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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關係人交易 

 

1. 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易事項 

 

(1) 銷貨 

 

 104年度 103年度 

其他關係人  $43,790 $20,843 

 

本公司對關係人之銷貨價格與一般客戶並無顯著不同，帳款之授信期間

通常為10至45天。  

 

(2) 進貨 

 

 104年度 103年度 

其他關係人 $23,080 $38,248 

 

對本公司具聯合控制或重大影響之個體另於民國一０四年度及一０三年

度代本公司購進材料為$-及$61,480。 

 

(3) 應收帳款－關係人 

 

 104.12.31 103.12.31 

其他關係人 $2,739      $53 

 

民國一０四年及一０三年第三季應收關係人款項並未提列呆帳費用。 

 

(4)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104.12.31 103.12.31 

其他關係人 $45,763 $45,863 

 

民國一０四年度及一０三年度收取其他關係人之利息收入分別為$763

及$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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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長期應收款-關係人 

 

 104.12.31 103.12.31 

其他關係人 $89,992  $111,992 

減：備抵呆帳 (6,500)     (6,500) 

淨    額 $83,492  $105,492 

 

(6) 應付帳款－關係人 

 

 

 104.12.31 103.12.31 

其他關係人     $218      $- 

 

(7) 其他應付帳款－關係人 

 

 104.12.31 103.12.31 

對本公司具聯合控制或重大影

響之個體  $10,509    $4,456 

 

(8) 資金融通情形 

 

本公司民國一０四年度向關係人資金融通(帳列其他應付款-關係

人) ，民國一０三年度無此情形，明細如下： 

 

關 係 人 名 稱 最高餘額 期末餘額 利率區間 利息支出 期末應付利息 

對本公司具聯合控制

或重大影響之個體 

$35,000 $10,100      $- $-  

 

(1) 本公司主要管理階層之獎酬 

 

 104年度 103年度 

短期員工福利 $3,943 $4,280 

 

八、質押之資產 

 

本公司計有下列資產作為擔保品： 

 

       帳面金額  

項     目  104.12.31 103.12.31   擔保債務內容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31,110 $35,491   短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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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無此事項。 
 

十、 重大之災害損失 
 
無此事項。 

 
十一、重大之期後事項 
 

本公司於民國一０五年三月三十日董事會擬議，為改善財務結構辦理減資

$353,838以消除累積虧損，計註銷發行股數 35,383,828股。每仟股減少

416.28033 股，減資比例 41.628033%，減資後實收資本額新台幣

$496,162，分為 49,616,172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元。 

 
十二、其他 

 

      1.金融工具之種類 

 

金融資產   

 104.12.31 103.12.31 

放款及應收款：   

現金及約當現金(不含庫存現金) $8,309 $61,953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流動 32,110 36,491 

應收票據 1,164 4,367 

應收帳款 133,362 103,666 

應收帳款-關係人 2,739 53 

其他應收款 4,500 116,795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45,763 45,863 

長期應收款-關係人 83,492 105,492 

合    計 $311,439 $474,680 

   

金融負債   

 104.12.31 103.12.31 

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   

短期借款 $118,686 $171,437 

應付票據及帳款 23,418 31,543 

其他應付款 29,741 21,504 

合    計 $171,845 $224,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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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財務風險管理目的與政策 

 

本公司財務風險管理目標主要為管理營運活動相關之市場風險、信用

風險及流動性風險，本公司依公司之政策及風險偏好，進行前述風險

之辨認、衡量及管理。 

 

本公司對於前述財務風險管理已依相關規範建立適當之政策、程序及

內部控制，重要財務活動須經董事會依相關規範及內部控制制度進行

覆核。於財務管理活動執行期間，本公司須確實遵循所訂定之財務風

險管理之相關規定。 

 

3. 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係金融工具因市場價格變動，導致其公允價值或現金流量波

動之風險。本公司市場風險主要包括匯率風險、利率風險及其他價格

風險(例如權益工具)。  

 

實務上極少發生單一風險變數單獨變動之情況，且各風險變數之變動

通常具關聯性，惟以下各風險之敏感度分析並未考慮相關風險變數之

交互影響。 

 

a.匯率風險 

 

本公司匯率風險主要與營業活動(收入或費用所使用之貨幣與本公司功

能性貨幣不同時) 及國外營運機構淨投資有關。 

 

本公司之應收外幣款項與應付外幣款項之部分幣別相同，此時，部位相

當部分會產生自然避險效果，針對部分外幣款項則使用遠期外匯合約以

管理匯率風險，基於前述自然避險及以遠期外匯合約之方式管理匯率風

險不符合避險會計之規定，因此未採用避險會計；另國外營運機構淨投

資係屬策略投資，因此，本公司未對此進行避險。 

 

本公司匯率風險之敏感度分析主要針對財務報導期間結束日之主要外

幣貨幣性項目，其相關之外幣升值/貶值對本公司損益之影響。本公司

之匯率風險主要受美金匯率波動影響，敏感度分析資訊如下： 

 

當新台幣對美元升值/貶值1%時，對本公司於民國一０四及一０三年度

之損益將分別減少/增加$506及$578，權益則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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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利率風險 

 

利率風險係因市場利率之變動而導致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或未來現金

流量波動之風險，本公司之利率風險主要係來自於分類為放款及應收款

之浮動利率投資、固定利率借款及浮動利率借款。本公司以維持適當之

固定及浮動利率之組合，以管理利率風險。 

 

有關利率風險之敏感度分析主要針對財務報導期間結束日之利率暴險

項目，包括浮動利率投資、浮動利率借款，並假設持有一個會計年度，

當利率上升/下降十個基本點，對本公司於民國一０四及一０三年度之

損益將分別減少/增加$119及$171。 

 

4. 信用風險管理 

 

信用風險係指交易對手無法履行合約所載之義務，並導致財務損失之風

險。本公司之信用風險係因營業活動(主要為應收帳款及票據)及財務活

動(主要為銀行存款及各種金融工具)所致。 

 

每一事業單位係依循本公司之顧客信用風險之政策、程序及控制以管理

客戶信用風險。所有客戶之信用風險評估係綜合考量該客戶之財務狀

況、信評機構之評等、以往之歷史交易經驗、目前經濟環境以及本公司

內部評等標準等因素。另本公司亦於適當時機使用某些信用增強工具

(例如預收貨款等)，以降低特定客戶之信用風險。 

 

本公司截至民國一０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一０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前十大客戶應收款項占本公司應收款項餘額之百分比分別為44%及

55%，其餘應收款項之信用集中風險相對並不重大。 

 

本公司之財務處依照公司政策管理銀行存款、固定收益證券及其他金融

工具之信用風險。由於本公司之交易對象係由內部之控管程序決定，屬

信用良好之銀行及具有投資等級之金融機構、公司組織及政府機關，無

重大之履約疑慮，故無重大之信用風險。 

 

5. 流動性風險管理 

 

 

本公司藉由現金及約當現金、銀行借款及融資租賃等合約以維持財務彈

性。下表係彙總本公司金融負債之合約所載付款之到期情形，依據最早

可能被要求還款之日期並以其未折現現金流量編製，所列金額亦包括約

定之利息。以浮動利率支付之利息現金流量，其未折現之利息金額係依

據報導期間結束日殖利率曲線推導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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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衍生金融工具 

 短於一年 二至三年 四至五年 五年以上 合計 

104.12.31      

短期借款 $121,693 $ - $ - $ - $ 121,693 

應付票據及帳款 23,418 - - - 23,418 

其他應付款 29,741 - - - 29,741 

      

103.12.31      

短期借款 $172,947 $ - $ - $ - $172,947 

應付票據及帳款 31,543 - - - 31,543 

其他應付款 21,504 - - - 21,504 

 

6. 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 

 

公允價值所採用之評價技術及假設 

 

公允價值係指於衡量日，市場參與者間在有秩序之交易中出售資產所能

收取或移轉負債所需支付之價格。本公司衡量或揭露金融資產及金融負

債公允價值所使用之方法及假設如下：   

 

A.現金及約當現金、應收款項、應付款項及其他流動負債之帳面金額為

公允價值之合理近似值，主要係因此類工具之到期期間短。 

 

B. 於活絡市場交易且具標準條款與條件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其公允

價值係參照市場報價決定(例如，上市櫃股票、受益憑證、債券及期貨

等)。 

 

C. 無活絡市場交易之權益工具(例如，上市櫃私募股票、無活絡市場之公

開發行公司股票及未公開發行公司股票)採市場法估計公允價值，係以

相同或可比公司權益工具之市場交易所產生之價格及其他攸關資訊

(例如缺乏流通性折價因素、類似公司股票本益比、類似公司股票股價

淨值比等輸入值)推估公允價值。 

 

D.無活絡市場報價之債務類工具投資、銀行借款、應付公司債及其他非

流動負債，公允價值係以交易對手報價或評價技術決定，評價技術係

以現金流量折現分析為基礎決定，其利率及折現率等假設主要係參考

類似工具相關資訊(例如櫃買中心參考殖利率曲線、Reuters商業本票

利率平均報價及信用風險等資訊)。 



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表附註(續) 

（金額除另予註明外，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54 
 

 
E. 無活絡市場報價之衍生金融工具，其中屬非選擇權衍生金融工具，
係採用交易對手報價或存續期間適用之殖利率曲線以現金流量折現
分析計算公允價值；屬選擇權衍生金融工具，則採用交易對手報價、
適當之選擇權定價模式(例如Black-Scholes模型)或其他評價方法
(例如，Monte Carlo Simulation)計算公允價值。 
 

7. 具重大影響之外幣金融資產及負債資訊 
 
本公司具重大影響之外幣金融資產及負債資訊如下： 

金額單位：仟元 

 104.12.31 103.12.31 

 外    幣 匯    率 新 台 幣 外    幣 匯    率 新 台 幣 

金融資產       

貨幣性項目：       

美金 $470 32.825 $15,441 $1,973 31.6500 $62,429 

       

金融負債       

貨幣性項目：       

美金 $2,327 32.825 $76,393 $4,172 31.6500 $132,036 

 
十三、附註揭露事項 
 

1. 重大交易事項相關資訊 
 
(1)資金貸與他人：無此情形。 
 
(2)為他人背書保證：無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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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之公司 
有價證券 

種   類 

有價證券 

名    稱 

與有價證券 

發行人之關係 
帳列科目 

期末 

股數 
帳面 

金額 

持股比率

(%) 
公允價值 

備註 

廷鑫興業股份有

限公司 

股   票 東元奈米應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11,904 - 0.05 註  

 股   票 煜能興業有限公司 

合計 

 

-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450,000 

461,904 

4,500 

4,500 

17.65 註  

註:係屬於無活絡市場報價，且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星之權益投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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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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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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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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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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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本公司已按收款期間將應收 NEWTRADE款項 1年內到期部分$45,763轉列其他應收款，其餘償還期間逾

1年以上之款項$89,992計提之備抵呆帳$6,500轉列長期應收款－關係人項下。 

 

(9)從事衍生工具交易：無。 

 

2. 轉投資事業相關資訊 

 

無此情形。 

 

3. 大陸投資資訊 

 

無此情形。 

 

十四、 部門資訊 

 

本公司主要收入來自於經營各種鋁合金業務，經管理階層判斷本公司係

屬單一營運部門。 

 

本公司民國一０四年度及民國一０三年度並無關於部門收入、損益、資

產、負債及其他重大項目而需調節之情形。  

帳列應收 

帳款之公司 
交易對象名稱 關係 

應收關係人款項 

餘 額 
週轉率 

逾期應收關係人款項 應收關係人款項 

期後收回金額 

提列備抵 

呆帳金額 金額 處理方式 

廷鑫興業股份

有限公司 

Newtrade Electronic 

Limited（NEWTRADE） 

實質關係人 $129,255 

（註） 

- $129,255 協議分期償還中 $23,000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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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 

 

民國一０四年度 
 

 

項                      目 編號／ 索引 

現金及約當現金明細表  1 

應收帳款明細表 2 

其他應收款明細表 3 

存貨明細表 4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變動明細表 5 

固定資產成本變動明細表 附註六、6 

固定資產累計折舊變動明細表 附註六、6 

無形資產變動明細表 附註六、7 

短期借款明細表 6 

應付帳款明細表 7 

營業收入淨額明細表  8 

營業成本明細表   9 

製造費用明細表   10 

營業費用明細表 11 

營業外收入及利益、費用及損失明細表 附註六、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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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現金及約當現金明細表 

民國一０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零 用 金  $120  

銀行存款    

  活期存款－台幣  8,248  

  活期存款－外幣 USD   1,523.20 

RMB      27.30 

50  

支票存款  11  

合    計  $8,429  

   

註：美金係按照匯率 USD1=NTD32.825換算 

人民幣係按照匯率 RMB1=NTD4.995換算 

 

 

 

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2.應收帳款明細表 

民國一０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客戶名稱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應收帳款-非關係人    

A公司 

B公司 

C公司 

D公司 

E公司 

 

 

 

 

 

$42,035 

27,825 

16,216 

12,104 

10,763 

 

 

 

 

 

其      他(註)  29,424  

小      計  $138,367  

減：備抵呆帳  (5,005)  

應收帳款淨額  $133,362  

    

註：客戶餘額未超過本科目金額 5%以上者，合併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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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3.其他應收款明細表 

民國一０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關係人    

Newtrade Electronic Limited  $45,763  

    

非關係人    

甲 公 司 6,372   

其    他(註) 51   

小    計 6,423   

減：備抵呆帳 (6,372) 51  

應收退稅款  4,449  

合    計  $50,263  

    

註：客戶餘額未超過本科目金額 5%以上者，合併列示。 

 

 

 

 

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4.存貨明細表 

民國一０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成    本 市    價 備    註 

原    料 $73,413 68,808  

物    料 11,491 11,452 

在 製 品 21,270 21,270 

製 成 品 32,753 23,036 

合    計 138,927 124,566 

減：備抵存貨跌價損失 (14,361)  

淨    額 $124,566  

   

註：存貨之市價係採淨變現價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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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5.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變動明細表 

民國一０四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名           稱 

期初餘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期末餘額 提供擔保

或 

質押情形 

已認列 

減損損失 股  數 帳面價值 股  數 金  額 股  數 金  額 股  數 帳面價值 

煜能興業有限公司 - $- 450,000 4,500 - $- 450,000 $4,500 無 無 

合    計  $-  $4,500  $-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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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6.短期借款明細表 

民國一０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借款銀行 摘    要 期末餘額 契約期限 利率區間 融資額度 抵押或擔保品名稱 
備        

註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擔保借款 $5,484 104.12.29-105.06.24 2.3170% 

NT$35,000,000 

備償戶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擔保借款 1,580 104.07.17-105.01.13 2.7000% 備償戶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擔保借款 1,297 104.07.23-105.01.19 2.7000% 備償戶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擔保借款 1,048 104.12.15-105.06.12 2.7000% 備償戶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擔保借款 843 104.12.14-105.06.11 2.7000% 備償戶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擔保借款 676 104.12.11-105.06.08 2.7000% 備償戶  

合作金庫銀行 擔保借款 15,826 104.11.20-105.05.18 2.5811% 

 

NT$30,000,000 

備償戶  

合作金庫銀行 擔保借款 6,990 104.08.12-105.02.08 2.4300% 備償戶  

合作金庫銀行 擔保借款 4,500 104.07.27-105.01.23 2.4300% 備償戶  

合作金庫銀行 擔保借款 1,292 104.11.11-105.05.09 2.4300% 備償戶  

合作金庫銀行 擔保借款 1,103 104.11.12-105.05.10 2.4300%  備償戶  

華南商業銀行 擔保借款 6,738 104.10.15-105.04.12 2.1389% 

NT$20,000,000 

備償戶  

華南商業銀行 擔保借款 6,136 104.09.24-105.03.22 1.9428% 備償戶  

華南商業銀行 擔保借款 6,120 104.09.24-105.03.22 1.9428% 備償戶  

彰化銀行 擔保借款 10,208 104.10.12-105.02.09 2.2533% 

 

 

NT$65,650,000 

備償戶  

彰化銀行 擔保借款 6,110 104.10.12-105.01.20 2.8600% 備償戶  

彰化銀行 擔保借款 5,255 104.12.30-105.04.28 2.5764% 備償戶  

彰化銀行 擔保借款 5,082 104.12.16-105.04.14 2.4934% 備償戶  

彰化銀行 擔保借款 4,971 104.12.23-105.04.21 2.5617% 備償戶  

彰化銀行 擔保借款 3,500 104.11.17-105.01.16 2.8000% 備償戶  

彰化銀行 擔保借款 2,970 104.12.03-105.02.01 2.8600% 備償戶  

彰化銀行 擔保借款 2,035 104.12.09-105.03.02 2.4575% 備償戶  

彰化銀行 擔保借款 1,430 104.09.18-105.01.16 2.8000% 備償戶  

彰化銀行 擔保借款 1,230 104.12.18-105.04.16 2.8000% 備償戶  

彰化銀行 擔保借款 1,220 104.10.15-105.02.12 2.8600% 備償戶  

彰化銀行 擔保借款 1,182 104.11.25-105.01.24 2.3724% 備償戶  

彰化銀行 擔保借款 1,180 104.09.10-105.01.08 2.8000% 備償戶  

彰化銀行 擔保借款 1,140 104.12.17-105.04.15 2.8000% 備償戶  

彰化銀行 擔保借款 1,120 104.09.18-105.01.06 2.8000% 備償戶  

彰化銀行 擔保借款 1,100 104.12.14-105.04.09 2.8600% 備償戶  

彰化銀行 擔保借款 1,090 104.10.22-105.02.19 2.8000% 備償戶  

彰化銀行 擔保借款 1,080 104.12.28-105.04.26 2.8000% 備償戶  

彰化銀行 擔保借款 1,050 104.10.13-105.02.10 2.8600% 備償戶  

彰化銀行 擔保借款 1,040 104.12.17-105.04.15 2.8000% 備償戶  

彰化銀行 擔保借款 1,000 104.12.17-105.04.15 2.8000% 備償戶  

彰化銀行 擔保借款 990 104.10.14-105.02.11 2.8600% 備償戶  

彰化銀行 擔保借款 960 104.12.01-105.01.30 2.8600% 備償戶  

彰化銀行 擔保借款 710 104.12.16-105.04.14 2.8000% 備償戶  

彰化銀行 擔保借款 670 104.12.16-105.04.14 2.8000% 備償戶  

彰化銀行 擔保借款 320 104.12.18-105.04.15 2.8000% 
 

備償戶  

彰化銀行 擔保借款 410 104.12.18-105.04.16 2.8000% 備償戶  

 淨    額 $118,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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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7.應付帳款明細表 

民國一０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客戶名稱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甲公司  $16,831  

乙公司  1,601  

丙公司  1,485  

其    他(註)  3,501  

合    計  $23,418  

    

註：供應商餘額未超過本科目金額 5%以上者，合併列示。 

 

 

 

 

 

 

 

 

 

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8.營業收入淨額明細表 

民國一０四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數    量 金    額 備    註 

鋁合金產品 31,502仟 kg $1,280,381  

其    他   9,174仟 kg 350,829  

合    計  $1,63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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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9.營業成本明細表 
 

民國一０四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金    額 

原料：  
 期初存料 42,161 

  加： 本期進料 1,506,954 
 在製品轉入 350,481 

  減： 期末材料 (73,413) 
 轉列費用 (174) 
庫存異動調整單 (6,480) 

 出售原料 (400,401) 
盤盈虧調整 (228) 
其他 (898) 

 直接材料-原料 $1,418,002 
  
物料：  

 期初物料 9,203 
  加： 本期進料 10,351 
  減： 期末物料 (11,491) 

 轉列費用 (6,933) 
 出售物料 (1,082) 
盤盈虧調整 (39) 
其他 (9) 

 物料領用 $- 
  

 直接人工 37,014 
 製造費用(明細表 10) 173,235 

 製造成本 $1,628,251 
  
在製品：  

 期初在製品存貨 17,036 
  加： 商品存貨轉入 15,485 
  減： 期末在製品存貨 (21,270) 

 轉入原料 (350,481) 
  
製成品：  

 期初製成品 61,631 
      加： 其他 151 

 期末製成品 (32,753) 

 產銷成本 $1,318,050 
  
商品存貨：  

 期初存貨 2,392 
  加： 本期進貨 17,630 
  減： 期末存貨 - 

 轉入在製品 (15,485) 

 外購商品銷貨成本 $4,537 
  

     出售原物料 401,483 
     盤盈虧調整 267 
     其他成本 2,702 
     存貨跌價損失 14,361 

     銷貨成本 $1,74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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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0.製造費用明細表 

民國一０四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間 接 人 工 $10,804 (含退休金) 

租 金 支 出 16,457  

水 電 瓦 斯 費 9,608  

折 舊 36,042  

燃 料 費 63,794  

消耗材料及工具 16,695  

其他費用 (註 ) 19,835  

合 計 $173,235  

  

註：各項餘額均未超過本項目餘額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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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鑫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1.營業費用明細表 

民國一０四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推銷費用 
管理及總務 

費 用 
合    計 備註 

薪 資 支 出 $4,811 $13,612 $18,423 (含退休金) 

運 費 12,273 - 12,273  

呆 帳 損 失 11,377 - 11,377  

各 項 攤 提 9,257 1,092 10,349  

佣 金 支 出 7,675 - 7,675  

其他費用(註) 5,766 11,585 17,351  

合 計 $51,159 $26,289 $77,448  

     

註：各項餘額均未超過本項目餘額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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