整而產生之兌換差額，其屬公平價值變動認列為股東權益調整

項目者，兌換差額列為股東權益調整項目；其屬公平價值變動認列為當期

損益者，兌換差額列為當期損益；若其係依成本衡量者，則按交易日之歷

史匯率衡量。至於結清外幣債權或債務所產生之兌換差額，則均列為當期

損益。 
 
(2) 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子公司記帳貨幣即為其功能性貨幣，外幣財務報表

換算為本國貨幣財務報表時，資產、負債科目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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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利按宣告日之匯率換算；損益科目按加權平均匯率換

算。依前段換算所產生之換算差額，列入「累積換算整數」科目，作為股

東權益之調整項目。 



聯合骨科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財務報表附註(續) 
(金額除另與註明外，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8 

 
4. 約當現金 
 

約當現金係指同時具備下列條件之短期且具高度流動性之投資： 
 
(1) 隨時可轉換成定額現金者。 
(2) 即將到期且利率變動對其價值之影響甚少者。 

 
5. 金融資產及金融負債 
 

本公司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四號「金融商品之會計處理準則」及證券

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將金融資產分類為公平價值變動列入損益之

金融資產，金融負債為公平價值變動列入損益之金融負債。 
 
本公司購買或出售之金融資產及負債，原始認列以公平價值加計取得或發行

之交易成本衡量。對於取得及發生之主要目的為短期內出售或再買回之交易

目的金融資產或負債及非避險工具之衍生性商品分類為公平價值變動列入損

益之金融資產及負債，其續後評價係以公平價值衡量且公平價值變動認列於

當期損益。上市(櫃)公司股票、可轉換公司債及封閉型基金係以資產負債表

日公開市場之收盤價為公平價值；開放型基金則按資產負債表日每單位受益

憑證淨資產價值為公平價值。 
 

6. 備抵呆帳 
 

備抵呆帳之提列，係按既定之信用及收款政策，並作帳齡分析評估其收現之

可能性予以估列。 
 
7. 存    貨 
 

民國97年12月31日以前，存貨係以成本與市價孰低評價，比較成本與市價時

係採總額比較法，又原料係以重置成本為市價，而商品、製成品及在製品則

以淨變現價值為市價。 
 
自民國98年1月1日起，存貨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評價，比較成本與淨

變現價值時採逐項比較法。淨變現價值係指在正常情況下之估計售價減除至

完工尚需投入之成本及銷售費用後之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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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固定資產 
 

(1) 固定資產均於購建時以成本入帳，重大改良及更新作為資本支出，列入固

定資產；修理及維護支出，則列為當年度費用。又為新建及擴建工程及設

備非以現金增資款支應之預付款項，於發生貸款至資產達到可供使用狀態

前之利息支出均予資本化。當期價值發生重大減損時，依資產減損規定處

理。 
 
(2) 本公司折舊按估計之耐用年限並預留殘值一年以直線法計算提列。另已達

耐用年限而繼續使用之設備，再按估計之耐用年限，並預留殘值一年以直

線法計算折舊。United Orthopedic Corporation U.S.A.折舊依估計耐用年數

採直線法計算提列；西安聯合醫療儀器有限公司及聯貿醫療用品技術(上
海)有限公司固定資產之折舊係依估計耐用年數，預留10%殘值，採直線

法計算提列；固定資產報廢或處分時，其成本及相關之累計折舊及減損均

自帳上予以減除，其產生之損益依其性質列為營業外收入及利益或營業外

費用及損失。 
 
9. 遞延費用 
 

合併公司遞延費用主要係提供醫院手術用工具，以取得之成本入帳，採直線

法分3年平均攤銷。 
 
10. 退休金 
 

(1) 本公司訂有員工退休辦法，自民國87年1月起依勞動基準法規定設立勞工

退休準備金監督委員會，每月按薪資總額一定比率提撥退休準備金，存入

臺灣銀行退休基金專戶。由於上述退休準備金係以退休準備金監督委員會

名義存入，與本公司完全分離，故未列入上開財務報表中。 
 
(2) 勞工退休金條例自民國94年7月1日起施行，並採確定提撥制。實施後員工

得選擇適用「勞動基準法」有關之退休金規定，或適用該條例之退休金制

度並保留適用該條例前之工作年資。對適用該條例之員工，本公司每月負

擔之員工退休金提撥率，不得低於員工每月薪資6%。 
 
(3) 本公司依照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十八號「退休金會計處理準則」進行退休

金精算，其累積給付義務超過退休基金資產公平價值部分，於資產負債表

認列最低退休金負債。有關未認列過渡性淨給付義務係按12年採直線法攤

銷，退休金損益係按預期員工之平均剩餘年限採直線法攤銷。屬確定提撥

退休辦法者，依權益發生基礎，將其每期提繳之退休金基金數認列為當期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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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西安聯合醫療儀器有限公司及聯貿醫療用品技術(上海)有限公司係依當地

法令規定按基本工資提撥20%至22%繳納所在地政府設置之基金，員工退
休時，退休金由前述所在地政府設置之基金負擔。 

 
11. 所得稅 
 

合併公司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二號「所得稅之會計處理準則」之規定
對所得稅之處理採跨期間與同期間之所得稅分攤。將應課稅暫時性差異所產
生之所得稅影響數列為遞延所得稅負債，與將可減除暫時性差異、虧損扣抵
及所得稅抵減所產生之所得稅影響數認列為遞延所得稅資產，再評估其遞延
所得稅資產之可實現性，估列其備抵評價金額。遞延所得稅資產或負債依其
相關資產或負債之分類劃分為流動或非流動項目，無相關之資產負債者，依
預期回轉期間之長短期劃分為流動或非流動項目。 
 
國內公司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十營利事業所得稅部分，於股東會決議分配
盈餘之日列為當期費用。 
 
所得稅抵減之會計處理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二號「所得稅抵減之會計處
理準則」之規定處理，因購置設備或技術、研究發展、人才培訓及股權投資
等所產生之所得稅抵減採當期認列法處理。 
 
配合民國95年1月1日開始實施之「所得基本稅額條例」，本公司依其規定計
算基本稅額，並與按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應納稅額兩者相較擇其高者估列為
當期所得稅。另於評估遞延所得稅資產可實現性時，亦將未來年度應納之最
低所得稅稅額納入考量。 
 
國外子公司所得稅之認列係依當地相關法令之規定處理。 

 
12. 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 
 

(1) 資本公積 
 

股票發行溢價轉列資本公積，僅供撥充資本或彌補虧損之用。惟依證券交
易法規定，公開發行公司應先彌補虧損後，始可撥充資本。 

 
(2) 法定盈餘公積 
 

依公司法規定，應就稅後淨利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直至與實收
資本額相等為止。在此限額內，法定盈餘公積僅供彌補虧損及增加資本之
用，不得用以分配現金股利。惟依證券交易法規定，公開發行公司應先彌
補虧損後，始可撥充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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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收入認列 
 

合併公司銷貨收入原則上於獲利過程完成時認列，其條件為(一)取得具有說

服力之證據證明雙方交易存在；(二)貨物之所有權及風險已移轉；(三)價格係

屬於固定或可決定；(四)價款收現性可全理確定。 
 
14. 政府輔助 
 

凡接受政府捐助應合理確定能同時符合下列兩要件，始於財務報表認列政府

輔助收入，並依配合原則認列其相關成本。 
 
(1) 能符合政府捐助之相關條件。 
(2) 可收到該項政府捐助。 

 
15. 基本每股盈餘(虧損) 
 

基本每股盈餘係指屬普通股股東之當期合併總淨利(損)除以當期普通股加權

平均流通在外股數所計算之每股盈餘(虧損)。 
 
16. 資產減損 
 

合併公司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評估所有適用三十五號公報之資產是否有減損

跡象，如有減損跡象，則進行減損測試，依公報規定以個別資產或資產所屬

之現金產生單位進行測試。減損測試結果如資產(或資產所屬現金產生單位)
之帳面價值大於可回收金額，則須認列減損損失，而可回收金額則為淨公平

價值及使用價值之較高者；反之，若於資產負債表日有證據顯示資產於以前

年度認列之減損損失可能已不存在或減少時，應重新評估可回收金額，若可

回收金額因資產之估計服務潛能變動而增加時，減損應予迴轉，惟迴轉後帳

面價值不可超過資產在未認列減損損失情況下，減除應提列折舊或攤銷後之

帳面價值。減損損失及減損迴轉利益列為營業外收支。 
 
17. 員工分紅及董監酬勞 

 
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於民國96年3月16日發布之(96)基秘

字第052號函之規定，員工分紅及董監酬勞應視為費用，而非盈餘之分配。 
 
 



聯合骨科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財務報表附註(續) 
(金額除另與註明外，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12 

 
三、 會計變動之理由及其影響 
 

1. 本公司自民國98年1月1日起，採用新修訂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十號
「存貨之會計處理準則」規定。此項會計原則變動使本公司民國98年第一季
之淨利減少3,000仟元(所得稅影響數1,000仟元)及每股盈餘減少0.07元。 

 
2. 本公司自民國97年1月1日起，員工分紅及董監事酬勞之會計處理依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發布之(96)基秘字第052號函規定處理，此項會
計原則變動對本公司民國97年第一季之資產負債及當期損益並無重大影響。 

 
四、 重要會計科目之說明 
 

1. 現金及約當現金 
 98.3.31  97.3.31 

庫存現金 $96  $156 
支票存款 87  437 
活期存款 89,859  188,318 
合    計 $90,042  $188,911 

 
2. 應收帳款 

 98.3.31  97.3.31 
應收帳款    
－非關係人 $152,021  $135,240 
－關係人 -  2,795 

減：備抵呆帳 (8,448)  (10,409) 
應收帳款淨額 $143,573  $127,626 

 
3. 存  貨 

 98.3.31  97.3.31 
商  品 $51,599  $69,755 
製成品 112,451  81,851 
在製品 48,329  41,423 
材  料 49,044  65,780 
合  計 261,423  258,809 
減：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 (14,285)  (2,904) 
淨 額 $247,138  $255,905 
存貨投保金額 $344,099  $340,120 

 
本公司民國 98年 1月 1日至 3月 31日止之銷貨成本包括存貨跌價損失計 4,000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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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固定資產 

  98.3.31 97.3.31 
  成  本 累計折舊 成  本  累計折舊 

機器設備  $232,646 $119,963 $207,459  $99,340 
模具設備  21,306 18,356 24,484  20,696 
資訊設備  8,115 5,031 11,537  8,472 
防治污染設備  1,177 - 1,178  1,178 
運輸設備  3,208 2,432 4,230  2,684 
租賃改良  38,311 5,550 40,327  9,240 
其他設備  18,445 9,275 24,762  9,958 
預付設備款  16,763 - 10,724  - 
合  計  $339,971 $160,607 $324,701  $151,568 
 
(1) 民國 98 年及民國 97 年 3 月 31 日，上列固定資產(含遞延資產)之投保金額

分別為 200,350 仟元及 247,572 仟元。 
 
(2) 上項固定資產提供作為銀行借款之擔保情形，請參閱附註六。 

 
5. 短期借款 

 98.3.31 97.3.31 
 利率區間 金    額 利率區間  金    額 

金融機構      
抵押借款 1.16%~2.60% $9,945 2.95%-2.9545%  $112,000
信用借款 2.53% 20,000 2.9%-2.92%  26,000
合 計  $29,945   $138,000

 
上述抵押借款係以機器設備及定存單作為擔保，請參閱附註六。 

6. 應付費用 
 98.3.31  97.3.31 

應付薪資及獎金 $15,951  $17,377 
應付職工福利 4,220  4,961 
應付佣金 39,633  33,550 
應付廠商款 2,947  5,564 
應付勞務費 1,815  - 
應付其他費用 9,653  9,366 
合  計 $74,219  $7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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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佣金主係本公司於96年下半年度與多家經銷商簽訂諮詢及委任合約書，

依合約規定經銷商在指定代理客戶提供服務如手術前諮詢及跟刀服務、情報

收集、提供市場資料和數據及維繫客戶關係之各項活動等。民國98年第一季

及97年第一季本公司依約所認列之諮詢及委任費用支出分別計25,835仟元及

28,051仟元。 
 
7. 長期借款 

     借款金額  

貸款對象  期限  利率% 98.3.31 97.3.31 說  明 

合作金庫 97.12.17- 

102.12.17 

 3.01 $10,000 $- 借款金額10,000仟元，自98年12月17

日起還第一期款，分9期平均每半年

攤還本金1,111仟元。 

〃 94.09.30- 

99.09.30 

 3.01 7,000 11,667 借款金額21,000仟元，自95年9月30

日起還第一期款，分9期平均每半年

攤還本金2,333仟元。 

〃 96.11.27- 

101.11.27 

 3.01 16,000 18,000 借款金額18,000仟元，自98年11月27

日起還第一期款，分9期平均每半年

攤還本金2,000仟元。 

經濟部工業局 93.01.08- 

99.04.15 

 

 1.00 10,555 19,000 借款金額38,000仟元，自95年1月起

還第一期款，分18期平均每3個月攤

還本金2,111仟元。 

上海商銀 95.06.21- 
97.12.21 

 5.984 - 11,413 借款金額美金1,000仟元，自96年3
月21日起還第一期款，分8期平均

每3個月攤還本金125仟美元。 
〃 96.01.21- 

98.07.21 
 2,625 4,239 11,413 借款金額美金500仟元，自96年10

月21日起還第一期款，分8期平均

每3個月攤還本金美金62.5仟美

元。 
〃 96.06.21- 

98.12.21 
 2.15875 6,358 13,314 借款金額美金500仟元，自97年3

月21日起還第一期款，分8期平均

每3個月攤還本金美金62.5仟美

元。 
合  計    54,152 84,807  

減：一年內到期之長期借款 (26,708) (41,741)  

淨  額    $27,444 $43,066  

 
(1) 上項借款提供抵押擔保情形，請參閱附註六。 
 
(2) 本公司向經濟部工業局所借貸之款項，係由台灣中小企業銀行保證，其均

已開立應付票據作為分期償還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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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  本 
 

(1) 本公司額定股本訂為600,000仟元，每股面額10元，分為60,000仟股，均為

普通股。截至民國97年3月31日止，實收股本為385,625仟元，每股面額10
元，分為38,562.5仟股。 

 
(2) 本公司於民國97年10月17日經股東臨時會決議通過以私募方式辦理國內現

金增資計150,000仟元，每股面額10元，共發行新股15,000仟股，並自臨時

股東會決議日起一年內一次或分次辦理。後因配合本公司資金需求及私募

認股狀況，本公司於民國97年12月10日經董事會決議先以私募現金增資

3,800仟股以每股9.6元折價發行，並經董事會決議以民國97年12月25日為

增資基準日。此項增資案於民國98年2月經主管機關核准變更登記完成。 
 
(3) 本公司截至民國98年3月31日止，額定股本為600,000仟元，實收資本為

423,625仟元，每股面額10元，分為42,362.5仟股。 
 

9. 盈餘分配 
 

(1) 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每年決算之盈餘，除依法繳納營利事業所得稅及彌補

以往年度虧損外，應先提撥10%法定盈餘公積及就當年度發生之股東權益

減項金額提列特別盈餘公積後，就其中提撥12%為員工紅利，2%為董監

事酬勞金，其餘連同以前年度未分配盈餘提撥50%~100%做為股東股利(其
中20%以現金股利方式發放)。 

 
(2) 本公司民國97年度及96年度營運均為虧損，遂於民國98年4月27日經董事

會決議及民國97年6月13日股東會通過虧損撥補案並決議不分派股利。 
 
(3) 本公司民國 98 年第一季員工紅利及董監酬勞估列金額分別為 1,714 仟元及

286仟元，其估列基礎係以截至 98年第一季之稅後淨利，考量法定盈餘公

積等因素後，以章程所定之成數為基礎估列(以 12%及 2%估列)，並認列

為本年度之費用，惟若嗣後股東會決議實際配發金額與估列數有差異時，

則列為 99 年度之損益。 
 
(4) 有關98年董事會擬議之97年度盈餘分配案及股東會決議通過盈餘分配案等

相關訊息，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中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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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營業收入 
 

營業收入包括： 
 98 年第一季  97 年第一季 
商品銷售 $204,617  $152,972 
勞務收入 177  - 
減：銷貨退回及折讓 (8,685)  (5,462) 
營業收入淨額 $196,109  $147,510 

 
11. 資本公積 

 98.3.31  97.3.31 
股本溢價 $168,227  $186,679 

 
12. 基本每股盈餘(虧損) 
 

(1) 加權平均股數： 
 98 年第一季  97 年第一季 

加權平均流通在外普通股股數 42,362.5 仟股  38,562.5 仟股

 
(2) 基本每股盈餘(虧損)計算如下： 
 98 年第一季  97 年第一季

合併總利益(損失) $15,215  $(26,512) 
歸屬予少數股數之淨利 -  - 
歸屬予母公司普通股股東之淨利(損) $15,215  $(26,512) 
    
每股盈餘(虧損)(元)    

本期稅前淨利(損) $0.52  $(0.67) 
所得稅費用 (0.16)  (0.02) 
合併總利益(損失) 0.36  (0.69) 
歸屬予少數股權之淨利 -  - 
歸屬予母公司普通股股東之淨利益

(損失) 
 

$0.36 
  

$(0.69) 
五、關係人交易事項 
 

(一) 關係人之名稱及關係 
 

關係人名稱 與本公司之關係 
林春生 本公司董事長之二等親 
美立維醫療器械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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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關係人之交易事項 

 
1. 與關係人之債權債務情形如下： 

 
(1) 應收關係人帳款 

 98.3.31 97.3.31 
關係人名稱 金   額 % 金   額  % 

美立維 $- - $2,795  100.00 
 
2. 資金融通情形(其他應付關係人款)： 

 
 98 年第一季 

關係人名稱 最高餘額 期末餘額 利率區間  
全年度 

利息費用

林春生 $7,193 $7,193 8.7%  $106 
 
 97 年第一季 

關係人名稱 最高餘額 期末餘額 利率區間  
全年度 

利息費用

林春生 $6,287 $6,287 8.7%  $95 
 
3. 背書保證： 
 

本公司為孫公司西安聯合醫療儀器有限公司銀行借款擔保額度擔保計

200萬美元。截至民國98年3月31日止，西安聯合醫療儀器有限公司已使
用312.5萬美元之額度，本公司已提供定存單300仟美元作為西安聯合醫
療儀器有限公司向銀行借款之擔保。 

六、 抵質押資產 
 

資產名稱  98.3.31 97.3.31 抵押機構  擔保債務內容

固定資產－機器設備  $53,209 $33,597 合作金庫、兆豐國際商銀  綜合授信借款 
受限制資產－質押定存單  9,400 31,000 台北富邦銀行、中信銀、

玉山銀行、板信銀行、台

灣工銀、台新銀行、兆豐

國際商銀 

 綜合授信借款 

〃  19,515 18,210 上海商銀  子公司借款之

擔保 
受限制資產－質押定存單  1,000 1,000 台北海關  進口關稅擔保 
受限制資產－備償戶  202 2,000 新光銀行  綜合授信借款 
合    計  $83,326 $85,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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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重大承諾事項及或有事項 
 

截至民國98年3月31日，本公司及子公司尚有下列重大或有及承諾事項： 
 
1. 本公司因與工業局簽訂研發貸款計劃，由金融機構保證金額為38,000仟元。 
 
2. 本公司及子公司因承租土地使用權、辦公室、停車位、工廠及倉庫而須於下

列年限償付不可撤銷之營業租賃租金為： 
 

期  間  金  額 
98.4.1-99.3.31  $11,060 
99.4.1-106.3.31  5,223 
101.4.1-106.3.31  7,565 
106.1.1以後  18,546 
合  計  $42,394 
 
本公司為上述租賃開立於未來到期之租金票據金額計2,039仟元。 

 
3. 本公司為購買固定資產簽訂之重要合約如下： 
 

項  目  合約總價 已付金額 未付金額 
機器設備  $12,247仟元 $9,968仟元 $2,279仟元 
電腦軟體  9,739仟元 5,933仟元 3,806仟元 
合  計  $21,986仟元 $15,901仟元 $6,085仟元 

 
4. 合併公司為子公司背書保證情形，請參閱附註五。 

 
八、 重大之災害損失 
 

無此事項。 
 
九、 重大之期後事項 
 

無此事項。 
 



聯合骨科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財務報表附註(續) 
(金額除另與註明外，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19 

 
 
 
十、其他 
 

1. 民國98年第一季及民國97年第一季母子公司間業務關係及重要交易往來情

形：附表一。 
 
2. 風險政策及避險策略 
 

合併公司持有衍生性商品以外之金融商品主要包括：銀行借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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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款與應付帳款。 
 
合併公司金融商品之主要風險為利率變動現金流量風險、信用風險與流動性

風險。 
 
利率變動現金流量風險 
 
合併公司暴露於利率變動現金流量風險主要固定利率及浮動利率之長期銀行

借款等。本公司採綜合舉借固定利率與浮動利率借款方式管理其利率風險。 
 
信用風險 
 
合併公司僅與已經核可且信用良好之第三人交易，合併公司政策並規定與客

戶進行信用交易前，需經信用確認程序，並持續評估應收帳款與應收票據回

收情形，故合併公司的壞帳情形並不嚴重。另若營運單位交易之幣別係採其

他功能性貨幣，除非經信用控制單位核可，否則合併公司不提供信用交易。 
 
合併公司其他金融資產(含括現金及約當現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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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併公司因僅與經核可之第三人交易，故未要求對方提供擔保。 
 
流動性風險 
 
合併公司主要藉由銀行借款、現金及約當現金等工具以調節資金，並達到彈

性運用資金及資金穩定之目標。 



聯合骨科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財務報表附註(續) 
(金額除另與註明外，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20 

 
 
 
3. 金融商品資訊 
 

金融商品之公平價值 
 98 年 3 月 31 日 97 年 3 月 31 日 

金融商品 帳面價值 公平價值 帳面價值  公平價值

資產－非衍生性  
現金及約當現金 $90,042 $90,042 $188,911 $188,911
應收票據及款項(含關係人) 146,877 146,877 131,060 131,060
受限制資產－流動 29,117 29,117 51,210 51,210
受限制資產－非流動 1,000 1,000 1,000 1,000

負  債  
短期借款 29,945 29,945 138,000 138,000
應付票據及款項 68,078 68,078 46,122 46,122
固定利率長期借款 
(包括一年內到期者) 10,555 10,555 19,000 19,000
浮動利率長期借款 
(包括一年內到期者) 43,597 43,597 65,807 65,807

 
合併公司估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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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帳面價值估計其公平價值，因為此類

商品之到期日甚近，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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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質押定存、應收(付)帳款及短期銀行借款。 
 
(2) 長期借款以其在資產負債表上之帳面價值估計其公平價值，因為合併公司

之長期借款均係採機動利率，其已參照市場情況調整。而且合併公司在借

款合約上亦無特殊之借款條件，故合併公司之借款利率應近似於市場利

率。 
 
4. 其他 
 

(1) 利率風險 
 
茲將合併公司金融商品帳面價值所暴露的利率風險係依到期日遠近彙總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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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九十八年三月三十一日 
固定利率 
  1 年內  1 至 2 年 2 至 3 年 3 至 4 年 4 至 5 年  超過 5 年 總  計

受質押定存  $27,117  $- $- $- $- $- $27,117
長期銀行借款 
(含一年內到期) 

 (8,444)  (2,111) - - - (10,555)

 
浮動利率 
  1 年內  1 至 2 年 2 至 3 年 3 至 4 年 4 至 5 年  超過 5 年 總  計

現金及約當現金  $92,042  $- $- $- $- $- $92,042
受質押定存  2,000  500 500 - - - 3,000
長期銀行借款 
(含一年內到期) 

 (21,041)  (10,444) (8,112) (4,000) - - (43,597)

 
民國九十七年三月三十一日 
 
固定利率 
  1 年內  1 至 2 年 2 至 3 年 3 至 4 年 4 至 5 年  超過 5 年 總  計

受質押定存  $26,210  $- $- $- $- $- $26,210
長期銀行借款 
(含一年內到期) 

 (8,444)  (8,444) (2,112) - - - (19,000)

 
浮動利率 
  1 年內  1 至 2 年 2 至 3 年 3 至 4 年 4 至 5 年  超過 5 年 總  計

現金及約當現金  $188,318  $- $- $- $- $- $188,318
受質押定存  25,000  500 500 - - - 26,000
長期銀行借款 
(含一年內到期) 

 (33,297)  (18,177) (6,333) (4,000) (4,000) - (65,807)

 
歸類於浮動利率金融商品之利息於一年內重定價；固定利率金融商品之利

率則固定直至到期日，其他未包含於上表之金融商品，係不含息之金融商

品，因沒有利率風險，故未納入上表內。 
(2) 信用風險 
 

合併公司並無重大之信用風險顯著集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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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母子公司間業務關係及重要交易往來情形：

編號(註一) 交易人名稱 交易往來對象 與交易人之關係(註二)

交易往來情形

科目 金額 交易條件

佔合併總營收或

總資產之比率(註三)
98年第一季

0 聯合骨科器材(股)公司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1 銷貨收入 $32,162 註四 16.40%
0 聯合骨科器材(股)公司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1 應收帳款 83,197 - 10.57%
1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聯貿醫療用品技術(上海)有限公司 5 銷貨收入 34,494 註四 17.59%
1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聯貿醫療用品技術(上海)有限公司 5 應收帳款 140,794 - 17.89%
1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聯合骨科器材(股)公司 2 營業成本 32,942 - 16.80%
1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聯合骨科器材(股)公司 2 應付帳款 96,227 - 12.23%
2 聯貿醫療用品技術(上海)有限公司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6 營業成本 36,432 - 18.58%
2 聯貿醫療用品技術(上海)有限公司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6 應付帳款 144,556 - 18.37%

編號(註一) 交易人名稱 交易往來對象 與交易人之關係(註二)

交易往來情形

科目 金額 交易條件

佔合併總營收或

總資產之比率(註三)
97年第一季

0 聯合骨科器材(股)公司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1 銷貨收入 $19,906 註四 13.01%
0 聯合骨科器材(股)公司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1 應收帳款 63,272 - 6.71%
1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聯貿醫療用品技術(上海)有限公司 5 銷貨收入 23,348 註四 15.26%
1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聯貿醫療用品技術(上海)有限公司 5 應收帳款 93,972 - 9.96%
1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聯合骨科器材(股)公司 2 營業成本 19,909 - 13.01%
1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聯合骨科器材(股)公司 2 應付帳款 69,142 - 7.33%
2 聯貿醫療用品技術(上海)有限公司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6 營業成本 23,621 - 15.44%
2 聯貿醫療用品技術(上海)有限公司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6 應付帳款 101,037 - 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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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母公司對孫公司。

5.  子公司對孫公司

6.  孫公司對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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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四：上開與關係人營業收入之條件與收款期間均與一般外銷客戶無重大差異(150-18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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