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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可實現性 

 

    遞延所得稅資產係於未來很有可能有足夠之課稅所得供可減除暫時性差異使

用時方予以認列。評估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可實現性時，必須涉及管理階層之重大

會計判斷及估計，包含預期未來銷貨收入成長及利潤率、可使用之所得稅抵減、

稅務規劃等假設。任何關於全球經濟環境、產業環境的變遷及法令的改變，均可

能引起遞延所得稅資產之重大調整。本公司於民國104年6月30日認列之遞延所得

稅資產為5,450仟元，請詳附註六(十九)之說明。 

 

3.存貨之評價 

 

    由於存貨須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者計價，故本公司必須運用判斷及估計

決定資產負債表日存貨之淨變現價值。由於科技快速變遷，本公司評估資產負債

表日存貨因正常損耗、過時陳舊或無市場銷售價值之金額，並將存貨成本沖減至

淨變現價值。此存貨評價主要係依未來特定期間內之產品需求為估計基礎，故可

能產生重大變動，請詳附註六(四)之說明。 

 

4.預付退休金之計算 

 

    計算確定福利義務之現值時，本公司必須運用判斷及估計以決定資產負債表

日之相關精算假設，包含折現率及未來薪資成長率等。任何精算假設之變動，均

可能會重大影響本公司確定福利義務之金額。民國104年6月30日本公司預付退休

金之帳面金額為2,877仟元，請詳附註六(十一)之說明。 

 

 

六、重要會計項目之說明 

 

  (一)現金及約當現金 

 

  104年6月30日  103年12月31日  103年6月30日 

庫存現金及零用金  $353 $162 $284 

活期存款  9,631 16,141 18,511 

合計  $9,984 $16,303 $18,795 

 

    上述民國104年6月30日銀行活期存款之部份帳戶，本公司已與受託人簽訂自益

資產信託合約，請詳附註九(四)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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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應收票據及帳款 

 

  104年6月30日  103年12月31日  103年6月30日 

應收票據－非關係人  $4,323 $5,774 $6,006 

應收票據－關係人  - 726 1,724 

減：備抵呆帳  - - - 

合計  $4,323 $6,500 $7,730 

 

  104年6月30日  103年12月31日  103年6月30日 

應收帳款－非關係人  $10,487 $12,703 $19,056 

減：備抵呆帳  (3,318) (3,318) (3,318) 

小計  7,169 9,385 $15,738 

應收帳款－關係人  - 19 910 

減：備抵呆帳  - - - 

小計  - 19 910 

合計  $7,169 $9,404 $16,648 

     

    上述應收帳款-非關係人中屬於應收鼎力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鼎力

公司)銷貨款6,907仟元，扣除已提列備抵銷售退回及折讓3,589仟元後，剩餘金額

3,318仟元已全數提列呆帳，該公司董事長陸泰陽原與本公司董事長原為同一人，陸

泰陽已於民國102年12月9日辭任本公司董事長，民國103年度該應收款項轉列非關係

人項下。 

           

    本公司對客戶之授信期間原則上為月結60天至90天，部份客戶為90天至120天。

備抵呆帳係參考帳齡分析、歷史經驗及客戶目前財務狀況分析，以估計無法回收之

金額。 

 

    應收票據及帳款金額於報導期間結束日之帳齡分析及所提列之呆帳變動資料如下：  

 

1.應收帳款淨額之帳齡分析 

 

  104年6月30日  103年12月31日  103年6月30日 

未逾期亦未減損  $6,337 $8,513 $16,056 

已逾期但未減損     

30天內  137 485 328 

31至60天  - 198 - 

61至90天  - 208 264 

91至120天  1 - - 

121天以上  694 - - 

合計  $7,169 $9,404 $16,648 

 

    本公司針對已逾期但未提列減損之應收帳款，經評估其信用品質並未發生重

大改變且相關帳款仍可回收，故尚無減損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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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退休金 

 

1.確定福利計畫 

 

(1)本公司依據「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訂有確定福利之退休辦法，適用於民國

94年7月1日實施「勞工退休金條例」前所有正式員工之服務年資，以及於實

施「勞工退休金條例」後選擇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員工之後續服務年資。員

工符合退休條件者，退休金之支付係根據服務年資及退休前6個月之平均薪資

計算，15年以內(含)的服務年資每滿一年給予兩個基數，超過15年之服務年

資每滿一年給予一個基數，惟累積最高以45個基數為限。本公司按月就薪資

總額2%提撥退休基金，以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之名義專戶儲存於台灣

銀行。本公司自102年度申請暫停提撥至台灣銀行之專戶。 

 

(2)民國104年4月1日至6月30日及103年4月1日至6月30日、104年1月1日至6月30日及

103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本公司依上述退休金辦法認列之退休金利益分別為15

仟元及7仟元、30仟元及12仟元。 

 

(3)本公司於民國104年度預計支付予退休計畫之提撥金為0仟元。 
 

2.確定提撥計畫 

 

    自民國94年7月1日起，本公司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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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就員工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所定之

勞工退休金制度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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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或一次

退休金方式領取。民國104年4月1日至6月30日及103年4月1日至6月30日、104年1

月1日至6月30日及103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本公司依上開退休金辦法認列之退休

金成本分別為132仟元及228仟元、277仟元及485仟元。 

 

  (十二)股  本 

 

1.截至民國104年6月30日、103年12月31日及103年6月30日止，本公司額定股本均為

500,000仟元，每股面額10元，皆分為50,000仟股，已發行股本分別為235,789仟

元、392,982仟元及392,982仟元，每股面額10元，分為23,579仟股、39,298仟股

及39,298仟股。 

 

2.依證券交易法規定，發行公司採私募方式辦理增資者，除符合法令之特定情況外，

原則上該私募有價證券自交付日起三年內不得再行賣出。本公司歷年私募增資情

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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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利益及損失 

 

  

104年4月1日 

至6月30日  

103年4月1日 

至6月30日  

104年1月1日 

至6月30日  

103年1月1日 

至6月30日 

外幣兌換利益(損失)  $(2) $(50) $(15) $49 

出售或報廢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損失 

 (137) 358 (235) 358 

什項支出  (27) - (27) (2) 

合計  $(166) $308 $(277) $405 

   

3.財務成本 

 

  

104年4月1日 

至6月30日  

103年4月1日 

至6月30日  

104年1月1日 

至6月30日  

103年1月1日 

至6月30日 

利息費用：      

銀行借款之利息  $426 $487 $886 $1,030 

應付公司債  438 - 875 - 

財務成本合計  $864 $487 $1,761 $1,030 

 

(十七)員工福利、折舊及攤銷費用功能別彙總 

 

功能別 

 

性質別 

104年4月1日至6月30日 103年4月1日至6月30日 

屬於營業 

成本者 

屬於營業 

費用者 
合計 

屬於營業 

成本者 

屬於營業 

費用者 
合計 

員工福利費用       

薪資費用 $1,063 $2,532 $3,595 $2,705 $2,605 $5,310 

勞健保費用 108 240 348 265 304 569 

退休金費用 30 87 117 90 131 221 

其他員工福利費用 59 134 193 159 179 338 

折舊費用 2,721 298 3,019 3,303 380 3,683 

攤銷費用 - 9 9 - 9 9 

 

功能別 

 

性質別 

104年1月1日至6月30日 103年1月1日至6月30日 

屬於營業 

成本者 

屬於營業 

費用者 
合計 

屬於營業 

成本者 

屬於營業 

費用者 
合計 

員工福利費用       

薪資費用 $3,139 $4,597 $7,736 $5,665 $6,197 $11,862 

勞健保費用 276 438 714 540 608 1,148 

退休金費用 84 163 247 197 276 473 

其他員工福利費用 145 271 416 304 393 697 

折舊費用 5,541 611 6,152 6,673 711 7,384 

攤銷費用 - 19 19 - 19 19 

 

1.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於分派盈餘時，應分派員工紅利4%，董事監察人酬勞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