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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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九月三十日 
及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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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
日，實收資本額為463,625仟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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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及97年9月30日之員工人數為334人及3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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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9.30  97.9.30
本公司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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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聯合醫療儀器有限公司 製造及銷售  100.00%  100.00%
Lemax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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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與列入合併主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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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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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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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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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貨以取得成本作為入帳基礎，成本係採加權平均法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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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變現價值時除同類存貨外採逐項比較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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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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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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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入中

央信託局退休基金專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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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民國九十五年一月一日開始實施之「所得基本稅額條例」，國內公司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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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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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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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收入認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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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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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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會計變動之理由及其影響 

 
1. 合併公司自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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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公司民國98年前三季

之淨利減少750仟元(所得稅影響數250仟元)及每股盈餘減少0.02元。本期亦重

分類民國97年前三季營業外費用及損失212仟元至銷貨成本項下。 
 
2. 依新修正之所得稅法規定，自民國99年度起營利事業所得稅稅率由25%調降為

20%。前述變動使民國98年前三季之淨利減少1,597仟元及每股盈餘減少0.03
元。 

 
3. 合併公司自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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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原則變動對合併公司民國97年前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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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9.30  97.9.30 

庫存現金 $87  $100 
支票存款 19  22 
活期存款 200,984  120,733 

合    計 $201,090  $120,855 

 
2. 應收帳款 

 98.9.30  97.9.30 

應收帳款 $92,358  $139,199 
減：備抵呆帳 (8,440)  (8,386) 

應收帳款淨額 $83,918  $13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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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存  貨 

 98.9.30  97.9.30 

商  品 $27,630  $80,488 

製成品 135,043  116,527 

在製品 58,177  36,706 

材  料 65,209  61,313 

在途存貨 4,200  - 

合  計 290,259  295,034 

減：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 (10,144)  (5,114) 

淨  額 $280,115  $289,920 

存貨投保金額 $341,499  $347,465 

 

本公司民國98年前三季之銷貨成本包括存貨跌價損失計1,000仟元。 

 

4. 固定資產 

  98.9.30 97.9.30 

  成  本 累計折舊 成  本  累計折舊 

機器設備  $237,328 $126,079 $231,404  $110,741 

模具設備  22,165 18,823 23,333  21,315 

資訊設備  8,530 4,078 11,918  8,683 

防治污染設備  - - 1,178  1,178 

運輸設備  3,208 2,656 3,522  2,336 

租賃改良  37,327 6,483 42,956  10,545 

其他設備  19,824 11,468 27,234  11,814 

預付設備款  22,479 - 17,119  - 

合  計  $350,861 $169,587 $358,664  $166,612 

 

(1) 民國 98 年及 97 年 9 月 30 日，上列固定資產(含遞延資產)之投保金額為

189,956 仟元及 25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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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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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短期借款 
 98.9.30 97.9.30 

 利率區間 金    額 利率區間  金    額 

金融機構      
抵押借款 - $- 2.937%-3.10%  $107,892
信用借款 1.90%-2.48% 25,493 3.03%-3.88%  50,000

合    計  $25,493   $157,892

 
上述抵押借款係以機器設備及定存單作為借款之擔保。 
 

6. 應付費用 
 98.9.30  97.9.30 

應付薪資及獎金 $16,362  $20,041 
應付員工紅利及董監酬勞 5,417  - 
應付職工福利 5,536  4,950 
應付佣金 23,114  44,907 
應付廠商款 2,373  2,196 
應付勞務費 2,745  3,293 
應付其他費用 3,777  7,209 

合  計 $59,324  $82,596 

 
應付佣金主係本公司與多家經銷商簽訂諮詢及委任合約書，依合約規定經銷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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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民國98年及97年前三季本公司依約

所認列之諮詢及委任費用支出計69,867仟元及100,142仟元。 
 

7. 長期借款 
       

貸款對象  期限  利率% 98.9.30 97.9.30 說  明 

合作金庫 97.12.17- 

102.12.17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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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667 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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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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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對象  期限  利率% 98.9.30 97.9.30 說  明 

合作金庫 96.11.27- 

101.11.27 

 2.69 14,000 18,000 借款金額18,000仟元，自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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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3 14,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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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8.05.14- 

104.07.15 

 1.00 33,700 - 借款金額33,700仟元，自100年10月

15日起還第一期款，分16期平均每3

個月攤還本金2,106仟元。 

上海商銀 95.06.21- 

97.12.21 

 3.70625 - 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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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625 - 8,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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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4,020 1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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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計    72,720 64,228  

減：一年內到期之

長期借款 

  (21,242) (37,217)  

淨  額 $51,478 $27,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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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係由台灣中小企業銀行及合作

金庫銀行提供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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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止，實收股本為385,625仟元，每股面額10
元，分為38,562.5仟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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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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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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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公司於民國98年5月25日經董事會決議再次以私募現金增資4,000仟股以

每股20.6元溢價發行，並經董事會決議以民國98年6月25日為增資基準日。

此項增資案於民國98年7月經主管機關核准變更登記完成。 
 
(5) 本公司截至民國98年9月30日止，額定股本為600,000仟元，實收資本為

463,625仟元，每股面額10元，分為46,362.5仟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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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及民國97

年6月13日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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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前三季員工紅利及董監酬勞估列金額分別為4,615仟元及

802仟元，其估列基礎係以截至98年前三季之稅後淨利，考量扣除法定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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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通過虧損撥補案等相關訊息，可至公開資訊

觀測站中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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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營業收入 

    98 年度前三季  97 年度前三季

商品銷售 $551,835  $488,584 
勞務收入及其他營業收入 3,101  560 
合  計 554,845  489,144 
減：銷貨退回或折讓 (18,328)  (20,789) 
營業收入淨額 $536,517  $468,355 
 

11. 資本公積 
 98.9.30  97.9.30 
股本溢價 $118,178  $169,747 

 
12. 基本每股盈餘(虧損) 

 
(1) 加權平均股數： 

 98 年前三季 97 年前三季 
加權平均流通在外普通股股數 43,783.5 仟股 38,562.5 仟股

 
98年前三季加權平均流通在外股數計算如下： 
 

項目  股數 流通在外期間 加權平均流通在外股數

期初股數 42,362.5 仟股 273/273 42,362.5 仟股 
現金增資 4,000 仟股 97/273 1,421.0 仟股 
合  計    43,783.5 仟股 

 
97 年前三季加權平均流通在外股數計算如下： 
 

項目  股數 流通在外期間 加權平均流通在外股數

期初股數 38,562.5 仟股 273/273 38,562.5 仟股 

 
(2) 基本每股盈餘(虧損)： 

 98 年前三季 97 年前三季 
稅前淨利(損) $47,805  $(66,698)  
所得稅費用 (2,612)  (2,405)  
本期淨利(損) $45,193  $(69,103)  

     
基本每股盈餘(虧損)(元) 98 年前三季 97 年前三季 

稅前淨利(損) $1.09  $(1.73)  
所得稅費用 (0.06)  (0.06)  
本期淨利(損) $1.03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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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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立維醫療器械有限公司 實質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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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9.30 97.9.30 

關係人名稱 金   額 % 金   額  % 

美立維 $- - $3,041  100.00 

 
2. 資金融通情形(其他應付關係人款)： 

 
             98 年前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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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0 $6,830 8.7%  $195 
 

 97 年前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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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1 $6,841 8.7%  $288 

 
六、 抵質押資產 
 

資產名稱  98.9.30 97.9.30 抵押機構  擔保債務內容 

固定資產－機器設備  $49,382 $44,341 合作金庫、兆豐商銀  綜合授信借款 
受限制資產－質押定存單  - 14,000 台北富邦銀行、中信

銀、玉山銀行 
 綜合授信借款 

〃  4,817 19,272 上海商銀  子公司借款之擔保

〃  1,500 1,000 台北海關  進口關稅擔保 
〃  14,700 - 合作金庫  長期借款 

受限制資產－備償戶  - 10,000 中信銀  綜合授信借款 

合    計  $70,399 $88,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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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重大承諾事項及或有事項 

 
截至民國98年9月30日，本公司及子公司尚有下列重大或有及承諾事項： 

 

1. 本公司向經濟部工業局所借貸之款項，分別係由台灣中小企業銀行及合作金庫

銀行提供保證。 

 

2. 本公司及子公司因承租土地使用權、辦公室及停車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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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10.1-99.9.30  $8,079 

99.10.1-100.9.30  2,061 

100.10.1以後  25,794 

合  計  $35,934 

 

本公司為上述租賃開立於未來到期之租金票據金額計1,188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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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公室廠房  $41,740仟元 $8,348仟元 $33,392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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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26仟元 $24,249仟元 $39,477仟元 

 

八、 重大之災害損失 

 
無此事項。 

 

九、 重大之期後事項 

 
無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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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 
 

1. 為便於財務報表之比較，民國97年9月30日財務報表之部份科目業經重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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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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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金融商品資訊 
 

金融商品之公平價值 
 

 98 年 9 月 30 日 97 年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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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90 $201,090 $120,855 $120,855
應收票據及款項 83,160 83,160 132,895 132,895
受限制資產－定存單 21,017 21,017 44,272 44,272

  
負  債  
短期借款 25,493 25,493 157,892 157,892
應付票據及款項 56,136 56,136 59,707 59,707
浮動利率長期借款 
(包括一年內到期者) 

32,687 32,687 49,450 49,450

固定利率長期借款 
(包括一年內到期者) 

40,033 40,033 14,778 14,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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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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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年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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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7 $- $- $- $- $- $4,817

長期銀行借款 

(含一年內到期) 

 (6,333) - (8,425) (8,425) (8,425) (8,425) $(40,033)

動利率

 
浮  

1 至 2 2 至 3 3 至 4 4 至 5 超過 5

  $ $ $ $ $- $ $

  1 年內 年 年 年 年  年 總  計 

現金及約當現金 200,984 - - - - 200,984

受質押定存  - 1,500 - - - 14,70

 (25,493) - - - - - (25,493)

(含一年內到期) 

9) (6,222) (6,222) (4,223) (1,111) - (32,687)

國 97 年 9 月 30

0 16,200

短 銀行借款 期

長期銀行借款  (14,90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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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2  $- $- $- $- $- $19,272 受質押定存  

長期銀行借款 

 
浮動利率

(含一年內到期) 

 (8,444)  (6,334) - - - - (14,778)

 
1 至 2 年 2 至 3 3 至 4 年 4 至 5 年 超過 5

 $ $

  1 年內  年   年 總  計 

現金及約當現金  $120,733  $- $- $- $- - 120,733 

受質押定存  14,000  1,000 - - - - 15,000 

000 

- - - - (157,892)

受限制資產－ 

備償戶 

 10,000  - - - - - 10,

短期銀行借款  (157,8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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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一年內到期) 

 (28,773)  (10,677) (4,000) (4,000) (2,000) - (49,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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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銀行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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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併公司並無重大之信用風險顯著集中情形。 
 

4. 民國98年及民國97年前三季母子公司間業務關係及重要交易往來情形：附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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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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金額 交易條件

98年度前三季

0 聯合骨科器材(股)公司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1 銷貨收入 $97,626 註四

0 聯合骨科器材(股)公司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1 應收帳款 93,800 -

0 聯合骨科器材(股)公司 United Orthopedic (U.S.A.) Corporation 1 銷貨退回 (31,812) 註五

0 聯合骨科器材(股)公司 United Orthopedic (U.S.A.) Corporation 1 應收帳款 9,237 註五

1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中國聯貿醫療用品技術(上海)有限公司 5 銷貨收入 95,774 註四

1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中國聯貿醫療用品技術(上海)有限公司 5 應收帳款 138,100 -

1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聯合骨科器材(股)公司 2 營業成本 94,874 -

1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聯合骨科器材(股)公司 2 應付帳款 93,946 -

2 中國聯貿醫療用品技術(上海)有限公司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6 營業成本 96,664 -

2 中國聯貿醫療用品技術(上海)有限公司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6 應付帳款 139,312 -

3 United Orthopedic (U.S.A.) Corporation United Orthopedic Corporation U.S.A. 2 銷貨退回 (31,797) 註五

3 United Orthopedic (U.S.A.) Corporation 聯合骨科器材(股)公司 2 營業成本 (31,028) -

4 United Orthopedic Corporation U.S.A. United Orthopedic (U.S.A.) Corporation 6 營業成本 (31,797) -

科目 金額 交易條件

97年度前三季

0 聯合骨科器材(股)公司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1 銷貨收入 $62,822 註四

0 聯合骨科器材(股)公司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1 應收帳款 64,856 -

0 聯合骨科器材(股)公司 United Orthopedic (U.S.A.) Corporation 1 銷貨收入 30,139 註五

1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中國聯貿醫療用品技術(上海)有限公司 5 銷貨收入 62,121 註四

1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中國聯貿醫療用品技術(上海)有限公司 5 應收帳款 113,385 -

1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聯合骨科器材(股)公司 2 營業成本 69,857 -

1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聯合骨科器材(股)公司 2 應付帳款 85,496 -

2 中國聯貿醫療用品技術(上海)有限公司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6 營業成本 62,432 -

2 中國聯貿醫療用品技術(上海)有限公司 United Medical (B.V.I.) Corporation 6 應付帳款 121,294 -

3 United Orthopedic (U.S.A.) Corporation United Orthopedic Corporation U.S.A. 2 銷貨收入 31,877 註五

3 United Orthopedic (U.S.A.) Corporation 聯合骨科器材(股)公司 2 營業成本 30,723 -

4 United Orthopedic Corporation U.S.A. United Orthopedic (U.S.A.) Corporation 6 營業成本 31,7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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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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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天)。
註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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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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