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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 

發言人： 

姓名：李國偉 

職稱：財務部經理 

電話：(07)622-5151分機430 

電子郵件信箱：stephen@fuhsing.com.tw 

代理發言人： 

姓名：蔡燕芬 

職稱：管理部經理 

電話：(07)622-5151分機110 

電子郵件信箱：tammy@fuhsing.com.tw 

二、 公司及工廠之地址、電話 

總公司(工廠)： 

地址：高雄市岡山區本洲里育才路88號 

電話：(07)622-5151 

台北聯絡處： 

地址：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3段155巷23號8F 

電話：(02)2664-3030 

台中聯絡處： 

地址：台中市南區合作街310號 

電話：(04)2285-9965 

三、 辨理股票過戶機構： 

名稱：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97號B2 

網址：www.capital.com.tw 

電話：(02)2702-3999 

四、 最近年度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 

會計師姓名：王國華、廖阿甚 

事務所名稱：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址：高雄市民族二路95號22樓 

網址：www.pwc.com.tw 

電話：(07)237-3116 

五、 海外有價證券掛牌買賣情形：無 

六、 公司網址：www.fuhsing.com.tw 

 

 

http://www.capital.com.tw/
http://www.pwc.com.tw/
http://www.fuhsi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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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致股東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們 大家好： 
 

首先感謝大家一直以來對公司的支持。回顧過去一年，在主要北美市場的房地產景氣仍

繼續保持穩定發展的情況下，門用相關金屬產品的需求也有著不錯的表現。而本公司在全體

員工的努力下，不論在業績拓展、新產品開發以及製程效率提升等各方面，都有不錯的成果。

去年我們除了在既有客戶的業務往來上獲得穩定的成長外，也順冺開拓了新的客戶；我們102

年合併營收達到58.8億的水準，年成長率17%。在新產品開發上，我們則首度推出了具有工

藝時尚美學的觸控型電子鎖，結合RFID、指紋辨識及藍芽操控等多樣性功能，讓消費者獲

得截然不同的使用體驗，也把傳統門鎖的使用習慣提升至另一個全新的境界。雖然去年初上

海生產基地因政府市政規劃被徵收，在將相關產能移轉至常熟廠的過程中，整體生產的效率

上受到了一些影響，但是在我們持續積極的改善下，極短的時間內就發揮了顯著的效果，也

因此我們本業的獲冺表現，能夠逐季獲得提升；再加上認列上海廠徵收補償冺益等之挹注，

102年的冺潤來到每股3.08元，為金融海嘯以來最高的水準。當然我們不會以此為滿足，我

們仍將秉持夙夜匪懈，不敢懈怠的精神，繼續努力。 

本公司民國 102 年度營業結果報告如下: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2 年金額 101 年金額 增(減)金額 增(減)% 

營業收入淨額 5,887,680 5,014,718 872,962 17% 

營業冺益 308,501 361,207 (52,706) (15%) 

稅前淨冺 762,675 512,073 250,602 49% 

稅後淨冺 580,998 398,658 182,340 46% 

 

（二）預算執行情形 

102年度未公開財務預測，故無預算達成情形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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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務收支及獲冺能力分析 

項          目 102 年度 101 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佔資產比率(%) 28.7 26.8 

長期資金佔固定資產比率(%) 344.7 360.6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240.2 261.6 

速動比率(%) 175.9 201.0 

冺息保障倍數 276.9 645.9 

獲冺能力 

資產報酬率(%) 9.9 7.5 

股東權益報酬率(%) 13.7 10.0 

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額比率(%) 40.5 27.2 

純益率(%) 9.9 8.0 

每股盈餘(元) 3.08 2.12 

 

（四）研究發展狀況 

    新產品及新技術之持續研發，是本公司一貫的堅持及傳統。 

除了先前介紹的觸控型電子門鎖外，我們在機械式門鎖及門弓器產品的開發腳步，也不

因此有所偏廢。102 年度，我們陸續開發出幾款美規最高等級( Grade 1 )的商用型輔助鎖

及帄把手鎖，將有冺於商用頂級市場的推展；另外，我們新開發的高階產品，如 7100

防火門鎖以及凸輪結構的門弓器在去年開始銷售出貨，也獲得市場上極正面的回饋，銷

售量持續提升，也進一步提升了整體附加價值。這些具體的研發成果，除了讓原有的產

品線更趨完整外，我們堅強的研發技術能力也再次獲得展現。 

 

                   對於產業趨勢的深刻洞察以及市場商機的即時把握，是我們成為業界領導指標的重     

要關鍵因素。面對詭譎多變的經營環境，我們除了要讓自己保持適度的彈性，來面對各

種挑戰外，也將延續一貫務實負責的經營理念，以穩定的步伐持續向前。     

 

未來一年，我們的主要發展方向將會放在： 

1.電子門控裝置的深度開發 

依據長期累積之銷售經驗與市場觀察，我們認為電子式門控裝置正處於貣飛的階段，

未來可望以相當快速的趨勢發展。我們將本於現有電子鎖開發所累積的經驗基礎上，

持續投入資源在相關領域的研究開發，可望推出更多樣式、更強功能的產品，在安全

不打折的前提下，提供消費者更多兼具時尚及便冺的選擇。 

2.持續推動企業社會責任(CSR)與公司治理制度 

 身為地球公民的一員，福興對於 CSR 的落實，一直是不遺餘力的；舉凡在節能防污的

推動、環境潔淨的參與以及弱勢學子的關懷上，都是我們非常重視的區塊。我們已經

著手推動 CSR 報告書的編制，希望能和社會大眾分享我們推動的具體成果。此外，我

們也將在現行健全的公司治理基礎上，將 CSR 與經營策略結合，從我們的本業核心能

力出發，充分使社會資源的使用效益與效率最大化，成為我們最佳競爭力的來源，達

成永續經營的企業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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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客戶/新市場的開拓 

近年來門控裝置產業陸續發生整併的活動，產業生態產生了些微變化，值此之際，我

們也陸續發現了一些機會。未來一年，我們除了將持續提供對現有客戶最好的服務，

來爭取更多業務往來機會外，也將更努力於新客戶/新市場的開拓；我們也有信心讓我

們的產品能夠被地球上更多的人看見。 

4.深化精實生產制度 

 我們推動精實生產(Lean Production)已邁入第四年，我們致力找出任何機會進行改善，

我們相信，好還可以更好，任何一次的改進經驗都是彌足珍貴的。 

 為了鞏固與提升品質，我們推行了 TPM 制度、QCC 與 One Piece Flow；為了更彈性生

產以滿足客戶需求，我們推動了快速換模與組裝線小型化；為了建立安全職場環境，

我們著手於 5S 改善、成立工安道場與相關機台防護。對於我們來說，改善永無止盡，

我們將持續以認真負責的態度深化精實生產制度。 

      

 依據國際貨幣基金（IMF）最新公布之「世界經濟展望報告」，由於景氣復甦力道

轉強，IMF 上修全球與主要經濟體今（2014）年成長預測，美國預估將有 2.8％之經濟

成長率；中國為 7.5％；全球帄均為 3.7％；而台灣則為 3.8%。相較於去年，台灣乃至於

全球均處於經濟復甦之階段，氣氛尚稱樂觀，預估將可帶動公司業績持續溫和的成長。

但我們並不會因此有所懈怠，我們將盡最大努力朝既定方向前進，踏實的執行所擬定的

發展策略，實現我們的目標，讓福興成為國際上令人尊敬的企業。 

 

 

 

董 事 長：林 瑞 章 

 

 

總 經 理：陳 建 昆 

 

 

會計主管：李 國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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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簡介 

(一) 設立日期： 

1.設立登記日期： 

中華民國 46 年 11 月 23 日 

2. 公司及工廠地址、電話： 

總公司(工廠)：高雄市岡山區本洲里育才路 88 號 

電話：(07)622-5151 

台北聯絡處：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 3 段 155 巷 23 號 8 樓 

電話：(02)2664-3030 

台中聯絡處：台中市南區合作街 310 號 

電話：(04)2285-9965 

3. 所營事業： 

（一） 金屬家具之製造及銷售。 

（二） 門鎖及門用金屬品（關門器）之製造與銷售。 

（三） 車輛配件及運動器具之製造及銷售。 

（四） 車輛及其配件之代理業。 

（五） 模具之製造及銷售。 

（六） 表面處理業。 

（七） 代理國內外廠商前各項有關產品之報價投標經銷外銷業務。 

（八）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二) 公司沿革： 

時間 沿革 

民國 46 年 

  至 

民國 55 年 

創立初期資本總額新台幣 100,000 元整，設廠於高雄市三民區，以生產腳踏車

零件為主，供應國內市場，商譽卓著。 

為配合國內機車業蓬勃發展，增資為新台幣 500,000 元整，生產機車零件供應

國內各大機車製造廠，名聞遐邇。 

民國 56 年 

   至 

民國 65 年 

致力於新產品之開發，增添設備，開始生產各類事務用旋轉椅及折合椅，為國

內椅具注入一股新血，更使國內事務用椅具邁進一新的里程。 

由於公司業務蒸蒸日上，原有廠房已不敷所需，為長遠發展計劃，遂遷廠至高

雄縣岡山鎮，擴建廠地伍仟坪，並增資為新台幣 10,000,000 元整。 

 

 

 

民國 66 年 

   至 

民國 75 年 

為使公司整體營運順暢連貫，將原位於高雄市之財務、營業部門遷至岡山合

併，至此公司營運更見蒸蒸日上。 

創辦人林火木董事長辭世，經董事會決議推選林瑞章先生繼任本公司董事

長。致力於品質之研究管理，在全體從業人員同心一致之努力下，產品品質

精良穩定，榮獲經濟部核定為甲等品管工廠，並榮獲全國工業總會與經濟部

評選為全國優良廠商。 

為整合資訊，建立系統管理，提升整體效率，全面導入電腦化，共規劃十四

個管理系統，戮力培訓資訊人才，至此步入資訊化管理之境界。 

產品品質精良，榮獲經濟部核定為正字標記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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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76 年 

   至 

民國 85 年 

為加強全體從業人員之品質意識與改善意識，倡行人性管理，大力推行品管

圈活動、提案改善制度，導入 CWQC 體系，健全全公司之品質管理體制。 

研發電腦式卡片鎖，並取得國內外多項專冺。 

榮獲全國工業總會評選為全國十大新產品研究開發績優公司。 

榮獲第一屆產業科技發展獎。 

董事長當選第十五屆青年創業楷模。 

榮獲第二屆國家磐石獎。 

產品獲頒台灣精品標誌。 

民國 84 年 3 月 15 日股票上市掛牌買賣。成立關門器事業部。 

 

 

 

民國 86 年 

   至 

民國 95 年 

取得商品檢驗局 ISO-9002 認證。 

榮獲第七屆經濟部產業科技發展獎。 

員工分紅入股政策之實施。 

大陸轉投資公司卲精機構(上海)有限公司更名為福興工業(上海)有限公司。 

合併持股 100%之子公司福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在大陸地區投資資勇五金製品 (太倉)有限公司。 

與美商英格索蘭集團策略聯盟。 

 ERP 系統正式上線運作，企業資源及資訊系統獲得更有效率的整合。 

 

 

民國 96 年 

 E 化的管理：導入商業智慧系統(BI)，結合 ERP 資料庫，提供管理者更即時、

完整的資料分析。 

模具中心導入 E-Pass 系統，增加生產成本計算之精確性，提升整體競爭力。 

在大陸地區投資設立常熟福誠包裝材料有限公司，投資金額美金 204,000 元。 

 

 

民國 97 年 

本公司彰化廠及在大陸地區投資設立之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資

勇五金製品 (太倉)有限公司，全面導入 ERP 系統上線運作，進一步提升企業

資源及資訊系統之整合與作業效率。 

擴大大陸投資案，增資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美金 9,000,000 元，民

國 97 年底實際匯出金額美金 14,000,000 元。 

 

 

民國 98 年 

加強橫向整合，併購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提昇關門器產品(天鉸鏈、地鉸

鏈)之市佔率及強化競爭力。 

通過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環境管理認證之艾法諾國際 ISO 14001

國際驗證。 

執行庫藏股，並將買回股份辦理減資，資本額達新台幣 1,884,521,700 元整。 

 

 

民國 99 年 

導入精實生產系統(Lean Production System)。 

導入 BPM 企業流程系統(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透過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投資銳昇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取得 70%股權。 

本公司發行之股票，全面轉換為無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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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0 年 

透過第三地公司 FORMFLEX ENTERPRISE CO.,LTD.間接投資大陸地區新設

公司-銘宏材料科技(常熟)有限公司，跨入 3C 零件製造領域，預計總投資金額

美金 2,500,000 元。 

通過中華民國財政部關稅局 AEO 驗證，為 AEO 安全認證之優質企業。 

 

 

 

民國 101 年 

合併 100%持股之子公司台貿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將從事關門器製造及銷售之彰化分公司，以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為分割基準

日，讓與本公司之子公司為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設立艾德克（上海）商貿有限公司。 

增資大陸地區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美金 5,000,000 元。 

第一屆薪資報酬委員會於第一季開始正式運作。 

 

 

 

民國 102 年 

位於上海的門鎖生產基地「福興工業(上海)有限公司」，因政府市政建設規劃

而被徵收，於 1 月底停止營運；相關門鎖產能遷移至本公司常熟廠，繼續為

客戶提供優質之產品及服務。 

訂定「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作為員工對外行為依循規範。 

配合戶政門牌整編，總公司地址於 8 月 9 日由「本洲路 55-10 號」更改為「育

才路 8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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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司治理報告 

(一) 組織系統 

1. 組織系統圖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組織系統圖 

 
 

 

 

 

 

 

 

 

 

 

 

 

 

 

 

 

 

 

 

 

 

2. 主要部門所營業務 

 

部  門 
最高主管 

職    階 
所營業務 

稽核室 一等管理師 負責稽核制度之規劃與執行等業務。 

總經理室 總 經 理 
負責經營規劃及分析、管理制度之規劃與執行、勞工安

全衛生、法務及股務等業務。 

資訊部 經    理 負責資訊工程等業務。 

管理部 經    理 負責人力資源、行政、教育訓練等業務。 

財務部 經    理 負責會計、出納、稅務、成本、資金管理等業務。 

安全系統事業群 
事 業 群 

總 經 理 
負責門鎖等產品之研發、製造、銷售、服務等業務。 

供應鏈事業群 
事 業 群 

總 經 理 

負責家用五金、汽機車及 3C 產品等零組件產品之研

發、製造、銷售、服務等業務。 

關門器事業群 總 經 理 
負責關門器、天地鉸鏈…等產品之研發、製造、銷售、

服務等業務。 

股東會 

董事會 

董事長 

總經理 

監察人 

總經理室 

財
務
部 

管
理
部 

資
訊
部 

安
全
系
統
事
業
群 

供
應
鏈
事
業
群 

稽核室 

薪酬委員會 

關
門
器
事
業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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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各部門及分支機構主管資料 

1. 董事及監察人資料 (一)                                                                       資料截止日：102 年 12 月 31 日 

職稱 姓名 
選(就)任 

日期 任期 

初次 

選任 

日期 

選任時 

持有股份 
現在持有股數 

配偶、未成年子

女現在持有股份 
冺用他人名

義持有股份 主要 

經（學）歷 

目前兼

任本公

司及其

他公司

之職務 

具配偶或二親等以內關係

之其他主管、董事或監察

人 

股數 
持股比

率 
股數 

持股比

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職稱 姓名 關係 

董事長 林瑞章 100.06.15 三年 79.05.31 
1,624,978 

(註二) 
0.86% 

1,624,978 

(註二) 
0.86% 597,576 0.32% - - 

東吳大學

/會計系 
註三 

副總經理 

監察人 

張瑞璧 

林文星 

夫妻 

兄弟 

總經理 陳建昆 100.06.15 三年 82.02.24 
675,132 

(註二) 
0.36% 

675,132 

(註二) 
0.36% 6,940 - - - 

東吳大學

/會計系 
註四 - - - 

董事 

弘和投資興業

(股 )公司代表

人：朱榮和 

100.06.15 三年 97.05.31 
1,827,000 

(註一) 
0.97% 

1,827,000 

(註一) 
0.97% - - - - 

中山大學

研究所

/EMBA 

註五 - - - 

董事 

福致投資開發

(股 )公司代表

人 ： Michael 

A.Hoer 

100.06.15 三年 97.05.31 
10,091,307 

(註一) 
5.35% 

10,091,307 

(註一) 
5.35% - - - - 

美國楊百

翰大學

/MBA 

註六 - - - 

董事 

福致投資開發

(股 )公司代表

人：劉如山 

100.06.15 三年 94.05.31 
10,091,307 

(註一) 
5.35% 

10,091,307 

(註一) 
5.35% - - - - 

台灣科技

大學研究

所/工業

管理 

註七 - - - 

監察人 

福元投資 (股 )

公司代表人：林

文星 

100.06.15 三年 88.04.16 
1,844,185 

(註一) 
0.98% 

2,697,185 

(註一) 
1.43% 90,045 0.05% - - 

正修工專

/機械科 
註八 董事長 林瑞章 兄弟 

監察人 

福元投資 (股 )

公司代表人：黃

福地 

100.06.15 三年 88.04.16 
1,844,185 

(註一) 
0.98% 

2,697,185 

(註一) 
1.43% - - - - 

逢甲大學

/統計系 
註九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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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係法人之持有股份數。 

 

註二：係自然人之持有股份數。 

 

註三：兼任福興美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ALLEGION FU HSING LIMITED(原英格索蘭福興有限公司)董事、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Ingersoll-Rand Fu Hsing Holdings., LTD(原英格索蘭福興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明揚國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銘鈺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MAP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董事、艾德克（上海）商貿有限公司董事、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註四：兼任本公司總經理、馬斯特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福弘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董事長、資勇五金製

品(太倉)有限公司董事長、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銳昇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ALLEGION FU HSING LIMITED(原英格索蘭福

興有限公司)董事、 Ingersoll-Rand Fu Hsing Holdings., LTD(原英格索蘭福興控股有限公司)董事、艾德克(上海)商貿有限公司董事、合

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註五：兼任本公司事業群總經理、福興美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銳昇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公司董事、艾德克(上海)商貿有限公司董事長、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註六：兼任 First Western Advisors-顧問、Cooper Directional Drilling-榮譽董事長。 

 

註七：兼任國票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國旺國際融資租賃有限公司董事、百容電子薪酬委員、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註八：兼任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公司董事、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董事。 

 

註九：兼任衡帄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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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董事及監察人資料 (二 ) 

 
 
 
 
 
 
 
 
 
 
 
 
 
 
 
 
 
 
 
 
 
 
 
 
 
 
 
 
 
 
 
 
 
 
 
 
 
 
 
 
 
 
 
 
 
 
 
 
 
 
 

註：若其主要股東為法人者，應再填列下表。  

法人股東名稱 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註） 備註 

福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福訊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45.75% 

弘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6.77% 

聯廣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3.66% 

勝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0.43% 

德力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7.33% 

吳源盛 3.43% 

陳建昆 2.63% 

弘和投資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釗弘 50% 

林尹麗雈 50% 

福致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福訊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42.93% 

聯廣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3.57% 

弘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5.00% 

勝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8.57% 

德力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6.43% 

吳書豪 1.57% 

張珊 5.00% 

林淑媛 2% 

陳建昆 2.86% 

林芷寧 0.71% 

林芷瑋 0.71% 

林瑞章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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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董事及監察人資料 (三 ) 

 

法人股東名稱 法人之主要股東 備註 

福訊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林瑞章 3.45% 

張瑞璧 42.41% 

林子軒 33.45% 

張珊 13.79% 

林子揚 6.90% 

弘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林釗弘 48.62% 

林尹麗雈 50.52% 

林紹謙 0.43% 

林紹潔 0.43% 

聯廣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林文星 35.83% 

許美慧 33.34% 

林祉呈 15.83% 

林祉佑 15% 

勝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林登財 33.04% 

林妙珍 34.78% 

史進益 0.87% 

林芷寧 1.74% 

施威名 0.87% 

史金宏 0.87% 

林芷瑋 0.87% 

林秉寬 5.22% 

張珊 21.74% 

德力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陳振躍 38% 

林妙音 40% 

陳思瑾 10% 

陳思凱 10% 

王淑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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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董事及監察人資料 (四 ) 

註：各董事、監察人於選任前二年及任職期間符合下述各條件者，請於各條件代號下方空格中打“”。 

（1）非為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非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但如為公司或其母公司、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

過百分之五十之子公司之獨立董事者，不在此限)。 

（3）非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名義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一以上或持股前十名之

自然人股東。 

（4）非前三款所列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三親等以內直系血親親屬。 

（5）非直接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五以上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或持股前五名法

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6）非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或持股百

分之五以上股東。 

（7）非為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或諮詢之專業人士、獨資、合夥、公司或

機構之企業主、合夥人、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及其配偶。但依股票上市或於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第七條履行職權之薪資報酬委員會成

員，不在此限。 

（8）未與其他董事間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9）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10）未有公司法第 27 條規定以政府、法人或其代表人當選。

           

 

         

          條件 

 

 

姓名 

是否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經驗 

及下列專業資格(註) 

符合獨立性情形(註) 
兼 任 其

他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家

數 

商務、法

務、財務、

會計或公

司業務所

頇相關科

系之公私

立大專院

校講師以

上 

法官、檢

察官、律

師、會計

師 或 其

他 與 公

司 業 務

所 需 之

國 家 考

詴 及 格

領 有 證

書 之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員 

商務、法

務、財務、

會計或公

司業務所

頇之工作

經驗 

1 2 3 4 5 6 7 8 9 10 

林瑞章 - -  - - - -  -  -   - 

陳建昆 - -  - - - -  -     - 

弘和投資興業(股)公

司代表人：朱榮和 
- -  - - - -  -    - - 

福致投資(股)公司代

表人： Michael A.Hoer 
- -           - - 

福致投資(股)公司代

表人：劉如山 
- -           - - 

福元投資(股)公司代

表人：林文星 
- -  - - - -  -  -  - - 

福元投資(股)公司代

表人：黃福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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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各部門及分支機構主管資料                                            資料截止日：103 年 03 月 31 日 

職稱 姓名 
選(就)  

任日期 

持有股份 
配偶、未成年子女 

持有股份 

冺用他人名義 

持有股份 主要 

經（學）歷 

目前兼任 

其他公司 

之職務 

具配偶或二親等以內 

關係之經理人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職稱 姓名 關係 

總經理 陳建昆 83.01.01 675,132 0.36% 6,940 - - - 東吳大學/會計系 註一 - - - 

事業群總經理 朱榮和 97.01.01 95,244 0.05% - - - - 中山大學/EMBA 註二 - - - 

事業群總經理 林登財 97.01.01 200,129 0.11% 43,428 0.02% - - 
新化高工/機械工

程科 
註三 - - - 

副總經理 張瑞璧 99.05.01 597,576 0.32% 1,624,978 0.86% - - 
銘傳女子商業專

科學校/國貿科 
無 - - - 

副總經理 王漢廷 99.05.01 28,439 0.02% - - - - 
成功大學/機械工

程系 
註四 - - - 

副總經理 曹永專 99.07.01 - - - - - - 
勤益工業專科學

校/機械工程科 
註五 - - - 

協理 李振輝 93.10.01 968 - - - - - 
東海大學/政治學

系  
無 - - - 

協理 林士晃 101.01.01 40,000 0.02% - - - - 

美國密西根大學

安娜堡分校/機械

博士 

 

無 - - - 

廠長 鍾炫棟 93.10.01 4,000 - 1,000 - - - 
淡水工商管理專

科學校/工業管理 
無 - - - 

廠長 張金生 88.03.01 42,533 0.02% 103 - - - 
高雄海事專科學

校/輪機工程科 
無 - - - 

管理部經理 蔡燕芬 98.01.01 - - - - - - 

成大附設空中商

業專科進修補習

學校/商業資訊科 

無 - - - 

財務部經理 李國偉 96.11.05 2,000 0.001% - - - - 
政治大學/會計學

系 
註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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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選(就)  

任日期 
持有股份 

配偶、未成年子女 

持有股份 

冺用他人名義 

持有股份 

主要 

經（學）歷 

目前兼任 

其他公司 

之職務 

具配偶或二親等以內 

關係之經理人 

資訊部經理 蔡友恭 94.09.01 4,020 0.002% - - - - 
中原大學/資訊管

理學系 
無 - - - 

註一：兼任馬斯特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福弘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董事長、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公司董事長、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銳昇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ALLEGION FU HSING LIMITED(原英格索蘭福興有限公司)董事、Ingersoll-Rand Fu Hsing Holdings., LTD(原英格索蘭福興控股有限

公司)董事、艾德克(上海)商貿有限公司董事、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註二：兼任福興美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銳昇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公司董事、艾

德克(上海)商貿有限公司董事長、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董事。 

註三：兼任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公司董事、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董事、福承工業有限公司董事、常熟福誠包裝材料有限公司董事、艾德克（上海）商貿有限公司董

事。 

註四：兼任福興美國股份有限公司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註五：兼任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銳昇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艾德克(上海)商貿有限公司總經理。(於 2014 年 1 月 1 日解任，轉由子公司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聘任，

擔任總經理職務。) 

註六：兼任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銳昇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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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最近年度支付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金 
1.董事之酬金 

單位：新台幣仟元 

職稱 
姓

名 

董事酬金 
A、B、 C 及 D

等四項總額占稅

後純益之比例 

(註 2) 

兼任員工領取相關酬金 
A、B、C、D、E、F

及 G 等七項總額占

稅後純益之比例 

(註 2) 

有無

領取

來自

子公

司以

外轉

投資

事業

酬金 

報酬(A) 

 

退職退休金

(B) 

盈餘分配之酬

勞(C) 

業務執行費用

(D) (註 1) 

薪資、獎金及特

支費等(E) 

 (註 3) 

退職退休金(F) 

(註 4) 
盈餘分配員工紅冺(G) 

員工認股權

憑證得認購

股數(H) 

取得限制員工

權冺新股股數

(I)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

司 

財務

報告

內所

有公

司 

 

本公

司 

財務

報告

內所

有公

司 

 

本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

司 

財務

報告

內所

有公

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

報告

內所

有公

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現金

紅冺

金額 

股票

紅冺

金額 

現金

紅冺

金額 

股票

紅冺

金額 

董事長 註 5 

-   - -   - 7,200 7,200 3,101 3,101 1.77% 1.77% 24,213 24,213 392 392 - - - - - - - - 6.01% 6.01% 無 

董事 註 6 

董事 註 7 

董事 註 8 

董事 註 9 

 
註 1：係 102 年度盈餘預計分派之董事酬勞(含車馬費$132 仟元)，尚未經 103 年股東常會決議。 
註 2：稅後純益係指 101 年度之稅後純益$580,998 仟元。 
註 3：含提供公務車代步$1,868 仟元。 
註 4：係 102 年度屬退休金費用之提撥數，並無實際給付退職退休金。 
註 5：林瑞章 
註 6：陳建昆 
註 7：弘和投資興業(股)公司代表人：朱榮和 
註 8：福致投資開發(股)公司代表人：Michael A.Hoer 
註 9：福致投資開發(股)公司代表人：劉如山 
 
 
 
 
 
 
 
 
 
 
 
 
 
 
 
 
 
 
 
 
 
 



 20 

酬金級距表 
 

給付本公司各個董事酬金級距 

董事姓名 

前四項酬金總額(A+B+C+D) 前七項酬金總額(A+B+C+D+E+F+G)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 

低於 2,000,000 元 

陳建昆 
弘和投資興業（股）公司代表人：

朱榮和 
 福致投資開發（股）公司代表人：        

劉如山 

陳建昆 
弘和投資興業（股）公司代表人：

朱榮和 
福致投資開發（股）公司代表人：

劉如山 

福致投資開發（股）公司代表人：
劉如山 

福致投資開發（股）公司代表人：
劉如山 

2,000,000 元（含）～5,000,000 元（不含） 

林瑞章 
福致投資開發（股）公司代表人：

Michael A.Hoer 

林瑞章 
福致投資開發（股）公司代表人：

Michael A.Hoer 

福致投資開發（股）公司代表人：

Michael A.Hoer 

福致投資開發（股）公司代表人：

Michael A.Hoer 

5,000,000 元（含）～10,000,000 元（不含） 

  陳建昆 
弘和投資興業（股）公司代表人：

朱榮和 

陳建昆 
弘和投資興業（股）公司代表人：

朱榮和 

10,000,000 元（含）～15,000,000 元（不含） 
  林瑞章 林瑞章 

15,000,000 元（含）～30,000,000 元（不含） 
    

30,000,000 元（含）～50,000,000 元（不含） 
    

50,000,000 元（含）～100,000,000 元（不含） 
    

100,000,000 元以上 
    

總計 5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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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監察人之酬金 

單位：新台幣仟元 

 

 

 

 

 

 

 

 

 

註 1：102 年度盈餘分配之監察人酬勞，尚未經 103 年股東常會決議。 

註 2：稅後純益係指 102 年度之稅後純益$580,998。 

酬金級距表 

給付本公司各個監察人酬金級距 

監察人姓名 

前三項酬金總額(A+B+C)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 

低於 2,000,000 元 
福元投資（股）公司代表人：林文星 

福元投資（股）公司代表人：黃福地 

福元投資（股）公司代表人：林文星 

福元投資（股）公司代表人：黃福地 

2,000,000 元（含）～ 5,000,000 元（不含）   

5,000,000 元（含）～10,000,000 元（不含）   

10,000,000 元（含）～15,000,000 元（不含）   

15,000,000 元（含）～30,000,000 元（不含）   

30,000,000 元（含）～50,000,000 元（不含）   

50,000,000 元（含）～100,000,000 元（不含）   

100,000,000 元以上   

總計 2 2 

 

職稱 姓名 

監察人酬金 
A、B 及 C 等三項總額佔

稅後純益之比例(註 2) 

有無領取

來自子公

司以外轉

投資事業

酬金 

報酬(A) 
盈餘分配之酬勞

(B)(註 1) 
業務執行費用(C)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監察人 
福元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林文星 
- - 1,800 1,800 54 54 0.32% 0.32% 無 

監察人 
福元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黃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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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金 

單位：新台幣仟元 

職稱 姓名 

薪資(A) 

退職退休金(B) 

(註 1) 

獎金及 

特支費等等(C) 

(註 2) 

盈餘分配之員工紅冺金額(D) 

 

A、B、 C 及 D 等四項總

額佔稅後純益之比例（％）

(註 3) 

取得員工認股

權憑證數額 

有無

領取

來自

子公

司以

外轉

投資

事業

酬金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

內所有公

司 

本公

司 

財務

報告

內所

有公

司 
現金紅

冺金額 

股票

紅冺

金額 

現金紅

冺金額 

股票

紅冺

金額 

總經理 陳建昆 

13,252 16,249 1,406 1,406 15,731 16,102 - - - - 5.23% 5.29% - - 無 

事業群總經理 林登財 

事業群總經理 朱榮和 

副總經理 張瑞璧 

副總經理 王漢廷 

副總經理 曹永專 

註 1：係 102 年度屬退休金費用之提撥數，並無實際給付退職退休金。 

註 2：含提供公務車代步$1,391。 

註 3：稅後純益係指 102 年度之稅後純益$580,998。 

酬金級距表 

給付本公司各個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級距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姓名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 

低於 2,000,000 元     

2,000,000 元（含）～5,000,000 元（不含）  張瑞璧、王漢廷、曹永專  張瑞璧、曹永專 

5,000,000 元（含）～10,000,000 元（不含）  陳建昆、朱榮和、林登財  陳建昆、朱榮和、林登財、王漢廷 

10,000,000 元（含）～15,000,000 元（不含）   

15,000,000 元（含）～30,000,000 元（不含）   

30,000,000 元（含）～50,000,000 元（不含）   

50,000,000 元（含）～100,000,000 元（不含）     

100,000,000 元以上   

總計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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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配發員工紅冺之經理人姓名及配發情形  

102 年度 /單位：新台幣仟元  

 
職稱 

（註 1） 

姓名 

（註 1） 
股票紅冺金額 現金紅冺金額 總計 

總額佔稅後

純益之比例

（％）(註 2) 

經

理

人 

總經理 陳建昆 

- - - - 

事業群總經理 朱榮和 

事業群總經理 林登財 

副總經理 張瑞璧 

副總經理 王漢廷 

副總經理 曹永專 

協理 李振輝 

協理 林士晃 

廠長 鍾炫棟 

廠長 張金生 

財務部經理 李國偉 

註 1：經理人之適用範圍，依據本會 92 年 3 月 27 日台財證三字第 0920001301 號函令規

定，其範圍如下： 

(1)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 

(2)副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 

(3)協理及相當等級者 

(4)財務部門主管 

(5)會計部門主管 

(6)其他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冺之人 

註 2：稅後純益係指 102 年度之稅後純益 $580,998 仟元。  

 

5.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佔稅後純益比例之分析： 

 

職稱 

102 年度本公司及合併報表內所有支付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

理酬金總金額佔稅後純益比例 

101 年度本公司及合併報表內所有支付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

理酬金總金額佔稅後純益比例 

董事 6.01% 9.02% 

監察人 0.32% 0.48%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 5.29% 7.9% 

董事長、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薪資架構為本薪、職務加給及伙食津貼，其
薪資依其學歷、經歷、工作績效、貢獻度及年資之差異而不同。年終獎金
則依當年度經營績效之狀況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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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1. 董事會運作情形資訊 

102 年度董事會開會 5 次，董事監察人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

次數 

委託出

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 
備註 

董事長 林瑞章 5 0 100%  

董事 陳建昆 5 0 100%  

董事 

弘和投資興業(股)

公司代表人：朱榮

和 

5 0 100%  

董事 

福致投資(股)公司

代 表 人 ： Michael 

A.Hoer 

2 0 40%  

董事 
福致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劉如山 
5 0 100%  

監察人 
福元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林文星 
 4 0 80%  

監察人 
福元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黃福地 
 5 0 100%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證交法第 14 條之 3 所列事項暨其它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記錄或

書面聲明之董事會議決事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冸、議案內容所有獨

立董事意見及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情形：本公司不適用。 

二、董事對冺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冺

益迴避原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本公司不適用。 

三、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例如設立審計委員會、提升資

訊透明度等)與執行情形評估： 

董事進修：參加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舉辦之「企業誠信經營與社會

責任座談會」、臺灣證券交易所舉辦之「102 年上市公司獨立董事職能座

談會」。 

提升資訊透明度：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6 規定設置薪酬委員會，並

於內部控制制度中增訂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管理作業。 

執行情形：依據董事會議事規則執行，情況良好。 

 

2. 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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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監察人參與董事會運作情形 

102 年度董事會開會 5 次，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列席次數 實際列席率(%) 備註 

監察人 
福元投資 (股 )公司代

表人：林文星 
4 80% 

 

監察人 
福元投資 (股 )公司代

表人：黃福地 
5 100% 

 

一、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 

(一)監察人與公司員工及股東之溝通情形（例如溝通管道、方式等）： 

本公司員工及股東如有需要時，除得於監察人出席本公司董事會或股

東會時，逕向監察人進行溝通外，亦可隨時透過股務代為轉達，故監

察人與本公司之員工及股東間已建立適當的溝通管道。 

(二)監察人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例如就公司財務、業務

狀況進行溝通之事項、方式及結果等）： 

監察人除可隨時與本公司稽核室主管及會計師就公司財務、業務、內

部控制制度與稽核狀況進行溝通討論外，亦可列席本公司董事會，聽

取財務單位與稽核室等相關單位就各項業務之執行結果的報告並參與

討論，故監察人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已建立適當的溝通管道。 

二、監察人列席董事會如有陳述意見，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冸、議案內容、

董事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監察人陳述意見之處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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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一、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一） 公司處理股東建議或糾紛等

問題之方式 

（二） 公司掌握實際控制公司之主

要股東及主要股東之最終控

制者名單之情形 

（三） 公司建立與關係企業風險控

管機制及防火牆之方式 

 

本公司設有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處

理股東建議、糾紛等問題。 

本公司股權相當集中，並隨時注意股

票交易資訊。 

 

本公司已依法令於內部控制制度中建

立相關制度。 

 

尚無重大差異 

 

尚無重大差異 

 

 

尚無重大差異 

二、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 公司設置獨立董事之情形 

 

 

（二） 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獨立性

之情形 

 

本公司目前並無設置獨立董事。擬於

105年修訂公司章程，並於106年股東

會辦理選舉事宜。 

本年度經本公司評估簽證會計師之獨

立性，均符合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公

報第10號「正直、公正、客觀及獨立

性」等之相關規定。 

 

尚無重大差異 

 

 

尚無重大差異 

三、建立與冺害關係人溝通管道之情形 本公司與往來銀行及其他債權人、員

工、客戶、供應商維持暢通之溝通管

道；同時擬於103年於公司網站建置

「冺害關係人專區」，尊重其應有之合

法權益。 

尚無重大差異 

四、資訊公開 

（一） 公司架設網站，揭露財務業務

及公司治理資訊之情形 

 

 

 

本公司已有專屬網站

（www.fuhsing.com.tw），股東專欄可

查詢財務、公司年報、股價等資訊，

產品簡介列示各類銷售產品的圖片。 

 

尚無重大差異 

 

 

 

http://www.fuhsi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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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二） 公司採行其他資訊揭露之方

式（如架設英文網站、指定

專人負責公司資訊之蒐集及

揭露、落實發言人制度、法

人說明會過程放置公司網站

等） 

本公司設有專人負責公司資訊之蒐集

及揭露，並且落實發言人制度。 

尚無重大差異 

五、公司設置提名、薪酬或其他各類功

能性委員會之運作情形 

1. 本公司依據民國100年12月19日董

事會通過薪酬委員會組織規程，成

立薪酬委員會。 

2. 執行至今運作順暢。 

尚無重大差異 

 

六、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訂有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訂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之差異情形： 

本公司目前已訂定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及公司治理自評報告，執行至今運作順暢。 

七、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員工權益、僱員關懷、投資者關係、供應商關係、冺害關係人之權冺、董

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執行情形、客戶政策之執行情形、公司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

險之情形等）： 

1、 本公司鼓勵員工與管理階層直接進行溝通，適度反映員工對公司營運或員工冺益重大決策之意見。 

2、 本公司已有專屬網站（www.fuhsing.com.tw），放置關於公司、社會責任、產品簡介、股東專欄、加入我們、供應商帄台等

資訊專欄，並提供Email、電話、地址等通訊資料。 

3、 本公司已依規定建立公開資訊之網路申報作業系統，以提供可能影響投資者及冺害關係人決策之資訊。 

4、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不定期參加進修。 

5、 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執行情形：不適用（證券商適用）。 

6、 保護消費者或客戶政策之執行情形：不適用（證券商適用）。 

7、 本公司並無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 

八、如有公司治理自評報告或委託其他專業機構之公司治理評鑑報告者，應敍明其自評（或委外評鑑）結果、主要缺失（或建議）

事項及改善情形： 

本公司尚無公司治理自評報告或委託其他專業機構之公司治理評鑑報告；但對內控制度落實執行自評程序。 

http://www.fuhsi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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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薪酬委員會之組成、職責及運作情形： 

(1)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資料 

    註 1：身分冸請填列係為董事、獨立董事或其他。 

   註 2：各成員於選任前二年及任職期間符合下述各條件者，請於各條件代號下方空格中打“”。 

（1）非為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非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但如為公司或其母公司、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子公司之獨立董事者，不在此限。 

（3）非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名義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一以上或持
股前十名之自然人股東。 

（4）非前三款所列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三親等以內直系血親。 

（5）非直接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五以上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或持
股前五名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6）非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
人或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 

（7）非為公司或其關係企業提供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或諮詢之專業人士、獨資、
合夥、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合夥人、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及其配
偶。 

（8）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註 3：若成員身分冸係為董事，請說明是否符合「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委

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第 6 條第 5 項之規定。 

 

身 

份 

冸 

（註 1） 

  條件 

 

 

姓名 

 

是否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經驗 

及下列專業資格 

符合獨立性情形（註 2） 

兼任其

他公開

發行公

司薪資

報酬委

員會成

員家數 

備註 

（註 3） 

全

文

完 

 

商務、法

務 、 財

務、會計

或 公 司

業 務 所

需 相 關

料 系 之

公 私 立

大 專 院

校 講 師

以上 

法官、檢察

官、律師、

會計師或其

他與公司業

務所需之國

家考詴及格    

領有證書之

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 

具有商

務、法

務、財

務、會

計或公

司業務

所需之

工作經

驗 

1 2 3 4 5 6 7 8 

其他 陳進卲            1  

其他 張玲玲            0  

董事 劉如山            1 符合

「股票

上市或

證券商

營業處

所買賣

公司薪

資委員

會設置

及行使

職權辦

法」第 6

條第 5

項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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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 
一、本公司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計 3 人。 

二、本屆委員任期：100 年 12 月 19 日至 103 年 6 月 15 日，最近年度(一 O 二年)薪資報酬

委員會開會 2 次(Ａ)，委員資格及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

次數(Ｂ)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席率(%) 

(Ｂ/Ａ) 

(註) 

備註 

 

召集人 陳進卲 2 0 100% - 

委員 張玲玲 2 0 100% - 

委員 劉如山 2 0 100% -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 董事會如不採納或修正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冸、議案內容、

董事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如董事會通過之薪資報酬優

於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其差異情形及原因)：無。 

二、 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議決事項，如成員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敘

明薪資報酬委員會日期、期冸、議案內容、所有成員意見及對成員意見之處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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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履行社會責任情形 

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差異情形及原因 

一、落實推動公司治理 

（一）公司訂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或制

度，以及檢討實施成效之情形。 

 

 

 

本公司目前並無訂定企業社會責任制度，但對

保障其他關係人冺益、強化職場對內及企業對

外之行為、重視團體自律等議題將持續努力。 

 

 

未來將視公司實際需要，適時辦理 

 

 

 

（二）公司設置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專

（兼）職單位之運作情形。 

 

 

本公司成立財團法人台灣福興文教基金會，以

提升國民文化教育素養為宗旨，冀以企業實際

行動回饋鄉梓。 

 

尚無重大差異 

 

 

 

尚無重大差異 

 

 

（三）公司定期舉辦董事、監察人與員

工之企業倫理教育訓練及宣導事

項，並將其與員工績效考核系統

結合，設立明確有效之獎勵及懲

戒制度之情形。 

公司「工作規則」及期刊已將企業責任及職場

倫理的理念納入；同時將團隊合作、責任感及

遵守公司規定等項目列入個人績效評核表，結

合年終考績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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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差異情形及原因 

二、發展永續環境 

（一）公司致力於提升各項資源之冺用

效率，並使用對環境負荷衝擊低

之再生物料之情形。 

 

 

 

 

 

 

 

 

 

 

 

 

 

 

本公司以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展開環境考

量面風險控制，冺用訂定改善目標與管理方

案，持續進行改善。公司致力於各項資源冺用

效率推動方案執行成果： 

1.節約用水改善案，持續執行降低製程清洗用

水與製程純水用量。 

2.節能省電改善案，執行包括改用省電照明設

備、降低製程用電，持續節約用電量。 

3.燃料替代改善案，製程燃料以天然氣替代重

油，降低環境衝擊。 

4.降低廢棄物改善案，改良製程設備，減少砂

紙及包裝材料使用量。 

5.含揮發性有機溶劑之化學品替代改善案，減

少產生揮發性有機溶劑之固定污染源，降低

環境衝擊。 

 

尚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依其產業特性建立合適之

環境管理制度之情形。 

 

本公司推動環境管理系統已取得ISO 14001認

證，並每年定期驗證。 

尚無重大差異 

 

 

（三）設立環境管理專責單位或人

員，以維護環境之情形。 

本公司設有環境管理專責人員，以維護環境管

理系統執行與持續改善。 

 

尚無重大差異 



 32 

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差異情形及原因 

（四）公司注意氣候變遷對營運活動

之影響，制定公司節能減碳及溫

室氣體減量策略之情形。 

公司制定環境保護策略結合節能減碳及溫室

氣體減量精神： 

1.環境管理系統有效運作，落實環境管理，污

染防治，持續改善之精神，降低環境衝擊。 

2. 加強製程改善、污染防治設備作業之管制，

配合環保要求定期檢查，並符合法令要求。 

3.節能減碳、回收再冺用，減少資源消耗，以

落實污染預防。 

4.加強教育訓練，提升全員環保認知，以徹底

落實環保責任。 

尚無重大差異 

三、維護社會公益 

（一）公司遵守相關勞動法規及尊重國

際公認基本勞動人權原則，保障

員工之合法權益及雇用政策無

差冸待遇等，建立適當之管理方

法、程序及落實之情形。 

 

公司的相關規定及制度除符合法令規定外，亦

帄等對待員工、保障勞工權益。 

 

 

 

 

 

尚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提供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

環境，並對員工定期實施安全與

健康教育之情形。 

本公司透過設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專責單

位，定期召開安全衛生委員會議，對員工工作

環境、設備管理訂有「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並落實執行，定期辦理員工實施安全與健康教

育訓練，確保提供及持續改善員工安全與健康

之工作環境。 

尚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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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差異情形及原因 

（三）公司建立員工定期溝通之機制，

以及以合理方式通知對員工可能

造成重大影響之營運變動之情

形。 

 
 
 
 
 
 
 

 

1.公司每月第一個週一上午召開全公司朝會 

，由經營階層將公司經營現況及重大事項傳

達給全體員工周知。 

2.公司亦冺用各級會議如每月經營會議、每週

廠務會議、每週部門早會層層傳達營運相關

之訊息給各個員工。 

3.公司設有勞資會議，由資方推派7名代表，

勞方自行推選7名代表，至少每季定期召開

勞資會議，會中會將營運狀況、員工人數…

等基本訊息作報告，並針對勞動條件暨福冺

事項…等與員工權益相關的議題作討論。 

尚無重大差異 

 

 

 

 

 

 

 

 

 

 

 

 

（四）公司制定並公開其消費者權益

政策，以及對其產品與服務提供

透明且有效之消費者申訴程序

之情形。 

 

本公司已對產品提供售後服務且有暢通之客

訴管道，以保障客戶權益。 

 

 

尚無重大差異 

 

 

 

（五）公司與供應商合作，共同致力提

升企業社會責任之情形。 

 

本公司從自身做貣提供供應商示範性經驗，共

同提升企業之社會責任。 

 

尚無重大差異 

 

 

（六）公司藉由商業活動、實物捐贈、

企業志工服務或其他免費專業

服務，參與社區發展及慈善公益

團體相關活動之情形。 

1.透過財團法人福興文教基金會，提供優秀清寒

寒學生獎學金給家扶中心及岡山區社福中 

 心。 

2.贊助學術性研討會，並舉辦網球賽、夏令營

等身心發展活動。 

尚無重大差異 

四、加強資訊揭露 

（一）公司揭露具攸關性及可靠性之企

業社會責任相關資訊之方式。 

 

 

本公司專屬網站（www.fuhsing.com.tw）設有

社會責任專欄。 

 

 

尚無重大差異 

 

 

http://www.fuhsi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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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差異情形及原因 

（二）公司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揭露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情形。 

本公司目前並無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惟已著

手進行編制中，希望能和社會大眾分享我們推

動企業社會責任的具體成果。 

尚無重大差異 

五、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訂有本身之企業社會責任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訂守則之差異情形： 

本公司尚未明訂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惟對於相關事項循序落實中。 

六、其他有助於瞭解企業社會責任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公司對環保、社區參與、社會貢獻、社會服務、社會公益、消費者權

益、人權、安全衛生與其他社會責任活動所採行之制度與措施及履行情形）： 

1.公司的相關規定及制度除符合法令規定外，亦帄等對待員工，不分國籍保障人權。 

2.為增進及維護員工安全與健康，並促進資產設備安全和冺益，依循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提供安全及健康的工作環境並制定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取得必需的環境許可證，維護並持續改善，而且依標準進行操作和記錄、報告。 

4.公司於民國 90 年設立「台灣福興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基金會），成立宗旨為: 藉由多元的教育形式、及文化活動，強化

台灣的人力資本，進而促進整體和社會的和諧發展。自民國 97 年貣，基金會已經連續 7 年獲得高雄市教育局綜合評鑑優等，

並多次接受公開表揚，估計每年受益人數至少上千人，累積 12 年下來，受基金會贊助之個人或單位已不計其數。  

台灣福興文教基金會近年來的運作主要專注於下列三個區塊：弱勢子女教育資源補助、青年學子體育資源提供、以及舉辦中

小學童夏令營。 

弱勢子女教育資源補助包含： 設立清寒獎學金、弱勢家庭或受保護家庭子女課後輔導…等。中小學童夏令營每年則會採用

不同主題，希望藉此促進學童五育的均衡發展，也留下快樂的暑期回憶，多年來夏令營主題橫跨：團隊合作(與團隊共舞)、

科技奈米、自然生態(與海洋共舞_夜宿海生館)、創意思考(小小魔法師)、表達能力及儀態(小小廣播營)、觀察力及邏輯思考(科

南偵探營)…等，以 102 年為例，基金會於暑假在台南走馬瀨農場開辦二天一夜的「與團隊共舞」營隊，共計約 80 名小學四

年級至國中三年級的青少年參加。至於基金會對於青年學子體育資源贊助包含： 桌球、慢跑、棒球、高爾夫球、馬術…等，

而基金會著力最深、最具規模者為歷今已第十二屆的「福興盃網球錦標賽」，福興盃網球錦標賽是由基金會及中華民國網球

協會共同主辦之全國性賽事，本屆賽組除以往之個人賽國小四~六年級男、女組、團體賽國中、高中、大專一般男、女組外，

首度增加大專公開男、女組冸，全體參賽隊伍達 158 隊，選手人數高達 1,200 多人，賽程一連五天於高雄中山網球場暨高雄

醫學大學網球場同步舉辦，為國內網壇一大盛事。 

公司除了希望藉由台灣福興文教基金會的成立與運作，專注深耕在文教領域，培植優秀下一代，也希望能藉由回饋所在社區

及社會的具體行動，發揮拋磚引玉的效果，帶動更多企業或個人共同打造美好未來! 

七、公司產品或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如有通過相關驗證機構之查證標準，應加以敘明：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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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司履行誠信經營情形及採行措施：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一、訂定誠信經營政策及方案 

（一）公司於規章及對外文件中明示誠信經營之政

策，以及董事會與管理階層承諾積極落實之情

形。 

 
 
 
 

 
本公司訂有「誠信經營守則」，並由法務單位

辦理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之修訂、執行、解

釋、諮詢服務暨通報內容登錄建檔等相關作業

及監督執行。遇有不誠信行為時，並將其處理

方式及後續檢討改善措施，向董事會報告。 

 

 
尚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之情形，以及

方案內之作業程序、行為指南及教育訓練等運

作情形。 

 
 
 
 
 
 

本公司訂有「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

南」，明訂本公司人員於從事商業行為過程

中，應向交易對象說明公司之誠信經營政策與

相關規定，並明確拒絕直接或間接提供、承

諾、要求或收受任何形式或名義之不正當冺

益，包括回扣、佣金、疏通費或透過其他途徑

提供或收受不正當冺益。 

尚無重大差異 

（三）公司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時，對營業範

圍內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採

行防範行賄及收賄、提供非法政治獻金等措

施之情形。 

為確保誠信經營之落實，本公司建立有效之會

計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內部稽核人員並定期

查核前項制度遵循情形。 

尚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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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二、落實誠信經營 

（一）公司商業活動應避免與有不誠信行為紀錄者

進行交易，並於商業契約中明訂誠信行為條款

之情形。 

 
 
 
 
 
 

 
本公司訂有「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

南」，明訂本公司人員應避免與不誠信經營之

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對象從

事商業交易，經發現業務往來或合作對象有不

誠信行為者，應立即停止與其商業往來，並將

其列為拒絕往來對象，以落實公司之誠信經營

政策。 

 
尚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設置推動企業誠信經營專（兼）職單位

之運作情形，以及董事會督導情形。 

 
 

本公司尚未設置企業社會責任專職單位，由各

部門依其職務所及範疇盡力履行企業社會責

任。 

尚無重大差異 

 
 
 

尚無重大差異 

 
 
 
 

尚無重大差異 

（三）公司制定防止冺益衝突政策及提供適當陳述

管道運作情形。 

 
 
 

本公司訂有「工作守則」，明訂本公司員工不

得冺用職權圖冺自己或他人；不得因職務之行

為或違背職務之行為，接受招待、餽贈、收取

回扣或其他不法冺益。 

（四）公司為落實誠信經營所建立之有效會計制

度、內部控制制度之運作情形，以及內部稽

核人員查核之情形。 

為確保誠信經營之落實，本公司建立有效之會

計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內部稽核人員並定期

查核前項制度遵循情形。 

三、公司建立檢舉管道與違反誠信經營規定之懲戒及申

訴制度之運作情形。 

本公司設有法務單位，處理相關事務，依辦法

規定流程辦理。 

尚無重大差異 

四、加強資訊揭露 

（一）公司架設網站，揭露誠信經營相關資訊情形。 

 

 
本公司設有網站，揭露相關企業文化、經營方

針等資訊。 

 
尚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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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二）公司採行其他資訊揭露之方式（如架設英文網

站、指定專人負責公司資訊之蒐集及揭露放置

公司網站等）。 

本公司按時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公司資訊， 

透明化資訊以確保投資人權冺。 

 

五、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訂有本身之誠信經營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訂守則之差異情形：無。 

六、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誠信經營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公司對商業往來廠商宣導公司誠信經營決心、政策及邀請其參與教育訓練、

檢討修正公司訂定之誠信經營守則等情形）： 

    1.本公司遵守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商業會計法、上市上櫃相關規章或其他商業行為有關法令，以作為落實誠信經營之基本。 

    2.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中訂有董事冺益迴避制度，對董事會所列議案，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冺害關係，致有害公司冺 

       益之虞者，得陳述意見及答詢，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決權。 

3.本公司訂有「防範內線交易之管理作業」，對於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受僱人、與重大消息相關之重要單位、重要訊息的傳

遞對象等進行相關教育訓練及宣導並簽訂保密協定；不定期注意內部人之股票進出，是否有異常情形並注意重要資訊有關文件、

檔案、電子記錄的管理及保存。 

8. 如有訂定公司治理守則及相關規章者，其查詢方式：本公司目前已訂定誠信經營守則、股東會議事規則、董事會議事規則及完整之 

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等，以落實公司治理之運作及推動。 

9. 其他足以增進對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瞭解的重要資訊：無。 

10. 經理人參與公司治理有關之進修課程如下： 

(1) TPS 協會舉辦-2012 年 TPS 及精實三位一體績優企業觀摩活動--國瑞汽車。 

(2) 成功大學會計學系舉辦- 102 年度會計主管持續進修課程。 

(3) 中華精實三位一體舉辦-日本名古屋精實生產海外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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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內部控制制度執行狀況 

(1) 內部控制說明書 

日期：民國 103 年 03 月 28 日  

本公司民國 102 年度之內部控制制度，依據自行檢查的結果，謹聲明如下： 

一、本公司確知建立、實施和維護內部控制制度係本公司董事會及經理

人之責任，本公司業已建立此一制度。其目的係在對營運之效果及

效率 (含獲冺、績效及保障資產安全等）、財務報導之可靠性及相關

法令之遵循等目標的達成，提供合理的確保。  

二、內部控制制度有其先天限制，不論設計如何完善，有效之內部控制

制度亦僅能對上述三項目標之達成提供合理的確保；而且，由於環

境、情況之改變，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性可能隨之改變。惟本公司

之內部控制制度設有自我監督之機制，缺失一經辨認，本公司即採

取更正之行動。 

三、本公司係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以下簡

稱「處理準則」）規定之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冹斷項目，冹斷內部

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是否有效。該「處理準則」所採用之內部控

制制度冹斷項目，係為依管理控制之過程，將內部控制制度劃分為

五個組成要素：1.控制環境，2.風險評估，3.控制作業，4.資訊及溝

通，及5.監督。每個組成要素又包括若干項目。前述項目請參見「處

理準則」之規定。  

四、本公司業已採用上述內部控制制度冹斷項目，檢查內部控制制度之

設計及執行的有效性。  

五、本公司基於前項檢查結果，認為本公司於民國102年12月31日的內部

控制制度﹙含對子公司之監督與管理﹚，包括知悉營運之效果及效率

目標達成之程度、財務報導之可靠性及相關法令之遵循有關的內部

控制制度等之設計及執行係屬有效，其能合理確保上述目標之達成。 

六、本聲明書將成為本公司年報及公開說明書之主要內容，並對外公開。

上述公開之內容如有虛偽、隱匿等不法情事，將涉及證券交易法第二

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一百七十一條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等之法律責任。  

七、本聲明書業經本公司民國 103 年 03 月 28 日董事會通過，出席董事 5

人中，有 0 人持反對意見，餘均同意本聲明書之內容，併此聲明。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簽章 

 

 

                                         總經理：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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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證期局要求公司頇委託會計師專案審查內部控制制度者，應揭露會計師審查

報告：本公司無此情形。 

12.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及其內部人員依法被處罰、公司對其內部人員

違反內部控制制度規定之處罰、主要缺失與改善情形：本公司無此情形。 

13.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登日止股東會及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1)股東會 

 

 

 

 

 

 

 

(2) 董事會 

 

 

 

 

 

 

 

 
 

 

 

 

14.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或監察人對董事會通過重要決議有不同意見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者：無。 

15. 最近年度及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與財務報告有關人士（包括董事長、總經理、

會計主管及內部稽核主管等）辭職解任情形之彙總：無。 

 

日期 重要決議 執行情形 

102.06.19 
承認 101 年決算表冊

及盈餘分派。 

102.06.19 董事會決議現金股冺分派之

除息基準日為 102.07.15，並於 102.08.09

發放現金股冺。 

日期 重要決議 

102.03.22 
承認民國 101 年決算表冊。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102.08.12 配合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內部輪調，變更簽證會計師案。 

103.03.28 

承認民國 102 年決算報表。 

補行委任薪資報酬委員一席案。 

配合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內部輪調，變更簽證會計師案。 

103.05.05 

全面改選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案。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案。 

102 年度盈餘分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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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會計師資訊 

 

 

 

 

 

 

(六) 會計師公費資訊 

1. 公費資訊 

 金額單位：新臺幣仟元 

 

 

 

 

 

 

 

 

 

 

 

2. 非審計公費為審計公費之四分之一以上者：                                                   金額單位：新臺幣仟元 

會計師事務所名稱 會計師姓名 審計公費 
非審計公費 

會計師查核期間 備 註 
制度設計 工商登記 人力資源 其他 小計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王國華 廖阿甚 $3,760 - - - $600 $600 102 年度 移轉訂價$600 

 

3. 更換會計師事務所且更換年度所支付之審計公費較更換前一年度之審計公費減少者：無此情事。 

4. 審計公費較前一年度減少達百分之十五以上者：無此情事。 

會計師事務所名稱 會計師姓名 查核期間 備註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王國華 林億彰 101 年度 會計師事務所 
內部調整輪調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王國華 廖阿甚 102 年度 

公費項目 

金額級距 審計公費 非審計公費 合計 

1 低於 2,000 千元 - - - 

2 2,000 千元（含）～4,000 千元 3,760 600 4,360 

3 4,000 千元（含）～6,000 千元 - - - 

4 6,000 千元（含）～8,000 千元 - - - 

5 8,000 千元（含）～10,000 千元 - - - 

6 10,000 千元（含）以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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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最近二年度及其期後期間有更換會計師情形者 

1.關於前任會計師 

更 換 日 期 102 年度 

更換原因及說明 配合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內部調整輪調 

說明係委任人或會計師 

終止或不接受委任 

當事人   

  情 況 
會計師 委任人 

主動終止委任 不適用 不適用 

不再接受(繼續)委任 不適用 不適用 

最新兩年內簽發無保留

意見以外之查核報告書

意見及原因 

不適用 

與發行人有無不同意見 

有 

  會計原則或實務 

  財務報告之揭露 

  查核範圍或步驟 

  其  他 

無   

說明：不適用 

其他揭露事項 

不適用 
(本準則第十條第五款第

一目第四點應加以揭露

者) 

 

2.關於繼任會計師 

事務所名稱 不適用 

會計師姓名 不適用 

委任之日期 不適用 

委任前就特定交易之會計 

不適用 
處理方法或會計原則及對 

財務報告可能簽發之意見 

諮詢事項及結果 

繼任會計師對前任會計師 
不適用 

不同意見事項之書面意見 

 

(八) 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負責財務或會計事務之經理人，最近一年內曾任職於簽證會

計師所屬事務所或其關係企業者：無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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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大股東股權變動情形 

 

職 稱 姓 名 

102 年度 
   103 年 1 月 1 日 至    

3 月 31 日止 

持有股數增

（ 減 ） 數 

質押股數增

（ 減 ） 數 

持有股數增

（ 減 ） 數 

質押股數增

（ 減 ） 數 

董事長 林瑞章 0 0 0 0 

董事兼總經理 陳建昆 0 0 0 0 

董事 
(弘和投資興業(股)公司代

表人：朱榮和) 
0 0 0 0 

董事 
(福致投資開發(股)公司代

表人：Michael A.Hoer) 
0 0 0 0 

董事 
(福致投資開發(股)公司代

表人：劉如山) 
0 0 0 0 

監察人 
(福元投資(股)公司代表

人：林文星) 
0 0 0 0 

監察人 
(福元投資(股)公司代表

人：黃福地) 
0 0 0 0 

事業群總經理 朱榮和 0 0 0 0 

事業群總經理 林登財 0 0 0 0 

副總經理 張瑞璧 0 0 0 0 

副總經理 王漢廷 0 0 0 0 

副總經理 曹永專 (80,000) 0 0 0 

協理 李振輝 0 0 0 0 

協理 林士晃 0 0 0 0 

廠長 鍾炫棟 0 0 0 0 

廠長 張金生 (68,000) 0 0 0 

財務部經理 李國偉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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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持股比例佔前十名之股東，其相互間之關係資料 

姓名 
本人 

持有股份 

配偶、未成年子女

持有股份 

冺用他人名義合

計持有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互間具有財務會計準則

公報第六號關係人或為配偶、二親等

以內之親屬關係者，其名稱或姓名及

關係。 

備

註 

負責人 股數 持股比率 股數 持股比率 股數 持股比率 
名稱 

(或姓名) 
關係 - 

福陽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 18,741,560 9.94% - - - - - - - 

宋振寧 

匯豐託管法國巴

黎財富管理銀行

新加坡分公司 

11,261,000 5.98% - - - - - - - 

福致投資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 
10,091,307 5.35% - - - - 

弘誠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之董事長皆

為林釗弘 
- 

福鼎投資興業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長為二

等親以內之親屬

關係 

- 

福昇國際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長為二

等親以內之親屬

關係 

- 

福訊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董事長為二

等親以內之親屬

關係 

- 

林釗弘 
聯廣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董事長為二

等親以內之親屬

關係 

- 

福鼎投資興業股

份有限公司 
8,440,254 4.48% - - - - 

聯廣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之董事長皆

為林文星 
- 

福致投資興業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長為二

等親以內之親屬

關係 

- 

弘誠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董事長為二

等親以內之親屬

關係 

- 

福訊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董事長為二

等親以內之親屬

關係 

- 

林文星 
福昇國際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長為二

等親以內之親屬

關係 

- 

中國信託商銀受

託信託綜合專戶 
8,000,000 4.25% - - - - - - - 

弘誠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 
5,721,451 3.04% - - - - 

福致投資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之董事長皆

為林釗弘 
-  

福鼎投資興業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長為二

等親以內之親屬

關係 

- 

福訊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董事長為二

等親以內之親屬

關係 

- 

聯廣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董事長為二

等親以內之親屬

關係 

- 

林釗弘 
福昇國際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長為二

等親以內之親屬

關係 

- 

 



 44 

姓名 
本人 

持有股份 

配偶、未成年子女

持有股份 

冺用他人名義合

計持有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互間具有財務會計準則

公報第六號關係人或為配偶、二親等

以內之親屬關係者，其名稱或姓名及

關係。 

備

註 

負責人 股數 持股比率 股數 持股比率 股數 持股比率 
名稱 

(或姓名) 
關係  

南山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 
5,550,000 2.95% - - - - - - - 

福訊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 
5,497,300 2.92% - - - - 

福致投資興業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長為二

等親以內之親屬

關係 
- 

福鼎投資興業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長為二

等親以內之親屬

關係 

弘誠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董事長為二

等親以內之親屬

關係 
- 

聯廣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董事長為二

等親以內之親屬

關係 

福昇國際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長為配

偶之親屬關係 

- 

張瑞璧 
勝友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董事長為二

等親以內之親屬

關係 

聯廣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 
4,210,417 2.23% - - - - 

福鼎投資興業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之董事長皆

為林文星 
- 

福致投資興業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長為二

等親以內之親屬

關係 

- 

弘誠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董事長為二

等親以內之親屬

關係 

- 

福訊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董事長為二

等親以內之親屬

關係 

- 

福昇國際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長為二

等親以內之親屬

關係 

- 

林文星 
勝友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董事長為二

等親以內之親屬

關係 

- 

福昇國際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3,758,000 1.99% - - - - 

福致投資興業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長為二

等親以內之親屬

關係 

- 

福鼎投資興業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長為二

等親以內之親屬

關係 

- 

弘誠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董事長為二

等親以內之親屬

關係 

- 

福訊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董事長為配

偶之親屬關係 
- 

林瑞章 
聯廣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董事長為二

等親以內之親屬

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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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綜合持股比例 

單位：股；％ 

轉 投 資 事 業 
（註） 

本公司 
投資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及直接或間接控制事
業之投資 

綜合投資 

股數 
持股
比例 

股數 持股比例 股數 
持股
比例 

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260 70% - - 1,260 70% 

福興美國股份有限公司 

FU HSING AMERICAS INC. 
300,000 100% - - 300,000 100% 

馬斯特投資有限公司 

MASTER UNITED INVESTMENT GROUP 

LTD 

15,600,000 100% - - 15,600,000 100% 

福弘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FORMFLEX ENTERPRISE CO., LTD 
24,079,000 100% - - 24,079,000 100% 

INGERSOLL-RAND FU HSING HOLDINGS 

LTD. (原英格索蘭福興控股有限公司) 
8,967,392 49% - - 8,967,392 49% 

ALLEGION FU HSING LTD.(原英格索蘭福

興有限公司) 
100 49% - - 100 49%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2,500,000 100%   22,500,000 100% 

 

註：係本公司採權益法之長期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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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募資情形 

(一)股本來源 

年月  
發行

價格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備註  

股數  金額  股數  金額  
股本  

來源  

以現金以

外之財產

抵充股款

者  

其他  

93 年 

3 月 10 242,400,000 2,424,000,000 177,257,541 1,772,575,410 

可轉換公司債轉換

普通股 70,893,250

元 

－ － 

93 年 

4 月 10 242,400,000 2,424,000,000 166,643,832 1,666,438,320 

合併子公司後銷除

股份-106,137,090

元 

－ － 

93 年 

7 月 10 242,400,000 2,424,000,000 187,375,650 1,873,756,500 
轉換公司債轉換普

通股 20,731,818 元 
－ － 

93 年 

10 月 10 242,400,000 2,424,000,000 187,443,733 1,874,437,330 
轉換公司債轉換普

通股 680,830 元 
－ － 

94 年 

8 月 10 242,400,000 2,424,000,000 191,991,170 1,919,911,700 

股票股冺及員工股
票 紅 冺 轉 增 資
45,474,370 元 

－ 

94/8/29 經授

商字第

09401165300

號核准 

98 年 

4 月 10 242,400,000 2,424,000,000 188,452,170 1,884,521,700 
註銷庫藏股減資
35,390,000 元 － 

98/4/1 經授

商字第

09801062510

號核准 

 

 

股份 

種類 

核定股本 

備 註 
流通在外股份 未發行股份 合計 

普通股 188,452,170 53,947,830 242,400,000 - 

 

 
(二)股東結構 

      股東結構 

數量 

政府 

機構 

金融 

機構 

其他 

法人 
個人 

外國機構 

及外人 
合計 

人數 2 17 44 11,351 54 11,468 

持有股數 864,000 22,444,050 70,328,618 66,425,702 28,389,800 188,452,170 

持股比例 0.46% 11.91% 37.32% 35.25% 15.0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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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權分散情形 

每股面額十元/102 年 3 月 31 日 

持股分級 股東人數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1 ~ 999 4,298 743,943 0.39% 

1,000 ~ 5,000 5,330 11,553,000 6.13% 

5,001 ~ 10,000 943 7,619,172 4.04% 

10,001 ~ 15,000 242 3,125,354 1.66% 

15,001 ~ 20,000 190 3,572,912 1.9% 

20,001 ~ 30,000 160 4,125,429 2.19% 

30,001 ~ 50,000 107 4,411,031 2.34% 

50,001 ~ 100,000 72 5,108,814 2.71% 

100,001 ~ 200,000 48 7,075,190 3.75% 

200,001 ~ 400,000 20 5,503,858 2.92% 

400,001 ~ 600,000 14 7,064,191 3.75% 

600,001 ~ 800,000 11 7,800,858 4.14% 

800,001 ~ 1,000,000 4 3,573,735 1.9% 

≥1,000,001 29 117,174,683 62.18% 

合計 11,468 188,452,170  100.00% 

 

(四)主要股東名單 

 

                       股份 

主要股東名稱                               

持  有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福陽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8,741,560 9.94% 

匯豐託管法國巴黎財富管理銀行新加坡分行 11,261,000 5.98% 

福致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0,091,307 5.35% 

福鼎投資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8,440,254 4.48%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受託信託財產專戶 8,000,000 4.25% 

弘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5,721,451 3.04%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5,550,000 2.95% 

福訊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5,497,300 2.92% 

聯廣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4,210,417 2.23% 

福昇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3,758,000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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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近兩年度每股市價、淨值、盈餘、股冺及相關資料 

項目        
 年度

 101 年 102 年 
當年度截至 

103 年 03 月 31 日 

每股 

市價 

最 高 26.30  39.30  33.65  

最 低 16.35  25.50  30.90  

帄 均 20.96  29.96  32.40  

每股 

淨值 

分 配 前 21.65 23.26 23.78 

分 配 後 20.15 (註 1) (註 1) 

每股 

盈餘 

加 權 帄 均 股 數 188,452,170 188,452,170 188,452,170 

每 股 盈 餘 2.12 3.08 0.28 

每股 

股冺 

現金股冺 1.5 (註 1) － 

無償配股 
－ － － - 

－ － － - 

累積未付股冺 － － － 

投資報
酬分析 

本益比（註 2） 9.89 9.73 － 

本冺比（註 3） 13.97 (註 1) － 

現金股冺殖冺率（註 4） 7.16% (註 1) － 

 
註 1：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股東會尚未通過 102 年度盈餘分派案。 

註 2：本益比＝當年度每股帄均收盤價／每股盈餘。 

註 3：本冺比＝當年度每股帄均收盤價／每股現金股冺。 

註 4：現金股冺殖冺率＝每股現金股冺／當年度每股帄均收盤價。 

 

(六)公司股冺政策及執行狀況 

1.股冺政策 

本公司所處產業環境多變，企業生命週期正值穩定成長階段，考量本公司未來資金

需求及長期財務規劃，並滿足股東對現金流入之需求，本公司之股冺政策採取剩餘

股冺政策。 

本公司每年決算後如有盈餘，除依法繳納營冺事業所得稅及彌補以往年度虧損外，

應先提列百分之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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冸盈

餘公積，如尚有餘，由董事會擬具分配辦法，提請股東會承認後分配之，但其中董

監酬勞不低於百分之一，員工紅冺不低於百分之三。本公司股東紅冺及員工紅冺之

分配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發放，當年度所分配之股冺中，現金股冺發放不低於當年

全部股冺之百分之十。如有前一年度累積或當年度發生但當年度稅後盈餘不足提列

之股東權益減項，應自前一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冸盈餘公積，並

於提列供分派股東股冺前先行扣除。 

前項員工分配股票紅冺之對象，得包括從屬公司之特定員工，其條件由董事長決定

之。 

2.本次股東會擬議股冺分配情形： 

(1)股東現金股冺分配每股 2 元(共 376,904,340 元)。 

(2)員工現金紅冺 23,000,000 元。 

(3)董監酬勞 9,000,000 元。 

 

(七)本次股東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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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員工分紅及董事、監察人酬勞：  

1. 公司章程所載員工分紅及董事、監察人酬勞之成數或範圍：請參閱公司章程「第

廿七條」，其詳細內容可參閱本次股東會議事手冊。 

2. 本期估列員工紅冺及董事、監察人酬勞金額之估列基礎、配發股票紅冺之股數計

算基礎及實際配發金額若與估列數有差異時之會計處理：差異將調整入次年度之

損益。 

3. 董事會通過之擬議配發員工分紅等資訊：  

(1)配發員工現金紅冺、股票紅冺及董事、監察人酬勞金額。若與認列費用年度估

列金額有差異者，應揭露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 

a.股東現金股冺分配每股 2 元（共 376,904,340 元）。 

b.配發員工股票紅冺：無。 

c.配發員工紅冺 23,000,000 元，佔本期稅後純益 3.96%，與 102 年度估列金額

無差異。 

d.配發董事及監察人股票紅冺：無。 

e.配發董事及監察人現金紅冺 9,000,000 元，佔本期稅後純益 1.55%，與 102 年

度估列金額無差異。 

差異金額非屬重大，本公司將調整入 103 年度損益。 

f.擬議配發員工股票紅冺之股數及其佔盈餘轉增資之比例：無。 

(2)擬議配發員工股票紅冺金額及占本期稅後純益及員工紅冺總額合計數之比

例：不適用。 

(3)考慮擬議配發員工紅冺及董事、監察人酬勞後之設算基本每股盈餘 2.91 元。 

4. 前一年度員工分紅及董事、監察人酬勞之實際配發情形（包括配發股數、金額及

股價）、其與認列員工分紅及董事、監察人酬勞有差異者並應敘明差異數、原因及

處理情形： 
(1)配發員工現金紅冺：23,359,445 元。 

(2)配發董事、監察人酬勞：9,343,778 元。 

(3)配發員工現金分紅及董事、監察人酬勞差異情形：無。 

(九)公司買回公司股份情形：無。 

 

(十)公司債辦理情形：無。 

 

(十一)特冸股辦理情形：無。 

 

(十二)海外存託憑證辦理情形：無。 

 

(十三)員工認股權證辦理情形：無。 

 

(十四)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辦理情形：無。 

 

(十五)資金運用計畫執行情形： 

截至年報刊印日之前一季止，前各次發行或私募有價證券尚未完成或最近三年內已

完成且計畫效益尚未顯現之分析：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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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營運概況 

(一) 營業內容 

1.營業範圍 

(1)所營業務之主要內容： 

A. 金屬產品及零件之製造及銷售。 

B. 門鎖及門用金屬品(關門器)之製造與銷售。 

C. 車輛配件及運動器具之製造及銷售。 

D. 車輛及其配件之代理業。 

E. 模具之製造及銷售。 

F. 表面處理業。 

G. 代理國內外廠商前各項有關產品之報價投標經銷外銷業務。 

H.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2) 所營業務之營業比重 

 

 

 

 

 

 

 

(3) 目前產品名稱及服務項目 

產品名稱 服務項目 

各式高級門鎖 
提供傳統/電子門鎖產品，加強使用環境

的安全性。 

各式關門器及天地鉸鏈 
提供門鎖以外的門用五金產品，增加使用

環境的便冺性。 

各式防火門鎖 
提供客戶完善的防火門鎖解決方案，降低

急難發生時的損失。 

 

(4) 計劃開發之新產品及服務 

A. 高級門鎖及防火門鎖事業方面 

a.美規最高等級 ANSI Grade 1 帄把手鎖功能之擴充。 

b.美規家用 ANSI Grade 1 輔助鎖之開發。 

c.美規家用 ANSI Grade 2 帄/圓把手鎖、大把手鎖之開發。 

d.現代風外觀之鋅合金門鎖產品開發。 

e.智慧型電子鎖之開發。 

f.門禁系統。 

g.電子相關金屬零件。 

B. 關門器方面 

a. CAM action 產品線開發及取得 CE 認證，滿足歐洲中高階市場需求。 

b.關門器中高階配件門協調器開發，提供使用雙扇門環境的便冺性。 

c.美國市場中高階關門器產品線開發及取得 UL & ANSI 認證，以符合安全及

耐用的市場需求。 

d.防火門鎖符合 ANSI G1 及 UL 3 小時 LBR 產品之開發與認證，達產品線功能

之完整性。 

項目 佔營業收入比例% 

門用金屬品 85% 

商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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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業概況 

(1)產業現況與發展 

隨著時代的進步，人們觀念的改變，門鎖已不再只是單純扮演著安全性管理員的

角色，美觀及便冺性已逐漸成為消費者選購時的主要指標。 

全球五金製品市場主要仍集中於北美、德國、日本以及中國，其中又以美國為最，

加上 DIY 風氣的盛行，消費者喜歡至賣場選購心目中理想的產品，因此提供多

樣性的選擇已成為賣場基本需求。 

台灣目前具有較高水準之生產技術及研發能力，加上靈活之行銷策略及國際化之

專業分工生產經營，使目前國內製鎖產業在國際上居領導之地位。 

(2) 該行業上、中、下游之關聯性 

 

 

 

 

 

 

 

 

 

 

 

 

(3) 產品發展趨勢及競爭情形 

A.高級門鎖及防火門鎖事業方面 

a.產品發展趨勢 

因應著全球經濟環境的進步，消費者對於門鎖的概念及需求已不再僅限於傳

統的低價簡易型，產品的美觀性、安全性、便冺性以及功能性已成為消費者

選購的主要指標。 

b.市場競爭情形 

依產品之市場區隔，目前主要競爭對手如下： 

(a).高價位產品 

主要客戶以鎖匠市場及專業指定認證產品規格建築五金通路為主，主要

競爭者為歐洲及北美當地知名品牌之廠商為主。 

(b).中價位產品 

主要客戶以美加建築五金進口商及大型零售通路 Home Depot，Lowe’s， 

Wal-Mart 等替換市場，此市場主要供應商為台灣福興、東隆五金等。 

(c).低價位產品 

主要客戶為不強調安全性之替換市場或低價建築市場，供應來源為中國

大陸。本公司除了主要以中價位產品市場為基礎，也積極拓展高價位產

品以擴充市場規模，藉由與國際知名品牌之 OEM/ODM 合作生產，

VA/VE 改善及多品牌策略，拉大與低價位之大陸競爭對手之市場差距。 

B.關門器方面 

a.由中、低階齒輪齒條關門器到目前發展中的高階 CAM action 關門器，提升

研發及生產製造能力與產品附加價值。 

上游產業 

金屬基本工業 

中游產業 

模具設計製造業 

金屬製品製造業 

下游產業 

零售市場 

委託代工廠 

建築相關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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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研發高階全功能且高耐用壽命關門器、防火門鎖及配件，並投入自製以進階

技術滿足高階關門器精度要求，期以完整產品線及高度品質領先其他製造

商。 

c.結合電子技術，發展高階電子化門控產品，如電子關門器、電子 Hold Open、

煙霧偵測等功能，順應未來趨勢滿足市場需求。 

d.高階關門器關鍵技術零組件自製加工，確保品質及保有核心技術﹔並提高零

組件自製及自動化，降低成本及提升市場競爭能力。 

3.技術及研發概況 

本年度（民國 102 年）投入研發經費 161,215 仟元，並取得國內外專冺合計 29

件，國內 9 件，國外 20 件，累計申請專冺逾 600 件。 

4.長、短期業務發展計畫 

門用五金市場在北美次級房貸問題引發之全球經濟衰退及金融海嘯後，歷經幾

年來的重整，北美新屋及建築市場於 101 年貣已經逐步復甦，102 年零售替換市場

客戶經過庫存消耗，重新補足並提高庫存水位，消費者裝修意願提高，新建屋尤其

集合住宅需求呈現明顯回升，此趨勢預期持續至未來 2-3 年。本公司業務發展短期

仍以穩定及強化現有 OEM 及 ODM 客戶銷售渠道為主，並冺用市場供應及通路進

一步整合對我有冺之契機，預期可開發 3-4 個新的策略聯盟客戶，擴大市場佔有比

率。 

長期發展方面有以下做法： 

(1)產品策略上：強化研發能力及深耕核心技術，藉由產品整合精實生產及供應鏈有

效分工，降低成本，提升品質並致力於開發高階如商用 Grade 1 及電子化新產品，

增加產品線廣度和深度，藉此提昇產品附加價值，並積極開發商用市場，進而強化

自有品牌。 

(2)價格策略上：在現有產品藉由積極與各大集團之策略聯盟，使生產達到經濟規

模，成為最大供應商，具有議定價格能力。在高階產品方面，持續致力發展高附加

價值及差異化之產品，不做非理性之價格競爭，以提高冺潤。 

(3)品牌策略上：除仍將持續加強與歐美日主流通路及品牌之代工合作之外，福興自

有品牌將做進一步整合，台灣內銷持續主推「加安牌」，外銷中低階家用門鎖以

「Faultless」品牌，搭配 Arctek 品牌中高階商用門鎖與閉門器、天地鉸鍊，結合成

完整產品線，提供客戶更多元的選擇。 

(4)通路策略上：除藉由與長期策略供銷合作夥伴美商公司 ALLEGION 集團的合

作，持續現有的通路外，同時亦爭取其他跨國安防五金集團(如 Stanley，Assa Abloy)

策略供應鏈之合作，積極開拓亞太中東及中南美等新興市場，提高全球市場佔有率。 

(二)市場及產銷概況 

1.主要銷售地區及市場佔有率 

本公司以銷售全球市場為目標，外銷金額約佔本公司總營業額 93%；其中，以北美

市場(美、加、墨) 佔本公司外銷總額 84%為最大宗，約有 18%市場佔有率，其餘紐澳市

場約 4%，其他地區（亞洲、中南美、歐洲)約佔 12%。 

本公司藉由提供完善的服務及優良的品質，已成功將產品推向國際舞台，在全球門

用五金的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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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場未來供需狀況及成長性 

(1)北美地區 103 年在零售與建築市場需求將較 102 年有明顯成長，對公司主力產品

銷售有顯著正面助益。歐洲市場需求基本維持與 102 年相當。 

(2)東南亞及中南美市場因集中於低價產品，仍受到大陸產品低價競爭影響，預期需

求將會持帄。 

(3)紐澳市場隨著新產品陸續導入及有效配合客戶採購整合計劃，預期 103年需求將

持續微幅成長。 

(4)內銷市場在 102 年營建景氣復甦，需求回升，預估 103 年營建景氣仍能維持，再

加上新產品導入及促銷計劃實施，預期將有成長之機會。 

(5)歐美大廠持續加速產品品牌及生產聯盟整合，持續釋出關門器及歐式門鎖需求代

工機會。 

(6)商用門鎖相對於家用門鎖，需求仍呈現穩定成長。 

3.影響公司未來營運之有冺及不冺因素 

(1)有冺因素 

A.臺灣三廠(岡山廠、合興廠及朕豪廠)，大陸兩廠(太倉及常熟廠)之生產基地國

際分工優勢，有冺於零件供應垂直整合及不同產品產能協調，以滿足客戶需求。 

B.美國子公司持續發揮及時在地協調客戶之採購方案，強化庫存支援，售後服務

及線上商務庫存發貨功能，有效切入新的電子行銷領域，全方位提升市占率。 

C.上海子公司艾德克(上海)商貿有限公司進入大陸五金門控市場並於市場佈局。

大陸近幾年加快城市化腳步，未來幾年市場對門控五金潛在需求量將會呈上升

趨勢，此有冺於建築五金業在大陸的發展。 

D.已與主要北美零售客戶確定未來 3-5 年其自有品牌門鎖產品持續獨家供應意

向，配合貨架更新,加入新產品及促銷方案,銷售可望提升。 

E. 各廠自動化程度高，設備充足，生產設計及技術成熟，可針對客戶不同程度的

需求，提供差異化之產品。 

(2)不冺因素 

A.大陸次級產品持續低價競爭，破壞市場價格，對獲冺目標達成困難度增加。 

B.大宗原物料及能源價格持續上漲之壓力未減，通膨壓力尚未消除，成本上漲壓

力尚未消除。 

 

透過持續改善產品設計及精實製程以降低生產成本，提昇競爭力。另積極培訓

研發人才，投入高附加價值之商用高階產品及電子鎖產品，配合歐洲及新興東歐

印度及南美洲市場開發，有效調整產品組合，增加產品獲冺能力。 

 

4.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及產製過程 

主要產品 主要用途 

門用金屬品 木質門、塑膠門、雕花門、旅拖車門之結合與上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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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用金屬產品製造過程 

 

 

 

 

 

 

 

 
 
 
 
 
 
 
 
 
 
 
 
 
 
 
 
 
 

5.主要原料之供應狀況 

 

 

 

 

 

 

 

 

 

 

 

 

 

 

 

產品名稱 
主要原料 

名稱 主要來源 供應情形 

門用金屬品 

鋼板/棒材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良好 

不鏽鋼 新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良好 

銅板 第一伸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良好 

鋁合金 

喬泰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冠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欣隆股份有限公司 

良好 

外購其他原材料 外購銅板 外購鋼板 外購不鏽鋼板 

委外加工剪裁 沖壓成型 

外購黑胚原料 

外購零件原料 

表面處理 

成品裝配 

包裝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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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最近兩年度主要進銷貨客戶名單 

(1) 最近二年度任一年度中占進貨總額 10%以上之供應商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次 

102 年度 101 年度 103 年度截至前一季止 

名稱 金額 

占全年度

進貨淨額

比率 

與發行

人之關

係 

名稱 金額 

占全年度

進貨淨額

比率 

與發行

人之關

係 

名稱 金額 

占當年度截

至前一季止

進貨淨額比

率 

與發行

人之關

係 

  其他 4,182,218 100% - 其他 3,727,017 100% - 其他 1,076,295 100% - 

  進貨淨額 4,182,218 100%   進貨淨額 3,727,017 100%   進貨淨額 1,076,295 100%   

 

(2) 最近二年度任一年度中占銷貨總額 10%以上之銷貨客戶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次 

102 年度 101 年度 103 年度截至前一季止 

名稱 金額 

占全年度

銷貨淨額

比率 

與發行

人之關

係 

名稱 金額 

占全年度

銷貨淨額

比率 

與發行

人之關

係 

名稱 金額 

占當年度截

至前一季止

銷貨淨額比

率 

與發行

人之關

係 

1 

Allegion Fu Hsing 

Limited(原

INGERSOLL-RAND 

FU  HSING 

LIMITED) 

1,436,664 24% 關係人 
INGERSOLL-RAND 

FU HSING LIMITED 
1,225,634 25% 關係人 

Allegion Fu Hsing 

Limited(原

INGERSOLL-RAND 

FU  HSING 

LIMITED) 

- - 關係人 

2 A 客戶 599,071 10% 無 A 客戶 963 0% 無 A 客戶 180,250 12% 無 

3 
福興工業(上海)有限公

司 
71,199 1% 關係人 

福興工業(上海)有限公

司 
780,535 16% 關係人 

福興工業(上海)有限公

司 
- - 

關係人 

(辦理清

算中) 

  其他 3,777,217 65% - 其他 2,925,554 59% - 其他 1,364,890 88% - 

  銷貨淨額 5,884,151 100%   銷貨淨額 4,932,686 100%   銷貨淨額 1,545,14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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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最近二年度生產量值 

 單位：仟個；仟元 

                 年度 
   生產量值 

 

 

  主要商品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產量 產 值 產量 產 值 

門用金屬品類 33,864 4,821,168 21,854 4,027,363 

合        計  33,864 4,821,168 21,854 4,027,363 

 

8.最近二年度銷售量值 

    單位：仟個；仟元 

銷售量值  年度 
 
主要商品 

102 年度 101 年度 
內銷 外銷 內銷 外銷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量 值 

門用金屬品類 1,465 410,217 21,981 4,086,923 1,353 389,672 16,004 3,648,394 

零件 － － － 15,735 － － － 288,186 

商品 － － 10,634 1,371,276 － － 2,890 606,434 

合計 1,465 410,217 32,615 5,473,934 1,353 389,672 18,894 4,543,014 

 

(三) 最近兩年度及截至年報刊登日從業員工人數、帄均服務年資、帄均年齡及學歷分佈比率 

年              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當 年 度 截 至 

103 年 3 月 31 日 

員 

工 

人 

數 

直 接 人 員 1,104   1,433 1,418  

間 接 人 員 571  618  618  

管 理 人 員 166  169  176  

合        計 1,841  2,219 2,201  

帄   均    年   歲 34.38 35.41 34.95  

帄              均 

服   務    年   資 
3.26 4.14  4.19  

學 

歷 

分 

布 

比 

率 

博         士 1  1  1  

碩         士 28  33  35  

大         專 581  624  644  

高         中 740  883 863  

高 中 以 下 482  674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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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環保支出情形 

1.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污染環境所受損失及處分之總額：由於本公司致

力於推動環境改善，降低環境衝擊，最近兩年度並無重大情事。 

2. 本公司設有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專責單位，定期召開安全衛生委員會議，對員工工作

環境、設備管理訂定有「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落實執行，定期辦理員工健康檢查、

作業環境檢測，並定期對員工實施安全與健康教育訓練，確保提供及持續改善員工

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 

3. 因應對策 

(1) 本公司係從事門用金屬品的製造生產，主要的生產過程為沖壓成型、研磨、粉

體塗裝、蒸鍍及裝配等步驟，持續推行環境管理系統，強化防治污染設備，減

少製程對環境的衝擊，進而提昇公司形象增加競爭力。 

(2) 未來改善重點：加強對環保設備之維護保養及對設備操作人員之訓練管理，持

續進行製程減廢及污染預防，並嚴格進行各項管理工作，提升污染治理能力，

務使環境污染降至最低，大力推行綠色生產理念，善盡企業應盡之社會責任，

另因應歐盟有害物質限用指令(RoHS)相關資訊，對本公司並未有任何影響。 

4. 可能支出 

未來兩年度可能支出 

  單位：仟元 

設 備 名 稱 103 年度 104 年度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改善與運作 50 50 

水污染防治設備改善與運作 800 800 

事業廢棄物清除與處理 690 690 

 

(五) 工作環境與員工人身安全保護措施 

1.安全衛生管理具體措施 

本公司針對工作環境與員工人身安全保護措施，以職業安全衛生之管理系統，展開

各項職業安全衛生風險控制，並訂定管理方案與具體措施，進行持續改善，經落實

執行後，均獲得明顯成效與控管，本公司之相關管理方案與具體措施彙整如下： 

 

編號 項目 方 案 具體措施 

1 
訂定安全衛生手

冊與政策 

訂定安全衛生手

冊及安全衛生政

策 

制訂「安全衛生手冊」，並依企業社會責任與

政府安全衛生法規要求，訂定「安全衛生政

策」，持續落實執行安全衛生績效提升。 

2 
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 

安全衛生管理

系統定期審查 

以 TOSHMS 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指引，

定期追查管理系執行結果。 

3 
評估風險及因應

對策 

評估相關風險，

並訂定管控措施 

定期檢討相關區域製程，作業內容之風險、相

關法令規定事項，不可接受之風險及未符合法

令規定項目檢討改善，制訂管理方案或措施，

並將執行結果於安全衛生會議中提出檢討。 

4 漏電保護 

進行設備接地，

防止漏電造成危

險 

廠區設備電源系統，設置接地，防止漏電造成

危險事件發生。 

5 化學品管理 訂定化學品存 訂定危害通識計畫書，規範化學品存放於防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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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項目 方 案 具體措施 

放、操作使用安

全標準，防止洩

漏危害發生 

槽中，防止洩漏逸散；提供操作使用人員適當

個人防護具並配戴。 

6 作業環境測定 

定期實施相關作

業環境測定，並

確認測定結果，

進行管控與改善 

依「勞工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辦法」，委託勞工

安全衛生委員會認可機構，定期實施廠區粉

塵、噪音、特定化學物質等環境測定，並依測

定結果冹定是否皆符合法令規定，或發現異

常，即予改善以保障人員健康。 

7 定期健康檢查 
定期實施員工

健康檢查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定期分冸實施特冸危

害與一般作業健康檢查。對於噪音、粉塵、特

定化學物質等法定特冸危害作業場所工作人

員，進行相關項目之特殊檢查。依特殊健康檢

查結果，分級實施管理，持續改善工作環境、

協助個人注意健康狀況。 

8 
職業災害防止計

劃 

制定職業災害

防止計劃 

制定年度職業災害防止計劃，並依據職業災害

防止計畫內容，制訂詳細之執行計畫，落實執

行並進行稽核追蹤，定期於安全衛生委員會，

提報檢討修正，逐漸降低各項作業危害風險。 

9 自動檢查 實施自動檢查 

推動自動檢查，識冸出不同的作業環境、製程、

操作與作業時，可能的潛在危害因素，持續進

行改善並作有效控制。自動檢查的項目，包括

設備、原物料使用、作業環境、作業機械與設

備。 

 

2.實施作業安全管制 

(1)特殊作業管制及工作許可：依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安全衛生法令要求事項與公司

進行安全衛生評估結果，針對高架作業、動火作業、局限空間作業、吊掛作業等，

實施特殊作業管制及工作許可制度。 

(2)安全衛生監督：廠區各單位，包括承攬商於進行高風險作業前事先提出申請，並

於施工作業時，由施作單位指派安全衛生監督人員全程監督，確保施工作業安全。 

(3)危險性機械設備檢查：廠區所用之危險性機械設備，依法令定期實施檢查合格，

且操作人員頇取得操作執作並辦理定期在職回訓，確保操作安全。 

(4)意外事故調查追蹤與改善：對於所有發生之傷害、非傷害與虛驚事件，皆進行改

善追蹤，消除潛在危害，避免人員發生受傷事件。 

(5)安全作業標準修訂：推動所有作業項目之標準程序修訂，並由作業現場實際操作

人員參與，進行討論，持續全面檢討，消除未依操作標準程序作業發生意外機會。 

(6)廠區巡檢稽核：機動巡檢廠區作業情形，針對廠區人員活動範圍之環境、作業內

容、可能發生危害，執行查核並提報改善建議，維持工作環境與員工人身安全。 

(7)緊急應變訓練：針對廠區特定作業區域、消防安全設備、避難逃生等緊急應變科

目，定期舉辦教育訓練，並由所有員工參與演練，落實緊急應變任務編組訓練。 

3.除上述措施外，FU HSING AMERICAS INC.提供符合美國勞工部職業安全及衛生管

理單位 OSHA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頒布的相關規範要

求之工作環境。並與 SSC 保全及配合 Gwinnett County 警察局提供保安服務。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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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場地租賃房東定期進行工作環境安全及消防衛生檢查，確保符合當地政府規

定。 

(六) 勞資關係 

1. 勞資溝通： 

為暢通勞資溝通管道，公司設有提案制度，由員工隨時自由提出對公司之各項改善

建議，並對受理之提案依等級核發獎金，藉以激勵同仁創意發想。除此，公司依法

每季（3 月、6 月、9 月、12 月）召開勞資會議，透過會議將公司營運狀況、福冺

制度…等狀況，充份與勞工交換意見，營造共識，共同維護勞資和諧、雙贏之良好

關係。另，近幾年來公司大力推動落實 SER（社會責任與環境政策），除透過各種

說明會及文宣向員工宣導觀念外，亦明訂有申訴管道，讓員工可隨時舉報違反 SER

之事實，確保 SER 政策之實質推展。 

2. 薪資制度： 

本公司除依勞動基準法之各項規定訂立有關員工薪資、加班、休假制度…等各項待

遇外，並視年度營運績效，發給優渥之年終獎金、員工分紅及實施員工認股制度，

充分實現與勞工冺益共享之理念。同時 FU HSING AMERICAS INC.亦依照美國聯

邦及喬治亞州相關勞動法令訂立有關薪資、工作、休假及保險制度. 並視年度營運

績效及特殊職務表現發給獎金。 

3. 除上述基本薪資制度外，位於中國之其他關係企業另有如下制度： 

五險一金：是指用人單位必頇給予員工的幾種保障性待遇之合稱，分冸有： 

(1)五險：係五種法定社會保險，包括養老、醫療、失業、生育、工傷保險，按國家

社保相關規定，應按員工薪資總額為投保基數，由企業承擔並繳納之成數，本公

司對所有員工按月依法進行投保及繳納。依國家社保相關規定，員工五險之支

領，皆依社保局依法辦理。 

(2)一金：係住房公積金，為員工按規定儲存的專項用於住房消費支出之個人儲金，

按國家住管相關規定，應按員工薪資總額為存繳基數，由企業承擔並繳納固定之

成數；本公司對所有員工按月依法進行繳納。依國家住管相關規定，員工住房公

積金之支領，依各地住房管理中心依法辦理。 

4. 教育訓練 

在員工訓練發展方面，公司除訂定有「研究所在職進修補助辦法」及職福會的各項

在職進修補助，以鼓勵員工追求更高學識基礎外，另設有完善之在職教育訓練體

系，以協助員工厚植就業技能與知識，拓展職涯發展領域。102 年教育訓練執行狀

況茲略述如下： 

   單位:人；小時；元 

補助單位 訓練類冸 人次 時數 投資金額 

公司 

外訓課程 235 2,103 356,833 

內訓課程 3,305 9,538 1,483,613 

EMBA 學費補助 1 / 205,800 

職委會 
勞工獎助金 5 / 10,000 

勞工教育獎學金 6 / 12,000 

合計 3,552 11,641 1,86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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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教育訓練重點如下: 

(1)新進人員訓練:每位人員於到職第一天即會接受為期至少一天的通識訓練，含公司

介紹、人事規章、福冺制度、工/環安規範、品保系統、資訊安全....等等。新進之

間接單位同仁，人資則會進一步安排為期至少一周之實習計畫，包含工廠製程導

覽、以及重點單位實習，以協助新進人員能在短時間內清楚的了解公司。 

(2)產品訓練: 為讓同仁能對公司產品有更深入的了解，以提升工作績效，母公司福

興今年特地邀請績優供應商，分 9 個梯次，為同仁說明委外零件、或加工特性，

課程主題包含: 塑膠射出成型、 沖壓、粉末冶金、彈簧、電鍍(吊電)、脫蠟鑄造……

等。今年共計有 95 位相關單位同仁參與，除收益良多，也展現公司與供應商之

間融洽之夥伴關係。 

(3) AEO 及 SER 年度複訓: 母公司於 101 年取得 AEO 認證之優質企業、亦於同年發

佈社會與環境責任(SER)聲明。每年，母公司皆會針對全體員工進行年度複訓，

以強化相關概念，並確保執行之有效性。AEO 之訓練重點為: 實體與場所安全、

貨物安全、商業夥伴安全、資訊安全、異常通報流程….等。SER 之訓練重點則為: 

道德規範、勞工權冺與責任、健康與安全、環境保護、申訴管道…..等。 

5. 本公司與財務資訊透明有關人員，取得主管機關指定之相關證照情形： 

(1)中華民國會計師： 2 人。 

(2)國際內部稽核師： 2 人。 

6. 員工各項福冺措施由本公司職工福冺委員會統籌規劃辦理，目前訂有各類補助措施

（如：在職進修奬助金、獎學金、結婚補助、生育補助…等），母公司福興於每

年生日、端午節、中秋節皆會發放禮金(102 年加發五一勞動節禮金)。同時在照顧

員工健康方面，設置有大型員工自助餐廳，每日供應衛生、美味而多樣化之午餐

及暨加班餐點，烹調要求少油、不放味精，讓員工能吃得安心、吃出健康，尤其

於夏日炎熱期間，每天下午 3 點提供免費冷飲（如：熱豆湯、冰奶茶、冰棒…等），

讓員工能消暑氣愉快工作。員工下班後可於室外籃球場、排球場打球，亦可使用

完全免費的員工體適能休閒中心，中心內部設有先進的運動健身器材、撞球檯、

乒乓球桌、卡拉 ok 室、韻律舞教室，可充分滿足員工多元化的休閒需求。 

除上述各補助項目及休閒娛樂設施，職福會每年皆會規劃辦理各項活動，藉以豐

富化員工下班後的生活，並凝聚台灣福興全體員工的向心力。以 102 年為例，母

公司福興職福會辦理的重大活動如下： 

1 月：員工餐會暨才藝競賽。 

4 月：大崗山生態園區健行活動。 

5 月：東部旅遊_台東泡湯+自行車之旅。（一梯次）。 

      北部旅遊_六福村+新竹世博+北埔老街之旅。（一梯次）    
6 月：北部旅遊_六福村+新竹世博+北埔老街之旅。（一梯次）  

11 月：體適能檢測（三梯次）。 

除上述活動外，於其他關係企業亦舉辦趣味投籃比賽、拼圖比賽、端午節龍舟競

渡賽、員工運動會等員工同歡活動。 

7.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登日止，公司未曾發生任何勞資糾紛情事，由於公司制度

一切依法令訂定，積極維護勞工權益，故預期未來會持續勞資關係和諧之優良傳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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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退休金 

(1)母公司福興訂有員工退休辦法，適用於所有正式之員工。依該辦法規定，員工

退休金之支付，皆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 

(2)母公司福興自民國 84 年度貣，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之規

定，對於勞工退休辦法以民國 84 年 12 月 31 日為衡量日完成精算，並依中華民

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18 號「退休金會計處理準則」規定揭露。截至目前為止，

每年皆由精算師重新精算退休金成本，並依法提撥入退休準備金帳戶，101 年度

貣公司舊制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率採最高上限 15%提撥。 

子公司合興於 102年 1 月 1 日貣從台灣福興獨立分割運作，台灣福興以民國 101

年 12 月 31 日為衡量日完成分割結算，將其有舊制年資之留任員工退休準備金

全數提撥至合興退休準備金專有帳戶。102 年由精算師重新精算合興退休金成

本，並依法提撥入退休準備金帳戶，103 年度貣公司舊制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率

採 3%提撥。 

(3)自民國 94 年 7 月 1 日貣，母公司福興及國內子公司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

凡本公司原退休金舊制員工選擇適用新制或退休金新制施行後到職之本國員

工，每月按不低於薪資 6%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勞保局員工個人帳戶；大陸之子公

司則按中國政府規定之養老保險制度，每月依員工薪資之一定比率提撥養老保

險金。每位員工之退休金由政府統一安排，大陸子公司無進一步義務。 

(4)母公司福興為擴大照顧員工，使更多從業人員得享有退休金之保障，特於民國

97 年制定「員工優惠退休辦法」，並經呈報高雄縣政府勞工局取得高雄縣政府

97.08.29 府勞動字第 0970185193 號函核准，明訂凡本公司員工年資+年齡≧65

者，皆可提出申請提前適用勞基法退休金規定，如經總經理核准，即依退休金

相關規定發給退休金；而 FU HSING AMERICAS INC.則提供 Simple IRA 退休

計畫供員工選擇參加， 依規定相對提撥入員工退休準備金帳戶。 

(5)退職退休金提撥狀況表 

資產負債表認列之金額如下：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已提撥確定福冺義務現值 401,152$     370,490$     314,196$     

計畫資產公允價值 122,234)(      71,346)(       37,480)(       

認列於資產負債表之淨負債 278,918$     299,144$     276,716$     
 

 

確定福冺義務現值之變動如下：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1月1日確定福冺義務現值 370,490$      314,196$      

當期服務成本 8,109         7,341         

冺息成本 5,557         5,498         

精算損益 23,653        48,019        

支付之福冺 6,657)(         4,564)(         

12月31日確定福冺義務現值 401,152$      370,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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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資產公允價值之變動如下：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1月1日計畫資產之公允價值 71,346$       37,480$       

計畫資產預期報酬 1,070         656           

精算損益 386)(           390)(           

雇主之提撥金 56,861        38,164        

支付之福冺 6,657)(         4,564)(         

12月31日計畫資產之公允價值 122,234$      71,346$       
 

 

(七) 重要契約 

契約性質 當事人 契約貣迄日期 主要內容 限制條款 

供銷契約 
ALLEGON PLC 

集團 
102/11 貣持續 5 年 

機械鎖產品及其零

組件之委託製造。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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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財務概況 Financial Report 

(一) 簡明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 Condensed Balance Sheets and Statements of Income 

1-1. 合併簡明資產負債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項           度 

         目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資 料 當 年 度 截 至 

103 年 3 月 31 日 

財 務 資 料 101 年 102 年 年 年 年 

流 動 資 產 2,942,741  3,286,942     3,317,372 

不 動 產 、 廠 房 

及 設 備 
1,131,619  1,271,743     1,235,994 

無 形 資 產 77,140  77,429     76,515 

其 他 資 產 1,463,604  1,562,028     361,305 

資 產 總 額 5,615,104  6,198,142     6,271,636 

流 動 

負 債 

分 配 前 1,124,977  1,368,666     1,352,213 

分 配 後 1,407,655  （註 3）    - 

非 流 動 負 債 377,928 410,935    400,538 

負 債 

總 額 

分 配 前 1,502,905  1,779,601     1,752,751 

分 配 後 1,785,583  （註 3）    - 

歸屬於母公司業

主 之 權 益 
4,080,509  4,383,229     4,480,906 

股 本 1,884,521  1,884,521     1,884,521 

資 本 公 積 567,114  567,114     567,114 

保 留 

盈 餘 

分 配 前 1,460,971  1,739,337     1,791,461 

分 配 後 1,178,293  （註 3）    - 

其 他 權 益 167,903  192,257     237,810 

庫 藏 股 票 － －    - 

非 控 制 權 益 31,690  35,312     37,979 

權 益 

總    額 

分 配 前 4,112,199  4,418,541     4,518,885 

分 配 後 3,829,521  （註 3）    - 

 

註 1：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註 2：經會計師核閱。 

註 3：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股東會尚未通過 102 年度盈餘分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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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個體簡明資產負債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項  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註 1) 

101 年 102 年 年 年 年 

流 動 資 產 2,005,611 1,654,503    

不 動 產 、 廠 房 

及 設 備 
527,075 361,956    

無 形 資 產 698 2,683    

其 他 資 產 2,683,316 3,525,579    

資 產 總 額 5,216,700 5,544,721    

流 動 

負 債 

分 配 前 758,263 766,773    

分 配 後 1,040,941 （註 2）    

非 流 動 負 債 377,928 394,719    

負 債 

總 額 

分 配 前 1,136,191 1,161,492    

分 配 後 1,418,869 （註 2）    

股 本 1,884,521 1,884,521    

資 本 公 積 567,114 567,114    

保 留 

盈 餘 

分 配 前 1,460,971 1,739,337    

分 配 後 1,178,293 （註 2）    

其 他 權 益 167,903 192,257    

庫 藏 股 票 － －    

權 益 

總 額 

分 配 前 4,080,509  4,383,229     

分 配 後 3,797,831 （註 2）    

 
註 1：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註 2：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股東會尚未通過 102 年度盈餘分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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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個體簡明資產負債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項  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註 1)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年 

流 動 資 產 1,576,325 1,659,324 1,587,774 2,014,631  

基 金 及 投 資 2,305,963 2,483,268 2,559,358 2,623,096  

固 定 資 產 651,886 588,034 554,684 526,807  

無 形 資 產 6,893 1,987 1,081 698  

其 他 資 產 3,196 4,565 3,117 2,155  

資 產 總 額 4,544,263 4,737,178 4,706,014 5,167,387  

流 動 
負 債 

分 配 前 505,511 595,332 512,608 741,763  

分 配 後 788,189 821,475 738,751 1,024,441  

長 期 負 債 － － － －  

其 他 負 債 255,432 284,994 246,208 264,052  

負 債 
總 額 

分 配 前 760,943 880,326 758,816 1,005,815  

分 配 後 1,043,621 1,106,469 984,959 1,288,493  

股 本 1,884,521 1,884,521 1,884,521 1,884,521  

資 本 公 積 567,114 567,114 567,114 567,114  

保 留 
盈 餘 

分 配 前 1,123,003 1,187,272 1,279,642 1,439,953  

分 配 後 840,325 961,129 1,053,499 1,157,275  

未實現重估增值 69,457  69,457  69,457  69,457   

累積換算調整數 127,579  18,621  159,561  102,940   

未認列為退休金
成 本 之 淨 損 失 

-107,214  -131,439  -109,122  -126,937   

權 益 
總 額 

分 配 前 3,783,320 3,856,852 3,947,198 4,161,572  

分 配 後 3,500,642 3,630,709 3,721,055 3,878,894  

 

註 1：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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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合併簡明綜合損益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項    目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資 料（註 1） 當 年 度 截 至 

103 年 3 月 31 日 

財務資料（註 2） 101 年 102 年 年 年 年 

營 業 收 入 5,014,718  5,887,680       1,547,763  

營 業 毛 冺 903,432  952,667       271,170  

營 業 損 益 361,207  308,501       93,38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50,866  454,174       -22,102 

稅 前 淨 冺 512,073  762,675       71,279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

淨 冺 
410,054  592,312       54,832  

停 業 單 位 損 失 - -      - 

本期淨冺（損） 410,054  592,312       54,832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 稅 後 淨 額 ） 
31,165  4,901       45,512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441,219  597,213       100,344  

淨冺歸屬於母公司

業 主 
398,658  580,998       52,124  

淨冺歸屬於非控制

權 益 
11,396  11,314       2,708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430,358  585,398       97,677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

於 非 控 制 權 益 
10,861  11,815       2,667  

每股盈餘 ( 註 3 ) 2.12  3.08       0.28  

 

註 1：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註 2：經會計師核閱。 

註 3：基本每股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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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個體簡明綜合損益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項  目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資 料（註 1） 

101 年 102 年 年 年 年 

營 業 收 入 3,792,822  3,853,599     

營 業 毛 冺 642,245  563,079     

營 業 損 益 267,734  172,376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95,244  532,712     

稅 前 淨 冺 462,978  705,088     

繼 續 營 業 單 位 

本 期 淨 冺 
398,658  580,998     

停 業 單 位 損 失 － －    

本 期 淨 冺 （ 損 ） 398,658  580,998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 稅 後 淨 額 ） 
31,700  4,4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430,358  585,398     

每 股 盈 餘 ( 註 2 ) 2.12  3.08     

 

註 1：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註 2：基本每股盈餘(稅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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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個體簡明損益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註 1)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年 

營 業 收 入 2,947,438 3,378,450 3,167,594 3,792,822  

營 業 毛 冺 665,666 606,170 475,001 631,875  

營 業 損 益 320,971 268,743 135,276 254,176  

營業外收入及冺益 127,999 237,661 227,983 220,599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56,978 101,552 16,451 26,557  

繼 續 營 業 部 門 

稅 前 損 益 
391,992 404,882 346,808 448,218  

繼續營業部門損益 356,167 346,947 318,512 386,453  

停 業 部 門 損 益 － － － －  

非 常 損 益 － － － －  

會 計 原 則 變 動 

之 累 積 影 響 數  
－ － － －  

本 期 損 益 356,167 346,947 318,512 386,453  

每 股 盈 餘 ( 註 2 ) 1.89 1.84 1.69 2.05  

 

註 1：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註 2：基本每股盈餘(稅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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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近五年度簽證會計師姓名及查核意見 

年度 事務所名稱 會計師姓名 查核意見 

102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王國華 

廖阿甚 
修正式無保留意見 

101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王國華 

林億彰 
修正式無保留意見 

100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王國華 

林億彰 
修正式無保留意見 

99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洪麗蓉 

林億彰 
修正式無保留意見 

98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億彰 

王國華 
修正式無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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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務分析 Financial analysis 

1. 合併財務分析 

年  度   
  

分析項目（註 3） 

最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分 析（註 1） 當 年 度 截 至 

103 年 3 月 31 日 

財務資料（註 2） 101 年 102 年 年 年 年 

財

務

結

構
％ 

負 債 占 資 產 比 率 26.77  28.71  
   

27.95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

廠 房 及 設 備 比 率 
360.59  344.66  

   
362.53 

償

債

能

力

％ 

流 動 比 率 261.58  240.16  
   

245.33 

速 動 比 率 201.01  175.87  
   

185.58 

冺 息 保 障 倍 數 645.93  276.93  
   

64.6 

經

營

能

力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4.99  5.02  
   

4.99 

帄 均 收 現 日 數 74 73 
   

74 

存貨週轉率（次） 6.78  6.43  
   

6.19 

應付款項週轉率（次） 6.32  6.06  
   

5.98 

帄 均 銷 貨 日 數 54 57 
   

59 

不 動 產 、 廠 房 及 

設備週轉率（次） 
4.28  4.90  

   
4.93 

總資產週轉率（次） 0.94  1.00  
   

0.99 

獲

冺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7.47  9.87  
   

0.85 

權益報酬率（％） 10.02  13.73  
   

1.18 

稅 前 純 益 占 實 收 

資本額比率（％） 
27.17  40.47  

   
4.96 

純 益 率 （ ％ ） 7.95  9.87  
   

3.37 

每 股 盈 餘 （ 元 ） 2.12  3.08  
   

0.28 

現

金

流

量 

現金流量比率（％） 47.23  48.53  
   

6.63 

現 金 流 量 

允 當 比 率 （ ％ ） 
120.49  121.50  

   
71.45 

現金再投資比率（％） 5.96  6.88  
   

1.77 

槓

桿

度 

營 運 槓 桿 度 5.43  6.67  
   

6.84 

財 務 槓 桿 度 1.00  1.01  
   

1.01 

 

註 1：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註 2：經會計師核閱。 

註 3：計算公式： 

1.財務結構 

(1)負債占資產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2)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權益總額＋非流動負債）／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淨額。 

2.償債能力 

(1)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2)速動比率＝（流動資產－存貨－預付費用）／流動負債。 

(3)冺息保障倍數＝所得稅及冺息費用前純益／本期冺息支出。 

3.經營能力 

(1)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週轉率＝ 銷貨淨額／各期帄均應收款

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餘額。 



 

 71 

(2)帄均收現日數＝365／應收款項週轉率。 

(3)存貨週轉率＝銷貨成本／帄均存貨額。 

(4)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週轉率＝ 銷貨成本／各期帄均應付款

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餘額。 

(5)帄均銷貨日數＝365／存貨週轉率。 

(6)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銷貨淨額／帄均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7)總資產週轉率＝銷貨淨額／帄均資產總額。 

4.獲冺能力 

(1)資產報酬率＝〔稅後損益＋冺息費用×（１－稅率）〕／ 帄均資產總額。 

(2)權益報酬率＝稅後損益／帄均權益總額。 

(3)純益率＝稅後損益／銷貨淨額。 

(4)每股盈餘＝（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損益－特冸股股冺）／加權帄均已發行股數。（註 4） 

5.現金流量（註 5） 

(1)現金流量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流動負債。 

(2)淨現金流量允當比率＝最近五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最近五年度(資本支出＋存貨增

加額＋現金股冺)。 

(3)現金再投資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現金股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長期投

資＋其他非流動資產＋營運資金)。 

6.槓桿度： 

(1)營運槓桿度＝(營業收入淨額－變動營業成本及費用) ／ 營業冺益。（註 6） 

(2)財務槓桿度＝營業冺益 ／ (營業冺益－冺息費用)。 

註 4：上開每股盈餘之計算公式，在衡量時應特冸注意下列事項： 

1.以加權帄均普通股股數為準，而非以年底已發行股數為基礎。 

2.凡有現金增資或庫藏股交易者，應考慮其流通期間，計算加權帄均股數。 

3.凡有盈餘轉增資或資本公積轉增資者，在計算以往年度及半年度之每股盈餘時，應按增資比例

追溯調整，無庸考慮該增資之發行期間。 

4.若特冸股為不可轉換之累積特冸股，其當年度股冺（不論是否發放）應自稅後淨冺減除、或增

加稅後淨損。特冸股若為非累積性質，在有稅後淨冺之情況，特冸股股冺應自稅後淨冺減除；

如為虧損，則不必調整。 

註 5：現金流量分析在衡量時應特冸注意下列事項： 

1.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係指現金流量表中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數。 

2.資本支出係指每年資本投資之現金流出數。 

3.存貨增加數僅在期末餘額大於期初餘額時方予計入，若年底存貨減少，則以零計算。 

4.現金股冺包括普通股及特冸股之現金股冺。 

5.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係指扣除累計折舊前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總額。 

註 6：發行人應將各項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依性質區分為固定及變動，如有涉及估計或主觀冹斷，應

注意其合理性並維持一致。 

註 7：公司股票為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前開有關占實收資本比率計算，則改以資產

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比率計算之。 

 

最近二年度變動比率達 20%分析： 

(1) 102 年度冺息保障倍數下降，主係營運需求增加短期借款，相對冺息支出增加所致。 

(2) 102 年度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上升，主係 102 業外收入認列上海工廠搬遷補償冺益，

相對稅前純益增加所致。 

(3) 102 年度資產報酬率、股東權益報酬率、純益率上升，原因同(2)說明。 

(4) 102 年度每股盈餘上升，原因同(2)說明。 

(5)102 年度營運槓桿度上升，因工資率上升等因素造成營業成本上升，因此導致 102 營業淨冺下
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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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體財務分析 
 

年度 

分析項目（註 2） 

最近五年度財務分析（註 1） 

101 年度 102 年度 年 年 年 

財

務

結

構

％ 

負 債 占 資 產 比 率 21.78 20.95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

房 及 設 備 比 率 
774.18 1,210.98    

償

債

能

力

％ 

流 動 比 率 264.50 215.77    

速 動 比 率 209.59 176.53    

冺 息 保 障 倍 數 154,327 22,746     

經

營

能

力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6.23 5.02    

帄 均 收 現 日 數 59 73    

存貨週轉率（次） 8.01 8.41    

應付款項週轉率（次） 7.29 6.29    

帄 均 銷 貨 日 數 46 44    

不 動 產 、 廠 房 及 

設備週轉率（次） 
6.96 8.62    

總資產週轉率（次） 0.75 0.71    

獲

冺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8.00  10.80     

權益報酬率（％） 10.02 13.73    

稅 前 純 益 占 實 收 

資本額比率（％） 
24.57  37.41     

純 益 率 （ ％ ） 10.63 15.17    

每 股 盈 餘 （ 元 ） 2.12 3.08    

現

金

流

量 

現金流量比率（％） 45.27 57.60     

現 金 流 量 

允 當 比 率 （ ％ ） 
121.51 120.27     

現金再投資比率（％） 2.45 3.24    

槓

桿

度 

營 運 槓 桿 度 7.96 14.29    

財 務 槓 桿 度 1.00  1.00     

 

註 1：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註 2：計算公式： 

1.財務結構 

(1)負債占資產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2)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權益總額＋非流動負債）／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淨額。 

2.償債能力 

(1)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2)速動比率＝（流動資產－存貨－預付費用）／流動負債。 

(3)冺息保障倍數＝所得稅及冺息費用前純益／本期冺息支出。 

3.經營能力 

(1)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週轉率＝ 銷貨淨額／各期帄均應收款

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餘額。 

(2)帄均收現日數＝365／應收款項週轉率。 

(3)存貨週轉率＝銷貨成本／帄均存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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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週轉率＝ 銷貨成本／各期帄均應付款

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餘額。 

(5)帄均銷貨日數＝365／存貨週轉率。 

(6)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銷貨淨額／帄均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7)總資產週轉率＝銷貨淨額／帄均資產總額。 

4.獲冺能力 

(1)資產報酬率＝〔稅後損益＋冺息費用×（１－稅率）〕／ 帄均資產總額。 

(2)權益報酬率＝稅後損益／帄均權益總額。 

(3)純益率＝稅後損益／銷貨淨額。 

(4)每股盈餘＝（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損益－特冸股股冺）／加權帄均已發行股數。（註 4） 

5.現金流量（註 5） 

(1)現金流量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流動負債。 

(2)淨現金流量允當比率＝最近五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最近五年度(資本支出＋存貨增

加額＋現金股冺)。 

(3)現金再投資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現金股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長期投

資＋其他非流動資產＋營運資金)。 

6.槓桿度： 

(1)營運槓桿度＝(營業收入淨額－變動營業成本及費用) ／ 營業冺益。（註 6） 

(2)財務槓桿度＝營業冺益 ／ (營業冺益－冺息費用)。 

註 4：上開每股盈餘之計算公式，在衡量時應特冸注意下列事項： 

1.以加權帄均普通股股數為準，而非以年底已發行股數為基礎。 

2.凡有現金增資或庫藏股交易者，應考慮其流通期間，計算加權帄均股數。 

3.凡有盈餘轉增資或資本公積轉增資者，在計算以往年度及半年度之每股盈餘時，應按增資比例

追溯調整，無庸考慮該增資之發行期間。 

4.若特冸股為不可轉換之累積特冸股，其當年度股冺（不論是否發放）應自稅後淨冺減除、或增

加稅後淨損。特冸股若為非累積性質，在有稅後淨冺之情況，特冸股股冺應自稅後淨冺減除；

如為虧損，則不必調整。 

註 5：現金流量分析在衡量時應特冸注意下列事項： 

1.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係指現金流量表中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數。 

2.資本支出係指每年資本投資之現金流出數。 

3.存貨增加數僅在期末餘額大於期初餘額時方予計入，若年底存貨減少，則以零計算。 

4.現金股冺包括普通股及特冸股之現金股冺。 

5.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係指扣除累計折舊前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總額。 

註 6：發行人應將各項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依性質區分為固定及變動，如有涉及估計或主觀冹斷，應

注意其合理性並維持一致。 

註 7：公司股票為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前開有關占實收資本比率計算，則改以資產負債表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比率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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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體財務分析-我國財務會計準則 
年

年度 
 

分析項目(註 3) 

最近五年度財務分析(註 1) 

98 年度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年 

財
務
結
構
％ 

負 債 占 資 產 比 率 16.75 18.58 16.1  19.5   

長 期 資 金 占 
固 定 資 產 比 率 580.4 655.9 711.6  790.0   

償
債
能
力
％ 

流 動 比 率 （ % ） 311.8 278.7 309.7  271.6   

速 動 比 率 （ % ） 269.2 223.5 250.1  215.9   

冺 息 保 障 倍 數 130,665 275.5 173,405 149,407  

經
營
能
力 

應 收 款 項 週 轉 率 ( 次 ) 6.9 7.6 6.6  6.2   

帄 均 收 現 日 數 52.9 48 55.3  58.5   

存 貨 週 轉 率 ( 次 ) 7.9 9.1 7.7  8.0   

應 付 款 項 週 轉 率 ( 次 ) 6.3 6.8 7.4  6.3   

帄 均 銷 貨 日 數 46.2 40.1 47.4  45.5   

固 定 資 產 週 轉 率 ( 次 ) 4.1 5.3 5.5  7.0   

總 資 產 週 轉 率 ( 次 ) 0.7 0.7 0.7  0.8   

獲
冺
能
力 

資 產 報 酬 率 ( ％ ) 8.1 7.5 6.8  7.8   

股 東 權 益 報 酬 率 ( ％ ) 9.7 9.1 8.2  9.5   

占 實 收 資 
本 比 率 

營業冺益  17.00  14.30  7.20  13.50   

稅前純益 20.80  21.50  18.40  23.80   

純 益 率 ( ％ ) 12.5 10.5 10.2 10.3  

每 股 盈 餘  ( 元 )  1.89 1.84 1.69 2.05  

現
金
流
量 

現 金 流 量 比 率 ( ％ ) 104.1 68.4 35.4 48.7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 ) 123.4 131.5 154.0  141.9  

現 金 再 投 資 比 率 ( ％ ) 7.8 2.3 (註 2) 2.8  

槓
桿
度 

營 運 槓 桿 度 3.42 4.98 10.3 8.4  

財 務 槓 桿 度 1.0  1.01 1.0  1.0   

 
註 1：本公司最近五年度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註 2：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減除現金股冺後為現金淨流出數，故不予列示。 

註 3：計算公式： 

1.財務結構 

(1)負債佔資產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2)長期資金佔固定資產比率＝（股東權益淨額＋長期負債）／固定資產淨額。 

2.償債能力 

(1)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2)速動比率＝（流動資產－存貨－預付費用）／流動負債。 

(3)冺息保障倍數＝所得稅及冺息費用前純益／本期冺息支出。 

3.經營能力 

(1)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週轉率＝銷貨淨額／各期帄均應收款

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餘額。 

(2)帄均收現日數＝365／應收款項週轉率。 

(3)存貨週轉率＝銷貨成本／帄均存貨額。 

(4)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週轉率＝進貨淨額／各期帄均應付款

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餘額。 

(5)帄均銷貨日數＝365／存貨週轉率。 



 

 75 

(6)固定資產週轉率＝銷貨淨額／固定資產淨額。 

(7)總資產週轉率＝銷貨淨額／資產總額。 

4.獲冺能力 

(1)資產報酬率＝〔稅後損益＋冺息費用×（１－稅率）〕／帄均資產總額。 

(2)股東權益報酬率＝稅後損益／帄均股東權益淨額。 

(3)純益率＝稅後損益／銷貨淨額。 

(4)每股盈餘＝（稅後淨冺－特冸股股冺）／加權帄均已發行股數。(註 4) 

5.現金流量 

(1)現金流量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流動負債。 

(2)淨現金流量允當比率＝最近五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最近五年度(資本支出＋存貨增

加額＋現金股冺)。 

(3)現金再投資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現金股冺)／(固定資產毛額＋長期投資＋其他資

產＋營運資金)。(註 5) 

6.槓桿度： 

(1)營運槓桿度＝(營業收入淨額－變動營業成本及費用) ／營業冺益。(註 6) 

(2)財務槓桿度＝營業冺益／ (營業冺益－冺息費用)。 

註 4：上開每股盈餘之計算公式，在衡量時應特冸注意下列事項： 

1.以加權帄均普通股股數為準，而非以年底已發行股數為基礎。 

2.凡有現金增資或庫藏股交易者，應考慮其流通期間，計算加權帄均股數。 

3.凡有盈餘轉增資或資本公積轉增資者，在計算以往年度及半年度之每股盈餘時，應按增資比例

追溯調整，無庸考慮該增資之發行期間。 

4.若特冸股為不可轉換之累積特冸股，其當年度股冺（不論是否發放）應自稅後淨冺減除、或增

加稅後淨損。特冸股若為非累積性質，在有稅後淨冺之情況，特冸股股冺應自稅後淨冺減除；

如為虧損，則不必調整。 

註 5：現金流量分析在衡量時應特冸注意下列事項： 

1.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係指現金流量表中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數。 

2.資本支出係指每年資本投資之現金流出數。 

3.存貨增加數僅在期末餘額大於期初餘額時方予計入，若年底存貨減少，則以零計算。 

4.現金股冺包括普通股及特冸股之現金股冺。 

5.固定資產毛額係指扣除累計折舊前之固定資產總額。 

註 6：發行人應將各項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依性質區分為固定及變動，如有涉及估計或主觀冹斷，應

注意其合理性並維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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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年報補充資訊  

1.財務報告相關資產負債評價科目之評估 

資產負債評價科目 評估依據 評估基礎 
影響評價科目 

的主要原因 

1.備抵呆帳 
辨認應收帳款帳齡

表及評估減損情形 

依有減損之客觀證據

進行認列 

應收帳款可回收金

額發生變動 

2.備抵存貨跌價損失 存貨 LCM 評估表 
依成本與淨變現價值

差額進行提列 

基 本 金 屬 價 格 波

動，造成存貨淨變現

價值發生變動 

3.資產減損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投資標的淨值或不

動產、廠房及設備帳

面價值，及評估可回

收金額 

依評估結果與帳面價

值之差額進行提列 

依未來現金流量折

現所計算之可回收

金額發生變動 

 

2. 聘任會計師獨立性之評估 

本公司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規定應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民

國 102 年度經本公司評估，簽證會計師業已符合專業、負責及獨立性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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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最近年度財務報告之監察人查核報告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102年度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王國華會計師及廖阿甚會計

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連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派議案等表冊業經

本監察人查核完竣，尚無不合。爰依照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  

鑒察為荷。 

 

此致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3 年度股東常會 

 

監察人：黃福地(福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林文星(福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中 華 民 國 1 0 3 年 0 5 月 0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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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最近年度財務報表：請參閱附錄一。 

(六) 最近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請參閱附錄二。 

(七) 公司及其關係企業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如有發生財務週轉困難情事，應列

明其對公司財務狀況之影響：無。 

 

 

七、財務狀況及經營結果之檢討分析與風險管理 
(一) 財務狀況比較分析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02 年度 101 年度 

差    異 

金額 % 

流動資產 3,286,942  2,942,741  344,201  11.70  

基金及投資 1,224,441  1,251,842  -27,401  -2.19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271,743  1,131,619  140,124  12.38  

無形資產 77,429  77,140  289  0.37  

其他資產 337,587  211,762  125,825  59.42  

資產總額 6,198,142  5,615,104  583,038  10.38  

流動負債 1,368,666  1,124,977  243,689  21.66  

非流動負債 410,935  377,928  33,007  8.73  

負債總額 1,779,601  1,502,905  276,696  18.41  

股本 1,884,521  1,884,521  0  0.00  

資本公積 567,114  567,114  0  0.00  

保留盈餘 1,739,337  1,460,971  278,366  19.05  

其他權益 192,257  167,903  24,354  14.50  

非控制權益 35,312  31,690  3,622  11.43  

股東權益總額 4,418,541  4,112,199  306,342  7.45  

1.增減比例變動達 20%且變動金額達新台幣一仟萬元以上之分析說明： 

(1)102 年度其他資產增加，主係新增預付土地款 165,580。 

(2)102 年度流動負債增加，主係隨營業收入成長之相關生產購料應付款項增加所致。 

2.變動之影響：無重大影響。 

3.未來因應計畫：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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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營結果比較分析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02 年度 101 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總額 5,902,654  5,025,249  877,405  17.46  

銷貨退回及折讓 14,974  10,531  4,443  42.19  

營業收入淨額 5,887,680  5,014,718  872,962  17.41  

營業成本 4,935,013  4,111,286  823,727  20.04  

營業毛冺 952,667  903,432  49,235  5.45  

營業費用 644,166  542,225  101,941  18.80  

營業冺益 308,501  361,207  -52,706  -14.59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454,174  150,866  303,308  201.04  

稅前淨冺  762,675  512,073  250,602  48.94  

所得稅費用 170,363  102,019  68,344  66.99  

本期淨冺  592,312  410,054  182,258  44.45  

本期其他綜合冺益之稅後淨額 4,901  31,165  -26,264  -84.27  

本期綜合冺益總額 597,213  441,219  155,994  35.36  

1.增減比例變動達 20%且變動金額達新台幣一仟萬以上之分析說明： 

(1)102 年度營業成本增加，主係隨營業額增加。 

(2)102 年度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增加，主係認列上海工廠拆遷補償冺益。 

(3)102 年度稅前淨冺、所得稅費用及本期淨冺增加，主要係營業額增加及(2)的影響。 

(4)102 年度本期其他綜合冺益之稅後淨額減少，主係備供出售金融商品未實現評價

變動所致(102 呈現損失、101 呈現冺益)。 

(5)102 年度本期綜合冺益總額增加，主係(3)、(4)的綜合影響所致。 

2.預期未來一年度銷售數量及其依據：參酌歷年經驗及未來產業景氣發展趨勢後，

預計 103 年度銷售量 39,035 仟組。 

3.對公司未來財務業務之可能影響及因應計畫：無重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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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現金流量之檢討與分析表 

1.最近年度現金流量變動之分析說明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02 年度 101 年度 

變動情形 

金額 比率(%) 

淨現金流量 335,610 204,288 131,322 64 

(1)102 年度較 101 年度淨現金流量增加，主係營運穩定成長，現金持續流入。 

(2)流動性不足之改善計劃：本公司 102 年度現金充裕，尚無流動性不足之情事。 

 

2.未來一年現金流動性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期初現金
餘額 

預計全年來自營業

活動淨現金流入量 

預計全年現金
流出量 

預計現金剩
餘（不足）

數額 

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救

措施 

投資計劃 理財計劃 

878,729 730,708 516,536 1,092,901 - - 

(1)103年度現金流量變動情形分析： 

營業活動：預計無重大變動。 

投資活動：預計持續擴充設備及對外投資。 

融資活動：預計仍有現金股冺之現金流出。 

(2)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及流動性分析：預計103年度尚無現金不足額之
情形。 

 

(四) 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最近年度無重大資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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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最近年度轉投資政策其獲冺或虧損之主要原因、改善計劃及未來一年投資計畫： 

轉投資公司 投資金額 
持股 

比例 
投資政策 

獲冺或虧損主要原

因 
改善計劃 

未來一年投資

計劃 

艾德克(上海)商

貿有限公司 

人民幣 800 萬

元 
100% 推廣公司產品 

虧損係因尚屬新設

立時期 
無 無 

銘鈺精密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新台幣 1.1 億 5.06% 多角化經營 

獲冺係因營業狀況

良好 
無 無 

 

(六) 風險管理及評估 

1. 風險管理之組織架構： 

重要風險評估事項 第一層負責風控單位 第二層審議及控制機制 
董事會/稽

核室 

冺、匯率及財務風險 財務部 總經理室 

董事會： 

(風控評估

與決策最終

機制) 

稽核室： 

(風險檢

查、評估、

改善追蹤、

報告) 

原物料價格變化 採購部 事業群本部 

新產品開發、改良、替

代用料 
研發品保中心 研發會議 

品質異常狀況 研發品保中心 品質會議 

生產排程 生管部 產銷會議 

轉投資評估 總經理室 財務部 

公司標準及法規遵守 各級主管 稽核 

訴訟及非訟事項 法務 總經理室 

董監及大股東股權移動 股務 財務部 

董事會議事執行與管理 股務 總經理室 

 

2. 冺率、匯率變動、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民國 102 年度，受到美國減少購債計畫，中國經濟疲弱影響，導致台幣貶值，國際

原油及基本金屬亦受到影響導致價格下跌，對公司發展較有冺，惟人民幣匯率升值

則影響到本公司毛冺率的表現。本公司除了繼續維持適度的避險政策外，並積極持

續的推動 VA/VE、開發新產品等可提昇公司整體價值之改善專案，以強化競爭力。

因應措施如下: 

 (1)冺率風險因應措施： 

本公司因獲冺穩定、營運資金充足，尚無重大銀行借款，故冺率變動之主要影

響在於資金運用之投資報酬率。目前營運資金除承作一般定存或類貨幣型債券

基金外，尚有部分投資於歷年配息穩定之價值型股票，以提高資金運用報酬率。 

(2)匯率變動風險因應措施： 

本公司以外銷為主，一直非常重視匯率之變動。惟，國際美元偏弱之趨勢，對於

本公司造成一定範圍之影響。本公司將持續配合適度的避險性外匯預售操作，期

望將匯率波動之風險降到最低。 

(3)通貨膨脹風險因應措施： 

受到國際能源及大宗物資之價格上漲，公司內部持續檢討各項能源耗用之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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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並透過研發替代性材質、控制對外採購成本、減少製程中不必要之浪費等

措施，期望減輕原材料成本上漲所帶來之壓力。 

3.  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政策、

獲冺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 

本公司訂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以嚴格規範禁止從事高風險、高槓

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之行為均依公司所訂之相關作業程序辦理。 

衍生性商品交易係為外匯選擇權、遠期外匯交易及大宗原材料金屬期貨選擇權，

目的在規避外幣債權因匯率變動所產生之風險及降低金屬原材料成本因市場價格

變動過大所產生之風險，以能夠規避大部份市場價格風險為目的。 

4.未來產品開發計劃及預計投入之費用： 

(1)機械門鎖： 

   a.家用輕型門鎖以北美市場為主要目標，以新開發完成之 Grade 2 結構、現有之

Grade 3 結構為基礎、提供更廣泛的產品搭配彈性為主軸，盡量滿足客戶對於

外觀、機構強度、配件…等要求。 

b.商用中、重型門鎖，以 ANSI Grade 1 以及通過 UL 防火認證之產品為重點，持

續新增不同功能、擴大市場涵蓋率、並朝向高技術門檻、高附加價值之目標邁

進。 

   c.歐規鎖匣亦為發展重點之一，主要因應中國市場迅速成長，歐規 mortise、多點

式防爆門鎖產品成為主要需求，初期計畫以現有歐規 mortise 為貣步產品，配

合智慧型電子鎖產品，開發新 mortise 鎖匣；中期以多點式防爆門鎖為主要目

標，將產品線延伸至高單價產品區塊。 

(2)電子門鎖： 

a.家用按鍵式電子輔助鎖、帄把手鎖、無線射頻產品..等，已開始於市場進行銷

售，後續並計畫推出觸控式產品，搶占主流商機、提高產品附加價值。 

b.隨著家庭自動化帄台的發展在北美市場日漸成熟，公司也將家庭自動化        

帄台中的門鎖，列入開發重點之一，未來產品規格可能具備 Z-wave、Zigbee、

或 Bluetooth 等通訊技術，隨著市場趨勢進入帄台業者的產品清單中。 

c.商用電子門鎖領域向來需要高度的機電與軟體整合能力，本公司結合機械門鎖

的製造優勢、開發能力、與合作夥伴的專業支援，針對商用電子門鎖的開發，

進行全面性的評估，希望推出的產品，能同時滿足不同使用環境的需求、提供

完整的解決方案。 

 (3)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103 年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為 180,000 仟元，較 102 年增

加 11.2%。 

5.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近年來並未因國內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致影響財務、業務之運作。且主要

銷售市場以歐美地區已開發國家為主，其法律及重大政策亦較其他地區穩定，故不

致對公司之財務、業務有重大影響。 

6.科技改變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1)本公司數年前已導入電子化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ERP，以提供即時及整合性的資

訊，來快速回應市場需求及修正公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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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年來消費者對於門鎖的要求，不論是在安全、功能、外觀等各方面的要求，均

有顯著的提高，特冸是有冸於傳統式機械門鎖的電子式門鎖，市場需求有逐年增

溫之跡象。為開拓此一門鎖新藍海，並持續保持市場領導地位，本公司正有計畫

地積極拓展附加價值更高之電子門鎖領域，電子門鎖將成為本公司未來之冺基型

產品。 

 

7. 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理之影響及因應措施：無此情事。 

 

8. 進行併購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無重大併購案。 

 

9. 擴充廠房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無此情事。 

 

10.進貨或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無此情事。 

 

11.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之大量移轉或更換對公司之影

響、風險及因應措施：無此情事。 

 

12.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無此情事。 

 

13.訴訟或非訟事件： 

公司及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實質負責人、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

及從屬公司已冹決確定或尚在繫屬中之重大訴訟、非訟或行政爭訟事件，其結果可

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無此情事。 

 

14.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無其他重大風險。 

 

(七) 其他重要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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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特冸記載事項                         

(一) 關係企業相關資料 

1.關係企業組織概況 

(1) 關係企業組織圖                          資料截止日：102 年 12 月 31 日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100%

馬斯特投資有限公司
Master United Investment Group Ltd.

100%

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公司
Ziyong Hardware Products (Taichang) 

Co., Ltd.

100%

福興美國股份有限公司
Fu Hsing Americas, INC.

100%

福弘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Formflex Enterprise Co., Ltd.

100%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Formflex Metal Industrial (Changshu) Co., 

Ltd.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投資架構圖

51%

福承工業有限公司
Fortune Industrial Ltd.

70%

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ARCTEK Industrial Co., Ltd.

70%
銳昇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
常熟福誠包裝材料有限公司
ChangShu Fortune Packing 

Material Co., Ltd.

100%
艾德克(上海)商貿有限公司

Arctek(Shanghai)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100%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Fortress Industrial Co.,Ltd.

 
 

 

(2) 依公司法第 369 條之 3 推定有控制與從屬關係公司：無此情事。 

(3)依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及關係報告書編制準則第 6

條規定，有控制及從屬關係之公司：無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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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係企業基本資料                            資料截止日：102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企業名稱 

Name of Enterprise 

設立日期 

Founding Date 

地址 

Address 

實收資本額 

capital 

主要營業或生産專案 

Business Scope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46 年 11 月 23 日 高雄市岡山區育才路 88 號 $  1,884,5211 

主係從事金屬家俱、機械、門
鎖及門用金屬品、運動器材、

車輛配件及模具等之製造與銷
售，及代理國內外廠商前各有
關產品之報價投標，經銷外銷

業務。 

福興美國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88 年 5 月 25 日 

1000 Satellite Boulevard 

Suite # 101, Suwanee, 

GA30024 

      9,637 
有關門鎖及關門器之相關產品
配銷 

馬斯特投資有限公司 民國 87 年 1 月 23 日 

P.O.BOX3321,Road 

Town,Tortola,BRITISH 

VIRGIN ISLANDS 

    538,240 各項事業之轉投資 

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公

司 
民國 87 年 3 月 27 日 

中國江蘇省太倉市城廂鎮南

郊區 204 國道旁 
    512,839 

生產銷售建築五金件、汽車零

件等五金製品加工業務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01 年 5 月 16 日 
彰化縣北斗鎮大新里新工

一路 103 號 
  225,000 

負責關門器、天地鉸鏈等產品

之研發、製造、銷售、服務等

業務 

艾德克(上海)商貿有限公司 民國 101 年 3 月 16 日 
上海市普陀區丹巴路 98 弄

7 号龍裕財富中心 105 
  37,078 

銷售關門器及天地鉸鏈之相關

產品 

福弘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94 年 2 月 1 日 
Level2, Lotemau Centre, 

Vaea Street, Apia, Samoa 
    595,185 各項事業之轉投資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

司 
民國 94 年 5 月 12 日 

中國江蘇省常熟東南開發區

黃浦江路 68 號 
    558,487 生產銷售五金零件 

福承工業有限公司 民國 96 年 3 月 30 日 
Level2, Lotemau Centre, 

Vaea Street, Apia, Samoa 
     13,133 各項事業之轉投資 

常熟福誠包裝材料有限公司 民國 96 年 10 月 11 日 
中國江蘇省常熟東南開發區

黃浦江路 68 號 
     13,133 

塑膠製品生產、塑膠製品包裝

材料生產 

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83 年 7 月 27 日 彰化縣北斗鎮新工路 76 號      18,000 生產銷售天地絞鏈之相關產品 

銳昇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98 年 4 月 28 日 彰化縣北斗鎮新工路 76 號       7,200 
天地絞鏈之相關產品之製造加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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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者其相同股東資料：無 

4.整體關係企業經營業務所涵蓋之行業 

(1) 公司與關係企業經營之業務：包括製造業、投資業等。 

(2) 本公司主係從事門鎖及門用金屬品等之製造及銷售。茲就民國 102 年度與關係

企業間所經營業務往來分工說明如下： 

進銷貨交易情形 

A.本公司銷售商品予子公司新臺幣 53,040 仟元、銷售勞務予子公司新臺幣

24,074 仟元。 

B.本公司向子公司購買商品新台幣 979,986 仟元、向子公司取得勞務新臺幣

53,974 仟元。 

5.背書保證情形                                                   單位：仟元 
被背書保證對象 

對單一企業

背書保證之

限額 

本期最高

背書保證

餘額 

期末背

書保證

餘額 

實際動

支金額 

以財產擔

保之背書

保證金額 

累計背書保

證金額佔最

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之比

率 

背書保證

最高限額 

備註 
公司名稱 關係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註 1  $876,646   $88,950   $88,950  $ - - 2 
 

$1,314,969  
註 2 

福弘金屬工業(常

熟)有限公司 

 

註 1 1,314,969  180,750  180,750  90,375  - 4 1,314,969  註 2 

 

註 1：背書保證者與被背書保證對象之關係，係屬直接持有普通股股權超過 50%之子公司。  

註 2：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不得超過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 30%；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額度，以不超過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 20%為限，惟對海外單一聯屬公司以不超過淨值 30%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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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各關係企業董事、監察人及總經理資料         資料截止日：102 年 12 月 31 日 

企業名稱 職稱 姓名或代表人 
持有股數 

股數(股) 持股比例(%) 

台灣福興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林瑞章 1,624,978 0.86 

董事兼總經理 陳建昆 675,132 0.36 

董事(福致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Michael A.Hoer 10,091,307 5.35 

董事(福致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劉如山 10,091,307 5.35 

董事兼事業群總經理 

(弘和投資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朱榮和 1,827,000 0.97 

監察人(福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林文星 2,697,185 1.43 

監察人(福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黃福地 2,697,185 1.43 

福興美國股份有
限公司 

董事長(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 

董事(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朱榮和 

林瑞章 
300,000 100 

馬斯特投資有限
公司 

董事長(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 

陳建昆 15,600,000 100 

資勇五金製品(太
倉)有限公司 

董事長(馬斯特投資有限公司代表
人) 

董事(馬斯特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 

董事(馬斯特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 

董事(馬斯特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 

董事馬斯特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 

陳建昆 

 

林文星 

林登財 

林文玉 

朱榮和 

係有限公司，
故不適用 100 

福弘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董事長(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 

陳建昆 24,079,000 100 

合興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董事長(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 

林瑞章 22,500,000 100 

副董事長(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 

朱榮和 22,500,000 100 

董事(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陳建昆 22,500,000 100 

董事(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劉如山 22,500,000 100 

董事(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林子軒 22,500,000 100 

監察人(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 

黃福地 22,500,000 100 

監察人(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李國偉 22,500,000 100 

艾德克 (上海 )商
貿有限公司 

董事長(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
公司代表人) 

朱榮和 

係有限公司，
故不適用 

100 

董事(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公
司代表人) 

林瑞章 100 

董事(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公
司代表人) 

陳建昆 100 

董事(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公
司代表人) 

林登財 100 

監察人(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
公司代表人) 

黃君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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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名稱 職稱 姓名或代表人 
持有股數 

股數(股) 持股比例(%) 

福 弘 金 屬 工 業
(常熟)有限公司 

董事長(福弘國際有限公司代表人) 

董事(福弘國際有限公司代表人) 

董事(福弘國際有限公司代表人) 

董事(福弘國際有限公司代表人) 

董事(福弘國際有限公司代表人) 

陳建昆 

林文玉 

林登財 

朱榮和 

林文星 

係有限公司，

故不適用 
100 

福承工業有限公
司 

董事長 

董事(福弘國際有限公司代表人) 

董事(福弘國際有限公司代表人) 

蔡清欽 

林登財 

林文玉 

係有限公司，

故不適用 

49 
      51 

－ 

常熟福誠包裝材
料有限公司 

董事長 

董事(福承工業有限公司代表人) 

董事(福承工業有限公司代表人) 

蔡清欽 

林登財 

林文玉 

係有限公司，
故不適用 

49 
      51 

－ 

朕豪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董事長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監察人 

監察人 

林瑞章 

陳建昆 

朱榮和 

林圳賢 

曹永專 

林子軒 

李國偉 

0 

0 

0 

0 

180 

0 

0 

0 

0 

0 

0 

10 

0 
0 

銳昇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董事長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監察人 

陳建昆 

朱榮和 

曹永專 

戴旭松 

戴立凱 

李國偉 

0 

0 

0 

120,000 

60,000 

0 

0 

0 

0 

20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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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各關係企業之財務狀況及營業成果              資料截止日：102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企業名稱 資本額 資產總值 負債總額 淨值 營業收入 營業損益 
本期損益 每股盈餘(虧損) 

(稅後) (新臺幣元)(稅後) 

台灣福興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1,884,521 5,544,721 1,161,492 4,383,229 3,853,599 172,376 580,998 3.08 

福興美國股份

有限公司 
9,637 109,884 49,236 60,648 49,854 7,461 10,302 34.34 

馬斯特投資有

限公司 538,240 889,498 71,750 817,748 - (54) 41,956 (註) 

資勇五金製品

(太倉)有限公司 
512,839 1,038,894 221,170 817,724 920,840 76,534 42,010 

(註) 

艾德克  (上海) 

商貿有限公司 
37,078 50,464 35,926 14,538 13,822 (17,205) (15,985) (註) 

福弘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752,987 630,347 12,972 617,375 4,656 161 (40,319) (註) 

福弘金屬工業

(常熟)有限公司 
735,090 1,146,716 552,547 594,169 1,392,366 (23,229) (40,358) 

(註) 

福承工業有限

公司 
13,133 17,364 - 18,364 - (30) (529) 

(註) 

常熟福誠包裝

材料有限公司 
13,133 35,059 16,919 18,140 39,463 (213) (499) 

(註) 

朕豪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18,000 138,940 73,565 65,375 303,101 30,433 32,046 

17,803.45 

銳昇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7,200 29,050 4,561 24,489 27,064 10,761 8,685 

12.06 

合興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225,000 759,675 278,868 480,807 1,177,072 64,055 70,690 

3.14 

註: 係有限公司，故不適用。 

  

     

(二) 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無。 

(三)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登日止，子公司持有或處分本公司股票情形：無。 

(四) 其他必要補充說明事項：無。 

九、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發生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第 2 項第 2 款所訂對

股東權益及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無。 

 

 



 

~4~ 

 
會計師查核報告 

(103)財審報字第 13003344號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2年 12月 31日、民國 101年 12月 31日及 1月 1日之個

體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個體綜合損益表、個體權益變

動表及個體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個體財務報告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

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財務報告表示意見。 貴公司民國 102年及 101年度部

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暨附註十三所揭露之部分轉投資事業相關資訊，係依其他會計師查核之

財務報告評價及揭露，本會計師並未查核該等財務報告；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度依據其他會計

師查核之財務報告所認列之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分別為新台

幣 27,205 仟元及 35,338 仟元，截至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民國 101 年 12 月 31 日及 1 月 1

日止，其相關之採用權益法之投資餘額分別為新台幣 141,843 仟元、143,711 仟元及 293,568

仟元。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

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財務報告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

告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

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告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

報告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第一段所述個體財

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台灣福興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民國 101 年 12 月 31 日及 1 月 1 日之財務狀況，暨

民國 102年及 101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之財務績效與現金流量。 

資  誠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王國華 

會計師           

廖阿甚 

 

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核准簽證文號：(87)台財證(六)第 68790號 
前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核准簽證文號：金管證審字第 1010015969號 

 
中 華 民 國 1 0 3 年 3 月 2 8 日  



台 灣 福 興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個  體  資  產  負  債  表 

民國 102年 12月 31日及民國 101年 12月 31日、1月 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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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 12 月 31 日   101 年 12 月 31 日   1 0 1  年  1  月  1  日  
 資            產  附註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流動資產                        

1100 現金及約當現金  六(一)  $ 203,379   4   $ 321,156   6   $ 204,719   4  

111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

資產－流動 

 六(二) 

  266,624   5    357,096   7    422,384   9  

1150 應收票據淨額     13,252   -    25,813   -    28,657   -  

1170 應收帳款淨額  六(三)   732,613   13    375,809   7    222,927   5  

1180 應收帳款－關係人淨額  七(一)   51,333   1    314,517   6    221,165   5  

1210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七(一)   43,009   1    109,980   2    133,847   3  

130X 存貨  六(四)   296,674   5    408,887   8    302,045   6  

1476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     17,154   -    56,855   1    12,617   -  

1479 其他流動資產－其他     30,465   1    35,498   1    33,594   1  

11XX 流動資產合計     1,654,503   30    2,005,611   38    1,581,955   33  

 非流動資產                        

1523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六(五)及

八   328,927   6    558,339   11    290,375   6  

1543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六(六)   133,567   2    166,293   4    204,323   5  

1546 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非流動  六(七)   60,960   1    60,960   1    60,960   1  

155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六(八)   2,769,535   50    1,829,918   35    1,996,111   42  

16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六(九)及

七(一)   361,956   7    527,075   10    550,846   12  

1780 無形資產     2,683   -    698   -    1,081   -  

1840 遞延所得稅資產  六(二十

二)   53,142   1    59,010   1    53,757   1  

1980 其他金融資產－非流動     11,409   -    6,909   -    6,742   -  

1990 其他非流動資產－其他  六(十)   168,039   3    1,887   -    6,955   -  

15XX 非流動資產合計     3,890,218   70    3,211,089   62    3,171,150   67  

1XXX 資產總計    $ 5,544,721   100   $ 5,216,700   100   $ 4,753,105   100  
 

(續 次 頁)



台 灣 福 興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個  體  資  產  負  債  表 

民國 102年 12月 31日及民國 101年 12月 31日、1月 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請參閱後附個體財務報告附註暨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王國華、廖阿甚會計師民國 103年 3月 28日查核報告。 

 

 
 董事長：林瑞章 經理人：陳建昆 會計主管：李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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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 12 月 31 日   101 年 12 月 31 日   1 0 1  年  1  月  1  日  
 負債及權益  附註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流動負債                        

212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

負債－流動 

 六(二) 

 $ 6   -   $ 25,881   1   $ 2,032   -  

2150 應付票據     108,757   2    225,403   4    133,476   3  

2170 應付帳款     151,616   3    248,988   5    189,137   4  

2180 應付帳款－關係人  七(一)   272,696   5    38,021   1    29,280   -  

2200 其他應付款  六(十一)   168,960   3    196,440   4    137,562   3  

2220 其他應付款項－關係人  七(一)   42,027   1    2,112   -    -   -  

2230 當期所得稅負債     18,093   -    14,709   -    29,567   1  

2399 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4,618   -    6,709   -    7,525   -  

21XX 流動負債合計     766,773   14    758,263   15    528,579   11  

 非流動負債                        

2570 遞延所得稅負債  六(二十

二)   131,439   2    78,784   1    71,517   1  

2640 應計退休金負債  六(十二)   263,280   5    299,144   6    276,716   6  

25XX 非流動負債合計     394,719   7    377,928   7    348,233   7  

2XXX 負債總計     1,161,492   21    1,136,191   22    876,812   18  

 權益                        

 股本  六(十三)                      

3110 普通股股本     1,884,521   34    1,884,521   36    1,884,521   40  

 資本公積  六(十四)                      

3200 資本公積     567,114   10    567,114   11    567,114   12  

 保留盈餘  六(十五)                      

3310 法定盈餘公積     640,915   11    602,270   12    570,419   12  

3320 特別盈餘公積     48,991   1    48,991   1    48,991   1  

3350 未分配盈餘     1,049,431   19    809,710   15    709,223   15  

 其他權益  六(十六)                      

3400 其他權益     192,257   4    167,903   3    96,025   2  

3XXX 權益總計     4,383,229   79    4,080,509   78    3,876,293   82  

 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九                      

 負債及權益總計    $ 5,544,721   100   $ 5,216,700   100   $ 4,753,105   100   



台 灣 福 興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個  體  綜  合  損  益  表 

民國 102 年及 101年 1 月 1日至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除每股盈餘為新台幣元外) 
 

請參閱後附個體財務報告附註暨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王國華、廖阿甚會計師民國 103年 3月 28日查核報告。 

 
 

 董事長：林瑞章 經理人：陳建昆 會計主管：李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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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項目  附註  金 額   %   金 額   %  

4000 營業收入  六(十七)及七
(一)  $ 3,853,599   100   $ 3,792,822   100  

5000 營業成本  六(四)(二
十)(二十一)及
七(一) (  3,290,520 ) ( 86 ) (  3,150,577 ) ( 83 ) 

5900 營業毛利     563,079   14    642,245   17  
 營業費用  六(二十)(二十

一)及七(一)               
6100 推銷費用   (  156,728 ) ( 4 ) (  111,769 ) ( 3 ) 
6200 管理費用   (  146,863 ) ( 4 ) (  170,818 ) ( 5 )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  87,112 ) ( 2 ) (  91,924 ) ( 2 ) 
6000 營業費用合計   (  390,703 ) ( 10 ) (  374,511 ) ( 10 ) 
6900 營業利益     172,376   4    267,734   7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010 其他收入  六(十八)   46,961   1    60,659   1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六(十九)   94,115   3  (  2,400 )  -  
7050 財務成本   (  31 )  -  (  3 )  -  
707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

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
份額 

 六(八) 

  391,667   10    136,988   4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532,712   14    195,244   5  
7900 稅前淨利     705,088   18    462,978   12  
7950 所得稅費用  六(二十二) (  124,090 ) ( 3 ) (  64,320 ) ( 2 ) 
8200 本期淨利    $ 580,998   15   $ 398,658   10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8310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

算之兌換差額 
  

 $ 80,071   2  ( $ 40,155 ) ( 1 ) 
8325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

評價(損失)利益 
 六(五) 

(  78,366 ) ( 2 )   128,499   3  
8360 確定福利計畫精算損失  六(十二) (  21,050 ) ( 1 ) (  48,407 ) ( 1 ) 
838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

司、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他
綜合損益份額 

  

  20,166   1  (  16,466 )  -  
8399 與其他綜合損益組成部分

相關之所得稅 
 六(二十二) 

  3,579   -    8,229   -  
8300 本期其他綜合利益之稅後淨

額 
  

 $ 4,400   -   $ 31,700   1  

8500 本期綜合利益總額    $ 585,398   15   $ 430,358   11  

            
 基本每股盈餘  六(二十三)         
9750 基本每股盈餘    $ 3.08   $ 2.12  

 稀釋每股盈餘           
9850 稀釋每股盈餘    $ 3.07   $ 2.10   



台 灣 福 興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個 體 權 益 變 動 表 

民國 102 年及 101年 1 月 1日至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保 留 盈 餘  其 他 權 益    

  

附 註 

 

普通股股本 

 

資本公積－ 
發 行 溢 價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特 別 盈 餘 
公 積 

 

未分配盈餘 

 國外營運機 
構財務報表 
換算之兌換 
差 額 

 
備供出售金 
融資產未實 
現 損 益 

 

合 計 
 

註：民國 101 年及 100 年度董監酬勞$9,344 及$4,777 暨員工紅利$23,359 及$15,295 已分別於損益表中扣除。 
 

請參閱後附個體財務報告附註暨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王國華、廖阿甚會計師民國 103年 3月 28 日查核報告。 
 
 

 董事長：林瑞章 經理人：陳建昆 會計主管：李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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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101   年   度                                   

  民國 101年 1 月 1日餘額     $ 1,884,521    $ 567,114    $ 570,419    $ 48,991    $ 709,223    $ -    $ 96,025    $ 3,876,293  

  民國 100年度盈餘指撥及分
配(註)： 

 六(十五)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    -    31,851    -   ( 31,851 )   -    -    -  

    發放現金股利     -    -    -    -   ( 226,142 )   -    -   ( 226,142 ) 

  民國 101年度稅後淨利     -    -    -    -    398,658    -    -    398,658  

  民國 101 年度其他綜合損失  六(五)(十
二)(十六)   -    -    -    -   ( 40,178 )  ( 56,621 )   128,499    31,700  

  民國 101年 12月 31 日餘額     $ 1,884,521    $ 567,114    $ 602,270    $ 48,991    $ 809,710   ( $ 56,621 )   $ 224,524    $ 4,080,509  

民   國   102   年   度                                   

  民國 102年 1 月 1日餘額     $ 1,884,521    $ 567,114    $ 602,270    $ 48,991    $ 809,710   ( $ 56,621 )   $ 224,524    $ 4,080,509  

  民國 101年度盈餘指撥及分
配(註)： 

 六(十五)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    -    38,645    -   ( 38,645 )   -    -    -  

    發放現金股利     -    -    -    -   ( 282,678 )   -    -   ( 282,678 ) 

  民國 102年度稅後淨利     -    -    -    -    580,998    -    -    580,998  

  民國 102年度其他綜合損失  六(五)(十
二)(十六)   -    -    -    -   ( 19,954 )   102,720   ( 78,366 )   4,400  

  民國 102年 12月 31 日餘額     $ 1,884,521    $ 567,114    $ 640,915    $ 48,991    $ 1,049,431    $ 46,099    $ 146,158    $ 4,383,229    



台 灣 福 興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個  體  現  金  流  量  表 

民國 102 年及 101年 1 月 1日至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附註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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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    $ 705,088    $ 462,978  

    調整項目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六(九)(二十)   32,236     57,107  

      攤銷費用  六(二十)   2,512     514  

      呆帳費用提列(轉列收入)數  六(三)   129   (  802 )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及負債

之淨損失(利益) 

 六(二)(十九) 

  2,932   (  15,322 ) 

      利息收入   (  1,245 )  (  1,277 ) 

      股利收入   (  29,258 )  (  38,991 )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

利益 

  

(  391,667 )  (  136,988 )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  六(二十) (  196 )  (  50 ) 

      財務成本     31     3  

      處分投資利益  六(二)(五)(十九) (  101,999 )  (  4,609 ) 

      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六(六)   27,435     -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減少     63,833     109,067  

        應收票據淨額     12,561     2,844  

        應收帳款增加   (  541,568 )  (  152,080 ) 

        應收帳款－關係人減少(增加)     258,315   (  93,352 )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減少(增加)     12,669   (  29,724 ) 

        存貨減少(增加)     44,410   (  106,842 )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減少(增加)     39,714   (  12,760 ) 

        其他流動資產－其他增加   (  442 )  (  1,904 )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應付票據(減少)增加   (  36,423 )    91,927  

        應付帳款(減少)增加   (  46,536 )    59,851  

        應付帳款－關係人增加     266,772     8,741  

        其他應付款(減少)增加   (  10,528 )    60,947  

        其他應付款項－關係人     39,915     2,112  

        其他流動負債－其他增加(減少)     450   (  816 ) 

        應付退休金負債減少   (  44,508 )  (  25,979 )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304,632     234,595  

    收取之利息     1,232     1,215  

    收取之股利     194,407     176,393  

    支付之利息   (  31 )  (  3 ) 

    支付之所得稅   (  58,604 )  (  68,935 )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441,636     343,265  

 

(續 次 頁)



台 灣 福 興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個  體  現  金  流  量  表 

民國 102 年及 101年 1 月 1日至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附註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請參閱後附個體財務報告附註暨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王國華、廖阿甚會計師民國 103年 3月 28日查核報告。 

 
 

 董事長：林瑞章 經理人：陳建昆 會計主管：李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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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處分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價款    $ 250,877    $ -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減資退回股款     2,563     37,073  

  增加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  146,602 )  (  12,199 ) 

  採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減資退回股款     -     1,942  

  因合併產生之現金流入  六(二十五)   -     3,106  

  因分割支付之現金流出  六(二十五) (  180,413 )    -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六(二十五) (  12,227 )  (  20,637 )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六(二十)   2,055     65  

  取得無形資產   (  4,428 )    -  

  其他金融資產－非流動增加   (  4,500 )  (  167 ) 

  其他非流動資產－其他增加   (  184,060 )  (  9,869 )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  276,735 )  (  686 )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發放現金股利  六(十五) (  282,678 )  (  226,142 )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  282,678 )  (  226,142 )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減少)增加數   (  117,777 )    116,437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321,156     204,719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203,379    $ 3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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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個  體  財  務  報  告  附  註  

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除特別註明者外 ) 

一、公司沿革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本公司」)設立於民國 46 年 11 月 23 日，

主要營業項目係從事金屬傢俱、門鎖及門用金屬品 (關門器 )、運動器材、車輛

配件及模具等之製造與銷售，及代理國內外廠商前各有關產品之報價投標經銷

外銷業務。  

本公司股票自民國 84 年 3 月 15 日起在臺灣證券交易所買賣。  

本公司於民國 101 年 3 月 16 日經董事會決議同意依企業併購法第 19 條規定，

以民國 101 年 6 月 30 日為合併基準日，與本公司轉投資持股 100%之子公司台貿

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台貿」 )進行簡易合併，合併後台貿為消滅

公司，本公司為存續公司。  

本公司為進行組織調整及專業分工，以強化企業核心競爭力之目的，於民國 101

年 3 月 16 日經董事會決議，以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為分割基準日，將彰化分公

司之資產、負債及營業分割讓與本公司 100%轉投資之子公司－合興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以下簡稱合興公司 )，由合興公司發行 22,400 仟股以受讓本公司彰化分

公司之營業價值計 $409,231。  

二、通過財務報告之日期及程序  

本個體財務報告已於民國 103 年 3 月 28 日經董事會通過發布。  

三、新發布及修訂準則及解釋之適用  

(一 )已採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金管會」 )認可之新發布、修正後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影響  

本年度係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故不適用。  

(二 )尚未採用金管會認可之新發布、修正後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影響  

1.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金融資產分類與衡量」  

(1)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於民國 98年 11月發布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號，

生效日為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得提前適用。(惟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於民國 102 年 11 月 19 日業已刪除強制適用日期，得立即選擇適用 )

此準則雖經金管會認可，惟金管會規定我國於民國 102 年適用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時，企業不得提前採用此準則，應採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認列與衡量」 2009 年版本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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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準則係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之第一階段。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提出金融工具分類及衡量之新規定，且可能影響本公司金融工具

之會計處理。  

(3)本公司尚未評估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之整體影響，故暫時無法合

理估計對本公司合併財務報告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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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發布，但尚未經金管會認可，實際適用應以金管會

規定為準之新準則、解釋及修正之影響評估如下：  

 

 

 新準則、解釋及修正  主要修正內容  IASB發布之生效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7號之

比較揭露對首次採用者之有

限度豁免(修正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1號)

允許企業首次適用IFRSs時，得選

擇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揭露」之過渡規定，

無須揭露比較資訊。

民國99年7月1日

2010年對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之改善

修正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3及7

號、國際會計準則第1及34號及國

際財務報導解釋第13號相關規定。

民國100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金融負債分類

及衡量」

要求指定公允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

金融負債須將與該金融負債發行人

本身有關之信用風險所產生之公允

價值變動反映於「其他綜合損益」

，且於除列時其相關損益不得轉列

當期損益。除非於原始認列時，即

有合理之證據顯示若將該公允價值

變動反映於「其他綜合損益」，會

造成重大之會計配比不當(不一致)

，則可反映於「當期損益」。(該

評估僅可於原始認列時決定，續後

不得再重評估)。

民國102年11月19日

(非強制)

揭露-金融資產之移轉(修正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7號)

增加對所有於報導日存在之未除列

之已移轉金融資產及對已移轉資產

之任何持續參與提供額外之量化及

質性揭露。

民國100年7月1日

嚴重高度通貨膨脹及首次採

用者固定日期之移除(修正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號)

當企業之轉換日在功能性貨幣正常

化日以後，該企業得選擇以轉換日

之公允價值衡量所持有功能性貨幣

正常化日前之所有資產及負債。此

修正亦允許企業自轉換日起，推延

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

具」之除列規定及首次採用者得不

必追溯調整認列首日利益。

民國10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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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準則、解釋及修正  主要修正內容  IASB發布之生效日

遞延所得稅：標的資產之回

收(修正國際會計準則第12

號)

以公允價值衡量之投資性不動產之

資產價值應預設係經由出售回收，

除非有其他可反駁此假設之證據存

在。此外，此修正亦取代了原解釋

公告第21號「所得稅：重估價非折

舊性資產之回收」。

民國101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0號

「合併財務報表」

該準則係在現有架構下重新定義控

制之原則，建立以控制作為決定那

些個體應納入合併財務報告之基

礎；並提供當不易判斷控制時，如

何決定控制之額外指引。

民國102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1號

「聯合協議」

於判斷聯合協議之類型時，不再只

是著重其法律形式而是依合約性權

利與義務以決定分類為聯合營運或

是合資，且廢除合資得採用比例合

併之選擇。

民國102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2號

「對其他個體權益之揭露」

該準則涵蓋所有對其他個體權益之

揭露，包含子公司、聯合協議、關

聯企業及未合併結構型個體。

民國102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單獨

財務報表」(2011年修正)

刪除合併財務報表之規定，相關規

定移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0號

「合併財務報表」。

民國102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投資

關聯企業及合資」(2011年

修正)

配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1號「聯

合協議」之訂定，納入合資採用權

益法之相關規定。

民國102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3號

「公允價值衡量」

定義公允價值，於單一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中訂定衡量公允價值之架構

，並規定有關公允價值衡量之揭露

，藉以減少衡量公允價值及揭露有

關公允價值衡量資訊之不一致及實

務分歧，惟並未改變其他準則已規

定之公允價值衡量。

民國102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員工

給付」(2011年修正)

刪除緩衝區法並於精算損益發生期

間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及規定所

有前期服務成本立即認列，並以折

現率乘以淨確定給付負債(資產）

計算而得之淨利息取代利息成本及

計畫資產之預期報酬，且除淨利息

外之計畫資產報酬列入其他綜合損

益。

民國102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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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準則、解釋及修正  主要修正內容  IASB發布之生效日

其他綜合損益項目之表達

(修正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

此修正將綜合損益表之表達，分為

「損益」及「其他綜合損益」兩節

，且要求「其他綜合損益」節應將

後續不重分類至損益者及於符合特

定條件時，後續將重分類至損益者

予以區分。

民國101年7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20號

「露天礦場於生產階段之剝

除成本」

符合特定條件之剝除活動成本應認

列為「剝除活動資產」。剝除活動

之效益係以產生存貨之形式實現之

範圍內，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2號

「存貨」規定處理。

民國102年1月1日

揭露-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之互抵(修正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第7號)

應揭露能評估淨額交割約定對企業

財務狀況之影響或潛在影響之量化

資訊。

民國102年1月1日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互抵

(修正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

釐清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中「目前

有法律上可執行之權利將所認列之

金額互抵」及「在總額交割機制下

，亦可視為淨額交割之特定條件」

的相關規定。

民國103年1月1日

政府貸款(修正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1號)

首次採用者對於在轉換日既存之政

府貸款，推延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第9號「金融工具」及國際會計

準則第20「政府補助之會計及政府

輔助之揭露」之規定處理，且於轉

換日既存低於市場利率之政府貸款

之利益不應認列為政府補助。

民國102年1月1日

2009-2011年對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之改善

修正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號和國

際會計準則第1、16、32及34號相

關規定。

民國102年1月1日

合併財務報表、聯合協議及

對其他個體權益之揭露過渡

指引(修正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第10、11及12號)

明確定義所謂「首次適用日」，係

指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0、11及12

號首次適用之年度報導期間之首

日。

民國102年1月1日

投資個體(修正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10及12號和國際會

計準則第27號)

定義何謂「投資個體」及其典型特

性。符合投資個體定義之母公司，

不應合併其子公司而應適用透過損

益按公允價值衡量其子公司。

民國103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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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現正評估上述新準則、解釋及修正之潛在影響，故暫時無法合理估

計對本個體合併財務報告之影響。  

 新準則、解釋及修正  主要修正內容  IASB發布之生效日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21號

「稅賦」

除所得稅外，企業對於政府依據法

規所徵收之其他稅賦應依國際會計

準則第37號「負債準備、或有負債

及或有資產」之規定認列負債。

民國103年1月1日

非金融資產之可回收金額之

揭露(修正國際會計準則第

36號)

當現金產生單位包含商譽或非確定

耐用年限之無形資產但未有減損時

，移除揭露可回收金額之規定。

民國103年1月1日

衍生工具之債務變更及避險

會計之繼續(修正國際會計

準則第39號)

衍生工具之原始交易雙方同意由一

個或多個結算者作為雙方的新交易

對象，且符合某些條件時無須停止

適用避險會計。

民國103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避險會計」及

修正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

號、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7

號與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

1.放寬被避險項目及避險工具之符

合要件，並刪除高度有效之明確標

準以貼近企業風險管理活動對避險

會計之適用。

2.得選擇單獨提早適用原始認列時

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與

該金融負債發行人本身有關之信用

風險所產生之公允價值變動反映於

「其他綜合損益」之相關規定。

民國102年11月19日

(非強制)

與服務有關之員工或第三方

提撥之處理(修正國際會計

準則第19號)

允許與服務有關但不隨年資變動之

員工或第三方提撥，按當期服務成

本之減項處理。隨年資變動者，於

服務期間按與退休給付計畫相同方

式攤銷。

民國103年7月1日

2010-2012年對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之改善

修正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2、3、8

及13號和國際會計準則第16、24及

38號相關規定。

民國103年7月1日

2011-2013年對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之改善

修正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3及13

號和國際會計準則第40號相關規

定。

民國103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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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編製本個體財務報告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說明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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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個體財務報告係依據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之首份年度個

體財務報告。  

2.依上開編製準則編製民國 101 年 1 月 1 日 (本公司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日 )個體資產負債表 (以下稱「初始個體資產負債表」 )時，本公司已調

整依先前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之財務報告所報導之金額。由

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轉換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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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RSs )如何影響本公司之財務

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請詳附註十五說明  

(二 )編製基礎  

1.除下列重要項目外，本個體財務報告係按歷史成本編製：  

(1)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 (包括

衍生工具 )。  

(2)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3)按退休基金資產加計未認列前期服務成本與未認列精算損失，減除未

認列精算利益與確定福利義務現值之淨額認列之確定福利負債。  

2.編製符合 IFRSs 之財務報告需要使用一些重要會計估計，在應用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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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涉及個體財務報告之重大假設及估計之項目，請詳附註五說明。 

(三 )外幣換算  

本個體財務報告係以本公司之功能性貨幣「新台幣」作為表達貨幣列報。  

1.外幣交易及餘額  

(1)外幣交易採用交易日或衡量日之即期匯率換算為功能性貨幣，換算此

等交易產生之換算差額認列為當期損益。  

(2)外幣貨幣性資產及負債餘額，按資產負債表日之即期匯率評價調整，

因調整而產生之換算差額認列為當期損益。  

(3)外幣非貨幣性資產及負債餘額，屬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者，按資

產負債表日之即期匯率評價調整，因調整而產生之兌換差額認列為當

期損益；屬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者，按資產負債表日之

即期匯率評價調整，因調整而產生之兌換差額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項

目；屬非按公允價值衡量者，則按初始交易日之歷史匯率衡量。  

(4)所有兌換損益於損益表之「其他利益及損失」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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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外營運機構之換算  

(1)功能性貨幣與表達貨幣不同之所有公司個體、關聯企業及聯合控制個

體，其經營結果和財務狀況以下列方式換算為表達貨幣：  

A.表達於每一資產負債表之資產及負債係以該資產負債表日收盤匯率

換算；  

B.表達於每一綜合損益表之收益及費損係以當期帄均匯率換算；及  

C.所有因換算而產生之兌換差額認列為其他綜合損益。  

(2)當部分處分或出售之國外營運機構為關聯企業或聯合控制個體時，將

於其他綜合損益項下之兌換差額按比例重分類於當期損益作為出售利

益或損失之一部分。惟當本公司即使仍保留對前關聯企業或聯合控制

個體之部分權益，但已喪失對國外營運機構屬關聯企業之重大影響或

已喪失對國外營運機構屬聯合控制個體之聯合控制，則係以處分對國

外營運機構之全部權益處理。  

(3)當部分處分或出售之國外營運機構為子公司時，係按比例將認列為其

他綜合損益之累計兌換差額重新歸屬予該國外營運機構之非控制權益。

惟當本公司即使仍保留對前子公司之部分權益，但已喪失對國外營運

機構屬子公司之控制，則係以處分對國外營運機構之全部權益處理。  

(四 )資產負債區分流動及非流動之分類標準  

1.資產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分類為流動資產：  

(1)預期將於正常營業週期中實現該資產，或意圖將其出售或消耗者。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者。  

(3)預期於資產負債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實現者。  

(4)現金或約當現金，但於資產負債表日後至少十二個月交換或用以清償

負債受到限制者除外。  

本公司將所有不符合上述條件之資產分類為非流動。  

2.負債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分類為流動負債：  

(1)預期將於正常營業週期中清償者。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者。  

(3)預期於資產負債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到期清償者。  

(4)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資產負債表日後至少十二個月者。負債

之條款，可能依交易對方之選擇，以發行權益工具而導致清償者，不

影響其分類。  

本公司將所有不符合上述條件之負債分類為非流動。  

(五 )約當現金  

約當現金係指短期並具高度流動性之投資，該投資可隨時轉換成定額現金

且價值變動之風險甚小。定期存款符合前述定義且其持有目的係為滿足營

運上之短期現金承諾者，分類為約當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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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係指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資產或原始

認列時被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若在取

得時主要係為短期內出售，則分類為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資產。衍生工具

除依避險會計被指定為避險項目外，均分類為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資產。  

2.本公司對於符合交易慣例之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資產係採用交易日會計，

於原始認列時被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係採用交割

日會計。  

3.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於原始認列時按公允價值衡量，

相關交易成本則認列為當期損益。續後按公允價值衡量，其公允價值之

變動認列於當期損益。  

(七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係指定為備供出售或未被分類為任何其他類別之非衍

生金融資產。  

2.本公司對於符合交易慣例之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係採用交易日會計。  

3.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於原始認列時按其公允價值加計交易成本衡量，續後

按公允價值衡量，其公允價值之變動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對於持有無

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之權益工具投資，或與此種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權益

工具連結且須以交付該等權益工具交割之衍生工具，當其公允價值無法

可靠衡量時，本公司將其列報為「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八 )放款及應收款  

1.應收帳款  

係屬原始產生之放款及應收款，係在正常營業過程中就商品銷售或服務提

供所產生之應收客戶款項。於原始認列時按公允價值衡量，後續採有效利

息法按攤銷後成本扣除減損後之金額衡量。惟屬未付息之短期應收帳款，

因折現影響不重大，後續以原始發票金額衡量。  

2.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  

(1)係屬非原始產生之放款及應收款，係指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且具固

定或可決定收取金額之債券投資，且同時符合下列條件者：  

A.未分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B.未指定為備供出售。  

C.未因信用惡化以外之因素，致持有人可能無法回收幾乎所有之原始

投資。  

(2)本公司 對於符合 交易慣例 之無活絡 市場之債 券投資係 採用交割 日

會計。  

(3)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於原始認列時按交易日之公允價值加計交易成

本衡量，續後採用有效利息法按攤銷後成本減除減損後之金額衡量。

有效利息法之折溢價攤銷認列於當期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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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金融資產減損  

1.本公司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評估是否已經存在減損之任何客觀證據，

顯示某一或一組金融資產於原始認列後發生一項或多項事項 (即「損失事

項」），且該損失事項對一金融資產或一組金融資產之估計未來現金流量

具有能可靠估計之影響。  

2.本公司用以決定是否存在減損損失之客觀證據的政策如下：  

(1)發行人或債務人之重大財務困難；  

(2)違約，諸如利息或本金支付之延滯或不償付；  

(3)債務人將進入破產或其他財務重整之可能性大增；  

(4)由於財務困難而使該金融資產之活絡市場消失；  

(5)發行人所處營運之技術、市場、經濟或法令環境中所發生具不利影響

之重大改變的資訊，且該證據顯示可能無法收回該權益投資之投資成

本；或  

(6)權益工具投資之公允價值大幅或持久性下跌至低於成本。  

3.本公司經評估當已存在減損之客觀證據，且已發生減損損失時，按以下

各類別處理：  

(1)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係以該資產帳面金額與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按該金融資產原始有效利率

折現之現值間之差額，認列減損損失於當期損益。當後續期間減損損

失金額減少，且該減少能客觀地與認列減損後發生之事項相連結，則

先前認列之減損損失在未認列減損情況下於迴轉日應有之攤銷後成本

之限額內於當期損益迴轉。認列及迴轉減損損失之金額係藉由備抵帳

戶調整資產之帳面金額。  

(2)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係以該資產帳面金額與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按類似金融資產之現時市場

報酬率折現之現值間之差額，認列減損損失於當期損益。此類減損損

失續後不得迴轉。認列減損損失之金額係藉由備抵帳戶調整資產之帳

面金額。  

(3)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係以該資產之取得成本 (減除任何已償付之本金及攤銷數 )與現時公允

價值間之差額，再減除該金融資產先前列入損益之減損損失，自其他

綜合損益重分類至當期損益。屬債務工具投資者，當其公允價值於後

續期間增加，且該增加能客觀地連結至減損損失認列後發生之事項，

則該減損損失於當期損益迴轉。屬權益工具投資者，其已認列於損益

之減損損失不得透過當期損益迴轉。認列及迴轉減損損失之金額係藉

由備抵帳戶調整資產之帳面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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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金融資產之除列  

本公司於符合下列情況之一時，將除列金融資產：  

1.收取來自金融資產現金流量之合約權利失效。  

2.移轉收取金融資產現金流量之合約權利，且業已移轉金融資產所有權

之幾乎所有風險及報酬。  

3.移轉收取金融資產現金流量之合約權利，惟未保留對金融資產之控制。 

(十一 )存貨  

存貨按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者衡量，成本依加權帄均法決定。製成品

及在製品之成本包括原料、直接人工、其他直接成本及生產相關之製造

費用，惟不包括借款成本。比較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時，採逐項比較

法，淨變現價值係指在正常營業過程中之估計售價減除至完工尚須投入

之估計成本及相關變動銷售費用後之餘額。  

(十二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子公司及關聯企業  

1.子公司指本公司有權主導其財務及營運政策之所有個體（包括特殊目

的個體），一般係直接或間接持有其超過 50%表決權之股份。本公司對

子公司之投資於個體財務報告採權益法評價。  

2.本公司與子公司間交易所產生之未實現損益業已銷除。子公司之會計

政策已作必要之調整，與本公司採用之政策一致。  

3.本公司對子公司取得後之損益份額認列為當期損益，對其取得後之其

他綜合損益份額則認列為其他綜合損益。如本公司對子公司所認列之

損失份額等於或超過在該子公司之權益時，本公司繼續按持股比例認

列損失。  

4.對子公司持股之變動若未導致喪失控制 (與非控制權益之交易 )，係作

為權益交易處理，亦即視為與業主間進行之交易。非控制權益之調整

金額與所支付或收取對價之公允價值間之差額係直接認列為權益。  

5.當本公司喪失對子公司之控制，對前子公司之剩餘投資係按公允價值

重新衡量，公允價值與帳面金額之差額認列為當期損益。對於先前認

列於其他綜合損益與該子公司有關之所有金額，其會計處理與本公司

若直接處分相關資產或負債之基礎相同，亦即如先前認列為其他綜合

損益之利益或損失，於處分相關資產或負債時將被重分類為損益，則

當喪失對子公司之控制時，將該利益或損失自權益重分類為損益。  

6.關聯企業指所有本公司對其有重大影響而無控制之個體，一般係直接

或間接持有其 20%以上表決權之股份。本公司對關聯企業之投資採用權

益法處理，取得時依成本認列。  

7.本公司對關聯企業取得後之損益份額認列為當期損益，對其取得後之

其他綜合損益份額則認列為其他綜合損益。如本公司對任一關聯企業

之損失份額等於或超過其在該關聯企業之權益 (包括任何其他無擔保

之應收款），本公司不認列進一步之損失，除非本公司對該關聯企業發

生法定義務、推定義務或已代其支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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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當關聯企業發生非損益及其他綜合損益之權益變動且不影響對關聯企

業之持股比例時，本公司將歸屬於本公司可享有關聯企業份額下之權

益變動按持股比例認列為「資本公積」。  

9.本公司與關聯企業間交易所產生之未實現損益業已依其對關聯企業之

權益比例銷除；除非證據顯示該交易所轉讓之資產已減損，否則未實

現損失亦予以銷除。關聯企業之會計政策已作必要之調整，與本公司

採用之政策一致。  

10.關聯企業增發新股時，若本公司未按比例認購或取得，致使投資比例

發生變動但仍對其有重大影響，該股權淨值變動之增減數係調整「資

本公積」及「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若致使投資比例下降者，除上述

調整外，與該所有權權益之減少有關而先前已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之

利益或損失，且該利益或損失於處分相關資產或負債時須被重分類至

損益者，依減少比例重分類至損益。  

11.當本公司喪失對關聯企業之重大影響，對原關聯企業之剩餘投資係按

公允價值重新衡量，公允價值與帳面金額之差額認列為當期損益。  

12.當本公司處分關聯企業時，如喪失對該關聯企業之重大影響，對於先

前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與該關聯企業有關之所有金額，其會計處理與

本公司若直接處分相關資產或負債之基礎相同，亦即如先前認列為其

他綜合損益之利益或損失，於處分相關資產或負債時將被重分類為損

益，則當喪失對關聯企業之重大影響時，將該利益或損失自權益重分

類為損益。如仍對該關聯企業有重大影響，僅按比例將先前在其他綜

合損益中認列之金額依上述方式轉出。  

13.當本公司處分關聯企業時，如喪失對該關聯企業之重大影響，將與該

關聯企業有關之資本公積轉列損益；如仍對該關聯企業有重大影響，

則按處分比例轉列損益。  

14.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個體財務報告當期損益及

其他綜合損益應與合併基礎編製之財務報告中當期損益及其他綜合

損益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分攤數相同，個體財務報告業主權益應與合

併基礎編製之財務報告中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相同。  

(十三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係以取得成本為入帳基礎，並將購建期間之有關

利息資本化。  

2.後續成本只有在與該項目有關之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本公司，

且該項目之成本能可靠衡量時，才包括在資產之帳面金額或認列為一

項單獨資產。被重置部分之帳面金額應除列。所有其他維修費用於發

生時認列為當期損益。  

3.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後續衡量採成本模式，除土地不提折舊外，其

他按估計耐用年限以直線法計提折舊。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各項組成

若屬重大，則單獨提列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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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公司於每一財務年度結束日對各項資產之殘值、耐用年限及折舊方

法進行檢視，若殘值及耐用年限之預期值與先前之估計不同時，或資

產所含之未來經濟效益之預期消耗型態已有重大變動，則自變動發生

日起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8 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動及錯誤」之會計

估計變動規定處理。各項資產耐用年限如下：  

房  屋  及  建  築                            3 年  ～  60 年  

機   器   設   備                            2 年  ～  15 年  

模   具   設   備                            2 年  ～   8 年  

其   他   設   備                            2 年  ～  11 年  

(十四 )租賃資產 /租賃 (承租人 ) 

營業租賃之給付扣除自出租人收取之任何誘因，於租賃期間內按直線法

攤銷認列為當期損益。  

(十五 )無形資產  

1.商譽係因企業合併採收購法而產生。  

2.專門技術以取得成本為入帳基礎，按估計效益年數採直線法推銷。   

3.電腦軟體以取得成本認列，依直線法按估計耐用年限 3～ 5 年攤銷。  

(十六 )非金融資產減損  

1.本公司於資產負債表日針對有減損跡象之資產，估計其可回收金額，

當可回收金額低於其帳面價值時，則認列減損損失。可回收金額係指

一項資產之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或其使用價值，兩者較高者。除商譽

外，當以前年度已認列資產減損之情況不存在或減少時，則迴轉減損

損失，惟迴轉減損損失而增加之資產帳面價值，不超過該資產若未認

列減損損失情況下減除折舊或攤銷後之帳面價值。  

2.商譽應定期估計其可回收金額。當可回收金額低於其帳面價值時，則

認列減損損失。商譽減損之減損損失於以後年度不予迴轉。  

3.商譽為減損測詴之目的，分攤至現金產生單位。此項分攤是依據營運

部門辨認，將商譽分攤至預期可從產生商譽之企業合併而受益之現金

產生單位或現金產生單位群組。  

(十七 )應付帳款及票據  

應付帳款及票據係在正常營業過程中自供應商取得商品或勞務而應支付

之義務。於原始認列時按公允價值衡量，後續採有效利息法按攤銷後成

本衡量。惟屬未付息之短期應付帳款，因折現影響不重大，後續以原始

發票金額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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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  

1.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係指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負債或原

始認列時被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分類為持有

供交易之金融負債係於取得時之主要目的為短期內再買回，及除依避

險會計被指定為避險工具外之衍生工具。  

2.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於原始認列時按公允價值衡量，

相關交易成本則認列為當期損益。續後按公允價值衡量，其公允價值

之變動認列於當期損益。  

(十九 )金融負債之除列  

本公司於合約所載之義務履行、取消或到期時，除列金融負債。  

(二十 )金融資產及負債之互抵  

當有法律上可執行之權利將所認列之金融資產及負債金額抵銷，且意圖

以淨額基礎交割或同時實現資產及清償負債時，始可將金融資產及金融

負債互抵，並於資產負債表中以淨額表達。  

(二十一 )衍生金融工具  

衍生工具於簽訂衍生工具合約時，於資產負債表日以公允價值認列，

後續於資產負債表日按公允價值再衡量，其公允價值之變動認列於當

期損益。當衍生工具之公允價值為正值時，列為金融資產；負值時，

列為金融負債。對於與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之無報價之權益工具連

結，並以交付該權益工具交割之衍生工具，本公司將其列報為「以成

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或負債」。  

(二十二 )負債準備  

負債準備係因過去事件而負有現時法定或推定義務，很有可能需要流

出具經濟效益之資源以清償該義務，且該義務之金額能可靠估計時認

列。負債準備之衡量係以資產負債表日清償該義務所需支出之最佳估

計現值衡量。  

(二十三 )員工福利  

1.短期員工福利  

短期員工福利係以預期支付之非折現金額衡量，並於相關服務提供
時認列為費用。  

2.退休金  

(1)確定提撥計畫  

對於確定提撥計畫，係依權責發生基礎將應提撥之退休基金數額
認列為當期之退休金成本。預付提撥金於可退還現金或減少未來
給付之範圍內認列為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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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確定福利計畫  

A.確定福利計畫下之淨義務係以員工當期或過去服務所賺得之
未來福利金額折現計算，並以資產負債表日之確定福利義務現
值減除計畫資產之公允價值及未認列之前期服務成本。確定福
利淨義務每年由精算師採用預計單位福利法計算，折現率則參
考資產負債表日與確定福利計畫之貨幣及期間一致之高品質公
司債之市場殖利率決定；折現率係使用政府公債 (於資產負債表
日 )之市場殖利率。  

B.確定福利計畫產生之精算損益係於發生當期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 

C.前期服務成本屬立即既得者，則相關費用立即認列為損益；非
屬立即既得者，則以直線法於帄均既得期間認列為損益。  

3.離職福利  

離職福利係於正常退休日前終止對員工之聘僱或當員工自願接受資
遣而支付之福利。本公司係於做出明確承諾，備具詳細之正式終止
聘僱計畫，且該計畫沒有撤銷之實際可能性時，始認列費用。如係
為了鼓勵自願資遣而提供之離職福利，係於員工很有可能接受該提
議且接受人數可合理估計時，始認列費用。在超過資產負債表日後
12 個月支付之福利應予以折現。  

4.員工分紅及董監酬勞  

員工分紅及董監事酬勞係於具法律或推定義務且金額可合理估計時，

認列為費用及負債。嗣後股東會決議實際配發金額與估列金額有差

異時，則按會計估計變動處理。另本公司係以財務報告年度之次年

度股東會決議日前一日之每股公允價值，並考慮除權除息影響後之

金額，計算員工股票紅利之股數。  

(二十四 )所得稅  

1.所得稅費用包含當期及遞延所得稅。除與列入其他綜合損益或直接

列入權益之項目有關之所得稅分別列入其他綜合損益或直接列入權

益外，所得稅係認列於損益。  

2.本公司依據營運及產生應課稅所得之所在國家在資產負債表日已立

法或已實質性立法之稅率計算當期所得稅。管理階層就適用所得稅

相關法規定期評估所得稅申報之狀況，並在適用情況下根據預期須

向稅捐機關支付之稅款估列所得稅負債。未分配盈餘依所得稅法加

徵 10%之所得稅，俟盈餘產生年度之次年度於股東會通過盈餘分派案

後，始就實際盈餘之分派情形，認列 10%之未分配盈餘所得稅費用。  

3.遞延所得稅採用資產負債表法，按資產及負債之課稅基礎與其於合

併資產負債表之帳面金額所產生之暫時性差異認列。源自於原始認

列之商譽所產生之遞延所得稅負債則不予認列，若遞延所得稅源自

於交易 (不包括企業合併 )中對資產或負債之原始認列，且在交易當

時未影響會計利潤或課稅所得 (課稅損失 )，則不予認列。若投資子

公司及關聯企業產生之暫時性差異，本公司可以控制暫時性差異迴

轉之時點，且暫時性差異很有可能於可預見之未來不會迴轉者則不

予認列。遞延所得稅採用在資產負債表日已立法或已實質性立法，



  

~25~ 

並於有關之遞延所得稅資產實現或遞延所得稅負債清償時預期適用

之稅率 (及稅法 )為準。  

4.遞延所得稅資產於暫時性差異很有可能用以抵減未來應課稅所得之

範圍內認列，並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重評估未認列及已認列之遞延

所得稅資產。  

5.當有法定執行權將所認列之當期所得稅資產及負債金額互抵且有意

圖以淨額基礎清償或同時實現資產及清償負債時，始將當期所得稅

資產及當期所得稅負債互抵；當有法定執行權將當期所得稅資產及

當期所得稅負債互抵，且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由同一稅捐機關課

徵所得稅之同一納稅主體、或不同納稅主體產生但各主體意圖以淨

額基礎清償或同時實現資產及清償負債時，始將遞延所得稅資產及

負債互抵。  

6.因購置設備或技術、研究發展支出、人才培訓支出及股權投資等而

產生之未使用所得稅抵減遞轉後期部分，係在很有可能有未來課稅

所得以供未使用所得稅抵減使用之範圍內，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  

(二十五 )股利分配  

分派予本公司股東之股利於本公司股東會決議分派股利時於財務報告

認列，分派現金股利認列為負債，分派股票股利則認列為待分配股票

股利，並於發行新股基準日時轉列普通股股本。  

(二十六 )收入認列  

1.銷貨收入  

(1)本公司製造並銷售金屬傢俱、門鎖及門用金屬品 (關門器 )、運動

器材、車輛配件及模具相關產品。收入係正常營業活動中對公司

外顧客銷售商品已收或應收對價之公允價值，以扣除增值稅、銷

貨退回、數量折扣及折讓之淨額表達。商品銷售於商品交付予買

方、銷貨金額能可靠衡量且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企業時認

列收入。當與所有權相關之重大風險與報酬已移轉予顧客，本公

司對商品既不持續參與管理亦未維持有效控制且顧客根據銷售

合約接受商品，或有客觀證據顯示所有接受條款均已符合時，商

品交付方屬發生。  

(2)本公司對銷售之產品提供數量折扣及瑕疵品退回權，採用歷史經

驗估計折扣及退貨，於銷貨認列時提列負債準備。數量折扣係以

每年之預期購買量為基礎評估。  

2.勞務收入  

本公司依合約提供勞務所產生之收入，係按合約完成程度予以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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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大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不確性之主要來源  

本公司編製本個體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已運用其判斷以決定所採用之會計政

策，並依據資產負債表日當時之情況對於未來事件之合理預期以作出會計估計

及假設。所作出之重大會計估計與假設可能與實際結果存有差異，將考量歷史

經驗及其他因子持續評估及調整。請詳下列對重大會計判斷、估計與假設不確

定性之說明：  

(一 )會計政策採用之重要判斷  

金融資產－權益投資之減損  

本公司依據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決定個別金融資產－權益投資是否發生減

損，於作此項決定時需重大判斷。本公司評估個別權益投資之公允價值低

於其成本之時間及金額，以及被投資者之財務健全情況和短期業務前景，

包括產業及部門績效、技術變遷以及營運及融資現金流量等因素。  

當個別權益投資公允價值低於其成本之情況係屬大幅度或持久性時，本公

司將於財務報告中認列減損損失，對於分類為「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者，

將自其認列累計公允價值於其他綜合損益之金額轉列於當期損益。對於分

類為「以成本衡量金融資產」者，將於當期損益認列減損損失。  

(二 )重要會計估計及假設  

1.有形資產減損評估  

資產減損評估過程中，本公司需依賴主觀判斷並依據資產使用模式及產

業特性，決定特定資產群組之獨立現金流量、資產耐用年數及未來可能

產生之收益與費損，任何由於經濟狀況之變遷或公司策略所帶來的估計

改變均可能在未來造成重大減損。  

截至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為 $36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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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稅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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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認列之遞延所得稅資產為 $5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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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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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存貨之帳面金額為 $29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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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應計退休金負債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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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折現率及計畫資產之預期報酬率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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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應計退休金負債之帳面金額為

$263,280。  

六、重要會計項目之說明  

(一 )現金及約當現金  

 

1.本公司往來之金融機構信用品質良好，且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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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資產負債表日最大信用

風險之暴險金額為現金之帳面金額。  

2.本公司未有將現金提供質押之情形。  

(二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負債－流動  

 

1.本公司於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度認列之淨 (損失 )利益分別計 ($764)及

$19,931。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庫存現金及零用金 273$          480$          387$          

支票存款及活期活款 56,969        95,828        49,659        

定期存款 146,137       224,848       154,673       

203,379$      321,156$      204,719$      

項           目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資產

  受益憑證 266,500$      319,800$      415,200$      

  上市櫃公司股票 19            33,734        5,311         

  非避險之衍生金融工具 -             -             3,356         

266,519       353,534       423,867       

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資產

  評價調整 105           3,562         1,483)(         

合計 266,624$      357,096$      422,384$      

持有供交易金融負債

  投資交易 -$            22,959$       -$            

  非避險之衍生金融工具 -             -             3,356         

-             22,959        3,356         

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負債

  評價調整 6             2,922         1,324)(         

合計 6$            25,881$       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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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關非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 /負債之交易及合約資訊說明如下：  

 

本公司從事上述衍生金融商品交易，係為規避外銷之匯率風險或採購原料

之價格風險，惟未適用避險會計。  

3.本公司未有將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提供質押之情形。  

4.上述投資交易之擔保品名稱及金額，請詳附註八－質押之資產。  

(以下空白)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衍 生 金 融 資 產

預售遠期外匯合約： 

 合約金額(名目本金) -              -              USD 11,000仟元

  契約到期日 -              -              101.01~101.06

外匯選擇權－買入美金賣權： 

 合約金額(名目本金) -              -              USD   6,000仟元

  契約到期日 -              -              101.01~101.06

  合約數量 -              90噸 60噸

  執行價格 -              USD 7,600/噸 USD 1,800/噸

  契約到期日 -              102.02~102.07 101.02~101.04

衍 生 金 融 負 債

預售遠期外匯合約： 

 合約金額(名目本金) USD   3,200仟元 -              -              

  契約到期日 103.01 -              -              

外匯選擇權－賣出美金買權： 

 合約金額(名目本金) -              -              USD   6,000仟元

  契約到期日 -              -              101.01~101.06

預購原料遠期合約－銅、鋅遠期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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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應收帳款淨額  

1.已逾期但未減損之金融資產之帳齡分析如下：  

 

以上係以逾期天數為基準進行之帳齡分析。  

2.應收帳款之備抵呆帳變動資訊如下：  

 

註：另請詳附註一及六 (二十五 )之說明。  

截至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101 年 12 月 31 日及 101 年 1 月 1 日止，備
抵呆帳金額其中包括處於財務困難之個別已減損應收帳款，其金額分別
為 $5,267、$5,311 及＄ 5,469。所認列之減損損失為應收帳款帳面金額與
預期回收金額現值之差額。本公司對該等應收帳款餘額並未持有任何擔
保品。  

3.本公司之應收帳款於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101 年 12 月 31 日及 101 年

1 月 1 日最大信用風險之暴險金額為每類應收帳款之帳面金額。  

4.為維持應收帳款之品質，本公司已建立營運相關信用風險管理之程序。

本公司會透過考量包含該客戶之財務狀況、歷史交易記錄及目前經濟狀

況等多項可能影響客戶付款能力之因素評估該客戶之信用品質並設定該

等客戶之信用額度。客戶之信用額度及評等定期檢視，未逾期亦未減損

之應收帳款經評等結果係屬良好。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應收帳款 738,579$      383,177$      231,097$      

減：備抵呆帳 5,966)(         7,368)(         8,170)(         

732,613$      375,809$      222,927$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30天內 56,848$       57,636$       5,100$        

31～60天 2,370         131           3             

61～90天 28            -             -             

91～180天 23            -             13            

181～360天 -             12            19            

361天以上 -             -             -             

59,269$       57,779$       5,135$        

102年度 101年度

1月1日餘額 7,368$         8,170$         

本期提列減損損失(呆帳費用) 129            -              

本期迴轉減損損失 -              802)(            

分割轉與(註) 1,531)(          -              

本期沖銷未能收回之款項 -              -              

12月31日餘額 5,966$         7,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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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存   貨  

 

本公司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度認列為費損之存貨成本分別為 $3,290,520 及

$3,150,577，其中民國 102 年度因原提列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之存貨去化，

導致存貨淨變現價值回升而認列為銷貨成本減少 $7,506，及民國 101 年度

將存貨自成本沖減至淨變現價值而認列之銷貨成本為 $16,500。  

(五 )備供出售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1.本公司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度因公允價值變動認列於其他綜合 (損 )益之金

額分別為 ($78,366)及 $128,499，因處分投資自權益重分類至損益金額分

別計 $99,831 及 $0。  

2.本公司以部分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提供作為投資交易之擔保品，請參閱附

註八－質押之資產之說明。  

 

成    本 備抵跌價損失 帳面價值

原 物 料 25,849$       2,404)($        23,445$       

在 製 品 130,932       12,176)(        118,756       

製 成 品 170,185       15,712)(        154,473       

326,966$      30,292)($       296,674$      

成    本 備抵跌價損失 帳面價值

原 物 料 35,782$       656)($          35,126$       

在 製 品 192,580       34,618)(        157,962       

製 成 品 226,805       11,006)(        215,799       

455,167$      46,280)($       408,887$      

成    本 備抵跌價損失 帳面價值

原 物 料 49,187$       2,725)($        46,462$       

在 製 品 167,666       20,531)(        147,135       

製 成 品 114,972       6,524)(         108,448       

331,825$      29,780)($       302,045$      

102  年  12  月  31  日

101  年  12  月  31  日

101  年  1  月  1  日

項                    目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上市櫃公司股票 182,769$      333,815$      178,822$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評價調整 146,158       224,524       111,553       

合計 328,927$      558,339$      290,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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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1.本公司持有之標的因非於活絡市場公開交易，且無法取得足夠之類似公

司之產業資訊，因此無法合理可靠衡量該些標的之公允價值，因此分類

為「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2.本公司持有部分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之淨值明顯低於帳面價值，本公

司經評估後，於民國 102 年度認列 $27,435 之減損損失；民國 101 年度，

則無此情事。  

3.本公司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101 年 12 月 31 日及 101 年 1 月 1 日以成

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未有提供質押之情況。  

(七 )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非流動  

 

1.本公司持有部分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經評估其可回收金額低於帳面

價值，截至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101 年 12 月 31 日及 101 年 1 月 1 日

止，本公司累計認列之減損損失金額均為 $3,372。  

2.本公司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101 年 12 月 31 日及 101 年 1 月 1 日無活

絡市場之債券投資未有提供質押之情況。  

(以下空白 ) 

  

項                    目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非上市櫃公司股票 190,131$      195,422$      233,452$      

累計減損－以成本衡量

  之金融資產 56,564)(        29,129)(        29,129)(        

合計 133,567$      166,293$      204,323$      

項                    目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金融債券 64,332$       64,332$       64,332$       

累計減損－無活絡市場 3,372)(         3,372)(         3,372)(         

  之債券投資    

合計 60,960$       60,960$       60,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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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1.子公司  

有關本公司之子公司資訊，請參見本公司民國 102 年度合併財務報告附註

四 (三 )。  

2.關聯企業  

有關本公司之關聯企業彙總性財務資訊如下：  

 

 

3.本公司與英格索蘭公司共同合資之控股公司 INGERSOLL-RAND FU HSING 

HOLDINGS LTD.，經由其所轉投資之福興工業 (上海 )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

上海工廠 )，為配合上海市政府重點建設項目－嘉定新城的建設，上海工

廠依上海市及所在地嘉定區政府之要求，決定於民國 102 年 1 月 30 日起，

正式停止生產營運。本公司將透過臺灣岡山廠及中國常熟廠等生產基地，

繼續為客戶提供優質之產品和服務，是以上海工廠停止生產營運活動，

對本公司業務、生產活動，尚無重大影響。  

本公司民國 102 年度認列上海工廠之投資利益計 $271,942，其中主要係

包含搬遷補償收入及相關損費；截至目前，上海工廠業已完成主要搬遷

移交、收取債權及清償債務，並辦理後續清算程序中。  

  

持股 持股 持股

投資關聯企業 金　　額 比例 金　　額 比例 金　　額 比例

非上市櫃公司：

MASTER UNITED 835,960$    100% 754,444$    100% 707,360$    100%

 INVESTMENT GROUP LTD.

INGERSOLL-RAND 666,179     49% 444,028     49% 444,199     49%

 FU HSING HOLDINGS LTD.

FORMFLEX ENTERPRISE 615,421     100% 475,412     100% 522,940     100%

 CO., TLD.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75,324     100% 1,000       100% -           -

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5,384      70% 83,129      70% 79,806      70%

FU HSING AMERICAS INC. 56,459      100% 60,582      100% 44,786      100%

ALLEGION FU HSING LIMITED 34,808      49% 11,323      49% 28,044      49%

 (原名：INGERSOLL-RAND FU HSING LTD.)

台貿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           - -           - 168,976     100%

2,769,535$  1,829,918$  1,996,111$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總資產 1,496,026$    2,151,963$    2,132,619$    

總負債 64,874$       1,211,758$    1,161,511$    

102年度 101年度

營業收入 1,915,565$    4,759,705$    

本期淨利 601,437$      149,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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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公司以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為分割基準日，將本公司彰化分公司之資

產、負債及營業按帳面價值 $409,231 分割讓與本公司 100%轉投資之合興

公司，並取得合興公司股票 22,400 仟股。相關分割資產與負債資訊，詳

附註一及六 (二十五 )。  

5.本公司為整合組織資源，增加營運效率，經董事會決議，以民國 101 年 6

月 30 日為合併基準日，與本公司 100%轉投資之台貿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進

行簡易合併，詳附註一及六 (二十五 )。  

(九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土  地 181,386$       297,283$       297,283$       

房屋及建築 99,054         129,581        133,652        

機器設備 50,805         58,850         72,208         

模具設備 17,413         19,695         29,816         

其他設備 13,298         20,959         17,650         

未完工程及待驗設備 -              707            237            

361,956$       527,075$       550,846$       

102   年   度

1月1日餘額 增    添 處    份 移    轉 12月31日餘額

成   本

土  地 297,283$    -$         -$         115,897)($   181,386$    

房屋及建築 291,422     881        -          78,219)(     214,084     

機器設備 185,890     2,322      21,506)(     71,006)(     95,700      

模具設備 52,868      8,785      15,989)(     5,003)(      40,661      

其他設備 69,074      1,347      5,966)(      32,149)(     32,306      

未完工程及

  待驗設備 707         -          -          707)(        -           

897,244$    13,335$    43,461)($    302,981)($   564,137$    

累計折舊及減損

房屋及建築 161,841)($    7,076)($     -$         53,887$    115,030)($    

機器設備 127,040)(     9,111)(      19,647     71,609     44,895)(      

模具設備 33,173)(      11,745)(     15,989     5,681      23,248)(      

其他設備 48,115)(      4,304)(      5,966      27,445     19,008)(      

370,169)($    32,236)($    41,602$    158,622$   202,181)($    

527,075$    36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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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公司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於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度均無利息資本化之

情事。  

2.本公司房屋及建築之重要組成部分包括廠房主建物及裝修工程等，並分

別按其耐用年限 55 年及 25 年予以計提折舊。  

3.本公司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均無設定質押作為擔保之情形。  

4.本公司以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為分割基準日，將彰化分公司之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帳面價值計 $162,017 分割讓與轉投資 100%持有之子公司，另

請詳附註一及六 (二十五 )說明。  

(十 )其他非流動資產－其他  

 

(十一 )其他應付款  

 

101   年   度

1月1日餘額 增    添 處    份 移    轉 12月31日餘額

成   本

土  地 297,283$    -$         -$         -$         297,283$    

房屋及建築 286,290     2,472      471)(        3,131      291,422     

機器設備 244,914     458        67,925)(     8,443      185,890     

模具設備 98,585      7,136      53,466)(     613        52,868      

其他設備 95,497      7,443      36,859)(     2,993      69,074      

未完工程及

  待驗設備 237         1,314      -          844)(        707         

1,022,806$  18,823$    158,721)($   14,336$    897,244$    

累計折舊及減損

房屋及建築 152,638)($    9,674)($     471$       -$         161,841)($    

機器設備 172,706)(     22,259)(     67,925     -          127,040)(     

模具設備 68,769)(      18,051)(     53,455     192        33,173)(      

其他設備 77,847)(      7,123)(      36,855     -          48,115)(      

471,960)($    57,107)($    158,706$   192$       370,169)($    

550,846$    527,075$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預付土地款 165,580$      -$            -$            

預付設備款 2,454         1,734         6,755         

其    他 5             153           200           

168,039$      1,887$        6,955$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應付薪資及獎金 129,439$      140,733$      87,265$       

應付董監酬勞 9,000         9,344         4,588         

應付勞健保 7,825         8,702         7,329         

其他 22,696        37,661        38,380        

168,960$      196,440$      137,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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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退休金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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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月之帄均薪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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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總額一定比率提撥退休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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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部。  

(2)資產負債表認列之金額如下：  

 
(3)確定福利義務現值之變動如下：  

 
(4)計畫資產公允價值之變動如下：  

 
(5)認列於綜合損益表之費用總額：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已提撥確定福利義務現值 363,966$       370,490$       314,196$       

計畫資產公允價值 100,686)(        71,346)(         37,480)(         

認列於資產負債表之淨負債 263,280$       299,144$       276,716$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1月1日確定福利義務現值 370,490$      314,196$      

當期服務成本 7,540         7,341         

利息成本 5,060         5,498         

精算損益 8,257         48,019        

支付之福利 6,657)(         4,564)(         

公司帳上直接支付數 20,724)(        -             

12月31日確定福利義務現值 363,966$      370,490$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1月1日計畫資產之公允價值 71,346$       37,480$       

計畫資產預期報酬 1,070         656           

精算損益 386)(           390)(           

雇主之提撥金 35,313        38,164        

支付之福利 6,657)(         4,564)(         

12月31日計畫資產之公允價值 100,686$      71,346$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當期服務成本 7,540$        7,341$        

利息成本 5,060         5,498         

計畫資產預期報酬 1,070)(         656)(           

當期退休金成本 11,530$       1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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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費用認列於綜合損益表中之各類成本及費用明細如下：  

 
(6)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之精算損益如下：  

 
(7)本公司之確定福利退休計劃資產，係由台灣銀行按該基金年度投資

運用計畫所定委託經營項目之比例及金額範圍內，依勞工退休基金

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六條之項目（即存放國內外之金融機構，投

資國內外上市、上櫃或私募之權益證券及投資國內外不動產之證券

化商品等）辦理委託經營。該基金之運用，其每年決算分配之最低

收益，不得低於依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收益。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 12 月 31 日構成總計劃資產公允價值之百分比，請詳政

府公告之各年度之勞工退休基金運用報告。  

整體計劃資產預期報酬率係根據歷史報酬趨勢，對義務之整體期間

報酬之預測，並參考勞工退休基金監理會對勞工退休基金之運用情

形，於考量最低收益不得低於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之收益之

影響所作之估計。  

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度，本公司計畫資產之實際報酬分別為$685 及$266。 

(8)有關退休金之精算假設彙總如下：  

 
對於未來死亡率之假設係按照各國已公布的統計數字及經驗估計。  

(9)經驗調整之歷史資訊如下：  

 
(10)本公司於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後一年內預計支付予退休計畫之提

撥金為 $35,000。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銷貨成本 8,740$        9,245$        

推銷費用 303           323           

管理費用 1,324         1,491         

研發費用 1,163         1,124         

11,530$       12,183$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本期認列 21,050$       48,407$       

累積金額 69,457$       48,407$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折現率 2.00% 1.50%

未來薪資增加率 3.00% 3.00%

計畫資產預期長期報酬率 2.00% 1.50%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確定福利義務現值 363,966$      370,490$      

計畫資產公允價值 100,686)(       71,346)(        

計畫剩餘 263,280$      299,144$      

計畫負債之經驗調整 13,101$       34,216$       

計畫資產之經驗調整 386)($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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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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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度，本公司依上開退休金辦法認列之退休金成

本分別為 $14,059 及 $15,102。  

(十三 )股   本  

1.截至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101 年 12 月 31 日及 101 年 1 月 1 日止，

本公司額定股數均為 242,400 仟股 (其中 10,000 仟股保留供發行認股

權憑證、附認股權特別股或附認股權公司債行使使用 )，每股面額 10

元，每股享有一表決權及收取股利之權利；已發行且收訖股款之股數

均為 188,452 仟股。  

2.本公司普通股期初與期末流通在外股數均為 188,452 仟股。  

(十四 )資本公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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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保留盈餘  

1.本公司股利政策如下：因本公司所處環境多變，企業生命週期正值穩

定成長階段，考量本公司未來資金需求及長期財務規劃，並滿足股東

對現金流入之需求，本公司之股利政策採取剩餘股利政策。  

本公司每年度決算後如有盈餘，除依法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及彌補以往

年度虧損外，應先提列百分之十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

本總額時，不在此限。並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

積，如尚有餘，由董事會擬具分配辦法，提請股東會承認後分配之，但

其中董監酬勞不低於百分之一，員工紅利不低於百分之三。本公司股東

紅利及員工紅利之分配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發放，當年度所分配之股利

中，現金股利發放不低於當年全部股利之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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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百分之二十五之部分為限。  

3.首次採用 IFRSs 時，民國 101 年 4 月 6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10012865 號

函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本公司於嗣後使用、處分或重分類相關資產

時，就原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比例予以迴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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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依上述規定，因選擇將土地重估增值準備轉列保留盈餘所應提

列特別盈餘公積，截至各期情形如下：  

 

4.(1)本公司於民國 102 年 6 月 19 日及 101 年 6 月 15 日經股東會決議通

過民國 101 年度及 100 年度盈餘分派案如下：  

 

(2)本公司民國 102 年度盈餘分配案，截至民國 103 年 3 月 28 日止，

尚未經董事會通過，有關董事會通過擬議及股東會決議盈餘分派情

形，請至臺灣證券交易所之「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  

5.本公司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度員工紅利估列金額分別為 $23,000 及

$23,359；董監酬勞估列金額分別為 $9,000 及 $9,344，係以截至當期止

之稅後淨利，考量法定盈餘公積等因素後，在章程所訂成數範圍內一

定比率估列，並認列為當年度之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惟若嗣後股東

會決議實際配發金額與估列數有差異時，則分別列為次年度之損益。  

經股東會決議配發之民國 101 年及 100 年度員工紅利及董監酬勞與該

年度財務報表認列之金額並無重大差異，已調整次年度之損益。  

有關本公司董事會通過及股東會決議之員工紅利及董監酬勞相關資訊

可至臺灣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  

(十六 )其他權益項目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特別盈餘公積 48,991$       48,991$       48,991$       

金  額 每股股利(元) 金  額 每股股利(元)

法定盈餘公積 38,645$    31,851$    

現金股利 282,678    1.50$       226,142    1.20$       

員工現金紅利 23,359     15,295     

董監酬勞 9,344      4,777      

101   年   度 100   年  度

外幣換算 備供出售投資 總    計

1月1日 56,621)($       224,524$      167,903$      

評價調整 -             21,465        21,465        

評價調整轉出 -             99,831)(        99,831)(        

外幣換算差異數：

－本公司 80,071        -             80,071        

－關聯企業 22,649        -             22,649        

12月31日 46,099$       146,158$      192,257$      

102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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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營業收入  

 

(十八 )其他收入  

 

(十九 )其他利益及損失  

 

外幣換算 備供出售投資 總    計

1月1日 -$            96,025$       96,025$       

評價調整 -             128,499       128,499       

評價調整轉出 -             -             -             

外幣換算差異數：

－本公司 40,155)(        -             40,155)(        

－關聯企業 16,466)(        -             16,466)(        

12月31日 56,621)($       224,524$      167,903$      

101  年  度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銷貨收入淨額 3,829,525$    3,755,679$    

勞務收入 24,074        37,143        

合計 3,853,599$    3,792,822$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股利收入 29,258$       38,991$       

利息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 1,245         1,277         

其他收入 16,458        20,391        

合計 46,961$       60,659$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處分投資利益 101,999$      4,609$        

淨外幣兌換利益(損失) 22,481        22,379)(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淨利益

618           18,446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損失) 196           5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

  淨損失

3,550)(         3,124)(         

減損損失 27,435)(        -             

其他損失 194)(           2)(             

合計 94,115$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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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費用性質之額外資訊  

 

(二十一 )員工福利費用  

 

(二十二 )所得稅  

1.所得稅費用  

(1)所得稅費用之主要組成部分 : 

 
(2)與其他綜合損益相關之所得稅利益金額：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員工福利費用 524,633$      586,898$      

折舊費用 32,236        57,107        

攤銷費用 2,512         514           

合計 559,381$      644,519$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薪資費用 437,883$      494,027$      

勞健保費用 40,789        42,329        

退休金費用 25,589        27,285        

其他用人費用 20,372        23,257        

524,633$      586,898$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當期所得稅：

期初至當期末產生之應付所得稅 47,015$       43,655$       

未分配盈餘加徵10%所得稅 6,513         6,052         

境外所得扣繳不得抵減數 1,944         -             

以前年度所得稅低估 6,516         4,370         

當期所得稅總額 61,988        54,077        

遞延所得稅：

暫時性差異之原始產生及迴轉 62,102        10,243        

所得稅費用 124,090$      64,320$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確定福利義務之精算損益 3,579$        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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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得稅費用與會計利潤關係：  

 

3.因暫時性差異而產生之各遞延所得稅資產或負債金額如下：  

 

102年度 101年度

稅前淨利按法令稅率計算所得稅 119,865$      78,706$       

按法令規定不得認列影響數 10,748)(        10,024)(        

免稅所得影響數 -             14,784)(        

未分配盈餘加徵10%所得稅 6,513         6,052         

境外扣繳不得抵減影響數 1,944         -             

以前年度所得稅(高)低估 6,516         4,370         

所得稅費用 124,090$      64,320$       

 1月1日  認列於損益

 認列於其他

綜合淨利  12月31日

暫時性差異：

-遞延所得稅資產:

應計退休金負債 43,200$   2,021)($    3,579$    44,758$   

存貨呆滯及跌價損失 7,867     2,718)(     -         5,149     

估列未休假獎金 2,805     589)(       -         2,216     

未實現兌現損失 691       691)(       -         -         

備抵呆帳 343       -         -         343       

估列銷貨退回及折讓 217       114)(       -         103       

其他 3,887     3,314)(     -         573       

小計 59,010    9,447)(     3,579     53,142    

-遞延所得稅負債:

土地增值稅 41,619)(    -         -         41,619)(    

投資利益 37,067)(    51,978)(    -         89,045)(    

未實現兌現利益 -         758)(       -         758)(       

  其他 98)(        81        -         17)(        

小計 78,784)(    52,655)(    -         131,439)(   

合計 19,774)($   62,102)($   3,579$    78,297)($   

102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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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公司營利事業所稅業經捐稽徵機關核定至民國 100 年度，截至目

前為止，本公司未有重大未決租稅行政救濟事項。  

5.兩稅合一相關資訊  

(1)本公司有關未分配盈餘明細如下：  

 
(2)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及扣抵比率：  

 

民國 101 年度盈餘分配之稅額扣抵比率為 22.79%，民國 102 年度

盈餘分配之稅額扣抵比率預計為 14.73%。  

 1月1日  認列於損益

 認列於其他

綜合淨利  12月31日

暫時性差異：

-遞延所得稅資產:

應計退休金負債 39,387$   4,416)($    8,229$    43,200$   

存貨呆滯及跌價損失 5,062     2,805     -         7,867     

估列未休假獎金 2,716     89        -         2,805     

未實現兌現損失 -         691       -         691       

備抵呆帳 902       559)(       -         343       

估列銷貨退回及折讓 138       79        -         217       

其他 5,552     1,665)(     -         3,887     

小計 53,757    2,976)(     8,229     59,010    

-遞延所得稅負債:

土地增值稅 41,619)(    -         -         41,619)(    

投資利益 29,588)(    7,479)(     -         37,067)(    

未實現兌現利益 310)(       310       -         -         

  其他 -         98)(        -         98)(        

小計 71,517)(    7,267)(     -         78,784)(    

合計 17,760)($   10,243)($   8,229$    19,774)($   

101     年     度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86年度以前 -$            -$            -$            

87年度以後 1,049,431     809,710       709,223       

1,049,431$    809,710$      709,223$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可扣抵稅額

  帳戶餘額 136,472$      154,599$      136,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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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普通股每股盈餘  

 

 

(二十四 )營業租賃  

本公司以營業租賃承租土地作為廠房及停車場使用等，租賃期間介於

民國 100 年～ 105 年間。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度分別認列 $5,832 及

$6,478 租金費用。另因不可取消合約之未來最低租賃給付總額如下：  

 

(二十五 )非現金交易  

1.僅有部分現金支付之投資活動  

 

加權帄均流通
稅   後 在外仟股數 每股盈餘(元)

基本每股盈餘

屬於普通股股東之本期淨利 580,998$  188,452   3.08$       

具稀釋作用之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員工紅利 -         746       

稀釋每股盈餘

屬於普通股股東之本期純益

  加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580,998$  189,198   3.07        

102     年     度

加權帄均流通
稅   後 在外仟股數 每股盈餘(元)

基本每股盈餘

屬於普通股股東之本期淨利 398,658$  188,452   2.12$       

具稀釋作用之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員工紅利 -         961       

稀釋每股盈餘

屬於普通股股東之本期純益

  加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398,658$  189,413   2.10        

101     年     度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不超過1年 1,700$        1,700$        1,700$        

超過1年但不超過5年 1,700         3,400         5,100         

3,400$        5,100$        6,800$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增加數 13,335$       18,823$       

加：期初應付設備款 311           2,125         

    (表列「其他應付款」項下)

減：期末應付設備款 1,419)(         311)(           

    (表列「其他應付款」項下)   

購買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支付現金數 12,227$       20,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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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活動：  

 

3.分割之補充揭露資訊：  

本公司於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將彰化分公司之資產、負債及營業分

割讓與子公司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詳附註一及六 (八 )。相關分

割之補充揭露資訊如下：  

 

4.簡易合併之補充揭露資訊：  

本公司以民國 101 年 6 月 30 日為合併基準日，與本公司轉投資持股

100%之子公司台貿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台貿」 )進行

簡易合併，補充揭露資訊如下：  

 

  

102年度 101年度

預付設備款轉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7,658$        14,528$        

102 年 度

應收帳款淨額 184,635$      

應收帳款－關係人淨額 4,869         

存貨淨額 67,803        

其他流動資產 5,475         

固定資產 162,017       

其他資產 181           

應付票據 80,223)(        

應付帳款 50,836)(        

應付帳款－關係人 32,097)(        

其他應付款 18,060)(        

其他流動負債 2,540)(         

應計退休金負債 12,406)(        

淨資產 228,818       

取得對該公司投資 409,231)(       

本期分割支付現金數 180,413)($      

101 年 度

現金及銀行存款 3,106$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 30,459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77,265       

應付費用 19)(            

小計 210,811       

減：合併前投資數 210,811)(       

合併支付現金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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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關係人交易  

(一 )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易事項  

1.銷貨  

 

本公司銷貨予關係人之交易價格係依雙方約定辦理，收款條件為月結 30

天至 120 天。提供勞務予關係人係以成本加成基礎計算協議後辦理。  

2.進貨  

 

本公司向關係人進貨之交易價格係依雙方約定辦理，付款條件為月結 30 天

至 50 天。 

3.應收款項  

(1)應收帳款  

 

(2)其他應收款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商品銷售：

－關聯企業 1,452,399$     1,449,504$     

  子公司 53,040         33,314         

勞務銷售：

－子公司 24,074         19,439         

  關聯企業 -              17,704         

總計 1,529,513$     1,519,961$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商品購買：

－子公司 979,986$      469,056$      

  關聯企業 17,799        223,621       

勞務支出(表列「推銷費用」)：

－子公司 53,974        5,771         

  關聯企業 20,950        -             

總計 1,072,709$    698,448$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子公司 30,450$       18,000$       12,835$       

  關聯企業 20,883        296,517       208,330       

51,333$       314,517$      221,165$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子公司 43,009$       40,571$       4,088$        

  關聯企業 -             69,409        129,759       

43,009$       109,980$      133,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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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其他應收款項主要包含：  

(1)關聯企業宣告現金股利尚未匯回款，截至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

101 年 12 月 31 日及 101 年 1 月 1 日止分別計 $10,571、 $67,601

及 $129,759。  

(2)本公司出售零件予關係人時，未於出售時以銷貨收入處理，相關

尚未收回出售零件時產生之應收款項。  

(3)本公司提供諮詢服務收入產生之款項。  

4.應付款項 

(1)應付帳款 

 

(2)其他應付款 

 

上述其他應付款項主要來自取得關係人提供勞務服務支出。  

5.財產交易  

 

民國 101 年度，與關係人間無重大財產交易事項。  

6.合併與分割  

請參閱附註一、六 (八 )及 (二十五 )之說明。  

7.為關係人提供背書保證情形  

本公司為關係人提供背書保證之期末餘額如下：  

 

(二 )主要管理階層薪酬資訊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子公司 272,696$      38,021$       29,280$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關聯企業 21,147$       96$           -$            

  子公司 20,880        2,016         -             

42,027$       2,112$        -$            

102 年 度

購買機器設備

－關聯企業 4,659$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子公司 269,700$      91,050$       248,400$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薪資及其他短期員工福利 54,637$        58,030$        

退職福利 1,379          1,512          

總    計 56,016$        59,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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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質押之資產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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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二 )承諾事項  

1.已開立尚未使用之信用狀餘額：  

  

2.截至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民國 101 年 12 月 31 日及 1 月 1 日止，本

公司為採用權益之投資公司向銀行申請融資額度提供背書保證情形，請

參閱附註七－關係人交易。  

3.本公司與英格索蘭公司 (INGERSOLL-RAND COMPANY LIMITED)締結契約約

定：未經雙方同意，不得與第三者締結門鎖產品之合資契約；另，於民

國 101 年 7 月間變更取消此約定條款。  

十、重大之災害損失  

無。  

十一、重大之期後事項  

無。  

十二、其他  

(一 )資本管理  

本公司之資本管理目標，係保障繼續經營之能力，以持續提供股東報酬，

並維持最佳資本結構。 

由於本公司須維持支應擴建與提升廠房及設備所需資本，因此本公司之資

本管理係以確保具有必要之財務資源及營運計畫，以支應未來十二個月所

需之營運資金、資本支出、研究發展費用、債務償還及股利支出等需求。  

本公司利用集團負債佔資產比率以監控資本。本公司之策略係維持一個帄

穩之負債佔資產比，比率如下： 

資 產 項 目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擔保用途

股票(表列「備供出售

  金融資產－非流動」) -$           24,768$      -$           投資交易

帳面價值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進口原料及設備 11,611$       70,880$       68,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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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融工具  

1.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資訊  

本公司管理階層認為現金、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工具 (包括應收票

據、應收帳款、其他應收款、其他金融資產－其他、短期借款、應付

票據、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 )之帳面價值趨近其公允價值或以成本衡

量之金融資產等其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  

2.公允價值估計  

(1)下表為分析以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所採用之評價技術。各等級

之定義如下：  

第一等級：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未經調整 )。  

第二等級：除包含於第一等級之公開報價外，資產或負債直接 (亦即

價格 )或間接 (亦即由價格推導而得 )可觀察之輸入值。  

第三等級：非以可觀察市場資料為基礎之資產或負債之輸入值。  

本公司於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 101 年 12 月 31 日及 101 年 1 月

1 日以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如下：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總負債 1,779,601$    1,502,905$    1,165,130$    

總資產 6,198,142$    5,615,104$    5,069,272$    

負債佔資產比 29 27 23

第一等級 第二等級 第三等級 合計

金融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

　權益證券 266,624$  -$        -$        266,624$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權益證券 328,927   -         -         328,927   

合計 595,551$  -$        -$        595,551$  

金融負債：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負債

  遠期外匯合約 -$        6$        -$        6$        

102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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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於活絡市場交易之金融工具，其公允價值係依資產負債表日之市場

報價衡量。當報價可即時且定期自證券交易所、交易商、經紀商、

產業、評價服務機構或監管機構取得，且該等報價係代表在正常交

易之基礎下進行之實際及定期市場交易時，該市場被視為活絡市

場。本公司持有金融資產之市場報價為收盤價，該等工具係屬於第

一等級。第一等級之工具主要包括權益工具及債務工具，其分類為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或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第一等級 第二等級 第三等級 合計

金融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

　權益證券 356,223$  -$        -$        356,223$  

　原料遠期合約 -         873       -         873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權益證券 558,339   -         -         558,339   

合計 914,562$  873$      -$        915,435$  

金融負債：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負債

  投資交易 25,881$   -$        -$        25,881$   

101  年  12  月  31  日

第一等級 第二等級 第三等級 合計

金融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

　權益證券 420,024$  -$        -$        420,024$  

　遠期外匯合約 -         7         -         7         

  外匯選擇權 -         2,286     -         2,286     

　原料遠期合約 -         67        -         67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權益證券 290,375   -         -         290,375   

合計 710,399$  2,360$    -$        712,759$  

金融負債：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負債

  外匯選擇權 -$        2,032$    -$        2,032$    

101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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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在活絡市場交易之金融工具 (例如於櫃檯買賣之衍生工具），其公

允價值係利用評價技術決定。評價技術將盡可能的多利用可觀察之

市場資料 (如有 )，並盡可能少依賴企業之特定估計。若計算一金融

工具之公允價值所需之所有重大參數均為可觀察資料，則該金融工

具係屬於第二等級。  

(4)用以評估金融工具之特定評估技術包括：  

同類型工具之公開市場報價或交易商報價。  

遠期外匯合約公允價值之決定係採用資產負債表日之遠期匯率

折算至現值。  

其他評價技術，以決定其餘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例如現金流量

折現分析。  

3.財務風險管理政策  

本公司管理當局為能有效控管及降低財務風險，致力於辦認、評估並

規避市場之不確性，以降低市場變動對公司財務績效之潛在不利影響。

該等風險包括市場風險 (包含匯率風險、利率風險及其他價格風險 )、

信用風險及流動性風險。  

風險管理工作由本公司各相關部門按照核准之政策執行之。  

4.重大財務風險之性質及程度  

(1)市場風險  

匯率風險  

本公司係跨國營運，因此受多種不同貨幣所產生之匯率風險，主

要為美金。相關匯率風險來自未來之商業交易，已認列之資產與

負債及對國外營運機構之淨投資。為避免因匯率變動造成外幣資

產價值減少及未來現金流量之波動，本公司透過衍生金融工具 (包

含遠期外匯合約及外幣選擇權交易 )來規避匯率風險，此類衍生金

融工具之使用，可協助本公司減少但仍無法完全排除外幣匯率變

動所產生之影響。  

由於本公司持有若干國外營運機構投資係為策略性投資，是故本

公司並未對其進行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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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從事之業務涉及若干非功能性貨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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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面金額
外幣(仟元) 匯率 (新台幣)

(外幣:功能性貨幣)

金融資產

  貨幣性項目

    美金：新台幣 29,993$      29.81 894,091$     

    歐元：新台幣 4,265        41.09 175,249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美金：新台幣 73,696       29.81 2,208,827    

金融負債

  貨幣性項目

    美金：新台幣 11,780       29.81 351,162      

102   年   12   月   31   日

帳面金額
外幣(仟元) 匯率 (新台幣)

(外幣:功能性貨幣)

金融資產

  貨幣性項目

    美金：新台幣 32,069$      29.04 931,284$     

    歐元：新台幣 1,116        38.49 42,955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美金：新台幣 60,223       29.04 1,745,789    

金融負債

  貨幣性項目

    美金：新台幣 3,234        29.04 93,915       

101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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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因重大匯率波動影響之外幣市場風險分析如下 : 

 
 

 

帳面金額
外幣(仟元) 匯率 (新台幣)

(外幣:功能性貨幣)

金融資產

  貨幣性項目

    美金：新台幣 21,037$      30.28 637,000$     

    歐元：新台幣 351          39.18 13,752       

  非貨幣性項目

    美金：新台幣 5,762        23.31 134,312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美金：新台幣 57,392       30.28 1,747,329    

金融負債

  貨幣性項目

    美金：新台幣 2,402        30.28 72,733       

101   年   1   月   1   日

(外幣:功能性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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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41$     -$            

    歐元：新台幣 1% 1,752      -             

金融負債

  貨幣性項目

    美金：新台幣 1% 3,512      -             

102   年   度

敏  感  度  分  析

(外幣:功能性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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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3$     -$            

    歐元：新台幣 1% 430        -             

金融負債

  貨幣性項目

    美金：新台幣 1% 939        -             

101   年   度

敏  感  度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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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風險  

由於本公司持有之投資於個體資產負債表中係分類為備供出售金融

資產，或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因此本公司暴露於

權益工具之價格風險。本公司未有商品價格風險之暴險。為管理權

益工具投資之價格風險，本公司將其投資組合分散，其分散之方式

係根據本公司設定之限額進行。  

本公司主要投資於國內上市櫃及未上市櫃之權益工具，此等權益工

具之價格會因該投資標的未來價值之不確定性而受影響。  

利率風險  

本公司從事之無活絡市場債券投資係按基金之淨值決定配息，故市

場利率變動將使債券投資之公帄價值隨之變動，惟本公司預期不致

發生重大之利率風險。  

(2)信用風險  

信用風險係指交易對方違反合約義務而造成本公司財務損失之風

險。本公司之信用風險，主要係來自現金及銀行存款、衍生金融工

具、於營運活動產生之應收款項及已承諾之交易。  

為維持應收帳款之品質，本公司已建立營運相關信用風險管理之

程序。  

個別客戶之風險評估係考量包含該客戶之財務狀況、歷史交易記錄

及目前經濟狀況等多項可能影響客戶付款能力之因素。本公司亦會

在適當時機使用某些信用增強工具，如預收貨款方式，以降低特定

客戶之信用風險。  

有關銀行存款、固定收益投資及其他金融工具之信用風險，係由本

公司財務部門衡量並監控。由於本公司之交易對象及履約他方均係

信用良好之銀行或具投資等級以上之金融機構及公司組織，無重大

之履約疑慮，故無重大之信用風險。  

本公司業已發生減損之金融資產的個別分析，請詳附註六各金融資

產之說明。  

(3)流動性風險  

本公司管理流動性風險之目標，係為維持營運所需之現金及銀行存

款、高流動性之有價證券及足夠之銀行融資額度等，以確保本公司

具有充足之財務彈性。  

下表係本公司之非衍生金融負債及以淨額或總額交割之衍生金融負

債，按相關到期日予以分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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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負債係依據資產負債

表日至預期到期日之剩餘期間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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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所揭露之合約現金流量金額係未折現之金額：  

 

 

 

 

 

1年內 1至2年內 2至5年內 5年以上

非衍生金融負債：

  應付票據 108,757$   -$         -$         -$         

  應付帳款(含關係人) 424,312    -          -          -          

  其他應付款 210,987    -          -          -          

衍生金融負債：

  遠期外匯合約 6$         -$         -$         -$         

102   年   12   月   31   日

1年內 1至2年內 2至5年內 5年以上

非衍生金融負債：

  應付票據 225,403$   -$         -$         -$         

  應付帳款 287,009    -          -          -          

  其他應付款 198,552    -          -          -          

101   年   12   月   31   日

1年內 1至2年內 2至5年內 5年以上

非衍生金融負債：

  應付票據 133,476$   -$         -$         -$         

  應付帳款 218,417    -          -          -          

  其他應付款 137,562    -          -          -          

衍生金融負債：

　外匯選擇權 2,032$     -$         -$         -$         

101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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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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註 1： 資金貸 與性質 代號：  

(1)有 業務往 來者。  

(2)有 短期融 通資金 必要者。  

註 2： 依本公 司資金 貸與他人 作業程 序之規 定如下 ：  

(1)資 金貸與 有業務 往來之公 司或行 號者，貸與總 金額不 得超過 本公司 淨值之 20%為 限。個 別對象 之貸與 限額，不 得超 過最近 一年度 與本公 司交易 之金額 (以

公 司進貨 金額為 限 )。  

(2)資 金貸與 有短期 融通資金 必要之 公司或 行號者，貸與 總金額 不得超 過本公 司淨值 之 10%。個 別對象 之貸與限 額，不 得超過 其最近 期 財務 報告淨 值之 50%。  

註 3： 依公司 資金貸 與他人作 業程序 之規定 ，資金 貸與總 限額依 其貸與 原因分 別訂定 如下：  

(1)資 金貸與 有業務 往來之公 司或行 號者，貸與 總金額不 得超過 該公司 淨值 20%。個 別對象 之貸與 限額不 得超過 最近一 年度該 公司與 其業務 往來金 額 (以進貨

金 額為準 )。                    

(2)資 金貸與 有短期 資金融通 必要之 公司或 行號者 ，貸與 總金額 不得超 過該公 司淨值 之 10%。個 別對象 之貸與限 額，不 得超過 其最近 期財務 報告淨 值 50%。  

(3)受 同一母 公司控 制的子公 司之間 因業務 需要而 有短期 融通資 金之必 要者， 總貸與 金額不 得超過 該子公 司 財務 報告淨 值之 30%。個別 對象 之貸與 限額， 不

得 超過該 子公司 淨值 20%。  

 

  

有短期融通 對個別

是否為 本期最高 實際動支 利率 資金貸與 業務往來 資金必要 提列備抵 對象資金 資金貸與

編號 貸出資金之公司 貸與對象 往來項目 關係人 金    額 期末餘額 金   額 區間 性    質 金    額 之原因 呆帳金額 名稱 價  值 貸與限額 總限額 備註

0 台灣福興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資勇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應收款 N 13,500$ 6,000$ 4,500$ 2.85 註1(1) 219,980$ -      -$     商業

本票

6,000$ 219,980$ 876,646$ 註2

1 資勇五金製品

　(太倉)有限公司

福弘金屬工業

　(常熟)有限公司

其他應收款

　－關係人

Y 85,732  39,018 39,018 3.50 註1(2) -        營運週轉 -      無 -      163,545  245,317  註3

1 資勇五金製品

　(太倉)有限公司

艾德克(上海)商貿

　有限公司

其他應收款

　－關係人

Y 29,245  29,245 29,245 3.50 註1(2) -        營運週轉 -      無 -      163,545  245,317  註3

2 福弘金屬工業

　(常熟)有限公司

常熟福誠包裝

　材料有限公司

其他應收款

　－關係人

Y 4,654   4,654  2,327  3.50 註1(2) -        營運週轉 -      無 -      118,834  178,251  註3

擔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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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他人 背書保 證情形 ：  

 

註 1： 背書保 證者與 被背書保 證對象 之關係 ，係屬 直接持 有普通 股股權 超過百 分之五 十之子 公司。  

註 2：本公 司對外 背書保 證之 總額，不 得超過 最近期 財務 報表淨 值之 30%；對單 一企 業背書 保證額 度，以不 超過 最近期 財務報 表淨值 20%為 限，惟對 海外單 一聯屬

公 司以不 超過淨 值 30%為限。  

(以下 空白 ) 

  

本期最高 以財產擔保 累計背書保證金額 屬母公司 屬子公司

背書保證者 對單一企業 背書保證 期末背書 實際動支 之背書保證 佔最近期財務報表 背書保證 對子公司 對母公司 屬對大陸地區

編號 公司名稱 公司名稱 關係 背書保證限額 餘    額 保證餘額 金    額 金      額 淨值之比率 最高限額 背書保證 背書保證 背書保證 備註

0 台灣福興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註1 876,646$    88,950$  88,950$  -$      -$        2 1,314,969$ Y - - 註2

0 台灣福興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福弘金屬工業

  (常熟)有限公司

註1 1,314,969   180,750  180,750  90,375  -         4 1,314,969  Y - Y 註2

被背書保證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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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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註 1： 該等金 融資產 因無活絡 市場公 開報價 ，且其 公帄價 值亦無 法可靠 衡量， 故未予 揭露其 市價或 股權淨 值資訊 。   

註 2： 持股比 例未達 5%，故不 予揭露 。  

註 3： 該公司 董事長 與本公司 董事長 係同一 人。  

註 4： 本公司 持有 MAP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因 累計退 回股款 數大於 本公司 原始投 入成本 ，故帳 面價值 為 $0， 且本公 司仍持 有該公 司股票 7,854 仟股。  

與有價證券 持股
持有之公司 有 價 證 券 種 類 及 名 稱 發行人之關係 帳列科目 股數 帳面金額 比率 公允價值 備註

台灣福興工業 受益憑證-兆豐國際寶鑽貨幣市場基金 無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7,280,118   89,075$   註2 89,075$   

  股份有限公司 受益憑證-日盛貨幣市場基金 無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4,358,978   63,016    註2 63,016    

受益憑證-群益安穩貨幣市場基金 無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2,664,891   42,005    註2 42,005    

受益憑證-台新1699貨幣市場基金 無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2,574,487   34,014    註2 34,014    

受益憑證-元大寶來萬泰貨幣市場基金 無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1,350,977   20,006    註2 20,006    

受益憑證-第一金台灣貨幣市場基金 無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669,600     10,000    註2 10,000    

受益憑證-新光吉星貨幣市場基金 無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561,538     8,508     註2 8,508     

股票-寶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無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1,186       -       註2 -         

股票-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無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7,552,867   328,927   註2 328,927   

股票-銘鈺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無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2,841,061   114,920   5.06 247,172   

股票-成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無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2,000,000   10,000    8.33 註1

股票-華陽中小企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無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833,406     7,000     1.75 註1

股票-勝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無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2,141,697   1,647     19.47 註1

股票-金鉅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無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434,100     -         12.95 註1

股票-欣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無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478,170     -         2.49 註1

股票-資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無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640,000     -         8.00 註1

股票-MAP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無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7,853,941   -         5.47 註1 註4

股票-德芝美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無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720,000     -         4.78 註1

股票-華南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註3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286,294     -         15.85 註1

受益憑證-澳盛全球精選配息保本債券基金 無 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非流動 20,000      60,960    註2 註1

期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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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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  

 

註 1：帳列 科目代 號： (1)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流動， (2)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3)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4)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註 2： 係對該 被投資 公司增加 投資金 額。  

註 3： 包括增 加投資 金額、採 用權益 法認列 之子公 司、關 聯企業 及合資 損益之 份額及 其他綜 合損益 份額。  

註 4：係 本公司 為進行 組織調 整及專 業分工 ，以強 化企業 核心競 爭力之 目的， 於民國 101 年 3 月 16 經董事 會決 議，以 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 為分割 基準日 ，進行

彰 化分公 司之組 織調整 。另請 參閱附 註一及 六 (二十五 )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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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者： 無此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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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者： 無此情 事。  

(以下 空白 )  

買、賣之

公   司

有 價 證 券

種 類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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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台灣福興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兆豐國際寶鑽貨幣

  市場基金

註1(1) - - 6,597,162    80,000$    27,780,292  339,000$  27,097,336   330,665$  330,000$   665$    7,280,118   89,000$  

台灣福興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合興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註1(3) 註2 子公司 100,000      1,000      22,400,000  474,324   -            -         -          -       22,500,000  475,324  註3及

  註4

 期　    　  　初 買             入 賣                   出  期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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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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者：  

 

註 ：依雙 方約定 辦理， 與一般 交易並 無重大 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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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從事 衍生 性金 融商品 交易： 本公 司相 關衍 生性金 融商品 交易 資訊 及財 務風險 資訊， 請詳 附註 六 (二 )及十 二 (二 )之說 明；有 關本 公司 之子 公司 資訊 ，請 參見本 公司

民 國 102 年度合 併財務 報告附 註六 (二 )及十 二 (二 )之說明 。   

佔總進(銷)貨 佔總應收(付)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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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款之比率 備註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ALLEGION FU HSIUNG LTD.

(原名：INGERSOLL-RAND

  FU HSING  LTD.）

採權益法評價

  之被投資公司

(銷貨) 1,436,664)($  (38) 依雙方約定 註 註 20,883$    3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

  有限公司

孫公司 進貨 857,639     34 依雙方約定 註 註 252,186)(    (47)

資勇五金製品(太倉)

　有限公司

孫公司 進貨 121,565     5 依雙方約定 註 註 20,192)(     (4)

資勇五金製品(太倉)

　有限公司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

  有限公司

聯屬公司 (銷貨) 186,098)(     (20) 依雙方約定 註 註 93,000     29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 (銷貨) 121,565)(     (13) 依雙方約定 註 註 20,192     6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

  有限公司

聯屬公司 進貨 282,965     32 依雙方約定 註 註 50,154)(     (24)

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屬公司 進貨 168,639     19 依雙方約定 註 註 28,722)(     (14)

ALLEGION FU HSIUNG LTD.

(原名：INGERSOLL-RAND

  FU HSING  LTD.）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聯企業 進貨 1,436,664   77 依雙方約定 註 註 20,883)(     (98)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

  有限公司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 (銷貨) 857,639)(     (68) 依雙方約定 註 註 252,186    71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屬公司 (銷貨) 282,965)(     (20) 依雙方約定 註 註 50,154     14

資勇五金製品(太倉)

　有限公司

聯屬公司 進貨 186,098     16 依雙方約定 註 註 93,000)(     (25)

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屬公司 (銷貨) 168,639)(     (56) 依雙方約定 註 註 28,722     65

交        易         情         形 交易條件與一般交易 應收(付)票據、帳款

不同之情形及原因

應收關係人 應收關係人款項 提列備抵

帳列應收款項之公司 交 易 對 象 名 稱 關    係 款項餘額 週轉率 金 額 處理方式 期後收回金額 呆帳金額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 252,186$    5.39 -$          - 190,801$    -$          

逾期應收關係人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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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母 子公司 間業務 關係及重 要交易 往來情 形：  

茲 彙列母 子公司 間或各 子公司 間交易 金額達 新台幣 一仟萬 元以上 者 ，並 以註 2 之說明 方式揭 露，其 相對方 交易不 再重覆 揭露。  

 

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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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與交易 人之關 係有三種 ，標示 種類如 下 (若係母子 公司間 或各子 公司間 之同一 筆交易 ，則無 須重複 揭露。 如：母 公司對 子公司 之交易 ，若母 公司已 揭露，

則 子公司 部分無 須重複 揭露； 子公司 對子公 司之交 易，若 其一子 公司已 揭露， 則另一 子公司 無須無 複揭露 )：  

1.母公司 對子公 司。  

2.子公司 對母公 司。  

3.子公司 對子公 司。  

註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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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金額 佔合併

總 營收之 方式計 算。  

註 4： 係為他 人背書 保證性質 之備忘 性質科 目，為 期末 實 際動支 金額。  

編號

(註1)  交易人名稱  交易往來對象

與交易人

之關係(註2)  科  目 金  額  交易條件

 占合併總營收或

總資產之比率(註3)

0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FU HSING AMERICAS INC. 1 銷貨 48,951$         依雙方約定辦理 0.83%
＂ ＂ 應收帳款－關係人 30,339          依雙方約定辦理 0.49%
＂ ＂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10,571          依雙方約定辦理 0.17%
＂ ＂ 佣金支出 53,974          依雙方約定辦理 0.92%
＂ ＂ 其他應付帳款－關係人 20,880          依雙方約定辦理 0.34%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1 進貨 857,639         依雙方約定辦理 14.57%
＂ ＂ 應付帳款－關係人 252,186         依雙方約定辦理 4.07%
＂ ＂ 其他應收帳款－關係人 14,612          依雙方約定辦理 0.24%

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公司 1 進貨 121,565         依雙方約定辦理 2.06%
＂ ＂ 應付帳款－關係人 20,192          依雙方約定辦理 0.33%
＂ ＂ 勞務收入 13,434          依雙方約定辦理 0.23%
＂ ＂ 其他應收帳款－關係人 13,481          依雙方約定辦理 0.22%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 背書保證(註4) 90,375          依雙方約定辦理 1.46%

1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艾德克(上海)商貿有限公司 3 銷貨 25,057          依雙方約定辦理 0.43%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3 進貨 282,965         依雙方約定辦理 4.81%
＂ ＂ 應付帳款－關係人 50,154          依雙方約定辦理 0.81%

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 進貨 168,639         依雙方約定辦理 2.86%
＂ ＂ 應付票據－關係人 14,388          依雙方約定辦理 0.23%
＂ ＂ 應付帳款－關係人 14,334          依雙方約定辦理 0.23%

2 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公司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3 銷貨 186,098         依雙方約定辦理 3.16%
＂ ＂ 應收帳款－關係人 93,000          依雙方約定辦理 1.50%
＂ ＂ 進貨 20,125          依雙方約定辦理 0.34%

3 常熟福誠包裝材料有限公司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3 銷貨 13,023          依雙方約定辦理 0.22%

4 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銳昇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 加工支出 25,778          依雙方約定辦理 0.44%

 交易往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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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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註 1： 未發行 股票， 不適用。  

註 2： 被投資 公司本 期 (損 )益 與本公 司認列 之投資 (損 )益 之差額 係屬公 司內部 交易產 生之未 實現 (損 )益。  

註 3： 業已併 入本公 司採權益 法評價 之被投 資公司 本期損 益中， 一併由 本公司 計算認 列投資 損益 。   

註 4： 該公司 業已辦 理解散清 算。  

  

所在 被投資公司 本期認列之

投資公司名稱 被投資公司名稱 地區 主要營業項目 本期期末 上期期末 股  數 比率 帳面價值 
本期(損)益 
投資損益 備註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MASTER UNITED

 INVESTMENT GROUP LTD.

英屬維

京群島

各項事業之轉投資 538,240$ 538,240$ 1,560,000 100 835,960$ 41,956$ 38,162$ 註2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INGERSOLL-RAND FU HSING

 HOLDINGS LTD.

英屬維

京群島

各項事業之轉投資 148,036 148,036 8,967,392 49 666,179 558,411 278,694 註2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FORMFLEX ENTERPRISE CO.,

 LTD.

薩摩亞 各項事業之轉投資 752,987 606,384 24,079,000 100 615,421 40,319)( 41,053)( 註2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生產及銷售關門器、

  防火門鎖與天地

  鉸鏈之相關產品

410,231 1,000 22,500,000 100 475,324 70,690 67,576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生產銷售天地鉸鍊

  之相關產品

65,200 65,200 1,260 70 85,384 32,046 18,340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FU HSING AMERICAS INC. 美國 有關門鎖及關門器

  之相關產品配銷

11,263 11,263 300,000 100 56,459 10,302 8,865 註2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ALLEGION FU HSIUNG LTD.

(原名：INGERSOLL-RAND

  FU HSING  LTD.）

香港 各類商品貿易業務 - - - 49 34,808 43,026 21,083 註1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華興材料應用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體育用品製造 - 96,246 - - - - - 註4

FORMFLEX ENTERPRISE CO.,

 LTD.

FORTUNE INDUSTRIAL LTD. 薩摩亞 各項事業之轉投資 6,698 6,698 204,000 51 9,366 529)( - 註3

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銳昇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生產銷售天地鉸鍊

  之相關產品

14,000 14,000 504,000 70 24,985 8,685 - 註3

原 始 投 資 金 額 期   末   持   有



  

~62~ 

(三)大 陸投資 資訊  

1.基本資 料 : 

 

 

註 1： 投資方 式分為 下列三種 ，標示 種類如 下：  

1.直接赴 大陸地 區從事 投資。  

2.透過第 三地區 公司再 投資大 陸  (註明該 第三地 區之投資 公司 )：透 過 INGERSOLL-RAND FU HSING HOLDINGS LTD.、 MASTER UNITED INVESTMENT GROUP LTD.、

FORMFLEX ENTERPRISE CO., LTD.及 FORTUNE INDUSTRIAL LTD.再 投資大 陸。  

3.其他方 式：係 以本公 司大陸 被投資 公司－ 資勇五 金製品 (太 倉 )有限公 司自有 盈餘再 轉投資 該公司 ，本公 司並未 實際匯 出資金 。  

註 2： 投資損 益認列 係依經台 灣母公 司簽證 會計師 查核簽 證之財 務報告 。  

註 3： 該公司 業已辦 理完成清 算解散 ，透過 第三地 區公司 收回投 資金額 約當 $11,085，尚 未匯回 台灣； 本期認列 投資損 益，係 包含清 算損失 。  

註 4： 係依據 經濟部 97 年 8 月 29 日經審 字第 09704604680 號函規 定。依 本公司 合併淨 額之 60%計 算限額 。  

 

投資
本期期初自

台灣匯出累

本期期末自

台灣匯出累
被投資公司

本公司直接

或間接投資
本期認列 期末投資

截至本期止

已匯回投資

大陸被投資公司名稱 主要營業項目 實收資本額 方式 積投資金額  匯出  收回 積投資金額 本期損益 之持股比例 投資損益 帳面價值 收     益 備註

福興工業(上海)有限

　公司

從事門鎖及門用金屬品(關門器)

  之生產及銷售業務

540,456$  2  -$        -$      -$   -$        554,983$ 49 271,942$ 664,025$ 387,984$ 註2

福加五金製品(上海)

　有限公司

從事門鎖及門用金屬品(關門器)

  之買賣業務

18,528    2  -         -       -    -         6,917)(    49 3,389)(    825)(      -        註2

資勇五金製品(太倉)

　有限公司

生產銷售汽車鎖等五金製品加工

  業務

512,839   2  520,957   -       -    520,957   42,010   100 42,010   817,724  -        註2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

　有限公司

生產銷售高級建築五金件 735,090   2  588,487   146,603 -    735,090   40,358)(   100 40,358)(   594,169  -        註2

銘宏材料科技(常熟)

　有限公司

生產及銷售稀土永磁之相關產品 44,796    2  11,199    -       -    11,199    934)(      - 314)(      -        -        註3

常熟福誠包裝材料

　有限公司

包裝材料及塑料製品生產 13,133    2  6,698     -       -    6,698     499)(      51 254)(      9,252    -        註2

艾德克(上海)商貿

　有限公司

銷售關門器及天地鉸鏈之

  相關產品

37,078    3  -         -       -    -         15,985)(   100 15,985)(   14,538   -        註2

 本期匯出或

收回投資金額

公 司 名 稱

本期期末累計自台灣匯出

赴大陸地區投資金額

經濟部投審會核准

投  資  金  額

依經濟部投審會規定

赴大陸地區投資限額 備    註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273,944$           1,337,397$      2,651,125$         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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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接或間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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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銷貨收入  

 

1.上述銷貨之交易價格及收款條件係依雙方約定辦理，與一般交易無重大差異。  

2.因上述交易並未產生重大之未實現利益。  

(2)其他勞務收入  

 

(3)進貨  

 

1.上述進貨之交易價格及付款條件係依雙方約定辦理，與一般交易無重大差異。  

2.因上述交易並未產生重大之未實現損益。  

(4)其他應收帳款  

 

佔銷貨淨額

交易對象 金    額 百 分 比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興工業(上海)有限公司 15,735$       -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艾德克(上海)商貿有限公司 25,057$       2          

102    年    度

佔勞務收入

交易對象 金    額 百 分 比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公司 13,434$       56         

  艾德克(上海)商貿有限公司 3,689         15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1,633         7          

18,756$       78         

102    年    度

佔進貨淨額

交易對象 金    額 百 分 比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857,639$      34         

  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公司 121,565       5          

福興工業(上海)有限公司 17,799        1          

常熟福誠包裝材料有限公司 782           -          

997,785$      40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282,965$      32         

102    年    度

佔其他應收款

交易對象 金    額 百 分 比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14,612$      24          

  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公司 13,481       22          

艾德克(上海)商貿有限公司 447          1           

28,540$      47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4,051$       75          

10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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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出售零件予福弘金屬工業 (常熟 )有限公司時，未於出售時以銷貨收入處理，

上述款項係包含出售零件時產生之應收款項。  

(5)應付帳款  

 

(6)其他應付款  

 

(7)財產交易  

購買機器設備  

 

(8)背書保證  

截至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為福弘金屬工業 (常熟 )有限公司向銀行申

請融資額度提供背書保證計＄ 180,750(即美金 6,000 仟元 )。    

十四、部門資訊  

不適用。  

  

佔應付帳款

交易對象 金    額 百 分 比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252,186$     59          

  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公司 20,192       5           

272,378$     64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50,154$      43          

102年12月31日

佔其他應付帳款

交易對象 金    額 百 分 比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5,301$       14          

102年12月31日

交易對象 102  年  度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興工業(上海)有限公司 4,659$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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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IFRSs) 

本個體財務報告係本公司依 IFRSs 所編製之首份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於編製

初始資產負債表時，本公司業已將先前依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財

務報告所報導之金額調整為依 IFRSs 報導之金額。本公司就首次採用 IFRSs

所選擇之豁免、追溯適用之例外及自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轉換至 IFRSs

如何影響本公司財務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之調節，說明如下：  

(一 )所選擇之豁免項目  

1.企業合併  

本公司對發生於轉換至 IFRSs 日 (以下簡稱轉換日 )前之企業合併，選

擇不追溯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3 號「企業合併」規定。此豁免亦

適用於本公司過去取得之投資關聯企業。  

2.認定成本  

本公司對在轉換日之前已依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重估價之不動

產、廠房及設備，選擇以該重估價值作為重估價日之認定成本。  

3.員工福利  

本公司選擇於轉換日將與員工福利計畫有關之全部累計精算損益一次

認列於保留盈餘。並選擇以轉換日起各個會計期間推延決定之金額，

揭露國際會計準則第 19 號「員工福利」第 120A 段 (P)要求之確定福利

義務現值、計畫資產公允價值及計畫盈虧、以及經驗調整之資訊。  

4.累積換算差異數  

本公司選擇於轉換日將國外營運機構所產生之累積換算差異數認定為

零，俟後產生之兌換差額則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21 號「匯率變動之影響」

之規定處理。  

5.複合金融工具  

於轉換日負債組成部分已不再流通在外之複合金融工具，本公司選擇

無須區分為單獨之負債及權益組成部分。  

6.股份基礎給付交易  

本公司對於轉換日前因股份基礎給付交易選擇不追溯適用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 2 號「股份基礎給付交易」。  

(二 )本公司除避險會計及非控制權益，因其與本公司無關，未適用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 1 號之追溯適用之例外規定外，其他追溯適用之例外說明如下： 

1.會計估計  

於民國 101 年 1 月 1 日依 IFRSs 所作之估計，係與該日依中華民國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所作之估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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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除列  

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認列與衡量」之除列規定推延適用

於民國 93 年 1 月 1 日以後所發生之交易。  

(三 )自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轉換至 IFRSs 之調節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 號規定，企業須對比較期間之權益、綜合損益及

現金流量進行調節。本公司之首次採用對總營業、投資或籌資現金流量

並無重大影響。各期間之權益及綜合損益，依先前之中華民國一般公認

會計原則轉換至 IFRSs 之調節，列示於下列各表：  

1.民國 101 年 1 月 1 日權益之調節  

 

 

中華民國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 轉換影響數 IFRSs 說  明

流動資產

  現金及約當現金 204,719$    -$       204,719$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流動 422,384     -        422,384    

  應收票據淨額 28,657      -        28,657     

  應收帳款淨額 222,927     -        222,927    

  應收帳款－關係人淨額 221,165     -        221,165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133,847     -        133,847    

  存貨 302,045     -        302,045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 12,617      -        12,617     

  其他流動資產－其他 39,413      5,819)(    33,594     (3)

    流動資產合計 1,587,774   5,819)(    1,581,955  

非流動資產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290,375     -        290,375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非流動 204,323     -        204,323    

  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

　  非流動 60,960      -        60,96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1,996,958   847)(      1,996,111  (2)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554,684     3,838)(    550,846    (5)(9)

  無形資產 1,081       1,081      

  遞延所得稅資產 -           53,757   53,757     (1)(2)(3)

  其他金融資產－非流動 6,742       -        6,742      

  其他非流動資產－其他 3,117       3,838    6,955      (5)(9)

    非流動資產合計 3,118,240   52,910   3,171,150  

      資產總計 4,706,014$  47,091$  4,75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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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 轉換影響數 IFRSs 說  明

流動負債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負債－流動 2,032$     -$       2,032$     

  應付票據 133,476    -        133,476    

  應付帳款 189,137    -        189,137    

  應付帳款－關係人 29,280     -        29,280     

  其他應付款 121,591    15,971   137,562    (2)(10)

  當期所得稅負債 29,567     -        29,567     

  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7,525      -        7,525      (10)

    流動負債合計 512,608    15,971   528,579    

非流動負債

  土地增值稅準備 41,619     41,619)(   -          (3)

  遞延所得稅負債 18,660     52,857   71,517     (3)(6)

  應計退休金負債 185,929    90,787   276,716    (1)

    非流動負債合計 246,208    102,025  348,233    

      負債總計 758,816    117,996  876,812    

權益

  股本 1,884,521  -        1,884,521  

  資本公積 567,114    -        567,114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570,419    -        570,419    

    特別盈餘公積 -          48,991   48,991     (8)

    未分配盈餘 709,223    -        709,223    (1)(2)(6)

(7)(8)

  其他權益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

　   之兌換差額 159,561    159,561)(  -          (2)(7)

   未認列為退休金成本之淨損失 109,122)(    109,122  -          (1)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 96,025     -        96,025     

   未實現重估增值 69,457     69,457)(   -          (6)

      權益總計 3,947,198  70,905)(   3,876,293  

        負債及權益總計 4,706,014$ 47,091$  4,75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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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國 101 年 12 月 31 日權益之調節  

 

 

中華民國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 轉換影響數 IFRSs 說  明

流動資產

  現金及約當現金 338,756$   17,600)($  321,156$   (4)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流動 357,096    -        357,096    

  應收票據淨額 25,813     -        25,813     

  應收帳款淨額 375,809    -        375,809    

  應收帳款－關係人淨額 314,517    -        314,517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109,980    -        109,980    

  存貨 408,887    -        408,887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 39,255     17,600   56,855     (4)

  其他流動資產－其他 44,518     9,020)(    35,498     (3)

    流動資產合計 2,014,631  9,020)(    2,005,611  

非流動資產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558,339    -        558,339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非流動 166,293    -        166,293    

  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

　  非流動 60,960     -        60,96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1,830,595  677)(      1,829,918  (2)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526,807    268      527,075    (5)(9)

  無形資產 698        -        698        

  遞延所得稅資產 -          59,010   59,010     (1)(2)(3)

  其他金融資產－非流動 6,909      -        6,909      

  其他非流動資產－其他 2,155      268)(      1,887      (5)(9)

    非流動資產合計 3,152,756  58,333   3,211,089  

      資產總計 5,167,387$ 49,313$  5,21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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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 轉換影響數 IFRSs 說  明

流動負債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25,881$    -$       25,881$    

　  金融負債－流動

  應付票據 225,403    -        225,403    

  應付帳款 248,988    -        248,988    

  應付帳款－關係人 38,021     -        38,021     

  其他應付款 179,940    16,500   196,440    (2)(10)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 2,112      -        2,112      

  當期所得稅負債 14,709     -        14,709     

  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6,709      -        6,709      (10)

    流動負債合計 741,763    16,500   758,263    

非流動負債

  土地增值稅準備 41,619     41,619)(   -          (3)

  遞延所得稅負債 29,639     49,145   78,784     (3)

  應計退休金負債 192,794    106,350  299,144    (1)

    非流動負債合計 264,052    113,876  377,928    

      負債總計 1,005,815  130,376  1,136,191  

權益

  股本 1,884,521  -        1,884,521  

  資本公積 567,114    -        567,114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602,270    -        602,270    

    特別盈餘公積 -          48,991   48,991     (9)

    未分配盈餘 837,683    27,973)(   809,710    (1)(2)(6)

(7)(8)

  其他權益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

    之兌換差額 102,940    159,561)(  56,621)(     (2)(7)

   未認列為退休金成本之淨損失 126,937)(    126,937  -          (1)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 224,524    -        224,524    

   未實現重估增值 69,457     69,457)(   -          (6)

      權益總計 4,161,572  81,063)(   4,080,509  

        負債及權益總計 5,167,387$ 49,313$  5,21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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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國 101 年度綜合損益之調節  

 

 

  

中華民國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 轉換影響數 IFRSs 說  明

營業收入 3,792,822$  -$        3,792,822$  

營業成本 3,160,947)(   10,370    3,150,577)(   (1)(9)

營業毛利 631,875     10,370    642,245     

營業費用

  推銷費用 112,168)(     399       111,769)(     (1)

  管理費用 172,221)(     1,403     170,818)(     (1)(2)

  研發費用 93,310)(      1,386     91,924)(      (1)

營業費用合計 377,699)(     3,188     374,511)(     

營業利益 254,176     13,558    267,734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其他收入 60,659      -         60,659      

  其他利益及損失 3,436)(       1,036     2,400)(       (9)

  財務成本 3)(           -         3)(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

  　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136,822     166       136,988     
(2)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194,042     1,202     195,244     

稅前淨利 448,218     14,760    462,978     

所得稅費用 61,765)(      2,555)(     64,320)(      (1)

本期淨利 386,453$    12,205$   398,658$    

其他綜合損益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

    之兌換差額 -$          40,155)($   40,155)($     (7)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

　　評價利益(損失) -           128,499   128,499     

  確定福利之精算損益 -           48,407)(    48,407)(      (1)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

  合資之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 -           16,466)(    16,466)(      (7)

與其他綜合損益組成相關之

  所得稅 -           8,229     8,229       

(1)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           31,700    31,7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386,453$    43,905$   43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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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原因說明如下：  

(1)退休金  

A.退休金精算採用之折現率，係依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公報

第 18 號第 23 段規定應參酌之因素訂定。惟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9

號「員工福利」規定，折現率之採用係參考報導期間結束日幣別

及期間與退休金計畫一致之高品質公司債之市場殖利率決定；在

此類債券無深度市場之國家，應使用政府公債（於報導期間結束

日 )之市場殖利率。  

B.依本公司會計政策規定，未認列過渡性淨給付義務係按預期可獲

得退休金給付在職員工之帄均剩餘服務年限，採直線法攤銷。惟

本公司係屬首次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不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19 號「員工福利」之過渡性規定，故無未認列過渡性負債。  

C.依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資產負債表日累積給付義務

超過退休基金資產公允價值部分為應認列退休金負債之下限。惟

國際會計準則第 19 號「員工福利」並無此下限之規定。  

D.本公司退休金精算損益，依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採

緩衝區法認列為當期淨退休金成本。惟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9 號

「員工福利」規定，本公司選擇立即認列於其他綜合淨利中。  

(2)員工福利  

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對於累積未休假獎金之認列並無明文規

定，本公司係於實際支付時認列相關費用。惟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9

號「員工福利」規定，應於報導期間結束日估列已累積未使用之累

積未休假獎金費用。  

(3)所得稅  

A.依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遞延所得稅資產或負債係依

其相關負債或資產之分類，而劃分為流動或非流動項目，對於遞

延所得稅負債或資產未能歸屬至財務報告所列之資產或負債者，

則按預期該遞延所得稅負債或資產清償或實現之期間長短劃分

為流動或非流動項目。惟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財務報表之表

達」規定，企業不得將遞延所得稅資產或負債分類為流動資產或

負債。  

B.依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如有證據顯示遞延所得稅資

產之一部分或全部有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機率不會實現時，使用備

抵評價科目以減少遞延所得稅資產。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2 號「所

得稅」規定，遞延所得稅資產僅就很有可能實現之範圍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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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對於母子公司間交易產生之未實現

損益相關之遞延所得稅資產或負債應適用之稅率應採買方稅率

或賣方稅率並無明文規定，本公司係採賣方稅率計算之。惟依國

際會計準則第 12 號「所得稅」規定，於合併財務報告中，暫時

性差異係藉由比較合併財務報告中資產及負債之帳面金額與適

當之課稅基礎所決定，本公司之課稅基礎係參照公司內各個體之

所得稅申報書所決定，故於合併財務報告中，於考量遞延所得稅

資產或負債應適用之稅率時，應採用買方稅率計算之。  

D.本公司辦理資產重估之土地依法計提之土地增值稅準備，依中華

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係表達於「各項準備－土地增值稅準備」；

土地增值稅係屬所得稅範圍，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2 號「所得稅」

規定應表達於「遞延所得稅負債」。  

E.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不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 12 號「所得稅」

之互抵條件，故不得互抵，因此本公司於轉換日將遞延所得稅資

產及負債予以重分類。  

(4)定期存款  

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短於一年之定期存款得以分類為

現金及約當現金，惟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財務報表之表達」

規定期間長於三個月之定期存款應視其流動性予以分類為其他金

融資產－流動。  

(5)預付設備款  

本公司因購置固定資產而預付之款項，依我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係表達於「固定資產」。惟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規定，

依其交易性質應表達於「預付設備款」。  

(6)土地重估增值  

本公司對在轉換日之前，已依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重估價之

土地，選擇以該重估價值作為重估價日之認定成本，本公司因此於

轉換日將未實現重估增值轉列保留盈餘。  

(7)累積換算調整數  

為本公司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 號「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及於民國 102 年適用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所選

擇之豁免項目，本公司因此於轉換日調減累積換算調整數轉列保留

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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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特別盈餘公積  

依民國 101 年 4 月 6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10012865 號令規定，本公司因

選擇將累積換算調整數(利益)轉列保留盈餘，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9)其他資產  

本公司閒置之固定資產，依我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係表達

於「其他資產」。惟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無要求轉列，故重分類於「不

動產、廠房及設備」。 

(10)其他  

為便於財務報告之表達，先前依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

民國 101 年 1 月 1 日及 12 月 31 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01 年

度綜合損益表及財務報告之部分科目業經重分類。 

4.民國 101 年度現金流量表之重大調整  

(1)自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轉換至 IFRSs，對所報導之本公司產

生之現金流量並無影響。  

(2)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與 IFRSs 表達間之調節項目，對所產生

之現金流量無淨影響。  

(以下空白 )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及約當現金明細表 

民國 102年 12 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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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庫存現金及零用金 273$             

銀行存款 支票存款 7,533            

新台幣活期存款 11,417           

歐元活期存款(EUR 4仟元、匯率41.09) 175              

美元活期存款(USD 939仟元、匯率29.81) 27,986           

日幣活期存款(JPY 32,746仟元、匯率0.28) 9,296            

澳幣活期存款(AUD 0.02仟元、匯率26.59) 1                

星幣活期存款(SGD 24仟元、匯率23.58) 561              

49,436           

新台幣定期存款 44,800           

美元定期存款(USD 3,400仟元、匯率29.81) 101,337          

146,137          

合    計 203,379$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明細表 

民國 102 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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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商  品  名  稱 摘  要  股數或單位數 面值(元) 總     額 利  率 取 得 成 本 單價(元) 總     額  備    註

上市、櫃公司股票

寶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186        10      12       -       19$       -          -$       

受益憑證

 兆豐國際寶鑽貨幣市場基金 7,280,118    -       -        -       89,000    12.24      89,075

 日盛貨幣市場基金 4,358,978    -       -        -       63,000    14.46      63,016     

 群益安穩貨幣市場基金 2,664,891    -       -        -       42,000    15.76      42,005     

 台新1699貨幣市場基金 2,574,487    -       -        -       34,000    13.21      34,014

 元大寶來萬泰貨幣市場基金 1,350,977    -       -        -       20,000    14.81      20,006     

 第一金台灣貨幣市場基金 669,600      -       -        -       10,000    14.93      10,000     

新光吉星貨幣市場基金 561,538      -       -        -       8,500     15.15      8,508      

266,500   266,624    

266,519   266,624$   

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資產評價調整 105       

266,624$  

公    帄    價    值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應收帳款淨額明細表 

民國 102年 12 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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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空白) 

客    戶    名    稱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A客戶 銷貨收入 232,426$      

B客戶 銷貨收入 193,202       

C客戶 銷貨收入 145,239       

其  他(各戶餘額未超過本科目金額之5%以上) 銷貨收入 167,712       

738,579       

減：備抵呆帳 5,966)(         

合    計 732,613$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應收帳款－關係人明細表 

民國 102年 12 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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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空白) 

客    戶    名    稱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FU HSING AMERICAS INC. 銷貨收入 30,340$       

 ALLEGION FU HSIUNG LTD.

(原名：INGERSOLL-RAND FU HSING  LTD.）
銷貨收入 20,883        

其  他(各戶餘額未超過本科目金額之5%以上) 銷貨收入 110           

合    計 51,333$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明細表 

民國 102年 12 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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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戶    名    稱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FU HSING AMERICAS INC. 股利收入等 10,571$      

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公司 諮詢服務收入 13,481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出售零件收入等 14,612       

華興材料應用股份有限公司 清算退回股款 2,728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諮詢服務收入 1,115        

其  他(各戶餘額未超過本科目金額之5%以上) 502          

合    計 43,009$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存貨明細表 

民國 102年 12 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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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空白) 

項       目 摘    要 成        本 淨變現價值 備            註

原    料 25,849$     24,398$     採成本與淨變現價值

在 製 品 130,932     125,542     　孰低衡量

製 成 品 170,185     179,299     

326,966     329,239$    

減：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 30,292)(      

296,674$    

金                      額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變動明細表 

民國 102 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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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空白) 

提供擔保或

名        稱 股 數 公 帄 價 值 股 數 金    額 股 數 金    額 股 數 公 帄 價 值 質押情形    備註    

上市、櫃公司股票：

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7,552,867 292,296$   -      36,631$    -         -$         7,552,867 328,927$   無

銘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6,137 266,043    -      -          3,006,137)( 266,043)(    -         -          無

558,339$   36,631$    266,043)($   328,927$   

本  期  減  少 期  末  餘  額 期  初  餘  額 本  期  增  加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變動明細表 

民國 102 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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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擔保或

名        稱 股 數 帳面價值 股 數 金    額 股 數 金    額 股 數 帳面價值 質押情形 備註

非上市、櫃公司股票：

銘鈺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236,994   114,920$ 604,067 -$      -         -$     2,841,061 114,920$ 無

勝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41,697   23,523   -       -       -         -      2,141,697 23,523   無

成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20,000   -       -       -         -      2,000,000 20,000   無

華陽中小企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833,406     13,945   -       -       -         -      833,406   13,945   無

金鉅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34,100     6,320    -       -       -         -      434,100   6,320    無 特別股

欣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478,170     5,040    -       -       -         -      478,170   5,040    無

資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40,000     3,525    -       -       -         -      640,000   3,525    無

德芝美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720,000     1,900    -       -       -         -      720,000   1,900    無

華南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86,294     958      -       -       -         -      286,294   958      無

華興材料應用股份有限公司 9,624,569   2,728    -       -       9,624,569)( 2,728)(  -         -        無 註

MAP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15,877,560  2,563    -       -       8,023,619)( 2,563)(  7,853,941 -        無 註

195,422  -       5,291)(  190,131  

累計減損 29,129)(   27,435)(  -      56,564)(   

166,293$ 27,435)($ 5,291)($ 133,567$ 

註：本期減少數係辦理清算或減資退回股款。

期  初  餘  額 本  期  增  加 本  期  減  少 期  末  餘  額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變動明細表 

民國 102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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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股 數 金    額 股 數 金    額 股 數 金    額 股 數

持股

比例 金    額 單價(元) 總    價

 提供擔保

或

質押情形 備註

MASTER UNITED INVESTMENT

  GROUP LTD.

1,560,000  754,444$   -           81,516$    -         -$         1,560,000  100% 835,960$    524     817,748$   無

INGERSOLL-RAND FU HSING

 HOLDINGS LTD.

8,967,392  444,028    -           298,940    -         76,789)(     8,967,392  49% 666,179     74      666,179    無

FORMFLEX ENTERPRISE

  CO., LTD.

19,079,000 475,412    5,000,000   146,603    -         6,594)(      24,079,000 100% 615,421     26      617,375    無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000      22,400,000  474,324    -         -          22,500,000 100% 475,324     21      478,324    無

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260      83,129     -           18,635     -         16,380)(     1,260      70% 85,384      36,320  45,763     無

FU HSING AMERICAS INC. 300,000    60,582     -           10,827     -         14,950)(     300,000    100% 56,459      202     60,648     無

ALLEGION FU HSING LIMITED(註) -          11,323     -           23,485     -         -          -          49% 34,808      -       35,086     無

1,829,918$ 1,054,330$ 114,713)($   2,769,535$  2,721,123$ 

註：原名為INGERSOLL-RAND FU HSING LTD.。

期  初  餘  額 本  期  增  加 本  期   減   少 期       末       餘       額   市價或股權淨值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成本變動明細表 

民國 102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83~ 

 

 

(以下空白) 

請參閱附註六(九)、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科目之說明。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累計折舊變動明細表 

民國 102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84~ 

 

 

(以下空白) 

請參閱附註六(九)、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科目之說明。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應付票據明細表 

民國 102年 12 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85~ 

 

 

(以下空白) 

  廠    商    名    稱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資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進貨及委外加工 32,392$       

信發企業社 進貨及委外加工 18,380        

其  他(各戶餘額未超過本科目金額 5％以上) 進貨及委外加工 57,985        

合    計 108,757$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應付帳款明細表 

民國 102年 12 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86~ 

 
 

(以下空白) 

  廠    商    名    稱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資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進貨及委外加工 16,610$       

新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進貨 15,342        

信發企業社 進貨及委外加工 7,625         

其  他(各戶餘額未超過本科目金額 5％以上) 進貨及委外加工 112,039       

合    計 151,616$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應付帳款-關係人明細表 

民國 102年 12 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87~ 

 

 

(以下空白) 

  廠    商    名    稱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進貨 252,186$      

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公司 進貨 20,192        

其  他(各戶餘額未超過本科目金額 5％以上) 進貨等 318           

合    計 272,696$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應付款明細表 

民國 102年 12 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88~ 

 

 

(以下空白) 

請參閱附註六(十一)、其他應付款科目之說明。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收入明細表 

民國 102 年度 

單位：新台幣仟元 

 

~89~ 

 

 

(以下空白) 

  項                  目    數        量    金        額       備         註     

門用金屬品類 22,134 仟個 2,800,795$    

商    品 9,146 仟個 1,039,330     

3,840,125     

減：銷貨退回及折讓 10,600)(        

銷貨收入淨額 3,829,525     

其他勞務收入 24,074        

3,853,599$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成本明細表 

民國 102 年度 

單位：新台幣仟元 

 

~90~ 

 
 

備     註

項                 目 小         計 合         計

期初原料 35,782$           

加：本期進料 381,506           
    領用半成品投入生產 411,935           

    研發單位領料退回 432               793,873           

減：分割讓與(註) 15,135)(            

    轉列費用 418)(               

期末原料 25,849)(            

原料耗用 788,253           

直接人工 219,585           
製造費用 546,187           

製造成本 1,554,025         

期初在製品 192,580           

加：購入在製品 1,280,643         
減：半成品領用投入生產 411,935)(           

    出售半成品成本 80,242)(            

    分割讓與(註) 51,536)(            

    轉列費用 1,684)(             
    在製品盤虧 138)(               545,535)(           

期末在製品 130,932)(           

製成品成本 2,350,781         

期初製成品 226,805           

減：分割讓與(註) 9,614)(             

    轉列費用 3,519)(             
    製成品盤虧 18)(                13,151)(            

期末製成品 170,185)(           

銷貨成本－製成品 2,394,250         

銷貨成本－半成品 20,542            

銷貨成本－外購商品 950,254           

銷貨成本－模具 299               

減：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迴轉 7,506)(             
    出售下腳及廢料收入 67,319)(            

3,290,520$        

註：本公司以民國102年1月1日為分割基準日，將彰化分公司之資產、負債及營業分割讓與

    本公司100%轉投資之子公司，請詳附註一及六(二十四)說明。其中讓與存貨明細如下：

原料 15,135$           

半成品 51,536            

製成品 9,614             
減：備抵跌價及呆滯損失 8,482)(             

67,803$           

金        額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製造費用明細表 

民國 102 年度 

單位：新台幣仟元 

 

~91~ 

 

 

(以下空白)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加 工 費 226,531$     

間接人工 61,225       

修 繕 費 42,684       

水 電 費 34,456       

其他費用 各科目餘額未超過本科目金額5%以上 181,291      

合   計 546,187$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推銷費用明細表 

民國 102 年度 

單位：新台幣仟元 

 

~92~ 

 
 

(以下空白)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佣金支出 84,210$      

薪資費用 25,255       

出口費用 17,268       

其他費用 各科目餘額未超過本科目金額5%以上 29,995       

合   計 156,728$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費用明細表 

民國 102 年度 

單位：新台幣仟元 

 

~93~ 

 

 

(以下空白)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薪資費用 81,623$      

勞務費 11,421       

其他費用 各科目餘額未超過本科目金額5%以上 53,819       

合   計 146,863$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發展費用明細表 

民國 102 年度 

單位：新台幣仟元 

 

~94~ 

 

 

(以下空白)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薪資費用 50,196$      

研究開發費 7,423        

勞健保費 4,851        

其他費用 各科目餘額未超過本科目金額5%以上 24,642       

合   計 87,112$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發生之員工福利、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功能別彙總表明細表 

民國 102年及 101 年度 

單位：新台幣仟元 

 

~95~ 

   

屬於營業 屬於營業 屬於營業 屬於營業

成 本 者 費 用 者 合    計 成 本 者 費 用 者 合    計

員工福利費用 335,102$  189,531$  524,633$  366,006$  220,892$  586,898$  

薪資費用 280,809   157,074   437,883   303,162   190,865   494,027   

勞健保費用 26,542    14,247    40,789    33,559    8,770     42,329    

退休金費用 17,579    8,010     25,589    18,254    9,031     27,285    

其他員工福利費用 10,172    10,200    20,372    11,031    12,226    23,257    

折舊費用 21,953    10,283    32,236    43,484    13,623    57,107    

攤銷費用 69        2,443     2,512     131       383       514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功能別

性質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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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103)財審報字第 13002973號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簡稱「台灣福興集團」)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及 101年 12月 31 日、1 月 1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02年及 101 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合

併財務報告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合併財務報告

表示意見。列入上開合併財務報告之部分子公司，其財務報告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

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合併財務報告所表示之意見中，有關該等子公司財務報告

所列之金額及附註十三所揭露之相關資訊，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該等子公司民國 102

年 12月 31日及 101年 12 月 31日、1月 1日之資產總額分別為新台幣 202,365 仟元及 215,157

仟元、359,809 仟元，各占合併資產總額之 3%及 4%、7%，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日之營業收入淨額分別為新台幣 185,206仟元及 245,088仟元，各別占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之 3%及 5%。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

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財務報告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

報告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

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告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

核報告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第一段所述合併

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

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台灣福興集團民國

102 年 12月 31日及 101年 12月 31日、1月 1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 102 年及 101年 1月 1日

至 12月 31日之財務績效與現金流量。 

  



 

~6~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 102 年度及 101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並經本會計師

出具修正式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資  誠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王國華 

會計師           

廖阿甚 

 

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核准簽證文號：(87)台財證(六)第 68790號 
前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核准簽證文號：金管證審字第 1010015969號 
 

中 華 民 國 1 0 3 年 3 月 2 8 日  



台 灣 福 興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民國 102年 12月 31日及民國 101年 12月 31日、1月 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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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 12 月 31 日   101 年 12 月 31 日   1 0 1  年  1  月  1  日  
 資            產  附註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流動資產                        

1100 現金及約當現金  六(一)  $ 878,729   14   $ 543,119   10   $ 338,831   7  

111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

資產－流動 

 六(二) 

  278,352   5    363,219   6    432,901   8  

1150 應收票據淨額     20,754   -    37,870   1    39,056   1  

1170 應收帳款淨額  六(三)   1,171,353   19    566,380   10    406,439   8  

1180 應收帳款－關係人淨額  七(一)   20,883   -    514,878   9    430,052   8  

1210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七(一)   -   -    69,461   1    134,815   3  

130X 存貨  六(四)   818,478   13    620,472   11    502,226   10  

1476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  六(五)   23,887   1    163,876   3    123,783   2  

1479 其他流動資產－其他     74,506   1    63,466   1    46,352   1  

11XX 流動資產合計     3,286,942   53    2,942,741   52    2,454,455   48  

 非流動資產                        

1523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六(六)及

八   328,927   5    558,339   10    457,879   9  

1543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六(七)   133,567   2    166,293   3    204,323   4  

1546 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非流動  六(八)   60,960   1    60,960   1    60,960   1  

155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六(九)   700,987   11    466,250   8    472,243   9  

16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六(十)及

七(一)   1,271,743   21    1,131,619   20    1,212,420   24  

1780 無形資產  六(十一)   77,429   1    77,140   2    80,843   2  

1840 遞延所得稅資產  六(二十

六)   59,263   1    59,224   1    54,034   1  

1980 其他金融資產－非流動  八   30,609   1    11,703   -    7,996   -  

1985 長期預付租金  六(十二)   45,874   1    45,214   1    46,833   1  

1990 其他非流動資產－其他  六(十三)   201,841   3    95,621   2    17,286   1  

15XX 非流動資產合計     2,911,200   47    2,672,363   48    2,614,817   52  

1XXX 資產總計    $ 6,198,142   100   $ 5,615,104   100   $ 5,069,272   100  
 

(續 次 頁)



台 灣 福 興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民國 102年 12月 31日及民國 101年 12月 31日、1月 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請參閱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暨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王國華、廖阿甚會計師民國 103年 3月 28日查核報告。 

 

 
 董事長：林瑞章 經理人：陳建昆 會計主管：李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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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 12 月 31 日   101 年 12 月 31 日   1 0 1  年  1  月  1  日  
 負債及權益  附註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流動負債                        

2100 短期借款  六(十四)  $ 90,059   1   $ 29,348   -   $ -   -  

212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

負債－流動 

 六(二) 

  6   -    25,881   -    2,032   -  

2150 應付票據     228,470   4    267,019   5    179,495   3  

2170 應付帳款     653,849   11    478,195   9    375,538   7  

2200 其他應付款  六(十五)   317,576   5    284,913   5    185,867   4  

2220 其他應付款項－關係人  七(一)   21,147   -    -   -    -   -  

2230 當期所得稅負債     47,308   1    30,074   1    44,456   1  

2399 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10,251   -    9,547   -    29,509   1  

21XX 流動負債合計     1,368,666   22    1,124,977   20    816,897   16  

 非流動負債                        

2570 遞延所得稅負債  六(二十

六)   132,017   2    78,784   2    71,517   1  

2640 應計退休金負債  六(十六)   278,918   5    299,144   5    276,716   6  

25XX 非流動負債合計     410,935   7    377,928   7    348,233   7  

2XXX 負債總計     1,779,601   29    1,502,905   27    1,165,130   23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股本  六(十七)                      

3110 普通股股本     1,884,521   31    1,884,521   34    1,884,521   37  

 資本公積  六(十八)                      

3200 資本公積     567,114   9    567,114   10    567,114   11  

 保留盈餘  六(十九)                      

3310 法定盈餘公積     640,915   10    602,270   11    570,419   11  

3320 特別盈餘公積     48,991   1    48,991   1    48,991   1  

3350 未分配盈餘     1,049,431   17    809,710   14    709,223   14  

 其他權益  六(二十)                      

3400 其他權益     192,257   3    167,903   3    96,025   2  

31XX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合計     4,383,229   71    4,080,509   73    3,876,293   76  

36XX 非控制權益     35,312   -    31,690   -    27,849   1  

3XXX 權益總計     4,418,541   71    4,112,199   73    3,904,142   77  

 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九                      

 負債及權益總計    $ 6,198,142   100   $ 5,615,104   100   $ 5,069,272   100   



台 灣 福 興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綜  合  損  益  表 

民國 102年及 101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除每股盈餘為新台幣元外) 
 

請參閱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暨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王國華、廖阿甚會計師民國 103年 3月 28日查核報告。 

 
 

 董事長：林瑞章 經理人：陳建昆 會計主管：李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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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項目  附註  金 額   %   金 額   %  

4000 營業收入  六(二十一)及七
(一)  $ 5,887,680   100   $ 5,014,718   100  

5000 營業成本  六(四)(二十
四)(二十五)及七
(一) (  4,935,013 ) ( 84 ) (  4,111,286 ) ( 82 ) 

5900 營業毛利     952,667   16    903,432   18  

 營業費用  六(二十四)(二十
五)及七(一)               

6100 推銷費用   (  225,685 ) ( 4 ) (  174,904 ) ( 3 ) 
6200 管理費用   (  257,266 ) ( 4 ) (  239,472 ) ( 5 )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  161,215 ) ( 3 ) (  127,849 ) ( 3 ) 

6000 營業費用合計   (  644,166 ) ( 11 ) (  542,225 ) ( 11 ) 

6900 營業利益     308,501   5    361,207   7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010 其他收入  六(二十二)   66,159   1    84,203   2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六(二十三)   91,237   2  (  3,904 )  -  
7050 財務成本   (  2,764 )  -  (  794 )  -  
7060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

資損益之份額 
 六(九) 

  299,542   5    71,361   1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454,174   8    150,866   3  

7900 稅前淨利     762,675   13    512,073   10  
7950 所得稅費用  六(二十六) (  170,363 ) ( 3 ) (  102,019 ) ( 2 ) 

8200 本期淨利    $ 592,312   10   $ 410,054   8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8310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

之兌換差額 
  

 $ 80,572   1  ( $ 40,690 ) ( 1 ) 
8325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評

價(損失)利益 
 六(六) 

(  78,366 ) ( 1 )   128,499   3  
8360 確定福利計畫精算損失  六(十六) (  24,042 )  -  (  48,407 ) ( 1 ) 
8370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

資之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 
  

  22,649   -  (  16,466 )  -  
8399 與其他綜合損益組成部分相

關之所得稅 
 六(二十六) 

  4,088   -    8,229   -  

8300 本期其他綜合利益之稅後淨額    $ 4,901   -   $ 31,165   1  

8500 本期綜合利益總額    $ 597,213   10   $ 441,219   9  

 淨利（損）歸屬於：                 
8610 母公司業主    $ 580,998   10   $ 398,658   8  
8620 非控制權益     11,314   -    11,396   -  

     $ 592,312   10   $ 410,054   8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8710 母公司業主    $ 585,398   10   $ 430,358   9  
8720 非控制權益     11,815   -    10,861   -  

     $ 597,213   10   $ 441,219   9  

            
 每股盈餘  六(二十七)         
9750 基本每股盈餘    $ 3.08   $ 2.12  

9850 稀釋每股盈餘    $ 3.07   $ 2.10   



台 灣 福 興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權 益 變 動 表 

民國 102年及 101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之 權 益     

        保 留 盈 餘  其 他 權 益        
  

附 註 

 

普通股股本 

 

資本公積－ 
發 行 溢 價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特 別 盈 餘 
公 積 

 

未分配盈餘 

 國外營運機 
構財務報表 
換算之兌換 
差 額 

 
備供出售金 
融資產未實 
現 損 益 

 

總 計 

 

非控制權益 

 

權 益 總 額 
 

  
請參閱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暨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王國華、廖阿甚會計師民國 103年 3月 28日查核報告。 

 
 

 董事長：林瑞章 經理人：陳建昆 會計主管：李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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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101  年  度                                           

  民國 101年 1月 1日餘額     $ 1,884,521    $ 567,114    $ 570,419    $ 48,991    $ 709,223    $ -    $ 96,025    $ 3,876,293    $ 27,849    $ 3,904,142  

  民國 100年度盈餘指撥及分派：  六(十九)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    -    31,851    -   ( 31,851 )   -    -    -    -    -  

    現金股利     -    -    -    -   ( 226,142 )   -    -   ( 226,142 )   -   ( 226,142 ) 

  民國 101年度稅後淨利     -    -    -    -    398,658    -    -    398,658    11,396    410,054  

  民國 101年度其他綜合損益  六(六)(十
六)(二十)   -    -    -    -   ( 40,178 )  ( 56,621 )   128,499    31,700   ( 535 )   31,165  

  非控制權益增減     -    -    -    -    -    -    -    -   ( 7,020 )  ( 7,020 ) 

  民國 101年 12月 31日餘額     $ 1,884,521    $ 567,114    $ 602,270    $ 48,991    $ 809,710   ( $ 56,621 )   $ 224,524    $ 4,080,509    $ 31,690    $ 4,112,199  

民  國  102  年  度                                           

  民國 102年 1月 1日餘額     $ 1,884,521    $ 567,114    $ 602,270    $ 48,991    $ 809,710   ( $ 56,621 )   $ 224,524    $ 4,080,509    $ 31,690    $ 4,112,199  

  民國 101年度盈餘指撥及分派：  六(十九)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    -    38,645    -   ( 38,645 )   -    -    -    -    -  

    現金股利     -    -    -    -   ( 282,678 )   -    -   ( 282,678 )   -   ( 282,678 ) 

  民國 102年度稅後淨利     -    -    -    -    580,998    -    -    580,998    11,314    592,312  

  民國 102年度其他綜合損益  六(六)(十
六)(二十)   -    -    -    -   ( 19,954 )   102,720   ( 78,366 )   4,400    624    5,024  

  非控制權益增減     -    -    -    -    -    -    -    -   ( 8,316 )  ( 8,316 ) 

  民國 102年 12月 31日餘額     $ 1,884,521    $ 567,114    $ 640,915    $ 48,991    $ 1,049,431    $ 46,099    $ 146,158    $ 4,383,229    $ 35,312    $ 4,418,541    



台 灣 福 興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民國 102 年及 101年 1 月 1日至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附註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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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合併稅前淨利    $ 762,675    $ 512,073  
  調整項目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六(十)(二十四)   128,783     135,661  
      攤銷費用  六(二十四)   24,880     7,244  
      呆帳費用提列數(轉列收入)  六(三)   414   (  736 )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及負債

之淨損失(利益) 
 六(二)(二十三) 

(  20,007 )  (  21,750 ) 
      財務成本     2,764     794  
      利息收入   (  7,607 )  (  7,182 ) 
      股利收入   (  29,258 )  (  38,991 ) 
      採用權益法認列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利

益)之份額 
  

(  299,542 )  (  71,361 )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  六(二十九)   433     5,557  
      處分投資利益  六(二)(六)(二十

三) (  101,999 )  (  4,042 ) 
      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六(七)   27,435     -  
      非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六(十)   20,051     -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及負

債 
  

  81,633     115,168  
        應收票據     17,116     1,186  
        應收帳款   (  594,206 )  (  166,195 ) 
        應收帳款－關係人     512,401   (  93,895 )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7,802     11,739  
        存貨   (  183,498 )  (  125,961 )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     148,012   (  41,434 ) 
        其他流動資產－其他   (  10,287 )  (  17,686 )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應付票據   (  38,549 )    87,524  
        應付帳款     155,891     110,375  
        其他應付款     36,196     65,582  
        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658     17,767  
        應計退休金負債減少   (  44,266 )  (  25,979 )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597,925     455,458  
      收取之利息     6,981     7,119  
      收取之股利     165,625     162,524  
      支付之利息   (  2,152 )  (  441 ) 
      支付之所得稅   (  104,099 )  (  93,282 )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664,280     531,378  

 

(續 次 頁)



台 灣 福 興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子 公 司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民國 102 年及 101年 1 月 1日至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附註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請參閱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暨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王國華、廖阿甚會計師民國 103年 3月 28日查核報告。 

 
 

 董事長：林瑞章 經理人：陳建昆 會計主管：李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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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處分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價款  六(十)  $ 250,877    $ 28,039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減資退回股款     14,121     37,073  

  取得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   (  11,199 ) 

  採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減資退回股款     -     1,942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現金支付數  六(二十九) (  161,799 )  (  59,865 )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價款  六(二十九)   21,699     1,107  

  取得無形資產  六(十一) (  6,144 )  (  109 ) 

  其他金融資產－非流動增加   (  18,407 )  (  3,707 ) 

  其他非流動資產－其他增加   (  227,285 )  (  108,000 )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  126,938 )  (  114,719 )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增加     57,879     29,782  

  現金股利  六(十九) (  282,678 )  (  226,142 ) 

  非控制權益變動數   (  8,316 )  (  7,020 )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  233,115 )  (  203,380 )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31,383   (  8,991 )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數     335,610     204,288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543,119     338,831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878,729    $ 54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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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除特別註明者外 ) 

一、公司沿革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本公司」)設立於民國 46 年 11 月 23 日，

主要營業項目係從事金屬傢俱、門鎖及門用金屬品 (關門器 )、運動器材、車輛

配件及模具等之製造與銷售，及代理國內外廠商前各有關產品之報價投標經銷

外銷業務。  

本公司股票自民國 84 年 3 月 15 日起在臺灣證券交易所買賣。  

本公司及子公司 (以下統稱「本集團」 )之主要營運活動，請參閱附註四 (三 )之

說明。  

本公司於民國 101 年 3 月 16 日經董事會決議同意依企業併購法第 19 條規定，

以民國 101 年 6 月 30 日為合併基準日，與本公司轉投資持股 100%之子公司台貿

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台貿」 )進行簡易合併，合併後台貿為消滅

公司，本公司為存續公司。  

本公司為進行組織調整及專業分工，以強化企業核心競爭力之目的，於民國 101

年 3 月 16 日經董事會決議，以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為分割基準日，將彰化分公

司之資產、負債及營業分割讓與本公司 100%轉投資之子公司－合興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由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22,400 仟股以受讓本公司彰化分公司之

營業價值計 $409,231。  

二、通過財務報告之日期及程序  

本合併財務報告已於民國 103 年 3 月 28 日經董事會通過發布。  

三、新發布及修訂準則及解釋之適用  

(一 )已採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金管會」 )認可之新發布、修正後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影響  

本年度係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故不適用。  

(二 )尚未採用金管會認可之新發布、修正後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影響  

1.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金融資產分類與衡量」  

(1)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於民國 98年 11月發布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號，

生效日為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得提前適用。(惟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於民國 102 年 11 月 19 日業已刪除強制適用日期，得立即選擇適用 )

此準則雖經金管會認可，惟金管會規定我國於民國 102 年適用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時，企業不得提前採用此準則，應採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認列與衡量」 2009 年版本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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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準則係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之第一階段。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提出金融工具分類及衡量之新規定，且可能影響本集團金融工具

之會計處理。  

(3)本集團尚未評估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之整體影響，故暫時無法合

理估計對本集團合併財務報告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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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發布，但尚未經金管會認可，實際適用應以金管會

規定為準之新準則、解釋及修正之影響評估如下：  

 

 新準則、解釋及修正  主要修正內容  IASB發布之生效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7號之

比較揭露對首次採用者之有

限度豁免(修正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1號)

允許企業首次適用IFRSs時，得選

擇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揭露」之過渡規定，

無須揭露比較資訊。

民國99年7月1日

2010年對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之改善

修正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3及7

號、國際會計準則第1及34號及國

際財務報導解釋第13號相關規定。

民國100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金融負債分類

及衡量」

要求指定公允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

金融負債須將與該金融負債發行人

本身有關之信用風險所產生之公允

價值變動反映於「其他綜合損益」

，且於除列時其相關損益不得轉列

當期損益。除非於原始認列時，即

有合理之證據顯示若將該公允價值

變動反映於「其他綜合損益」，會

造成重大之會計配比不當(不一致)

，則可反映於「當期損益」。(該

評估僅可於原始認列時決定，續後

不得再重評估)。

民國102年11月19日

(非強制)

揭露-金融資產之移轉(修正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7號)

增加對所有於報導日存在之未除列

之已移轉金融資產及對已移轉資產

之任何持續參與提供額外之量化及

質性揭露。

民國100年7月1日

嚴重高度通貨膨脹及首次採

用者固定日期之移除(修正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號)

當企業之轉換日在功能性貨幣正常

化日以後，該企業得選擇以轉換日

之公允價值衡量所持有功能性貨幣

正常化日前之所有資產及負債。此

修正亦允許企業自轉換日起，推延

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

具」之除列規定及首次採用者得不

必追溯調整認列首日利益。

民國10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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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準則、解釋及修正  主要修正內容  IASB發布之生效日

遞延所得稅：標的資產之回

收(修正國際會計準則第12

號)

以公允價值衡量之投資性不動產之

資產價值應預設係經由出售回收，

除非有其他可反駁此假設之證據存

在。此外，此修正亦取代了原解釋

公告第21號「所得稅：重估價非折

舊性資產之回收」。

民國101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0號

「合併財務報表」

該準則係在現有架構下重新定義控

制之原則，建立以控制作為決定那

些個體應納入合併財務報告之基

礎；並提供當不易判斷控制時，如

何決定控制之額外指引。

民國102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1號

「聯合協議」

於判斷聯合協議之類型時，不再只

是著重其法律形式而是依合約性權

利與義務以決定分類為聯合營運或

是合資，且廢除合資得採用比例合

併之選擇。

民國102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2號

「對其他個體權益之揭露」

該準則涵蓋所有對其他個體權益之

揭露，包含子公司、聯合協議、關

聯企業及未合併結構型個體。

民國102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單獨

財務報表」(2011年修正)

刪除合併財務報表之規定，相關規

定移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0號

「合併財務報表」。

民國102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投資

關聯企業及合資」(2011年

修正)

配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1號「聯

合協議」之訂定，納入合資採用權

益法之相關規定。

民國102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3號

「公允價值衡量」

定義公允價值，於單一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中訂定衡量公允價值之架構

，並規定有關公允價值衡量之揭露

，藉以減少衡量公允價值及揭露有

關公允價值衡量資訊之不一致及實

務分歧，惟並未改變其他準則已規

定之公允價值衡量。

民國102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員工

給付」(2011年修正)

刪除緩衝區法並於精算損益發生期

間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及規定所

有前期服務成本立即認列，並以折

現率乘以淨確定給付負債(資產）

計算而得之淨利息取代利息成本及

計畫資產之預期報酬，且除淨利息

外之計畫資產報酬列入其他綜合損

益。

民國102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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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準則、解釋及修正  主要修正內容  IASB發布之生效日

其他綜合損益項目之表達

(修正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

此修正將綜合損益表之表達，分為

「損益」及「其他綜合損益」兩節

，且要求「其他綜合損益」節應將

後續不重分類至損益者及於符合特

定條件時，後續將重分類至損益者

予以區分。

民國101年7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20號

「露天礦場於生產階段之剝

除成本」

符合特定條件之剝除活動成本應認

列為「剝除活動資產」。剝除活動

之效益係以產生存貨之形式實現之

範圍內，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2號

「存貨」規定處理。

民國102年1月1日

揭露-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之互抵(修正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第7號)

應揭露能評估淨額交割約定對企業

財務狀況之影響或潛在影響之量化

資訊。

民國102年1月1日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互抵

(修正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

釐清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中「目前

有法律上可執行之權利將所認列之

金額互抵」及「在總額交割機制下

，亦可視為淨額交割之特定條件」

的相關規定。

民國103年1月1日

政府貸款(修正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1號)

首次採用者對於在轉換日既存之政

府貸款，推延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第9號「金融工具」及國際會計

準則第20「政府補助之會計及政府

輔助之揭露」之規定處理，且於轉

換日既存低於市場利率之政府貸款

之利益不應認列為政府補助。

民國102年1月1日

2009-2011年對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之改善

修正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號和國

際會計準則第1、16、32及34號相

關規定。

民國102年1月1日

合併財務報表、聯合協議及

對其他個體權益之揭露過渡

指引(修正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第10、11及12號)

明確定義所謂「首次適用日」，係

指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0、11及12

號首次適用之年度報導期間之首

日。

民國102年1月1日

投資個體(修正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10及12號和國際會

計準則第27號)

定義何謂「投資個體」及其典型特

性。符合投資個體定義之母公司，

不應合併其子公司而應適用透過損

益按公允價值衡量其子公司。

民國103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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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現正評估上述新準則、解釋及修正之潛在影響，故暫時無法合理估

計對本集體合併財務報告之影響。  

 

 

 

 新準則、解釋及修正  主要修正內容  IASB發布之生效日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21號

「稅賦」

除所得稅外，企業對於政府依據法

規所徵收之其他稅賦應依國際會計

準則第37號「負債準備、或有負債

及或有資產」之規定認列負債。

民國103年1月1日

非金融資產之可回收金額之

揭露(修正國際會計準則第

36號)

當現金產生單位包含商譽或非確定

耐用年限之無形資產但未有減損時

，移除揭露可回收金額之規定。

民國103年1月1日

衍生工具之債務變更及避險

會計之繼續(修正國際會計

準則第39號)

衍生工具之原始交易雙方同意由一

個或多個結算者作為雙方的新交易

對象，且符合某些條件時無須停止

適用避險會計。

民國103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避險會計」及

修正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

號、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7

號與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

1.放寬被避險項目及避險工具之符

合要件，並刪除高度有效之明確標

準以貼近企業風險管理活動對避險

會計之適用。

2.得選擇單獨提早適用原始認列時

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與

該金融負債發行人本身有關之信用

風險所產生之公允價值變動反映於

「其他綜合損益」之相關規定。

民國102年11月19日

(非強制)

與服務有關之員工或第三方

提撥之處理(修正國際會計

準則第19號)

允許與服務有關但不隨年資變動之

員工或第三方提撥，按當期服務成

本之減項處理。隨年資變動者，於

服務期間按與退休給付計畫相同方

式攤銷。

民國103年7月1日

2010-2012年對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之改善

修正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2、3、8

及13號和國際會計準則第16、24及

38號相關規定。

民國103年7月1日

2011-2013年對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之改善

修正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3及13

號和國際會計準則第40號相關規

定。

民國103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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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編製本合併財務報告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說明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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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 (以下簡稱 IFRSs)編製

之首份合併財務報告。  

2.編製民國 101 年 1 月 1 日 (本集團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日 )資產負債

表 (以下稱「初始資產負債表」 )時，本集團已調整依先前中華民國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之財務報告所報導之金額。由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轉換至 IFRSs 如何影響本集團之財務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

請詳附註十五說明。  

(二 )編製基礎  

1.除下列重要項目外，本合併財務報告係按歷史成本編製：  

(1)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 (包括

衍生工具 )。  

(2)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3)按退休基金資產加計未認列前期服務成本與未認列精算損失，減除未

認列精算利益與確定福利義務現值之淨額認列之確定福利負債。  

2.編製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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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集團將所有子公司納入合併財務報告編製之個體。子公司指本集團

有權主導其財務及營運政策之所有個體（包括特殊目的個體），一般係直

接或間接持有其超過 50%表決權之股份。子公司自本集團取得控制之日起

全面合併，於喪失控制之日起停止合併。  

(2)集團內公司間之交易、餘額及未實現損益業已銷除。子公司之會計政

策已作必要之調整，與本集團採用之政策一致。  

(3)損益及其他綜合損益各組成部分歸屬於母公司業主及非控制權益；綜

合損益總額亦歸屬於母公司業主及非控制權益，即使非控制權益因而成為

虧損餘額。  

(4)對子公司持股之變動若未導致喪失控制（與非控制權益之交易），係作

為權益交易處理，亦即視為與業主間進行之交易。非控制權益之調整金額

與所支付或收取對價之公允價值間之差額係直接認列為權益。  

(5)當集團喪失對子公司之控制，對前子公司之剩餘投資係按公允價值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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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衡量，公允價值與帳面金額之差額認列為當期損益。對於先前認列於其

他綜合損益與該子公司有關之所有金額，其會計處理與本集團若直接處分

相關資產或負債之基礎相同，亦即如先前認列為其他綜合損益之利益或損

失，於處分相關資產或負債時將被重分類為損益，則當喪失對子公司之控

制時，將該利益或損失自權益重分類為損益。  

2.列入合併財務報告之子公司：  

 

註 1：係依該等公司同期間經其他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告所編製。  

註 2：為整合組織資源，增加營運效率，經董事會決議，以民國 101 年 6

月 30 日為合併基準日，與該子公司進行簡易合併，請參閱附註一

說明。  

註 3：係於民國 101 年 5 月間新增投資取得對該公司之控制能力，本公司

投資公司名稱 子公司名稱 業務性質

102年

 12月31日

101年

 12月31日 說明

本公司 FU HSING

 AMERICAS INC.

門鎖及關門器之

  相關產品配銷

100 100 註1

MASTER UNITED

 INVESTMENT

 GROUP LTD.

各項事業之轉投資 100 100

FORMFLEX

 ENTERPRISE

 CO., LTD.

各項事業之轉投資 100 100

朕豪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生產銷售天地鉸鏈

  之相關產品

70 70 註1

台貿國際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

有價證券及產業

  投資

- - 註2

合興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生產及銷售關門器

  、防火門鎖與

  天地鉸鏈之相關

  產品

100 100 註3

朕豪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銳昇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生產銷售天地鉸鏈

  之相關產品

70 70 註1

MASTER UNITED

 INVESTMENT

 GROUP LTD.

資勇五金製品

  (太倉)有限

  公司

生產銷售汽車鎖等 100 100

資勇五金製品

  (太倉)有限

  公司

艾德克(上海)

  商貿有限公司

銷售關門器及天地

  鉸鏈之相關產品

100 100 註4

FORMFLEX

 ENTERPRISE

 CO., LTD.

福弘金屬工業

  (常熟)有限

  公司

生產銷售高檔五金

  零件

100 100

FORTUNE

 INDUSTRIAL

 LTD.

各項事業之轉投資 51 51

FORTUNE

 INDUSTRIAL LTD.

常熟福誠包裝

  材料有限公司

包裝材料及塑料製

  品之生產

100 100

 所持股權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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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分公司之分割讓與該公司之情形，請參閱附註一說明。  

註 4：係於民國 101 年 2 月間新增投資取得對該公司之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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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將資金移轉予母公司之能力受重大限制者：無此情事。  

(四 )外幣換算  

本集團內每一個體之財務報告所列之項目，均係以該個體營運所處主要經

濟環境之貨幣 (即功能性貨幣 )衡量。本合併財務報告係以本公司之功能性

貨幣「新台幣」作為表達貨幣列報。  

1.外幣交易及餘額  

(1)外幣交易採用交易日或衡量日之即期匯率換算為功能性貨幣，換算此

等交易產生之換算差額認列為當期損益。  

(2)外幣貨幣性資產及負債餘額，按資產負債表日之即期匯率評價調整，

因調整而產生之換算差額認列為當期損益。  

(3)外幣非貨幣性資產及負債餘額，屬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者，按資

產負債表日之即期匯率評價調整，因調整而產生之兌換差額認列為當

期損益；屬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者，按資產負債表日之

即期匯率評價調整，因調整而產生之兌換差額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項

目；屬非按公允價值衡量者，則按初始交易日之歷史匯率衡量。  

(4)所有兌換損益於損益表之「其他利益及損失」列報。  

2.國外營運機構之換算  

(1)功能性貨幣與表達貨幣不同之所有集團個體、關聯企業及聯合控制個

體，其經營結果和財務狀況以下列方式換算為表達貨幣：  

A.表達於每一資產負債表之資產及負債係以該資產負債表日收盤匯率

換算；  

B.表達於每一綜合損益表之收益及費損係以當期帄均匯率換算；及  

C.所有因換算而產生之兌換差額認列為其他綜合損益。  

(2)當部分處分或出售之國外營運機構為關聯企業或聯合控制個體時，將

於其他綜合損益項下之兌換差額按比例重分類於當期損益作為出售利

益或損失之一部分。惟當本集團即使仍保留對前關聯企業或聯合控制

個體之部分權益，但已喪失對國外營運機構屬關聯企業之重大影響或

已喪失對國外營運機構屬聯合控制個體之聯合控制，則係以處分對國

外營運機構之全部權益處理。  

(3)當部分處分或出售之國外營運機構為子公司時，係按比例將認列為其

他綜合損益之累計兌換差額重新歸屬予該國外營運機構之非控制權益。

惟當本集團即使仍保留對前子公司之部分權益，但已喪失對國外營運

機構屬子公司之控制，則係以處分對國外營運機構之全部權益處理。  

(五 )資產負債區分流動及非流動之分類標準  

1.資產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分類為流動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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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預期將於正常營業週期中實現該資產，或意圖將其出售或消耗者。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者。  

(3)預期於資產負債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實現者。  

(4)現金或約當現金，但於資產負債表日後至少十二個月交換或用以清償

負債受到限制者除外。  

本集團將所有不符合上述條件之資產分類為非流動。  

2.負債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分類為流動負債：  

(1)預期將於正常營業週期中清償者。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者。  

(3)預期於資產負債表日後十二個月內到期清償者。  

(4)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資產負債表日後至少十二個月者。負債

之條款，可能依交易對方之選擇，以發行權益工具而導致清償者，不

影響其分類。  

本集團將所有不符合上述條件之負債分類為非流動。  

(六 )約當現金  

約當現金係指短期並具高度流動性之投資，該投資可隨時轉換成定額現金

且價值變動之風險甚小。定期存款符合前述定義且其持有目的係為滿足營

運上之短期現金承諾者，分類為約當現金。  

(七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係指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資產或原始

認列時被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若在取

得時主要係為短期內出售，則分類為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資產。衍生工具

除依避險會計被指定為避險項目外，均分類為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資產。  

2.本集團對於符合交易慣例之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資產係採用交易日會計，

於原始認列時被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係採用交割

日會計。  

3.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於原始認列時按公允價值衡量，

相關交易成本則認列為當期損益。續後按公允價值衡量，其公允價值之

變動認列於當期損益。  

(八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係指定為備供出售或未被分類為任何其他類別之非衍

生金融資產。  

2.本集團對於符合交易慣例之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係採用交易日會計。  

3.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於原始認列時按其公允價值加計交易成本衡量，續後

按公允價值衡量，其公允價值之變動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對於持有無

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之權益工具投資，或與此種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權益

工具連結且須以交付該等權益工具交割之衍生工具，當其公允價值無法

可靠衡量時，本集團將其列報為「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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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放款及應收款  

1.應收帳款  

係屬原始產生之放款及應收款，係在正常營業過程中就商品銷售或服務提

供所產生之應收客戶款項。於原始認列時按公允價值衡量，後續採有效利

息法按攤銷後成本扣除減損後之金額衡量。惟屬未付息之短期應收帳款，

因折現影響不重大，後續以原始發票金額衡量。  

2.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  

(1)係屬非原始產生之放款及應收款，係指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且具固

定或可決定收取金額之債券投資，且同時符合下列條件者：  

A.未分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B.未指定為備供出售。  

C.未因信用惡化以外之因素，致持有人可能無法回收幾乎所有之原始

投資。  

(2)本集團對於符合交易慣例之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係採用交割日會計。 

(3)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於原始認列時按交易日之公允價值加計交易成

本衡量，續後採用有效利息法按攤銷後成本減除減損後之金額衡量。

有效利息法之折溢價攤銷認列於當期損益。  

(十 )金融資產減損  

1.本集團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評估是否已經存在減損之任何客觀證據，

顯示某一或一組金融資產於原始認列後發生一項或多項事項 (即「損失事

項」），且該損失事項對一金融資產或一組金融資產之估計未來現金流量

具有能可靠估計之影響。  

2.本集團用以決定是否存在減損損失之客觀證據的政策如下：  

(1)發行人或債務人之重大財務困難；  

(2)違約，諸如利息或本金支付之延滯或不償付；  

(3)債務人將進入破產或其他財務重整之可能性大增；  

(4)由於財務困難而使該金融資產之活絡市場消失；  

(5)發行人所處營運之技術、市場、經濟或法令環境中所發生具不利影響

之重大改變的資訊，且該證據顯示可能無法收回該權益投資之投資

成本；或  

(6)權益工具投資之公允價值大幅或持久性下跌至低於成本。  

3.本集團經評估當已存在減損之客觀證據，且已發生減損損失時，按以下

各類別處理：  

(1)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係以該資產帳面金額與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按該金融資產原始有效利率
折現之現值間之差額，認列減損損失於當期損益。當後續期間減損損
失金額減少，且該減少能客觀地與認列減損後發生之事項相連結，則
先前認列之減損損失在未認列減損情況下於迴轉日應有之攤銷後成本
之限額內於當期損益迴轉。認列及迴轉減損損失之金額係藉由備抵帳
戶調整資產之帳面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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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係以該資產帳面金額與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按類似金融資產之現時市場

報酬率折現之現值間之差額，認列減損損失於當期損益。此類減損損

失續後不得迴轉。認列減損損失之金額係藉由備抵帳戶調整資產之帳

面金額。  

(3)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係以該資產之取得成本 (減除任何已償付之本金及攤銷數 )與現時公允

價值間之差額，再減除該金融資產先前列入損益之減損損失，自其他

綜合損益重分類至當期損益。屬債務工具投資者，當其公允價值於後

續期間增加，且該增加能客觀地連結至減損損失認列後發生之事項，

則該減損損失於當期損益迴轉。屬權益工具投資者，其已認列於損益

之減損損失不得透過當期損益迴轉。認列及迴轉減損損失之金額係藉

由備抵帳戶調整資產之帳面金額。  

(十一 )金融資產之除列  

本集團於符合下列情況之一時，將除列金融資產：  

1.收取來自金融資產現金流量之合約權利失效。  

2.移轉收取金融資產現金流量之合約權利，且業已移轉金融資產所有權

之幾乎所有風險及報酬。  

3.移轉收取金融資產現金流量之合約權利，惟未保留對金融資產之控制。 

(十二 )存貨  

存貨按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者衡量，成本依加權帄均法決定。製成品

及在製品之成本包括原料、直接人工、其他直接成本及生產相關之製造

費用，惟不包括借款成本。比較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時，採逐項比較

法，淨變現價值係指在正常營業過程中之估計售價減除至完工尚須投入

之估計成本及相關變動銷售費用後之餘額。  

(十三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關聯企業  

1.關聯企業指所有本集團對其有重大影響而無控制之個體，一般係直接

或間接持有其 20%以上表決權之股份。本集團對關聯企業之投資採用權

益法處理，取得時依成本認列。  

2.本集團對關聯企業取得後之損益份額認列為當期損益，對其取得後之

其他綜合損益份額則認列為其他綜合損益。如本集團對任一關聯企業

之損失份額等於或超過其在該關聯企業之權益（包括任何其他無擔保

之應收款），本集團不認列進一步之損失，除非本集團對該關聯企業發

生法定義務、推定義務或已代其支付款項。  

3.當關聯企業發生非損益及其他綜合損益之權益變動且不影響對關聯企

業之持股比例時，本集團將歸屬於本集團可享有關聯企業份額下之權

益變動按持股比例認列為「資本公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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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集團與關聯企業間交易所產生之未實現損益業已依其對關聯企業之

權益比例銷除；除非證據顯示該交易所轉讓之資產已減損，否則未實

現損失亦予以銷除。關聯企業之會計政策已作必要之調整，與本集團

採用之政策一致。  

5.當集團喪失對關聯企業之重大影響， 對原關聯企業之剩餘投資係按公

允價值重新衡量，公允價值與帳面金額之差額認列為當期損益。  

6.當集團處分關聯企業時，如喪失對該關聯企業之重大影響，對於先前

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與該關聯企業有關之所有金額，其會計處理與本

集團若直接處分相關資產或負債之基礎相同，亦即如先前認列為其他綜

合損益之利益或損失，於處分相關資產或負債時將被重分類為損益，則當

喪失對關聯企業之重大影響時，將該利益或損失自權益重分類為損益。如

仍對該關聯企業有重大影響，僅按比例將先前在其他綜合損益中認列

之金額依上述方式轉出。  

(十四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係以取得成本為入帳基礎，並將購建期間之有關

利息資本化。  

2.後續成本只有在與該項目有關之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本集團，

且該項目之成本能可靠衡量時，才包括在資產之帳面金額或認列為一

項單獨資產。被重置部分之帳面金額應除列。所有其他維修費用於發

生時認列為當期損益。  

3.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後續衡量採成本模式，除土地不提折舊外，其

他按估計耐用年限以直線法計提折舊。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各項組成

若屬重大，則單獨提列折舊。  

4.本集團於每一財務年度結束日對各項資產之殘值、耐用年限及折舊方

法進行檢視，若殘值及耐用年限之預期值與先前之估計不同時，或資

產所含之未來經濟效益之預期消耗型態已有重大變動，則自變動發生

日起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8 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動及錯誤」之會計

估計變動規定處理。各項資產耐用年限如下：  

房  屋  及  建  築                            3 年  ～  60 年  

機   器   設   備                            2 年  ～  15 年  

模   具   設   備                            2 年  ～   8 年  

其   他   設   備                            2 年  ～  11 年  

(十五 )租賃資產 /租賃 (承租人 ) 

營業租賃之給付扣除自出租人收取之任何誘因，於租賃期間內按直線法

攤銷認列為當期損益。  

(十六 )無形資產  

1.商譽係因企業合併採收購法而產生。  

2.專門技術以取得成本為入帳基礎，按估計效益年數採直線法推銷。   

3.電腦軟體以取得成本認列，依直線法按估計耐用年限 3～ 5 年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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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長期預付租金  

長期預付租金係本集團於中國大陸向當地政府取得使用特定土地之權利
所支付之對價，並於約定之土地使用年限 50 年內以直線法攤銷。  

(十八 )非金融資產減損  

1.本公司於資產負債表日針對有減損跡象之資產，估計其可回收金額，

當可回收金額低於其帳面價值時，則認列減損損失。可回收金額係指

一項資產之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或其使用價值，兩者較高者。除商譽

外，當以前年度已認列資產減損之情況不存在或減少時，則迴轉減損

損失，惟迴轉減損損失而增加之資產帳面價值，不超過該資產若未認

列減損損失情況下減除折舊或攤銷後之帳面價值。  

2.商譽應定期估計其可回收金額。當可回收金額低於其帳面價值時，則

認列減損損失。商譽減損之減損損失於以後年度不予迴轉。  

3.商譽為減損測詴之目的，分攤至現金產生單位。此項分攤是依據營運

部門辨認，將商譽分攤至預期可從產生商譽之企業合併而受益之現金

產生單位或現金產生單位群組。  

(十九 )借款  

借款於原始認列時按公允價值扣除交易成本後之金額衡量，後續就扣除

交易成本後之價款與贖回價值之任何差額採有效利息法按攤銷後成本於

借款期間內衡量。  

(二十 )應付帳款及票據  

應付帳款及票據係在正常營業過程中自供應商取得商品或勞務而應支付

之義務。於原始認列時按公允價值衡量，後續採有效利息法按攤銷後成

本衡量。惟屬未付息之短期應付帳款，因折現影響不重大，後續以原始

發票金額衡量。  

(二十一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  

1.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係指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負債或

原始認列時被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分類為

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負債係於取得時之主要目的為短期內再買回，及

除依避險會計被指定為避險工具外之衍生工具。  

2.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於原始認列時按公允價值衡

量，相關交易成本則認列為當期損益。續後按公允價值衡量，其公

允價值之變動認列於當期損益。  

(二十二 )金融負債之除列  

本集團於合約所載之義務履行、取消或到期時，除列金融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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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金融資產及負債之互抵  

當有法律上可執行之權利將所認列之金融資產及負債金額抵銷，且意

圖以淨額基礎交割或同時實現資產及清償負債時，始可將金融資產及

金融負債互抵，並於資產負債表中以淨額表達。  

(二十四 )衍生金融工具  

衍生工具於簽訂衍生工具合約時，於資產負債表日以公允價值認列，

後續於資產負債表日按公允價值再衡量，其公允價值之變動認列於當

期損益。當衍生工具之公允價值為正值時，列為金融資產；負值時，

列為金融負債。對於與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之無報價之權益工具連

結，並以交付該權益工具交割之衍生工具，本公司將其列報為「以成

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或負債」。  

(二十五 )負債準備  

負債準備係因過去事件而負有現時法定或推定義務，很有可能需要流

出具經濟效益之資源以清償該義務，且該義務之金額能可靠估計時認

列。負債準備之衡量係以資產負債表日清償該義務所需支出之最佳估

計現值衡量。  

(二十六 )員工福利  

1.短期員工福利  

短期員工福利係以預期支付之非折現金額衡量，並於相關服務提供
時認列為費用。  

2.退休金  

(1)確定提撥計畫  

對於確定提撥計畫，係依權責發生基礎將應提撥之退休基金數額
認列為當期之退休金成本。預付提撥金於可退還現金或減少未來
給付之範圍內認列為資產。  

(2)確定福利計畫  

A.確定福利計畫下之淨義務係以員工當期或過去服務所賺得之
未來福利金額折現計算，並以資產負債表日之確定福利義務現
值減除計畫資產之公允價值及未認列之前期服務成本。確定福
利淨義務每年由精算師採用預計單位福利法計算，折現率則參
考資產負債表日與確定福利計畫之貨幣及期間一致之高品質公

司債之市場殖利率決定；折現率係使用政府公債 (於資產負債表
日 )之市場殖利率。  

B.確定福利計畫產生之精算損益係於發生當期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 

C.前期服務成本屬立即既得者，則相關費用立即認列為損益；非
屬立即既得者，則以直線法於帄均既得期間認列為損益。  

3.離職福利  

離職福利係於正常退休日前終止對員工之聘僱或當員工自願接受資
遣而支付之福利。本集團係於做出明確承諾，備具詳細之正式終止
聘僱計畫，且該計畫沒有撤銷之實際可能性時，始認列費用。如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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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鼓勵自願資遣而提供之離職福利，係於員工很有可能接受該提
議且接受人數可合理估計時，始認列費用。在超過資產負債表日後
12 個月支付之福利應予以折現。  

4.員工分紅及董監酬勞  

員工分紅及董監事酬勞係於具法律或推定義務且金額可合理估計
時，認列為費用及負債。嗣後股東會決議實際配發金額與估列金額
有差異時，則按會計估計變動處理。另本集團係以財務報告年度之
次年度股東會決議日前一日之每股公允價值，並考慮除權除息影響
後之金額，計算員工股票紅利之股數。  

(二十七 )所得稅  

1.所得稅費用包含當期及遞延所得稅。除與列入其他綜合損益或直接

列入權益之項目有關之所得稅分別列入其他綜合損益或直接列入權

益外，所得稅係認列於損益。  

2.本集團依據營運及產生應課稅所得之所在國家在資產負債表日已立

法或已實質性立法之稅率計算當期所得稅。管理階層就適用所得稅

相關法規定期評估所得稅申報之狀況，並在適用情況下根據預期須

向稅捐機關支付之稅款估列所得稅負債。未分配盈餘依所得稅法加

徵 10%之所得稅，俟盈餘產生年度之次年度於股東會通過盈餘分派案

後，始就實際盈餘之分派情形，認列 10%之未分配盈餘所得稅費用。  

3.遞延所得稅採用資產負債表法，按資產及負債之課稅基礎與其於合

併資產負債表之帳面金額所產生之暫時性差異認列。源自於原始認

列之商譽所產生之遞延所得稅負債則不予認列，若遞延所得稅源自

於交易 (不包括企業合併 )中對資產或負債之原始認列，且在交易當

時未影響會計利潤或課稅所得 (課稅損失 )，則不予認列。若投資子

公司及關聯企業產生之暫時性差異，本集團可以控制暫時性差異迴

轉之時點，且暫時性差異很有可能於可預見之未來不會迴轉者則不

予認列。遞延所得稅採用在資產負債表日已立法或已實質性立法，

並於有關之遞延所得稅資產實現或遞延所得稅負債清償時預期適用

之稅率 (及稅法 )為準。  

4.遞延所得稅資產於暫時性差異很有可能用以抵減未來應課稅所得之

範圍內認列，並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重評估未認列及已認列之遞延

所得稅資產。  

5.當有法定執行權將所認列之當期所得稅資產及負債金額互抵且有意

圖以淨額基礎清償或同時實現資產及清償負債時，始將當期所得稅

資產及當期所得稅負債互抵；當有法定執行權將當期所得稅資產及

當期所得稅負債互抵，且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由同一稅捐機關課

徵所得稅之同一納稅主體、或不同納稅主體產生但各主體意圖以淨

額基礎清償或同時實現資產及清償負債時，始將遞延所得稅資產及

負債互抵。  

6.因購置設備或技術、研究發展支出、人才培訓支出及股權投資等而

產生之未使用所得稅抵減遞轉後期部分，係在很有可能有未來課稅

所得以供未使用所得稅抵減使用之範圍內，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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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股利分配  

分派予本公司股東之股利於本公司股東會決議分派股利時於財務報告

認列，分派現金股利認列為負債，分派股票股利則認列為待分配股票

股利，並於發行新股基準日時轉列普通股股本。  

(二十九 )收入認列  

1.銷貨收入  

(1)本集團製造並銷售金屬傢俱、門鎖及門用金屬品 (關門器 )、運動

器材、車輛配件及模具相關產品。收入係正常營業活動中對集團

外顧客銷售商品已收或應收對價之公允價值，以扣除增值稅、銷

貨退回、數量折扣及折讓之淨額表達。商品銷售於商品交付予買

方、銷貨金額能可靠衡量且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企業時認

列收入。當與所有權相關之重大風險與報酬已移轉予顧客，本集

團對商品既不持續參與管理亦未維持有效控制且顧客根據銷售

合約接受商品，或有客觀證據顯示所有接受條款均已符合時，商

品交付方屬發生。  

(2)本集團對銷售之產品提供數量折扣及瑕疵品退回權，採用歷史經

驗估計折扣及退貨，於銷貨認列時提列負債準備。數量折扣係以

每年之預期購買量為基礎評估。  

2.勞務收入  

本集團依合約提供勞務所產生之收入，係按合約完成程度予以認列。 

(三十 )營運部門  

本公司營運部門資訊與提供給主要營運決策者之內部管理報告採一致之

方式報導。主要營運決策者負責分配資源予營運部門並評估其績效。  

五、重大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不確性之主要來源  

本集團編製本合併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已運用其判斷以決定所採用之會計政

策，並依據資產負債表日當時之情況對於未來事件之合理預期以作出會計估計

及假設。所作出之重大會計估計與假設可能與實際結果存有差異，將考量歷史

經驗及其他因子持續評估及調整。請詳下列對重大會計判斷、估計與假設不確

定性之說明：  

(一 )會計政策採用之重要判斷  

金融資產－權益投資之減損  

本集團依據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決定個別金融資產－權益投資是否發生減

損，於作此項決定時需重大判斷。本集團評估個別權益投資之公允價值低

於其成本之時間及金額，以及被投資者之財務健全情況和短期業務前景，

包括產業及部門績效、技術變遷以及營運及融資現金流量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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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個別權益投資公允價值低於其成本之情況係屬大幅度或持久性時，本集

團將於財務報告中認列減損損失，對於分類為「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者，

將自其認列累計公允價值於其他綜合損益之金額轉列於當期損益。對於分

類為「以成本衡量金融資產」者，將於當期損益認列減損損失。  

(二 )重要會計估計及假設  

1.有形資產減損評估  

資產減損評估過程中，本集團需依賴主觀判斷並依據資產使用模式及產

業特性，決定特定資產群組之獨立現金流量、資產耐用年數及未來可能

產生之收益與費損，任何由於經濟狀況之變遷或集團策略所帶來的估計

改變均可能在未來造成重大減損。  

截至民國 102 年 12 月 31日，本集團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為 $1,271,743。  

2.商譽減損評估  

商譽減損之評估過程依賴本集團之主觀判斷，包含辨認現金產生單位及

分攤資產負債至相關現金產生單位，及決定相關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

金額。有關商譽減損評估，請參閱附註六、 (十一 )之說明。  

截至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之商譽為 $68,90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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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稅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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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認列之遞延所得稅資產為 $59,263。 

4.存貨之評價  

由於存貨須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者計價，故本集團必須運用判斷及

估計決定資產負債表日存貨之淨變現價值。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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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存貨之帳面金額為 $818,478。  

5.應計退休金負債之計算  

計算確定福利義務之現值時，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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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折現率及計畫資產之預期報酬率等。任何

精算假設之變動，均可能會重大影響本集團確定福利義務之金額。  

截至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應計退休金負債之帳面金額為

$278,91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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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資產負債表日最大信用

風險之暴險金額為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帳面金額。  

2.本集團未有將現金及約當現金提供質押之情形。  

(二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負債－流動  

 

1.本 集 團 於 民 國 102 年 及 101 年 度 認 列 之 淨 利 益 分 別 計 $22,175 及

$25,792。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庫存現金及週轉金 662$          735$          629$          

支票存款及活期存款 422,853       315,797       183,529       

定期存款 455,214       226,587       154,673       

合計 878,729$      543,119$      338,831$      

項           目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資產

  受益憑證 266,500$      319,800$      425,700$      

  上市櫃公司股票 19            33,734        5,311         

  非避險之衍生金融工具 -             6,996         2,360         

266,519       360,530       433,371       

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資產

  評價調整 11,833        2,689         470)(           

合計 278,352$      363,219$      432,901$      

持有供交易金融負債

  投資交易 -$            22,959$       -$            

  非避險之衍生金融工具 -             -             2,032         

-             22,959        2,032         

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負債

  評價調整 6             2,922         -             

合計 6$            25,881$       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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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關非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 /負債之交易及合約資訊說明如下：  

 

本集團從事上述衍生金融商品交易，係為規避外銷之匯率風險或採購原料

之價格風險，惟未適用避險會計。  

3.本集團未有將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提供質押之情形。  

4.上述投資交易之擔保品名稱及金額，請詳附註八－質押之資產。  

(三 )應收帳款淨額  

 

1.已逾期但未減損之金融資產之帳齡分析如下： 

 

以上係以逾期天數為基準進行之帳齡分析。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衍 生 金 融 資 產

預售遠期外匯合約： 

合約金額(名目本金) USD   14,600仟元 USD 20,100仟元 USD 11,000仟元

契約到期日 103.01～103.05 102.01~102.12 101.01~101.06

外匯選擇權－買入美金賣權： 

合約金額(名目本金) -                  -                  USD   6,000仟元

契約到期日 -                  -                  101.01~101.06

合約數量 -                  90噸 60噸

執行價格 -                  USD 7,600/噸 USD 1,800/噸

契約到期日 -                  102.02~102.07 101.02~101.04

衍 生 金 融 負 債

預售遠期外匯合約： 

合約金額(名目本金) USD   3,200仟元 -                  -                  

契約到期日 103.01 -                  -                  

外匯選擇權－賣出美金買權： 

合約金額(名目本金) -                  -                  USD   6,000仟元

契約到期日 -                  -                  101.01~101.06

預購原料遠期合約－銅、鋅遠期合約：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應收帳款 1,179,201$    573,922$      414,723$      

減：備抵呆帳 7,848)(         7,542)(         8,284)(         

1,171,353$    566,380$      406,439$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30天內 72,011$       75,389$       21,869$       

31～60天 13,229        1,029         355           

61～90天 834           844           673           

91～180天 110           2,493         955           

181～360天 605           13            1,095         

361天以上 -             53            19            

86,789$       79,821$       24,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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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收帳款之備抵呆帳變動資訊如下：  

 

截至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101 年 12 月 31 日及 101 年 1 月 1 日止，備
抵呆帳金額其中包括處於財務困難之個別已減損應收帳款，其金額分別
為 $6,600、$6,739 及＄ 7,161。所認列之減損損失為應收帳款帳面金額與
預期回收金額現值之差額。本集團對該等應收帳款餘額並未持有任何擔
保品。  

3.本集團之應收帳款於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101 年 12 月 31 日及 101 年
1 月 1 日最大信用風險之暴險金額為每類應收帳款之帳面金額。  

4.為維持應收帳款之品質，本集團已建立營運相關信用風險管理之程序。
本集團會透過考量包含該客戶之財務狀況、歷史交易記錄及目前經濟狀
況等多項可能影響客戶付款能力之因素評估該客戶之信用品質並設定該
等客戶之信用額度。客戶之信用額度及評等定期檢視，未逾期亦未減損
之應收帳款經評等結果係屬良好。  

(四 )存   貨  

 

 

 

102年度 101年度

1月1日餘額 7,542$        8,284$        

本期提列減損損失(呆帳費用) 796           393           

本期迴轉減損損失 382)(           1,129)(         

本期沖銷未能收回之款項 114)(           -             

外幣換算損益 6             6)(             

12月31日餘額 7,848$        7,542$        

成    本 備抵跌價損失 帳面金額

原 物 料 183,230$      5,579)($        177,651$      

在 製 品 284,108       16,643)(        267,465       

製 成 品 338,585       21,202)(        317,383       

商    品 55,979        -             55,979        

合    計 861,902$      43,424)($       818,478$      

102    年    12    月    31    日

成    本 備抵跌價損失 帳面金額

原 物 料 114,846$      840)($          114,006$      

在 製 品 245,442       39,344)(        206,098       

製 成 品 287,579       13,327)(        274,252       

商    品 26,116        -             26,116        

合    計 673,983$      53,511)($       620,472$      

101    年    12    月    31    日

成    本 備抵跌價損失 帳面金額

原 物 料 129,114$      2,915)($        126,199$      

在 製 品 220,108       25,407)(        194,701       

製 成 品 171,708       8,919)(         162,789       

商    品 18,537        -             18,537        

合    計 539,467$      37,241)($       502,226$      

101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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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度認列為費損之存貨成本分別為 $4,935,013 及

$4,111,286，其中民國 102 年度因原提列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之存貨去化，

導致存貨淨變現價值回升而認列為銷貨成本減少 $10,506，及民國 101 年度

將存貨自成本沖減至淨變現價值而認列之銷貨成本計 $16,500。  

(五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  

 
本集團持有期間長於三個月之定期存款表列其他金融資產－流動項下。  

(六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1.本集團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度因公允價值變動認列於其他綜合 (損 )益之

金額分別為 ($78,366)及 $128,499，因處分投資自權益重分類至損益金額

分別計 $99,831 及 $0。  

2.本集團以部分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提供作為投資交易之擔保品，請參閱附

註八－質押之資產之說明。  

(七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1.本集團持有之標的因非於活絡市場公開交易，且無法取得足夠之類似公

司之產業資訊，因此無法合理可靠衡量該些標的之公允價值，因此分類

為「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2.本集團持有部分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之淨值明顯低於帳面價值，本集

團經評估後，於民國 102 年度認列 $27,435 之減損損失；民國 101 年度，

則無此情事。  

3.本集團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101 年 12 月 31 日及 101 年 1 月 1 日以成

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未有提供質押之情況。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定期存款 9,800$        124,621$      100,846$      

其他應收款 14,087        39,255        22,937        

23,887$       163,876$      123,783$      

項                    目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上市櫃公司股票 182,769$      333,815$      361,854$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評價調整 146,158       224,524       96,025        

合計 328,927$      558,339$      457,879$      

項                    目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非上市櫃公司股票 190,131$      195,422$      233,452$      

累計減損－以成本衡量

  之金融資產 56,564)(        29,129)(        29,129)(        

合計 133,567$      166,293$      204,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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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非流動  

 

1.本公司持有部分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經評估其可回收金額低於帳面

價值，截至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101 年 12 月 31 日及 101 年 1 月 1 日

止，本公司累計認列之減損損失金額均為 $3,372。  

2.本集團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101 年 12 月 31 日及 101 年 1 月 1 日無活

絡市場之債券投資未有提供質押之情況。  

(九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註：該轉投資公司經董事會通過辦理解散並清算退回股款。  

1.有關本集團之關聯企業彙總性財務資訊如下：  

 

 

2.本集團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度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係依各被投資

公司同期間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告評價而得。   

3.本集團與英格索蘭公司共同合資之控股公司 INGERSOLL-RAND FU HSING 

HOLDINGS LTD.，經由其所轉投資之福興工業 (上海 )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

上海工廠 )，為配合上海市政府重點建設項目－嘉定新城的建設，上海工

廠依上海市及所在地嘉定區政府之要求，決定於民國 102 年 1 月 30 日起，

正式停止生產營運。本集團將透過臺灣岡山廠及中國常熟廠等生產基地，

繼續為客戶提供優質之產品和服務，是以上海工廠停止生產營運活動，

對本集團業務、生產活動，尚無重大影響。  

 項              目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金融債券 64,332$       64,332$       64,332$       

累計減損－無活絡市場 3,372)(         3,372)(         3,372)(         

  之債券投資    

合計 60,960$       60,960$       60,960$       

持股 持股 持股

投資關聯企業 金　　額 比例 金　　額 比例 金　　額 比例

非上市櫃公司：

INGERSOLL-RAND FU HSING 666,179$  49% 444,028$  49% 444,199$  49%

 HOLDINGS LTD.

ALLEGION FU HSING LIMITED 34,808    49% 11,323    49% 28,044    49%

 (原名：INGERSOLL-RAND FU HSING LTD.)

銘宏材料科技(常熟)有限公司 -         註 10,899    25% -         -    

700,987$  466,250$  472,243$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總資產 1,496,026$    2,195,558$    2,132,619$    

總負債 64,874$       1,211,758$    1,161,511$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營業收入 1,915,565$    4,759,705$    

本期淨利 601,437$      148,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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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民國 102 年度認列上海工廠之投資利益計 $271,942，其中主要係

包含搬遷補償收入及相關損費；截至目前，上海工廠業已完成主要搬遷

移交、收取債權及清償債務，並辦理後續清算程序中。  

(十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土  地 300,717$         297,283$         297,283$         

房屋及建築 413,924          390,474          419,274          

機器設備 439,305          351,976          404,644          

模具設備 31,043           25,264           40,847           

其他設備 80,580           44,408           49,988           

未完工程及待驗設備 6,174            22,214           384              

1,271,743$       1,131,619$       1,212,420$       

102  年  度
1月1日餘額 增    添 處    份 移    轉 匯率影響數  12月31日餘額

成    本

土  地 297,283$   3,434$    -$        -$        -$        300,717$    

房屋及建築     632,212 10,131    143)(       25,106    20,447    687,753     

機器設備     723,882 79,582    76,134)(    97,719    31,819    856,868     

模具設備      71,628 19,060    17,843)(    3,674     1,001     77,520      

其他設備     149,480 49,675    10,388)(    3,576     5,075     197,418     
未完工程及

  待驗設備 22,214     6,045     -         23,017)(    932       6,174       

1,896,699$ 167,927$  104,508)($  107,058$  59,274$   2,126,450$  

1月1日餘額 折舊費用 減損損失 處    份 移    轉 匯率影響數  12月31日餘額

累計折舊及減損

房屋及建築 241,738)($   27,166)($   -$        80$       -$        5,005)($      273,829)($    

機器設備 (   371,906) 66,902)(    18,861)(    54,519    -         14,413)(      417,563)(     

模具設備 (    46,364) 17,191)(    -         17,709    -         631)(         46,477)(      

其他設備 105,072)(    17,524)(    1,190)(     10,068    -         3,120)(       116,838)(     

765,080)($   128,783)($  20,051)($   82,376$   -$        23,169)($     854,707)($    

1,131,619$ 1,271,743$  

101  年  度
1月1日餘額 增    添 處    份 移    轉 匯率影響數  12月31日餘額

成    本

土  地 297,283$   -$        -$        -$        -$        297,283$    

房屋及建築     637,846 3,212     1,071)(     3,132     10,907)(    632,212     

機器設備     795,945 17,880    85,082)(    11,451    16,312)(    723,882     

模具設備     122,412 7,836     58,670)(    612       562)(       71,628      

其他設備     177,462 11,693    39,938)(    2,672     2,409)(     149,480     
未完工程及

  待驗設備 384        17,430    -         4,540     140)(       22,214      

2,031,332$ 58,051$   184,761)($  22,407$   30,330)($   1,896,699$  

1月1日餘額 折舊費用 減損損失 處    份 移    轉 匯率影響數  12月31日餘額

累計折舊及減損

房屋及建築 218,572)($   25,963)($   -$        659$      -$        2,138$      241,738)($    

機器設備 (   391,301) 68,414)(    -         80,881    -         6,928       371,906)(     

模具設備 (    81,565) 22,080)(    -         56,787    192       302         46,364)(      

其他設備 127,474)(    19,204)(    -         39,770    -         1,836       105,072)(     

818,912)($   135,661)($  -$        178,097$  192$      11,204$     765,080)($    

1,212,420$ 1,13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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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集團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於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度均無利息資本化之

情事。  

2.本集團房屋及建築之重要組成部分包括廠房主建物及裝修工程等，並分

別按其耐用年限 55 年及 25 年予以計提折舊。  

3.本集團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均無設定質押作為擔保之情形。  

4.(1)本集團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度所認列之減損損失明細如下：  

 

(2)上述減損損失係亞洲地區之子公司福弘金屬工業 (常熟 )有限公司於民

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評估部分機器設備預期未來現金流入減少，使其

可回收金額小於帳面價值，致本集團認列減損損失計 $20,051。  

(十一 )無形資產  

 

1.商譽  

(1)商譽分攤至本集團現金產生單位：  

 
(2)商譽分攤至本集團所辦認之現金產生單位，可回收金額依據使用價

值評估，而使用價值係依據管理階層推估之五年度財務預算之稅前

現金流量預測計算。  

本集團依據使用價值計算之可回收金額超過帳面金額，故商譽並未

發生減損，用於計算使用價值主要考慮毛利率、成長率及折現率。 

管理階層根據以前的績效及其對市場發展之預期決定預算毛利率。

所採用之加權帄均成長率與產業報告之預測並無重大差異。所採用

之折現率為稅前比率並反映相關營運部門之特定風險。  

  

認列於 認列於 認列於 認列於

當期損益 其他綜合損益 當期損益 其他綜合損益

減損損失－機器設備 18,861$   -$          -$        -$          

減損損失－其他設備 1,190     -           -         -           

20,051$   -$          -$        -$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商譽 68,902$       68,902$       68,902$       

專業技術 3,724         6,308         8,893         

電腦軟體成本 4,803         1,930         3,048         

77,429$       77,140$       80,843$       

金   額

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公司 23,669$       

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45,233        

68,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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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業技術  

本公司及子公司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分別於民國 98 年至 99 年間收

購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銳昇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成本分別為

$61,000 及 $14,000。經本公司及子公司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辦認並

委請專家加以評估前述收購活動所產生之無形資產－專業技術分別計

$12,925 及 $3,892，其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度變動情形如下：  

 

3.電腦軟體成本  

有關電腦軟體成本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度變動情形如下： 

 

4.無形資產攤銷明細如下：  

 

(十二 )長期預付租金  

 

1.本集團之子公司－資勇五金製品 (太倉 )有限公司分別於民國 96年至 98

年與太倉市國土資源局簽訂位於城廂鎮利民社區之設定土地使用權合

約，租用年限均為 50 年，於租約約定付款日內業已全額支付，於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度分別認列之租金費用為 $675 及 $655。  

2.本集團之子公司－福弘金屬工業 (常熟 )有限公司分別於民國 95年及 99

年與常熟市國土資源局簽訂位於常熟市東南經濟開發區之設定土地使

用權合約，租用年限均為 50 年，於租約約定付款日內業已全額支付，

於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度認列之租金費用分別為 $375 及 $364。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1月1日餘額 6,308$        8,893$        

本期攤銷 2,584)(         2,585)(         

12月31日餘額 3,724$        6,308$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1月1日餘額 1,930$        3,048$        

本期增加 6,144         109           

本期攤銷 3,359)(         1,170)(         

匯率影響數 88            57)(            

12月31日餘額 4,803$        1,930$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營業成本 404$          327$          

推銷費用 2,584         2,585         

管理費用 2,955         843           

研究發展費用 -             -             

5,943$        3,755$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土地使用權 45,874$       45,214$       46,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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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其他非流動資產－其他  

 

(十四 )短期借款  

 

上述借款係由本公司出具擔保函做為背書保證。  

(十五 )其他應付款  

 

(十六 )退休金  

1.(1)本公司及國內子公司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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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月之帄均薪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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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按月就薪資總額一定比率提撥退休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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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部。  

(2)資產負債表認列之金額如下：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預付土地款 165,580$      -$            -$            

預付設備款 11,051        92,375        15,153        

長期待攤費用 24,143        3,094         1,867         

其    他 1,067         152           266           

201,841$      95,621$       17,286$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銀行擔保借款 90,059$       29,348$       -$            

利率區間 1.49%～1.57% 1.78%         -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應付薪資及獎金 166,700$      139,005$      101,509$      

應付董監酬勞 9,000         9,344         4,588         

應付福利費 13,473        11,917        11,791        

其他 128,403       124,647       67,979        

317,576$      284,913$      185,867$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已提撥確定福利義務現值 401,152$     370,490$     314,196$     

計畫資產公允價值 122,234)(      71,346)(       37,480)(       

認列於資產負債表之淨負債 278,918$     299,144$     276,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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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確定福利義務現值之變動如下：  

 
(4)計畫資產公允價值之變動如下：  

 
(5)認列於綜合損益表之費用總額：  

 
上述費用認列於綜合損益表中之各類成本及費用明細如下：  

 
(6)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之精算損益如下：  

 
(7)本公司及國內子公司之確定福利退休計劃資產，係由台灣銀行按該

基金年度投資運用計畫所定委託經營項目之比例及金額範圍內，依

勞工退休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六條之項目（即存放國內外之

金融機構，投資國內外上市、上櫃或私募之權益證券及投資國內外

不動產之證券化商品等）辦理委託經營。該基金之運用，其每年決

算分配之最低收益，不得低於依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

收益。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 12 月 31 日構成總計劃資產公允價值之

百分比，請詳政府公告之各年度之勞工退休基金運用報告。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1月1日確定福利義務現值 370,490$      314,196$      

當期服務成本 8,109         7,341         

利息成本 5,557         5,498         

精算損益 23,653        48,019        

支付之福利 6,657)(         4,564)(         

12月31日確定福利義務現值 401,152$      370,490$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1月1日計畫資產之公允價值 71,346$       37,480$       

計畫資產預期報酬 1,070         656           

精算損益 386)(           390)(           

雇主之提撥金 56,861        38,164        

支付之福利 6,657)(         4,564)(         

12月31日計畫資產之公允價值 122,234$      71,346$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當期服務成本 8,109$        7,341$        

利息成本 5,557         5,498         

計畫資產預期報酬 1,070)(         656)(           

當期退休金成本 12,596$       12,183$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銷貨成本 9,583$        9,245$        

推銷費用 365           323           

管理費用 1,375         1,491         

研發費用 1,273         1,124         

12,596$       12,183$       

102年度 101年度

本期認列 24,042$       48,407$       

累積金額 72,449$       48,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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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計劃資產預期報酬率係根據歷史報酬趨勢，對義務之整體期間

報酬之預測，並參考勞工退休基金監理會對勞工退休基金之運用情

形，於考量最低收益不得低於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之收益之

影響所作之估計。  

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度，本公司及國內子公司計畫資產之實際報酬

分別為 $685 及 $266。  

(8)有關退休金之精算假設彙總如下：  

 
對於未來死亡率之假設係按照各國已公布的統計數字及經驗估計。  

(9)經驗調整之歷史資訊如下：  

 
(10)本集團於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後一年內預計支付予退休計畫之提

撥金為 $36,450。  

2.(1)自民國 94 年 7 月 1 日起，本公司及國內子公司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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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

國內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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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資勇五金製品 (太倉 )有限公司、艾德克 (上海 )商貿有限公司、福弘

金屬工業 (常熟 )有限公司及常熟福誠包裝材料有限公司按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規定之養老保險制度每月依當地員工薪資總額之一

定比率提撥養老保險金。每位員工之退休金由政府管理統籌安排，

本集團除按月提撥外，無進一步義務。  

(3)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度，本集團依上開退休金辦法認列之退休金成

本分別為 $20,115 及 $16,955。  

(十七 )股   本  

1.截至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101 年 12 月 31 日及 101 年 1 月 1 日止，

本公司額定股數均為 242,400 仟股 (其中 10,000 仟股保留供發行認股

權憑證、附認股權特別股或附認股權公司債行使使用 )，每股面額 10

元，每股享有一表決權及收取股利之權利；已發行且收訖股款之股數

均為 188,452 仟股。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折現率 2.00% 1.50%

未來薪資增加率 3.00% 3.00%

計畫資產預期長期報酬率 2.00% 1.50%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確定福利義務現值 401,152$      370,490$      

計畫資產公允價值 122,234)(       71,346)(        

計畫剩餘 278,918$      299,144$      

計畫負債之經驗調整 18,858$       34,216$       

計畫資產之經驗調整 386)($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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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司普通股期初與期末流通在外股數均為 188,452 仟股。  

(十八 )資本公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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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保留盈餘  

1.本公司股利政策如下：因本公司所處環境多變，企業生命週期正值穩

定成長階段，考量本公司未來資金需求及長期財務規劃，並滿足股東

對現金流入之需求，本公司之股利政策採取剩餘股利政策。  

本公司每年度決算後如有盈餘，除依法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及彌補以往

年度虧損外，應先提列百分之十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

本總額時，不在此限。並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

積，如尚有餘，由董事會擬具分配辦法，提請股東會承認後分配之，但

其中董監酬勞不低於百分之一，員工紅利不低於百分之三。本公司股東

紅利及員工紅利之分配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發放，當年度所分配之股利

中，現金股利發放不低於當年全部股利之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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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百分之二十五之部分為限。  

3.首次採用 IFRSs 時，民國 101 年 4 月 6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10012865 號

函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本公司於嗣後使用、處分或重分類相關資產

時，就原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比例予以迴轉。  

本集團依上述規定，因選擇將土地重估增值準備轉列保留盈餘所應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截至各期情形如下：  

 

4.(1)本公司於民國 102 年 6 月 19 日及 101 年 6 月 15 日經股東會決議通

過民國 101 年度及 100 年度盈餘分派案如下：  

 

(2)本公司民國 102 年度盈餘分配案，截至民國 103 年 3 月 28 日止，

尚未經董事會通過，有關董事會通過擬議及股東會決議盈餘分派情

形，請至臺灣證券交易所之「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特別盈餘公積 48,991$       48,991$       48,991$       

金  額 每股股利(元) 金  額 每股股利(元)

法定盈餘公積 38,645$    31,851$    

現金股利 282,678    1.50$      226,142    1.20$      

員工現金紅利 23,359     15,295     

董監酬勞 9,344      4,777      

100   年  度101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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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公司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度員工紅利估列金額分別為 $23,000 及

$23,359；董監酬勞估列金額分別為 $9,000 及 $9,344，係以截至當期止

之稅後淨利，考量法定盈餘公積等因素後，在章程所訂成數範圍內一

定比率估列，並認列為當年度之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惟若嗣後股東

會決議實際配發金額與估列數有差異時，則分別列為次年度之損益。  

經股東會決議配發之民國 101 年及 100 年度員工紅利及董監酬勞與該

年度財務報表認列之金額並無重大差異，已調整次年度之損益。  

有關本公司董事會通過及股東會決議之員工紅利及董監酬勞相關資訊

可至臺灣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  

(二十 )其他權益項目  

 

 

(二十一 )營業收入  

 

 外幣換算  備供出售投資  總　　計

1月1日 56,621)($       224,524$      167,903$      

評價調整 -             21,465        21,465        

評價調整轉出 -             99,831)(        99,831)(        

外幣換算差異數：

－本公司 80,071        -             80,071        

－關聯企業 22,649        -             22,649        

12月31日  $      46,099  $     146,158  $     192,257

102  年  度

 外幣換算  備供出售投資  總　　計

1月1日 -$            96,025$       96,025$       

評價調整 -             128,499       128,499       

評價調整轉出 -             -             -             

外幣換算差異數：

－本公司 40,155)(        -             40,155)(        

－關聯企業 16,466)(        -             16,466)(        

12月31日 ($      56,621)  $     224,524  $     167,903

101  年  度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銷貨收入淨額 5,887,680$    4,932,686$    

勞務收入 -             82,032        

合計 5,887,680$    5,014,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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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其他收入  

 

(二十三 )其他利益及損失  

 

(二十四 )費用性質之額外資訊  

 

(二十五 )員工福利費用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股利收入 29,258$       38,991$       

利息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 7,607         7,182         

其他收入 29,294        38,030        

合計 66,159$       84,203$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處分投資利益 101,999$      4,042$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淨利益

23,557        24,874        

淨外幣兌換利益(損失) 13,397        22,266)(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損失) 433)(           5,557)(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

　淨利益(損失)

3,550)(         3,124)(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減損損失 20,051)(        -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27,435)(        -             

其他利益(損失) 3,753         1,873)(         

合    計 91,237$       3,904)($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員工福利費用 1,002,071$    833,888$      

折舊費用 128,783       135,661       

攤銷費用 24,880        7,244         

合計 1,155,734$    976,793$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薪資費用 831,398$      695,664$      

勞健保費用 96,355        74,095        

退休金費用 32,711        29,138        

其他用人費用 41,607        34,991        

1,002,071$    83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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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所得稅  

1.所得稅費用  

(1)所得稅費用之主要組成部分 : 

 

(2)與其他綜合損益相關之所得金額  

 
2.所得稅費用與會計利潤關係：  

 

(以下空白 )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當期所得稅：

期初至當期末產生之應付所得稅 95,973$       84,099$       

未分配盈餘加徵10%所得稅 6,979         6,264         

境外所得扣繳不得抵減數 1,944         -             

以前年度所得稅低估 8,185         1,350         

當期所得稅總額 113,081       91,713        

遞延所得稅：

暫時性差異之原始產生及迴轉 57,282        10,306        

所得稅費用 170,363$      102,019$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確定福利義務之精算損益 4,088$        8,229$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稅前淨利按法令稅率計算所得稅 164,195$      117,411$      

按法令規定不得認列影響數 10,940)(        8,222)(         

免稅所得影響數 -             14,784)(        

未分配盈餘加徵10%所得稅 6,979         6,264         

境外扣繳不得抵減影響數 1,944         -             

以前年度高低估 8,185         1,350         

所得稅費用 170,363$      1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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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暫時性差異而產生之各遞延所得稅資產或負債金額如下：  

 

 

 1月1日  認列於損益

 認列於其他

綜合淨利  12月31日

暫時性差異：

-遞延所得稅資產:

應計退休金負債 43,200$   128$      4,088$    47,416$   

存貨呆滯及跌價損失 7,867     1,786)(     -         6,081     

估列未休假獎金 3,019     291)(       -         2,728     

未實現兌換損失 691       691)(       -         

備抵呆帳 343       -         -         343       

估列銷貨退回及折讓 217       71        288       

其他 3,887     1,480)(     -         2,407     

小計 59,224    4,049)(     4,088     59,263    

-遞延所得稅負債:

土地增值稅準備 41,619)(    -         -         41,619)(    

投資利益 37,067)(    51,978)(    -         89,045)(    

未實現兌現利益 -         1,064)(     -         1,064)(     

  其他 98)(        191)(       -         289)(       

小計 78,784)(    53,233)(    -         132,017)(   

合計 19,560)($   57,282)($   4,088$    72,754)($   

102     年     度

 1月1日  認列於損益

 認列於其他

綜合淨利  12月31日

暫時性差異：

-遞延所得稅資產:

應計退休金負債 39,387$   4,416)($    8,229$    43,200$   

存貨呆滯及跌價損失 5,062     2,805     -         7,867     

估列未休假獎金 2,993     26        -         3,019     

未實現兌換損失 -         691       -         691       

備抵呆帳 902       559)(       -         343       

估列銷貨退回及折讓 138       79        217       

其他 5,552     1,665)(     -         3,887     

小計 54,034    3,039)(     8,229     59,224    

-遞延所得稅負債:

土地增值稅準備 41,619)(    -         -         41,619)(    

投資利益 29,588)(    7,479)(     -         37,067)(    

未實現兌現利益 310)(       310       -         -         

  其他 -         98)(        -         98)(        

小計 71,517)(    7,267)(     -         78,784)(    

合計 17,483)($   10,306)($   8,229$    19,560)($   

101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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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集團尚未使用之虧損扣抵之有效期限及未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相

關金額如下：  

 

 

 

5.本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業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至民國 100 年度，截

至目前為止，本公司未有重大未決租稅行政救濟事項。  

6.福弘金屬工業 (常熟 )有限公司係設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生產性外

商投資企業，依據當地相關規定，享有自民國 97 年起第一～二年免

徵所得稅，第三～五年減半繳納所得稅之優惠；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度適用之稅率分別為 25%及 12.5%。  

7.兩稅合一相關資訊  

(1)本公司有關未分配盈餘明細如下：  

 

(2)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及扣抵比率：  

 

本公司民國 101 年度盈餘分配之稅額扣抵比率為 22.79%，民國

102 年度盈餘分配適用之稅額扣抵比率預計為 14.73%。  

未認列遞延

發生年度 申報數/核定數 尚未抵減金額  所得稅資產部分 最後扣抵年度

98~102年度 200,836$    200,836$    200,836$     103~107年

102 年 12 月 31 日

未認列遞延

發生年度 申報數/核定數 尚未抵減金額  所得稅資產部分 最後扣抵年度

97~101年度 154,103$    154,103$    154,103$     102~106年

101 年 12 月 31 日

未認列遞延

發生年度 申報數/核定數 尚未抵減金額  所得稅資產部分 最後扣抵年度

97~100年度 122,026$    122,026$    122,026$     102~105年

101 年 1 月 1 日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86年度以前 -$            -$            -$            

87年度以後 1,049,431     809,710       709,223       

合計 1,049,431$    809,710$      709,223$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可扣抵稅額
  帳戶餘額 136,472$      154,599$      136,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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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每股盈餘  

 

 

(二十八 )營業租賃  

1.本集團以營業租賃承租辦公處所與土地作為廠房、停車場使用等，

租賃期間介於民國 98 年～ 108 年。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度分別認列

$26,835 及 $21,793 租金費用。另因不可取消合約之未來最低租賃給

付總額如下：  

 

2.本集團已將承租之資產部分轉租，該項租賃及轉租將於民國 105 年

間屆滿。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度分別認列 $2,358 及 $2,226 之轉租收

入。依據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不可取消之轉租合約，轉租給付款

$5,646 預計將於民國 103 年～ 105 年間收取。  

加權帄均流通

 稅後金額 在外仟股數 每股盈餘(元)

基本每股盈餘

 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股東之本期淨利 580,998$  188,452  3.08$       

稀釋每股盈餘

 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股東之本期淨利 580,998   188,452  

 具稀釋作用之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員工分紅 -         746      

 屬於母公司普通股股東之本期淨利

   加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580,998$  189,198$ 3.07$       

102     年     度

加權帄均流通

 稅後金額 在外仟股數 每股盈餘(元)

基本每股盈餘

 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股東之本期淨利 398,658$  188,452  2.12$      

稀釋每股盈餘

 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股東之本期淨利 398,658   188,452  

 具稀釋作用之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員工分紅 -         961      

 屬於母公司普通股股東之本期淨利

   加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398,658$  189,413$ 2.10$      

101     年     度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不超過1年 7,960$        7,369$        7,420$        

超過1年但不超過5年 15,974        21,017        26,981$       

5年以上 -             2,670         4,680         

23,934$       31,056$       39,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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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非現金交易  

1.僅有部分現金支付之投資活動  

 

2.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活動：  

 

七、關係人交易  

(一 )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易事項  

1.銷貨  

 

本集團銷貨予關係人之交易價格係依雙方約定辦理，收款條件為月結 30

天至 120 天。提供勞務予關係人係以成本加成基礎計算協議後辦理。  

2.進貨  

 

本集團向關係人進貨之交易價格係依雙方約定辦理，付款條件為月結 30 天

至 50 天。 

3.應收款項  

(1)應收帳款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增加數 167,927$      58,051$       

加：期初應付設備款

   (表列「其他應付款」項下) 311           2,125         

減：期末應付設備款

   (表列「其他應付款」項下) 6,439)(         311)(           

購買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支付現金數 161,799$      59,865$       

102年度 101年度

預付設備款轉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07,058$      22,599$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商品銷售：

－關聯企業 1,507,863$    2,006,169$    

勞務銷售：

－關聯企業 -             82,032        

總計 1,507,863$    2,088,201$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商品購買：

－關聯企業 73,819$       234,786$      

勞務支出(表列「推銷費用」)：

－關聯企業 20,950        -             

總計 94,769$       234,786$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關聯企業 20,883$       514,878$      43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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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應收款  

 

上述其他應收款項主要包含：  

(1)關聯企業宣告現金股利尚未匯回款，截至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

101 年 12 月 31 日及 101 年 1 月 1 日止分別計 $0、 $67,601 及

$129,759。  

(2)本集團出售零件予關聯企業時，未於出售時以銷貨收入處理，相

關尚未收回出售零件時產生之應收款項。  

4.應付款項  

其他應付款  

 

上述其他應付款項主要來自取得關係人提供勞務服務支出。  

5.財產交易  

 

民國 101 年度，與關係人間無重大財產交易事項。  

(二 )主要管理階層薪酬資訊  

 

八、質押之資產  

本公司之資產提供擔保明細如下：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關聯企業 -$            69,461$       134,815$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關聯企業 21,147$       -$            -$            

102 年 度

購買機器設備

－關聯企業 66,701$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薪資及其他短期員工福利 59,600$       60,749$       

退職福利 1,487         1,512         

總    計 61,087$       62,261$       

資 產 項 目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擔保用途

股票(表列「備供出售

  金融資產－非流動」)

-$           24,768$      -$           投資交易

存出保證金(表列「其他 16,461       -            -            進口保證金

  金融資產－非流動」)    

16,461$      24,768$      -$           

帳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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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一 )或有事項  

無。  

(二 )承諾事項  

1.已開立尚未使用之信用狀餘額：  

  

2.已簽約但尚未發生之資本支出：  

 

3.本公司與英格索蘭集團 (INGERSOLL-RAND COMPANY LIMITED)締結契約約

定：未經雙方同意，不得與第三者締結門鎖產品之合資契約；另，於民

國 101 年 7 月間變更取消此約定條款。  

十、重大之災害損失  

無。  

十一、重大之期後事項  

無。  

十二、其他  

(一 )資本管理  

本集團之資本管理目標，係保障繼續經營之能力，以持續提供股東報酬，

並維持最佳資本結構。 

由於本集團須維持支應擴建與提升廠房及設備所需資本，因此本集團之資

本管理係以確保具有必要之財務資源及營運計畫，以支應未來十二個月所

需之營運資金、資本支出、研究發展費用、債務償還及股利支出等需求。  

 

本集團利用集團負債佔資產比率以監控資本。本集團之策略係維持一個帄

穩之負債佔資產比，比率如下：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進口原料及設備 11,611$       70,880$       68,015$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4,891$       49,334$       17,744$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101年1月1日

總負債 1,779,601$    1,502,905$    1,165,130$    

總資產 6,198,142$    5,615,104$    5,069,272$    

負債佔資產比 29 27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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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融工具  

1.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資訊  

本集團管理階層認為現金、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工具 (包括應收票

據、應收帳款、其他應收款、其他金融資產－其他、短期借款、應付

票據、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 )之帳面價值趨近其公允價值或以成本衡

量之金融資產等其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  

2.公允價值估計  

(1)下表為分析以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所採用之評價技術。各等級

之定義如下：  

第一等級：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未經調整 )。  

第二等級：除包含於第一等級之公開報價外，資產或負債直接 (亦即

價格 )或間接 (亦即由價格推導而得 )可觀察之輸入值。  

第三等級：非以可觀察市場資料為基礎之資產或負債之輸入值。  

本集團於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 101 年 12 月 31 日及 101 年 1 月

1 日以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如下：  

 

第一等級 第二等級 第三等級 合計

金融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

　權益證券 266,624$  -$        -$        266,624$  

　遠期外匯合約 -         11,728    -         11,728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權益證券 328,927   -         -         328,927   

合計 595,551$  11,728$   -$        607,279$  

金融負債：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負債

　遠期外匯合約 -$        6$        -$        6$        

102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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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於活絡市場交易之金融工具，其公允價值係依資產負債表日之市場

報價衡量。當報價可即時且定期自證券交易所、交易商、經紀商、

產業、評價服務機構或監管機構取得，且該等報價係代表在正常交

易之基礎下進行之實際及定期市場交易時，該市場被視為活絡市

場。本集團持有金融資產之市場報價為收盤價，該等工具係屬於第

一等級。第一等級之工具主要包括權益工具及債務工具，其分類為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或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第一等級 第二等級 第三等級 合計

金融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

　權益證券 356,223$  -$        -$        356,223$  

　遠期外匯合約 -         6,123     -         6,123     

　原料遠期合約 -         873       -         873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權益證券 558,339   -         -         558,339   

合計 914,562$  6,996$    -$        921,558$  

金融負債：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負債

  投資交易 25,881$   -$        -$        25,881$   

101  年  12  月  31  日

第一等級 第二等級 第三等級 合計

金融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

　權益證券 430,541$  -$        -$        430,541$  

　遠期外匯合約 -         7         -         7         

  外匯選擇權 -         2,286     -         2,286     

　原料遠期合約 -         67        -         67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權益證券 457,879   -         -         457,879   

合計 888,420$  2,360$    -$        890,780$  

金融負債：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負債
  外匯選擇權 -$        2,032$    -$        2,032$    

101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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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在活絡市場交易之金融工具 (例如於櫃檯買賣之衍生工具），其公

允價值係利用評價技術決定。評價技術將盡可能的多利用可觀察之

市場資料 (如有 )，並盡可能少依賴企業之特定估計。若計算一金融

工具之公允價值所需之所有重大參數均為可觀察資料，則該金融工

具係屬於第二等級。  

(4)用以評估金融工具之特定評估技術包括：  

同類型工具之公開市場報價或交易商報價。  

遠期外匯合約公允價值之決定係採用資產負債表日之遠期匯率

折算至現值。  

其他評價技術，以決定其餘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例如現金流量

折現分析。  

3.財務風險管理政策  

本集團管理當局為能有效控管及降低財務風險，致力於辦認、評估並

規避市場之不確性，以降低市場變動對集團財務績效之潛在不利影響。

該等風險包括市場風險 (包含匯率風險、利率風險及其他價格風險 )、

信用風險及流動性風險。  

風險管理工作由本公司各相關部門按照核准之政策執行之。  

4.重大財務風險之性質及程度  

(1)市場風險  

匯率風險  

本集團係跨國營運，因此受多種不同貨幣所產生之匯率風險，主

要為美金及人民幣。相關匯率風險來自未來之商業交易，已認列

之資產與負債及對國外營運機構之淨投資。為避免因匯率變動造

成外幣資產價值減少及未來現金流量之波動，本集團透過衍生金

融工具 (包含遠期外匯合約及外幣選擇權交易 )來規避匯率風險，

此類衍生金融工具之使用，可協助本集團減少但仍無法完全排除

外幣匯率變動所產生之影響。  

由於本集團持有若干國外營運機構投資係為策略性投資，是故本

集團並未對其進行避險。  

 

本集團從事之業務涉及若干非功能性貨幣 (本公司及部分子公司

之功能性貨幣為新台幣、部分子公司之功能性貨幣為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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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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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面金額

外幣(仟元) 匯率 (新台幣)

(外幣:功能性貨幣)

金融資產

  貨幣性項目

    美金：新台幣 35,320$      29.81        1,052,889$   

    歐元：新台幣 672          41.09        27,612       

    美金：人民幣 9,314        6.05         277,650      

    人民幣：新台幣 3,000        4.92         14,757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美金：新台幣 23,524       29.81        700,987      

金融負債

  貨幣性項目

    美金：新台幣 2,031        29.81        60,544       

    美金：人民幣 4,338        6.05         129,316      

102   年   12   月   31   日

帳面金額

外幣(仟元) 匯率 (新台幣)

(外幣:功能性貨幣)

金融資產

  貨幣性項目

    美金：新台幣 28,546$      29.04 828,976$     

    歐元：新台幣 1,116        38.49 42,955       

    美金：人民幣 2,628        6.23 76,317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美金：新台幣 16,232       29.04 466,250      

金融負債

  貨幣性項目

    美金：新台幣 2,862        29.04 83,112       

    美金：人民幣 1,551        6.23 45,041       

101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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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因重大匯率波動影響之外幣市場風險分析如下 : 

 

 

帳面金額

外幣(仟元) 匯率 (新台幣)

(外幣:功能性貨幣)

金融資產

  貨幣性項目

    美金：新台幣 20,441$      30.28        618,953$     

    歐元：新台幣 351          39.18        13,752       

    美金：人民幣 5,822        6.30         176,29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美金：新台幣 15,805       30.28        472,243      

金融負債

  貨幣性項目

    美金：新台幣 1,636        30.28        49,538       

    美金：人民幣 343          6.30         10,386       

101   年   1   月   1   日

(外幣:功能性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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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29$    -$            

    歐元：新台幣 1% 276        -             

    美金：人民幣 1% 2,777      -             

    人民幣：新台幣 1% 148        -             

金融負債

  貨幣性項目

    美金：新台幣 1% 605        -             

    美金：人民幣 1% 1,293      -             

102  年  度

敏  感  度  分  析

(外幣:功能性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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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0$     -$            

    歐元：新台幣 1% 430        -             

    美金：人民幣 1% 763        -             

金融負債

  貨幣性項目

    美金：新台幣 1% 831        -             

    美金：人民幣 1% 450        -             

101  年  度

敏  感  度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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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風險  

由於本集團持有之投資於合併資產負債表中係分類為備供出售金融

資產，或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因此本集團暴露於

權益工具之價格風險。本集團未有商品價格風險之暴險。為管理權

益工具投資之價格風險，本集團將其投資組合分散，其分散之方式

係根據本集團設定之限額進行。  

本集團主要投資於國內上市櫃及未上市櫃之權益工具，此等權益工

具之價格會因該投資標的未來價值之不確定性而受影響。  

利率風險  

本集團從事之無活絡市場債券投資係按基金之淨值決定配息，故市

場利率變動將使債券投資之公帄價值隨之變動，惟本集團預期不致

發生重大之利率風險。  

(2)信用風險  

信用風險係指交易對方違反合約義務而造成本集團財務損失之風

險。本集團之信用風險，主要係來自現金及銀行存款、衍生金融工

具、於營運活動產生之應收款項及已承諾之交易。  

為維持應收帳款之品質，本集團已建立營運相關信用風險管理之

程序。  

個別客戶之風險評估係考量包含該客戶之財務狀況、歷史交易記錄

及目前經濟狀況等多項可能影響客戶付款能力之因素。本公司亦會

在適當時機使用某些信用增強工具，如預收貨款方式，以降低特定

客戶之信用風險。  

有關銀行存款、固定收益投資及其他金融工具之信用風險，係由本

集團財務部門衡量並監控。由於本集團之交易對象及履約他方均係

信用良好之銀行或具投資等級以上之金融機構及公司組織，無重大

之履約疑慮，故無重大之信用風險。  

本集團業已發生減損之金融資產的個別分析，請詳附註六各金融資

產之說明。  

(3)流動性風險  

本公司管理流動性風險之目標，係為維持營運所需之現金及銀行存

款、高流動性之有價證券及足夠之銀行融資額度等，以確保本公司

具有充足之財務彈性。  

下表係本集團之非衍生金融負債及以淨額或總額交割之衍生金融負

債，按相關到期日予以分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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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負債係依據資產負債

表日至預期到期日之剩餘期間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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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所揭露之合約現金流量金額係未折現之金額：  

 

 

 

 

 

1年內 1至2年內 2至5年內 5年以上

非衍生金融負債：

  短期借款 90,919$  -$       -$       -$       

  應付票據 228,470  -        -        -        

  應付帳款 653,849  -        -        -        

  其他應付款(含關係人) 338,723  -        -        -        

衍生金融負債：

  遠期外匯合約 6$       -$       -$       -$       

102   年   12   月   31   日

1年內 1至2年內 2至5年內 5年以上

非衍生金融負債：

  短期借款 29,361$  -$       -$       -$       

  應付票據 265,557  1,462    -        -        

  應付帳款 478,195  -        -        -        

  其他應付款 284,913  -        -        -        

101   年   12   月   31   日

1年內 1至2年內 2至5年內 5年以上

非衍生金融負債：

  短期借款 -$       -$       -$       -$       

  應付票據 176,539  1,494    1,462    -        

  應付帳款 375,538  -        -        -        

  其他應付款 185,867  -        -        -        

衍生金融負債：

  外匯選擇權 2,032$   -$       -$       -$       

101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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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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註 1： 資金貸 與性質 代號：  

(1)有 業務往 來者。  

(2)有 短期融 通資金 必要者。  

註 2： 依本公 司資金 貸與他人 作業程 序之規 定如下 ：  

(1)資 金貸與 有業務 往來之公 司或行 號者，貸與 總金額不 得超過 本公司 淨值之 20%為 限。個別對 象之貸 與限額，不得 超過最 近一年 度與本公 司交易 之金額 (以

公 司進貨 金額為 限 )。  

(2)資 金貸與 有短期 融通資金 必要之 公司或 行號者，貸與 總金額 不得超 過本公 司淨值 之 10%。個 別對象 之貸與限 額，不得超 過其最 近期 財務 報告淨 值之 50%。  

註 3： 依公司 資金貸 與他人作 業程序 之規定 ，資金 貸與總 限額依 其貸與 原因分 別訂定 如下：  

(1)資金 貸與 有業 務往 來 之公 司 或行 號者 ，貸 與總 金額不 得 超過 該公 司淨值 20%。個 別 對象 之貸 與限 額不 得超過 最 近一 年度 該公 司與 其業務 往 來金 額 (以進

貨 金額為 準 )。                    

(2)資 金貸與 有短期 資金融通 必要之 公司或 行號者 ，貸與 總金額 不得超 過該公 司淨值 之 10%。個 別對象 之貸與限 額，不 得超過 其最近 期財務 報告淨 值 50%。  

(3)受 同一母 公司控 制的子公 司之間 因業務 需要而 有短期 融通資 金之必 要者，總貸與 金額不 得超過 該子公 司財務 報告淨 值之 30%。個別對象 之貸與 限額，不

得 超過該 子公司 淨值 20%。  

 

  

有短期融通 對個別

是否為 本期最高 實際動支 利率 資金貸與 業務往來 資金必要 提列備抵 對象資金 資金貸與

編號 貸出資金之公司 貸與對象 往來項目 關係人 金    額 期末餘額 金   額 區間 性    質 金    額 之原因 呆帳金額 名稱 價  值 貸與限額 總限額 備註

0 台灣福興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資勇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應收款 N 13,500$ 6,000$ 4,500$ 2.85 註1(1) 219,980$ -      -$     商業

本票

6,000$ 219,980$ 876,646$ 註2

1 資勇五金製品

　(太倉)有限公司

福弘金屬工業

　(常熟)有限公司

其他應收款

　－關係人

Y 85,732  39,018 39,018 3.50 註1(2) -        營運週轉 -      無 -      163,545  245,317  註3

1 資勇五金製品

　(太倉)有限公司

艾德克(上海)商貿

　有限公司

其他應收款

　－關係人

Y 29,245  29,245 29,245 3.50 註1(2) -        營運週轉 -      無 -      163,545  245,317  註3

2 福弘金屬工業

　(常熟)有限公司

常熟福誠包裝

　材料有限公司

其他應收款

　－關係人

Y 4,654   4,654  2,327  3.50 註1(2) -        營運週轉 -      無 -      118,834  178,251  註3

擔保品



 

~59~ 

2.為他人 背書保 證情形 ：  

 

註 1： 背書保 證者與 被背書保 證對象 之關係 ，係屬 直接持 有普通 股股權 超過百 分之五 十之子 公司。  

註 2：本 公司對 外背書 保證之 總額，不得超 過最近 期財務 報表淨 值之 30%；對 單一企 業背書 保證額 度，以 不超過 最近期 財務報 表淨值 20%為 限，惟 對海外 單一聯 屬

公 司以不 超過淨 值 30%為限。  

(以下 空白 ) 

  

本期最高 以財產擔保 累計背書保證金額 屬母公司 屬子公司

背書保證者 對單一企業 背書保證 期末背書 實際動支 之背書保證 佔最近期財務報表 背書保證 對子公司 對母公司 屬對大陸地區

編號 公司名稱 公司名稱 關係 背書保證限額 餘    額 保證餘額 金    額 金      額 淨值之比率 最高限額 背書保證 背書保證 背書保證 備註

0 台灣福興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註1 876,646$    88,950$  88,950$  -$      -$        2 1,314,969$ Y N N 註2

0 台灣福興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福弘金屬工業

  (常熟)有限公司

註1 1,314,969   180,750  180,750  90,375  -         4 1,314,969  Y N Y 註2

被背書保證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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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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註 1： 該等金 融資產 因無活絡 市場公 開報價 ，且其 公帄價 值亦無 法可靠 衡量， 故未予 揭露其 市價或 股權淨 值資訊 。   

註 2： 持股比 例未達 5%，故不 予揭露 。  

註 3： 該公司 董事長 與本公司 董事長 係同一 人。  

註 4： 本公司 持有 MAP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因 累計退 回股款 數大於 本公司 原始投 入成本 ，故帳 面價值 為 $0， 且本公 司仍持 有該公 司股票 7,854 仟股。  

  

與有價證券 持股
持有之公司 有 價 證 券 種 類 及 名 稱 發行人之關係 帳列科目 股數 帳面金額 比率 公允價值 備註

台灣福興工業 受益憑證-兆豐國際寶鑽貨幣市場基金 無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7,280,118   89,075$   註2 89,075$   

  股份有限公司 受益憑證-日盛貨幣市場基金 無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4,358,978   63,016    註2 63,016    

受益憑證-群益安穩貨幣市場基金 無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2,664,891   42,005    註2 42,005    

受益憑證-台新1699貨幣市場基金 無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2,574,487   34,014    註2 34,014    

受益憑證-元大寶來萬泰貨幣市場基金 無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1,350,977   20,006    註2 20,006    

受益憑證-第一金台灣貨幣市場基金 無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669,600     10,000    註2 10,000    

受益憑證-新光吉星貨幣市場基金 無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561,538     8,508     註2 8,508     

股票-寶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無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1,186       -       註2 -         

股票-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無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7,552,867   328,927   註2 328,927   

股票-銘鈺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無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2,841,061   114,920   5.06 247,172   

股票-成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無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2,000,000   10,000    8.33 註1

股票-華陽中小企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無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833,406     7,000     1.75 註1

股票-勝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無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2,141,697   1,647     19.47 註1

股票-金鉅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無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434,100     -         12.95 註1

股票-欣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無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478,170     -         2.49 註1

股票-資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無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640,000     -         8.00 註1

股票-MAP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無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7,853,941   -         5.47 註1 註4

股票-德芝美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無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720,000     -         4.78 註1

股票-華南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註3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286,294     -         15.85 註1

受益憑證-澳盛全球精選配息保本債券基金 無 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非流動 20,000      60,960    註2 註1

期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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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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  

 

註 1：帳列 科目代 號： (1)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流動， (2)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3)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4)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註 2： 係對該 被投資 公司增加 投資金 額。  

註 3： 包括增 加投資 金額、採 用權益 法認列 之子公 司、關 聯企業 及合資 損益之 份額及 其他綜 合損益 份額。  

註 4：係 本公司 為進行 組織調 整及專 業分工 ，以強 化企業 核心競 爭力之 目的， 於民國 101 年 3 月 16 經董事 會決 議，以 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 為分割 基準日 ，進行

彰 化分公 司之組 織調整 。另請 參閱附 註一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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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者： 無此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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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者： 無此情 事。  

(以下 空白 )  

買、賣之

公   司

有 價 證 券

種 類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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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台灣福興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兆豐國際寶鑽貨幣

  市場基金

註1(1) - - 6,597,162    80,000$    27,780,292  339,000$  27,097,336   330,665$  330,000$   665$    7,280,118   89,000$  

台灣福興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合興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註1(3) 註2 子公司 100,000      1,000      22,400,000  474,324   -            -         -          -       22,500,000  475,324  註3及

  註4

 期　    　  　初 買             入 賣                   出  期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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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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者：  

 

註 ：依雙 方約定 辦理， 與一般 交易並 無重大 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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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從事衍 生性金 融商品 交易： 相關衍 生性金 融商品 交易資 訊及財 務風險 資訊， 請詳附 註六 (二 )及十 二 (二 )之說明 。  

  

佔總進(銷)貨 佔總應收(付)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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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款之比率 備註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ALLEGION FU HSIUNG LTD.

(原名：INGERSOLL-RAND

  FU HSING  LTD.）

採權益法評價

  之被投資公司

(銷貨) 1,436,664)($  (38) 依雙方約定 註 註 20,883$    3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

  有限公司

孫公司 進貨 857,639     34 依雙方約定 註 註 252,186)(    (47)

資勇五金製品(太倉)

　有限公司

孫公司 進貨 121,565     5 依雙方約定 註 註 20,192)(     (4)

資勇五金製品(太倉)

　有限公司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

  有限公司

聯屬公司 (銷貨) 186,098)(     (20) 依雙方約定 註 註 93,000     29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 (銷貨) 121,565)(     (13) 依雙方約定 註 註 20,192     6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

  有限公司

聯屬公司 進貨 282,965     32 依雙方約定 註 註 50,154)(     (24)

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屬公司 進貨 168,639     19 依雙方約定 註 註 28,722)(     (14)

ALLEGION FU HSIUNG LTD.

(原名：INGERSOLL-RAND

  FU HSING  LTD.）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聯企業 進貨 1,436,664   77 依雙方約定 註 註 20,883)(     (98)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

  有限公司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 (銷貨) 857,639)(     (68) 依雙方約定 註 註 252,186    71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屬公司 (銷貨) 282,965)(     (20) 依雙方約定 註 註 50,154     14

資勇五金製品(太倉)

　有限公司

聯屬公司 進貨 186,098     16 依雙方約定 註 註 93,000)(     (25)

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屬公司 (銷貨) 168,639)(     (56) 依雙方約定 註 註 28,722     65

交        易         情         形 交易條件與一般交易 應收(付)票據、帳款

不同之情形及原因

應收關係人 應收關係人款項 提列備抵

帳列應收款項之公司 交 易 對 象 名 稱 關    係 款項餘額 週轉率 金 額 處理方式 期後收回金額 呆帳金額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 252,186$    5.39 -$          - 190,801$    -$          

逾期應收關係人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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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母 子公司 間業務 關係及重 要交易 往來情 形：  

茲 彙列母 子公司 間或各 子公司 間交易 金額達 新台幣 一仟萬 元以上 者 ，並 以註 2 之說明 方式揭 露，其 相對方 交易不 再重覆 揭露。  

 
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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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與 交 易 人 之 關 係 有 三 種 ， 標 示 種 類 如 下 (若 係 母 子 公 司 間 或 各 子 公 司 間 之 同 一 筆 交 易 ， 則 無 須 重 複 揭 露 。 如 ： 母 公 司 對 子 公 司 之 交 易 ， 若 母 公 司 已 揭 露 ， 則 子 公 司 部 分 無 須

重 複 揭 露 ； 子 公 司 對 子 公 司 之 交 易 ， 若 其 一 子 公 司 已 揭 露 ， 則 另 一 子 公 司 無 須 無 複 揭 露 )：  

1.母 公 司 對 子 公 司 。  

2.子 公 司 對 母 公 司 。  

3.子 公 司 對 子 公 司 。  

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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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 金 額 佔 合 併 總 營 收 之 方 式 計

算 。  

註 4： 係 為 他 人 背 書 保 證 性 質 之 備 忘 性 質 科 目 ， 為 期 末 實 際 動 支 金 額 。  

編號

(註1)  交易人名稱  交易往來對象

與交易人

之關係(註2)  科  目 金  額  交易條件

 占合併總營收或

總資產之比率(註3)

0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FU HSING AMERICAS INC. 1 銷貨 48,951$         依雙方約定辦理 0.83%

＂ ＂ 應收帳款－關係人 30,339          依雙方約定辦理 0.49%

＂ ＂ 其他應收帳款-關係人 10,571          依雙方約定辦理 0.17%

＂ ＂ 佣金支出 53,974          依雙方約定辦理 0.92%

＂ ＂ 其他應付帳款－關係人 20,880          依雙方約定辦理 0.34%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1 進貨 857,639         依雙方約定辦理 14.57%

＂ ＂ 應付帳款－關係人 252,186         依雙方約定辦理 4.07%

＂ ＂ 其他應收帳款－關係人 14,612          依雙方約定辦理 0.24%

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公司 1 進貨 121,565         依雙方約定辦理 2.06%

＂ ＂ 應付帳款－關係人 20,192          依雙方約定辦理 0.33%

＂ ＂ 勞務收入 13,434          依雙方約定辦理 0.23%

＂ ＂ 其他應收帳款－關係人 13,481          依雙方約定辦理 0.22%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 背書保證(註4) 90,375          依雙方約定辦理 1.46%

1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艾德克(上海)商貿有限公司 3 銷貨 25,057          依雙方約定辦理 0.43%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3 進貨 282,965         依雙方約定辦理 4.81%

＂ ＂ 應付帳款－關係人 50,154          依雙方約定辦理 0.81%

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 進貨 168,639         依雙方約定辦理 2.86%

＂ ＂ 應付票據－關係人 14,388          依雙方約定辦理 0.23%

＂ ＂ 應付帳款－關係人 14,334          依雙方約定辦理 0.23%

2 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公司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3 銷貨 186,098         依雙方約定辦理 3.16%

＂ ＂ 應收帳款－關係人 93,000          依雙方約定辦理 1.50%

＂ ＂ 進貨 20,125          依雙方約定辦理 0.34%

3 常熟福誠包裝材料有限公司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3 銷貨 13,023          依雙方約定辦理 0.22%

4 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銳昇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 加工支出 25,778          依雙方約定辦理 0.44%

 交易往來情形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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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註 1： 未發行 股票， 不適用。  

註 2： 被投資 公司本 期 (損 )益 與本公 司認列 之投資 (損 )益 之差額 係屬公 司內部 交易產 生之未 實現 (損 )益。  

註 3： 業已併 入本公 司採權益 法評價 之被投 資公司 本期損 益中， 一併由 本公司 計算認 列投資 損益 。   

註 4： 該公司 業已辦 理解散清 算。  

  

所在 被投資公司 本期認列之

投資公司名稱 被投資公司名稱 地區 主要營業項目 本期期末 上期期末 股  數 比率 帳面價值 
本期(損)益 
投資損益 備註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MASTER UNITED

 INVESTMENT GROUP LTD.

英屬維京

群島

各項事業之轉投資 538,240$ 538,240$ 1,560,000 100 835,960$ 41,956$ 38,162$ 註2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INGERSOLL-RAND FU HSING

 HOLDINGS LTD.

英屬維京

群島

各項事業之轉投資 148,036 148,036 8,967,392 49 666,179 558,411 278,694 註2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FORMFLEX ENTERPRISE CO.,

 LTD.

薩摩亞 各項事業之轉投資 752,987 606,384 24,079,000 100 615,421 40,319)( 41,053)( 註2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生產及銷售關門器、

  防火門鎖與天地

  鉸鏈之相關產品

410,231 1,000 22,500,000 100 475,324 70,690 67,576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生產銷售天地鉸鍊

  之相關產品

65,200 65,200 1,260 70 85,384 32,046 18,340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FU HSING AMERICAS INC. 美國 有關門鎖及關門器

  之相關產品配銷

11,263 11,263 300,000 100 56,459 10,302 8,865 註2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ALLEGION FU HSIUNG LTD.

(原名：INGERSOLL-RAND

  FU HSING  LTD.）

香港 各類商品貿易業務 - - - 49 34,808 43,026 21,083 註1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華興材料應用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體育用品製造 - 96,246 - - - - - 註4

FORMFLEX ENTERPRISE CO.,

 LTD.

FORTUNE INDUSTRIAL LTD. 薩摩亞 各項事業之轉投資 6,698 6,698 204,000 51 9,366 529)( - 註3

朕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銳昇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生產銷售天地鉸鍊

  之相關產品

14,000 14,000 504,000 70 24,985 8,685 - 註3

原 始 投 資 金 額 期   末   持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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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 陸投資 資訊  

1.基本資 料 : 

 

 

註 1： 投資方 式分為 下列三種 ，標示 種類如 下：  

1.直接赴 大陸地 區從事 投資。  

2.透過第 三地區 公司再 投資大 陸  (註明該 第三地 區之投資 公司 )：透 過 INGERSOLL-RAND FU HSING HOLDINGS LTD.、 MASTER UNITED INVESTMENT GROUP LTD.、

FORMFLEX ENTERPRISE CO., LTD.及 FORTUNE INDUSTRIAL LTD.再 投資大 陸。  

3.其他方 式：係 以本公 司大陸 被投資 公司－ 資勇五 金製品 (太 倉 )有限公 司自有 盈餘再 轉投資 該公司 ，本公 司並未 實際匯 出資金 。  

註 2： 投資損 益認列 係依經台 灣母公 司簽證 會計師 查核簽 證之財 務報告 。  

註 3： 該公司 業已辦 理完成清 算解散 ，透過 第三地 區公司 收回投 資金額 約當 $11,085，尚 未匯回 台灣； 本期認列 投資損 益，係 包含清 算損失 。  

註 4： 係依據 經濟部 97 年 8 月 29 日經審 字第 09704604680 號函規 定。依 本公司 合併淨 額之 60%計 算限額 。  

 

投資
本期期初自

台灣匯出累

本期期末自

台灣匯出累
被投資公司

本公司直接

或間接投資
本期認列 期末投資

截至本期止

已匯回投資

大陸被投資公司名稱 主要營業項目 實收資本額 方式 積投資金額  匯出  收回 積投資金額 本期損益 之持股比例 投資損益 帳面價值 收     益 備註

福興工業(上海)有限

　公司

從事門鎖及門用金屬品(關門器)

  之生產及銷售業務

540,456$  2  -$        -$      -$   -$        554,983$ 49 271,942$ 664,025$ 387,984$ 註2

福加五金製品(上海)

　有限公司

從事門鎖及門用金屬品(關門器)

  之買賣業務

18,528    2  -         -       -    -         6,917)(    49 3,389)(    825)(      -        註2

資勇五金製品(太倉)

　有限公司

生產銷售汽車鎖等五金製品加工

  業務

512,839   2  520,957   -       -    520,957   42,010   100 42,010   817,724  -        註2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

　有限公司

生產銷售高級建築五金件 735,090   2  588,487   146,603 -    735,090   40,358)(   100 40,358)(   594,169  -        註2

銘宏材料科技(常熟)

　有限公司

生產及銷售稀土永磁之相關產品 44,796    2  11,199    -       -    11,199    934)(      - 314)(      -        -        註3

常熟福誠包裝材料

　有限公司

包裝材料及塑料製品生產 13,133    2  6,698     -       -    6,698     499)(      51 254)(      9,252    -        註2

艾德克(上海)商貿

　有限公司

銷售關門器及天地鉸鏈之

  相關產品

37,078    3  -         -       -    -         15,985)(   100 15,985)(   14,538   -        註2

 本期匯出或

收回投資金額

公 司 名 稱

本期期末累計自台灣匯出

赴大陸地區投資金額

經濟部投審會核准

投  資  金  額

依經濟部投審會規定

赴大陸地區投資限額 備    註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273,944$           1,337,397$      2,651,125$         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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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接或間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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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銷貨收入  

 

1.上述銷貨之交易價格及收款條件係依雙方約定辦理，與一般交易無重大差異。  

2.因上述交易並未產生重大之未實現利益。  

(2)其他勞務收入  

 
(3)進貨  

 

1.上述進貨之交易價格及付款條件係依雙方約定辦理，與一般交易無重大差異。  

2.因上述交易並未產生重大之未實現損益。  

(4)其他應收帳款  

 

註：出售零件予福弘金屬工業 (常熟 )有限公司時，未於出售時以銷貨收入處理，

上述款項係包含出售零件時產生之應收款項。  

  

佔銷貨淨額

交易對象 金    額 百 分 比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興工業(上海)有限公司 15,735$       -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艾德克(上海)商貿有限公司 25,057$       2          

102    年    度

佔勞務收入

交易對象 金    額 百 分 比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公司 13,434$       56         

  艾德克(上海)商貿有限公司 3,689         15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1,633         7          

18,756$       78         

102    年    度

佔進貨淨額

交易對象 金    額 百 分 比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857,639$      34         

  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公司 121,565       5          

福興工業(上海)有限公司 17,799        1          

常熟福誠包裝材料有限公司 782           -          

997,785$      40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282,965$      32         

102    年    度

佔其他應收款

交易對象 金    額 百 分 比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14,612$       24         

  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公司 13,481        22         

艾德克(上海)商貿有限公司 447           1          

28,540$       47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4,051$        75         

10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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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應付帳款  

 
(6)其他應付款  

 

(7)財產交易  

購買機器設備  

 

(8)背書保證  

截至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為福弘金屬工業 (常熟 )有限公司向銀行申

請融資額度提供背書保證計＄ 180,750(即美金 6,000 仟元 )。    

十四、部門資訊  

(一 )  一般資訊  

因應服務客戶、提升整體競爭力及達成國際化的目標，本集團除台灣外，

亦陸續於大陸地區及美洲地區建立營運據點，以提供快速、高品質之服

務。管理階層依據帄時績效管理及覆核與制定決策所使用之報導資訊辨

認應報導部門，分別為亞洲地區及美洲地區等兩個營運部門區域。  

(二 )部門資訊之衡量  

集團營運部門損益係以營業淨利衡量，並做為評估績效之基礎。  

  

佔應付帳款

交易對象 金    額 百 分 比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252,186$      59         

  資勇五金製品(太倉)有限公司 20,192        5          

272,378$      64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50,154$       43         

102年12月31日

佔其他應付帳款

交易對象 金    額 百 分 比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5,301$        14         

102年12月31日

交易對象 102  年  度

台灣福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興工業(上海)有限公司 4,659$        

合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弘金屬工業(常熟)有限公司 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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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損益、資產與負債之資訊  

提供予主要營運決策者之應報導部門資訊如下：  

 

註：本集團資產及負債之衡量金額非營運決策者之衡量指標，故應揭露

資產及負債之衡量金額為零。  

(四 )部門損益之調節資訊  

部門間之銷售係按公允交易原則進行。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之外部收

入，與損益表內之收入採用一致之衡量。  

本期應報導部門損益與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損益調節如下：  

 

亞洲地區 美洲地區 合    計

外部客戶收入 5,837,826$   49,854$      5,887,680$   

內部部門收入 1,786,381    53,791       1,840,172    

部門收入 7,624,207$   103,645$     7,727,852$   

應報導部門損益 302,478$     6,023$       308,501$     

損益部門包含：

  折舊及攤銷 152,998$     665$         153,663$     

部門資產/負債(註) -$           -$           -$           

亞洲地區 美洲地區 合    計

外部客戶收入 4,925,215$   89,503$      5,014,718$   

內部部門收入 531,583      5,771        537,354      

部門收入 5,456,798$   95,274$      5,552,072$   

應報導部門利益 315,554$     45,653$      361,207$     

損益部門包含：

  折舊及攤銷 142,236$     669$         142,905$     

部門資產/負債(註) -$           -$           -$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應報導部門損益 308,501$     361,207$     

股利收入 29,258       38,991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299,542      71,361       

處分投資利益 101,999      4,042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負債)淨利益 20,007       21,750       

淨外幣兌換利益(損失) 13,397       22,266)(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減損損失 20,051)(       -            

以成本法衡量之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27,435)(       -            

其他項目 37,457       36,988       

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損益 762,675$     512,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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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主要營運決策者之總資產金額，與本公司財務報表內之資產採一致

之衡量方式。  

(五 )產品別及勞務別之資訊  

本公司之外部客戶收入主要來自門用金屬品之業務，收入餘額組成明細

如下：  

 

(六 )地區別資訊  

來自外部客戶收入：  

 

非流動資產：  

 

地區別資訊中，收入係以客戶所在地區為分類基礎；非流動資產係指固

定資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不含金融商品及遞延所得稅資產，並以

資產所在地區為分類基礎。  

(七 )重要客戶資訊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門用金屬品類 5,887,680$    4,932,686$    

勞務收入 -             82,032        

5,887,680$    5,014,718$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美    洲 3,683,180$    2,125,419$    

亞    洲 1,464,150     2,174,405     

其他地區 740,350       714,894       

5,887,680$    5,014,718$    

102年12月31日 101年12月31日

亞    洲 1,625,458$    1,358,710$    

美    洲 2,038         2,586         

1,627,496$    1,361,296$    

客 戶 名 稱 收入 部門 收入 部門

A公司 1,436,847$   亞洲部門 1,307,666$   亞洲部門

B公司 599,071      亞洲部門 780,535      亞洲部門

 $  2,035,918  $  2,088,201

102  年  度 101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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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IFRSs) 

本合併財務報告係本集團依 IFRSs 所編製之首份合併財務報告，於編製初始

資產負債表時，本集團業已將先前依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財務報

告所報導之金額調整為依 IFRSs 報導之金額。本集團就首次採用 IFRSs 所選

擇之豁免、追溯適用之例外及自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轉換至 IFRSs 如

何影響本集團財務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之調節，說明如下：  

(一 )所選擇之豁免項目  

1.企業合併  

本集團對發生於轉換至 IFRSs 日 (以下簡稱轉換日 )前之企業合併，選

擇不追溯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3 號「企業合併」規定。此豁免亦

適用於本公司過去取得之投資關聯企業。  

2.認定成本  

本集團對在轉換日之前已依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重估價之不動

產、廠房及設備，選擇以該重估價值作為重估價日之認定成本。  

3.員工福利  

本集團選擇於轉換日將與員工福利計畫有關之全部累計精算損益一次

認列於保留盈餘。並選擇以轉換日起各個會計期間推延決定之金額，

揭露國際會計準則第 19 號「員工福利」第 120A 段 (P)要求之確定福利

義務現值、計畫資產公允價值及計畫盈虧、以及經驗調整之資訊。  

4.累積換算差異數  

本集團選擇於轉換日將國外營運機構所產生之累積換算差異數認定為

零，俟後產生之兌換差額則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21 號「匯率變動之影響」

之規定處理。  

5.複合金融工具  

於轉換日負債組成部分已不再流通在外之複合金融工具，本集團選擇

無須區分為單獨之負債及權益組成部分。  

6.股份基礎給付交易  

本集團對於轉換日前因股份基礎給付交易選擇不追溯適用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 2 號「股份基礎給付交易」。  

(二 )本集團除避險會計及非控制權益，因其與本集團無關，未適用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 1 號之追溯適用之例外規定外，其他追溯適用之例外說明如下： 

1.會計估計  

於民國 101 年 1 月 1 日依 IFRSs 所作之估計，係與該日依中華民國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所作之估計一致。  

2.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除列  

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認列與衡量」之除列規定推延適用

於民國 93 年 1 月 1 日以後所發生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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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轉換至 IFRSs 之調節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 號規定，企業須對比較期間之權益、綜合損益及

現金流量進行調節。本集團之首次採用對總營業、投資或籌資現金流量

並無重大影響。各期間之權益及綜合損益，依先前之中華民國一般公認

會計原則轉換至 IFRSs 之調節，列示於下列各表：  

1.民國 101 年 1 月 1 日權益之調節  

 

 

中華民國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 轉換影響數 IFRSs 說  明

流動資產

  現金及約當現金 439,677$    100,846)($   338,831$   (4)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流動 432,901     -          432,901    

  應收票據淨額 39,056      -          39,056     

  應收帳款淨額 406,439     -          406,439    

  應收帳款－關係人淨額 430,052     -          430,052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134,815     -          134,815    

  存貨 502,226     -          502,226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 22,937      100,846    123,783    (4)

  其他流動資產－其他 52,171      5,819)(      46,352     (3)

    流動資產合計 2,460,274   5,819)(      2,454,455  

非流動資產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457,879     -          457,879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非流動

204,323     -          204,323    

  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

　  非流動

60,960      -          60,96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472,243     -          472,243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224,656   12,236)(     1,212,420  (5)(10)

  無形資產

  商譽 68,902      -          68,902     

  其他無形資產 58,774      46,833)(     11,941     (6)

  遞延所得稅資產 -           54,034     54,034     (1)(2)(3)

  其他金融資產－非流動 7,996       -          7,996      

  長期預付租金 -           46,833     46,833     (6)

  其他非流動資產－其他 5,050       12,236     17,286     (5)(10)

    非流動資產合計 2,560,783   54,034     2,614,817  

      資產總計 5,021,057$  48,215$    5,069,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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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 轉換影響數 IFRSs 說  明

流動負債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2,032$      -$         2,032$     

　  之金融負債－流動

  應付票據 179,495     -          179,495    

  應付帳款 375,538     -          375,538    

  其他應付款 168,654     17,213     185,867    (2)(11)

  當期所得稅負債 44,456      -          44,456     

  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29,509      -          29,509     (11)

    流動負債合計 799,684     17,213     816,897    

非流動負債

  土地增值稅準備 41,619      41,619)(     -          (3)

  遞延所得稅負債 18,660      52,857     71,517     (3)

  應計退休金負債 185,929     90,787     276,716    (1)

    非流動負債合計 246,208     102,025    348,233    

      負債總計 1,045,892   119,238    1,165,130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股本 1,884,521   -          1,884,521  

  資本公積 567,114     -          567,114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570,419     -          570,419    

    特別盈餘公積 -           48,991     48,991     (9)

    未分配盈餘 709,223     -          709,223    (1)(2)(7)

(8)(9)

  其他權益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

　   之兌換差額

159,561     159,561)(    -          (2)(8)

   未認列為退休金成本之淨損失 109,122)(     109,122    -          (1)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 96,025      -          96,025     

   未實現重估增值 69,457      69,457)(     -          (7)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合計 3,947,198   70,905)(     3,876,293  

非控制權益 27,967      118)(        27,849     (2)

      權益總計 3,975,165   71,023)(     3,904,142  

        負債及權益總計 5,021,057$  48,215$    5,069,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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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國 101 年 12 月 31 日權益之調節  

 

 

中華民國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 轉換影響數 IFRSs 說  明

流動資產

  現金及約當現金 667,740$    124,621)($   543,119$   (4)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363,219     -          363,219    

    之金融資產－流動

  應收票據淨額 37,870      -          37,870     

  應收帳款淨額 566,380     -          566,380    

  應收帳款－關係人淨額 514,878     -          514,878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69,461      -          69,461     

  存貨 620,472     -          620,472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 39,255      124,621    163,876    (4)

  其他流動資產－其他 72,486      9,020)(      63,466     (3)

    流動資產合計 2,951,761   9,020)(      2,942,741  

非流動資產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558,339     -          558,339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非流動

166,293     -          166,293    

  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

　  非流動

60,960      -          60,96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466,250     -          466,25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221,992   90,373)(     1,131,619  (5)(10)

  無形資產

  商譽 68,902      -          68,902     

  其他無形資產 53,452      45,214)(     8,238      (6)

  遞延所得稅資產 -           59,224     59,224     (1)(2)(3)

  其他金融資產－非流動 11,703      -          11,703     

  長期預付租金 -           45,214     45,214     (6)

  其他非流動資產－其他 5,248       90,373     95,621     (5)(10)

    非流動資產合計 2,613,139   59,224     2,672,363  

      資產總計 5,564,900$  50,204$    5,61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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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 轉換影響數 IFRSs 說  明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29,348$    -$         29,348$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25,881     -          25,881     

　  金融負債－流動

  應付票據 267,019    -          267,019    

  應付帳款 478,195    -          478,195    

  其他應付款 267,399    17,514     284,913    (2)

  當期所得稅負債 30,074     -          30,074     

  其他流動負債－其他 9,547      -          9,547      

    流動負債合計 1,107,463  17,514     1,124,977  

非流動負債

  土地增值稅準備 41,619     41,619)(     -          (3)

  遞延所得稅負債 29,639     49,145     78,784     (3)

  應計退休金負債 192,794    106,350    299,144    (1)

    非流動負債合計 264,052    113,876    377,928    

      負債總計 1,371,515  131,390    1,502,905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股本 1,884,521  -          1,884,521  

  資本公積 567,114    -          567,114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602,270    -          602,270    

    特別盈餘公積 -          48,991     48,991     (9)

    未分配盈餘 837,683    27,973)(     809,710    (1)(2)(7)

(8)(9)

  其他權益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

    之兌換差額

102,940    159,561)(    56,621)(     (2)(8)

   未認列為退休金成本之淨損失 126,937)(    126,937    -          (1)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 224,524    -          224,524    

  未實現重估增值 69,457     69,457)(     -          (7)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合計 4,161,572  81,063)(     4,080,509  

非控制權益 31,813     123)(        31,690     (2)

      權益總計 4,193,385  81,186)(     4,112,199  

        負債及權益總計 5,564,900$ 50,204$    5,61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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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國 101 年度綜合損益之調節  

 

 

中華民國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 轉換影響數 IFRSs 說  明

營業收入 5,014,718$  -$        5,014,718$  

營業成本 4,121,656)(   10,370    4,111,286)(   (1)(10)

營業毛利 893,062     10,370    903,432     

營業費用

  推銷費用 175,303)(     399       174,904)(     (1)

  管理費用 241,041)(     1,569     239,472)(     (1)(2)

  研發費用 129,236)(     1,387     127,849)(     (1)

營業費用合計 545,580)(     3,355     542,225)(     

營業利益 347,482     13,725    361,207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其他收入 84,203      -         84,203      

  其他利益及損失 4,939)(       1,035     3,904)(       (10)

  財務成本 794)(         -         794)(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

  　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71,361      -         71,36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149,831     1,035     150,866     

稅前淨利 497,313     14,760    512,073     

所得稅費用 99,464)(      2,555)(     102,019)(     (1)

本期淨利 397,849$    12,205$   410,054$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

    之兌換差額 -$          40,690)($   40,690)($     (8)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

　　評價利益(損失) -           128,499   128,499     

  確定福利之精算損益 -           48,407)(    48,407)(      (1)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

  合資之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 -           16,466)(    16,466)(      (8)

與其他綜合損益組成部分

  相關之所得稅 -           8,229     8,229       

(1)

本期其他綜合利益之稅後淨額 -           31,165    31,165      

本期綜合利益總額 397,849$    43,370$   441,219$    

淨利(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386,453$    12,205$   398,658$    

  非控制權益 11,396      -         11,396      

397,849$    12,205$   410,054$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386,453$    43,905$   430,358$    

  非控制權益 11,396      535)(       10,861      

397,849$    43,370$   441,219$    



 

~76~ 

調節原因說明如下：  

(1)退休金  

A.退休金精算採用之折現率，係依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公報

第 18 號第 23 段規定應參酌之因素訂定。惟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9

號「員工福利」規定，折現率之採用係參考報導期間結束日幣別

及期間與退休金計畫一致之高品質公司債之市場殖利率決定；在

此類債券無深度市場之國家，應使用政府公債（於報導期間結束

日 )之市場殖利率。  

B.依本集團會計政策規定，未認列過渡性淨給付義務係按預期可獲

得退休金給付在職員工之帄均剩餘服務年限，採直線法攤銷。惟

本公司係屬首次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不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19 號「員工福利」之過渡性規定，故無未認列過渡性負債。  

C.依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資產負債表日累積給付義務

超過退休基金資產公允價值部分為應認列退休金負債之下限。惟

國際會計準則第 19 號「員工福利」並無此下限之規定。  

D.本集團退休金精算損益，依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採

緩衝區法認列為當期淨退休金成本。惟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9 號

「員工福利」規定，本集團選擇立即認列於其他綜合淨利中。  

(2)員工福利  

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對於累積未休假獎金之認列並無明文規

定，本集團係於實際支付時認列相關費用。惟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9

號「員工福利」規定，應於報導期間結束日估列已累積未使用之累

積未休假獎金費用。  

(3)所得稅  

A.依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遞延所得稅資產或負債係依

其相關負債或資產之分類，而劃分為流動或非流動項目，對於遞

延所得稅負債或資產未能歸屬至財務報告所列之資產或負債者，

則按預期該遞延所得稅負債或資產清償或實現之期間長短劃分

為流動或非流動項目。惟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財務報表之表

達」規定，企業不得將遞延所得稅資產或負債分類為流動資產或

負債。  

B.依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如有證據顯示遞延所得稅資

產之一部分或全部有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機率不會實現時，使用備

抵評價科目以減少遞延所得稅資產。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2 號「所

得稅」規定，遞延所得稅資產僅就很有可能實現之範圍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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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對於母子公司間交易產生之未實現

損益相關之遞延所得稅資產或負債應適用之稅率應採買方稅率

或賣方稅率並無明文規定，本集團係採賣方稅率計算之。惟依國

際會計準則第 12 號「所得稅」規定，於合併財務報告中，暫時

性差異係藉由比較合併財務報告中資產及負債之帳面金額與適

當之課稅基礎所決定，本公司之課稅基礎係參照集團內各個體之

所得稅申報書所決定，故於合併財務報告中，於考量遞延所得稅

資產或負債應適用之稅率時，應採用買方稅率計算之。  

D.本集團辦理資產重估之土地依法計提之土地增值稅準備，依中華

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係表達於「各項準備－土地增值稅準備」；

土地增值稅係屬所得稅範圍，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2 號「所得稅」

規定應表達於「遞延所得稅負債」。  

E.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不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 12 號「所得稅」

之互抵條件，故不得互抵，因此本集團於轉換日將遞延所得稅資

產及負債予以重分類。  

(4)定期存款  

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短於一年之定期存款得以分類為

現金及約當現金，惟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財務報表之表達」

規定期間長於三個月之定期存款應視其流動性予以分類為其他金

融資產－流動。  

(5)預付設備款  

本集團因購置固定資產而預付之款項，依我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係表達於「固定資產」。惟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規定，

依其交易性質應表達於「預付設備款」。  

(6)土地使用權  

本集團為取得土地使用權而支付之權利金，依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規定表達於「無形資產」；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7 號「租賃」

規定，因符合長期營業租賃，應表達於「長期預付租金」，故將土地

使用權自「其他無形資產」轉列至「長期預付租金」項下。  

(7)土地重估增值  

本集團對在轉換日之前，已依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重估價之

土地，選擇以該重估價值作為重估價日之認定成本，本集團因此於

轉換日將未實現重估增值轉列保留盈餘。  

(8)累積換算調整數  

為本集團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 號「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及於民國 102 年適用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所選

擇之豁免項目，本集團因此於轉換日調減累積換算調整數轉列保留

盈餘。  

  



 

~78~ 

(9)特別盈餘公積  

依民國 101 年 4 月 6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10012865 號令規定，本集團因

選擇將累積換算調整數(利益)轉列保留盈餘，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10)其他資產  

本集團閒置之固定資產，依我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係

表達於「其他資產」。惟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無要求轉列，故重

分類於「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1)其他  

為便於財務報告之表達，先前依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

民國 101 年 1 月 1 日及 12 月 31 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01 年

度綜合損益表及財務報告之部分科目業經重分類。 

4.民國 101 年度現金流量表之重大調整  

(1)自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轉換至 IFRSs，對所報導之本集團產

生之現金流量並無影響。  

(2)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與 IFRSs 表達間之調節項目，對所產生

之現金流量無淨影響。  

(以下空白 )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NON-CONSOLIDATED BALANCE SHEETS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AND JANUARY 1, 2012
(Expressed in thousands of New Taiwan dollars)

The accompanying notes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s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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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Assets Notes Amount % Amount % Amount %

Current Assets

1100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6(1) $ 203,379 4 $ 321,156 6 $ 204,719 4

1110 Financial asset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 current

6(2)

266,624 5 357,096 7 422,384 9

1150 Notes receivable, net 13,252 - 25,813 - 28,657 -

1170 Accounts receivable, net 6(3) 732,613 13 375,809 7 222,927 5

1180 Accounts receivable, net – related

parties

7(1)

51,333 1 314,517 6 221,165 5

1210 Other receivables – related parties 7(1) 43,009 1 109,980 2 133,847 3

130X Inventories 6(4) 296,674 5 408,887 8 302,045 6

1476 Other financial assets - current 17,154 - 56,855 1 12,617 -

1479 Other current assets 30,465 1 35,498 1 33,594 1

11XX Total current assets 1,654,503 30 2,005,611 38 1,581,955 33

Non-current assets

1523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

non-current

6(5) and 8

328,927 6 558,339 11 290,375 6

1543 Financial assets measured at cost –

non-current

6(6)

133,567 2 166,293 4 204,323 5

1546 Investments in bonds without active

markets – non-current

6(7)

60,960 1 60,960 1 60,960 1

1550 Investments accounted for under equity

method

6(8)

2,769,535 50 1,829,918 35 1,996,111 42

1600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6(9) and

7(1) 361,956 7 527,075 10 550,846 12

1780 Intangible assets 2,683 - 698 - 1,081 -

1840 Deferred income tax assets 6(22) 53,142 1 59,010 1 53,757 1

1980 Other financial assets –

non-current 11,409 - 6,909 - 6,742 -

1990 Other non-current assets 6(10) 168,039 3 1,887 - 6,955 -

15XX Total non-current assets 3,890,218 70 3,211,089 62 3,171,150 67

1XXX Total assets $ 5,544,721 100 $ 5,216,700 100 $ 4,753,105 100

(Continued)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NON-CONSOLIDATED BALANCE SHEETS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AND JANUARY 1, 2012
(Expressed in thousands of New Taiwan dollars)

The accompanying notes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s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2~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Liabilities and Equity Notes Amount % Amount % Amount %

Current liabilities

2120 Financial liabilitie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 current

6(2)

$ 6 - $ 25,881 1 $ 2,032 -

2150 Notes payable 108,757 2 225,403 4 133,476 3

2170 Accounts payable 151,616 3 248,988 5 189,137 4

2180 Accounts payable – related parties 7(1) 272,696 5 38,021 1 29,280 -

2200 Other payables 6(11) 168,960 3 196,440 4 137,562 3

2220 Other payables – related parties 7(1) 42,027 1 2,112 - - -

2230 Current income tax liabilities 18,093 - 14,709 - 29,567 1

2399 Other current liabilities 4,618 - 6,709 - 7,525 -

21XX Total current liabilities 766,773 14 758,263 15 528,579 11

Non-current liabilities

2570 Deferred income tax liabilities 6(22) 131,439 2 78,784 1 71,517 1

2640 Accrued pension liabilities 6(12) 263,280 5 299,144 6 276,716 6

25XX Total non-current liabilities 394,719 7 377,928 7 348,233 7

2XXX Total Liabilities 1,161,492 21 1,136,191 22 876,812 18

Equity attributable to owners of the

parent

Share capital 6(13)

3110 Common shares 1,884,521 34 1,884,521 36 1,884,521 40

Capital surplus 6(14)

3200 Capital surplus 567,114 10 567,114 11 567,114 12

Retained earnings 6(15)

3310 Legal reserve 640,915 11 602,270 12 570,419 12

3320 Special reserve 48,991 1 48,991 1 48,991 1

3350 Unappropriated retained earnings 1,049,431 19 809,710 15 709,223 15

Other equity 6(16)

3400 Other equity 192,257 4 167,903 3 96,025 2

3XXX Total equity 4,383,229 79 4,080,509 78 3,876,293 82

Significant 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unrecognised contract commitments

9

Total liabilities and equity $ 5,544,721 100 $ 5,216,700 100 $ 4,753,105 100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NON-CONSOLIDATED STATEMENTS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AND 2012
(Expressed in thousands of New Taiwan dollars, except earnings per share amounts)

The accompanying notes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s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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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12
Items Notes Amount % Amount %

4000 Operating revenue 6(17) and 7(1) $ 3,853,599 100 $ 3,792,822 100
5000 Operating costs 6(4)(20)(21) and

7(1) ( 3,290,520) ( 86) ( 3,150,577) ( 83)
5900 Gross profit 563,079 14 642,245 17

Operating expenses 6(20)(21) and 7(1)
6100 Selling expenses ( 156,728) ( 4) ( 111,769) ( 3)
6200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 146,863) ( 4) ( 170,818) ( 5)
6300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se ( 87,112) ( 2) ( 91,924) ( 2)
6000 Total operating expenses ( 390,703) ( 10) ( 374,511) ( 10)
6900 Operating profit 172,376 4 267,734 7

Non-operating income and
expenses

7010 Other income 6(18) 46,961 1 60,659 1
7020 Other gains and losses 6(19) 94,115 3 ( 2,400) -
7050 Finance costs ( 31) - ( 3) -
7070 Share of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of subsidiary,
associates and joint ventures
accounted for under equity
method

6(8)

391,667 10 136,988 4
7000 Total non-operating

income and expenses 532,712 14 195,244 5
7900 Profit before income tax 705,088 18 462,978 12
7950 Income tax expense 6(22) ( 124,090) ( 3) ( 64,320) ( 2)
8200 Profit for the year $ 580,998 15 $ 398,658 10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net

8310 Cumulative translation
differences of foreign
operations $ 80,071 2 ($ 40,155) ( 1)

8325 Unrealised gain (loss) on
valuation of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6(5)

( 78,366) ( 2) 128,499 3
8360 Actuarial loss on

defined benefit plan
6(12)

( 21,050) ( 1) ( 48,407) ( 1)
8380 Share of profit/(loss) of

subsidiary, associates and
joint ventures accounted for
under equity method 20,166 1 ( 16,466) -

8399 Income tax relating to the
components of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6(22)

3,579 - 8,229 -
8300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net of tax $ 4,400 - $ 31,700 1

8500 Total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 585,398 15 $ 430,358 11

Earnings per Share (in dollars) 6(23)
9750 Basic earnings per share $ 3.08 $ 2.12

9850 Diluted earnings per share $ 3.07 $ 2.10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NON-CONSOLIDATED STATEMENTS OF CHANGES IN EQUITY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AND 2012
(Expressed in thousands of New Taiwan dollars)

Equity attributable to owners of the parent
Retained earnings Other equity

Note
Common

share

Capital
surplus -

Share
premium Legal reserve

Special
reserve

Unappropriated
retained
earnings

Cumulative
translation

differences of
foreign

operations

Unrealised gain
(loss) on

valuation of
available-for-
sale financial

assets Total

The accompanying notes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s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4~

2012

Balance at January 1, 2012 $ 1,884,521 $ 567,114 $ 570,419 $ 48,991 $ 709,223 $ - $ 96,025 $ 3,876,293

Distribution of 2011 earnings: 6(15)

Legal reserve - - 31,851 - ( 31,851 ) - - -

Cash dividends - - - - ( 226,142 ) - - ( 226,142 )

Net income for 2012 - - - - 398,658 - - 398,658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2012 6(5)(12)(16) - - - - ( 40,178 ) ( 56,621 ) 128,499 31,700

Balance at December 31, 2012 $ 1,884,521 $ 567,114 $ 602,270 $ 48,991 $ 809,710 ($ 56,621 ) $ 224,524 $ 4,080,509

2013

Balance at January 1, 2013 $ 1,884,521 $ 567,114 $ 602,270 $ 48,991 $ 809,710 ($ 56,621 ) $ 224,524 $ 4,080,509

Distribution of 2012 earnings: 6(15)

Legal reserve - - 38,645 - ( 38,645 ) - - -

Cash dividends - - - - ( 282,678 ) - - ( 282,678 )

Net income for 2013 - - - - 580,998 - - 580,998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2013 6(5)(12)(16) - - - - ( 19,954 ) 102,720 ( 78,366 ) 4,400

Balance at December 31, 2013 $ 1,884,521 $ 567,114 $ 640,915 $ 48,991 $ 1,049,431 $ 46,099 $ 146,158 $ 4,383,229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NON-CONSOLIDATED STATEMENTS OF CASH FLOWS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AND 2012
(Expressed in thousands of New Taiwan dollars)

Note 2013 2012

The accompanying notes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s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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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 FLOWS FROM OPERATING ACTIVITIES

Net income before tax $ 705,088 $ 462,978
Adjustment to reconcile consolidated net income to

net cash provided by operating activities:
Income and expenses having no effect on cash

flows

Depreciation 6(9)(20) 32,236 57,107

Amortization 6(20) 2,512 514
Provision (reversal of allowance) for bad

debts
6(3)

129 ( 802 )
Net gain on financial asset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6(2)(19)

2,932 ( 15,322 )
Interest income ( 1,245 ) ( 1,277 )
Dividend income ( 29,258 ) ( 38,991 )
Adjustment due to change of investees' equity

under the equity method ( 391,667 ) ( 136,988 )
Loss on disposal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6(20) ( 196 ) ( 50 )
Finance costs 31 3
Gain on disposal of investments 6(2)(5)(19) ( 101,999 ) ( 4,609 )
Impairment loss on financial assets 6(6) 27,435 -

Changes in assets/liabilities relating to operating
activities
Net changes in assets relating to operating

activities
Financial asset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63,833 109,067
Notes receivable 12,561 2,844
Accounts receivable ( 541,568 ) ( 152,080 )
Accounts receivable - related parties 258,315 ( 93,352 )
Other receivables - related parties 12,669 ( 29,724 )
Inventories 44,410 ( 106,842 )
Other financial assets - current 39,714 ( 12,760 )
Other current assets ( 442 ) ( 1,904 )

Net changes in liabilities relating to operating
activities
Notes payable ( 36,423 ) 91,927
Accounts payable ( 46,536 ) 59,851
Accounts payable - related parties 266,772 8,741
Other payables ( 10,528 ) 60,947
Other payable - related parties 39,915 2,112
Other current liabilities 450 ( 816 )
Decrease in accrued pension liabilities ( 44,508 ) ( 25,979 )

Cash generated from operations 304,632 234,595
Interest received 1,232 1,215
Dividend received 194,407 176,393
Interest paid ( 31 ) ( 3 )
Income tax paid ( 58,604 ) ( 68,935 )

Net cash provided by operating activities 441,636 343,265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NON-CONSOLIDATED STATEMENTS OF CASH FLOWS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AND 2012
(Expressed in thousands of New Taiwan dollars)

Note 2013 2012

The accompanying notes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s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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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 FLOWS FROM INVESTING ACTIVITIES

Proceeds from disposal of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 250,877 $ -

Proceeds from capital reduction of financial assets

carried at cost 2,563 37,073

Increase in long-term investments- cash capital

increase ( 146,602 ) ( 12,199 )

Return of share capital from long-term equity

investment accounted for under the equity

method - 1,942

Net cash provided by Tai Mast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 Ltd. for merger

6(25)

- 3,106

Net cash provided by Fortress Industrial Co., Ltd.

for spin-off

6(25)

( 180,413 ) -

Acquisition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6(25) ( 12,227 ) ( 20,637 )

Proceeds from disposal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6(20)

2,055 65

Acquisition of intangible assets ( 4,428 ) -

Increase in other financial assets – non - current ( 4,500 ) ( 167 )

Increase in other non-current assets ( 184,060 ) ( 9,869 )

Net cash used in investing activities ( 276,735 ) ( 686 )

CASH FLOWS FROM FINANCING ACTIVITIES

Cash dividends paid 6(15) ( 282,678 ) ( 226,142 )

Net cash used in financing activities ( 282,678 ) ( 226,142 )

Net (decrease)increase in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 117,777 ) 116,437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at beginning of year 321,156 204,719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at end of year $ 203,379 $ 3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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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OF INDEPENDENT ACCOUNTANTS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PWCR13002973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Shareholders of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We have audited the accompanying consolidated balance sheets of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and its subsidiaries as of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and January 1, 2012, and

the related consolidated statements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of changes in equity and of cash flows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and 2012. Thes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Group’s management. Our responsibility is to express an opinion on thes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based on our audits. We did not audit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certain consolidated subsidiaries, which statements reflect total assets of NT$202,365 thousand,

NT$215,157 thousand and NT$359,809 thousand, constituting 3%, 4% and 7% of the consolidated

total assets as of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and January 1, 2012, respectively, and total

operating revenues of NT$185,206 thousand and NT$245,088 thousand, constituting 3% and 5% of

the consolidated total operating revenues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and 2012,

respectively. Those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the information disclosed in Note 13 were audited by

other independent accountants whose reports thereon have been furnished to us, and our opinion

expressed herein is based solely on the audit reports of the other independent accountants.

We conducted our audi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gulations Governing Auditing and Attest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by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and generally accepted auditing standard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ose standards require that we plan and perform the audit to obtain reasonable

assurance about whether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free of material misstatement. An audit includes

examining, on a test basis,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amounts and disclosures 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n audit also includes assessing the accounting principles used and significant estimates made by

management, as well as evaluating the overall financial statement presentation. We believe that our

audits provide a reasonable basis for our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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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ur opinion, based on our audits and the reports of other independent accountants, th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referred to above present fairly, in all material respects, the financial

position of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and its subsidiaries as of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and January 1, 2012, and their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cash flows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and 2012 in conformity with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Preparation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by Securities Issue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IFRIC Interpretations, and SIC Interpretations as endorsed by the

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We have also audited the parent company only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and its subsidiaries as of and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and 2012, and have

expressed the modified unqualified opinion on such financial statements.

PricewaterhouseCoopers, Taiwan

March 28, 2014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AND SUBSIDIARIES

CONSOLIDATED BALANCE SHEETS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AND JANUARY 1, 2012

(Expressed in thousands of New Taiwan dollars)

The accompanying notes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s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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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Assets Notes Amount % Amount % Amount %

Current Assets

1100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6(1) $ 878,729 14 $ 543,119 10 $ 338,831 7

1110 Financial asset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 current

6(2)

278,352 5 363,219 6 432,901 8

1150 Notes receivable, net 20,754 - 37,870 1 39,056 1

1170 Accounts receivable, net 6(3) 1,171,353 19 566,380 10 406,439 8

1180 Accounts receivable, net – related

parties

7(1)

20,883 - 514,878 9 430,052 8

1210 Other receivables – related parties 7(1) - - 69,461 1 134,815 3

130X Inventories 6(4) 818,478 13 620,472 11 502,226 10

1476 Other financial assets - current 6(5) 23,887 1 163,876 3 123,783 2

1479 Other current assets 74,506 1 63,466 1 46,352 1

11XX Total current assets 3,286,942 53 2,942,741 52 2,454,455 48

Non-current assets

1523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

non-current

6(6) and 8

328,927 5 558,339 10 457,879 9

1543 Financial assets measured at cost –

non-current

6(7)

133,567 2 166,293 3 204,323 4

1546 Investments in bonds without active

markets – non-current

6(8)

60,960 1 60,960 1 60,960 1

1550 Investments accounted for under equity

method

6(9)

700,987 11 466,250 8 472,243 9

1600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6(10) and

7(1) 1,271,743 21 1,131,619 20 1,212,420 24

1780 Intangible assets 6(11) 77,429 1 77,140 2 80,843 2

1840 Deferred income tax assets 6(26) 59,263 1 59,224 1 54,034 1

1980 Other financial assets –

non-current

8

30,609 1 11,703 - 7,996 -

1985 Long-term prepaid rents 6(12) 45,874 1 45,214 1 46,833 1

1990 Other non-current assets 6(13) 201,841 3 95,621 2 17,286 1

15XX Total non-current assets 2,911,200 47 2,672,363 48 2,614,817 52

1XXX Total assets $ 6,198,142 100 $ 5,615,104 100 $ 5,069,272 100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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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Liabilities and Equity Notes Amount % Amount % Amount %

Current liabilities

2100 Short-term borrowings 6(14) $ 90,059 1 $ 29,348 - $ - -

2120 Financial liabilitie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 current

6(2)

6 - 25,881 - 2,032 -

2150 Notes payable 228,470 4 267,019 5 179,495 3

2170 Accounts payable 653,849 11 478,195 9 375,538 7

2200 Other payables 6(15) 317,576 5 284,913 5 185,867 4

2220 Other payables – related parties 7(1) 21,147 - - - - -

2230 Current income tax liabilities 47,308 1 30,074 1 44,456 1

2399 Other current liabilities 10,251 - 9,547 - 29,509 1

21XX Total current liabilities 1,368,666 22 1,124,977 20 816,897 16

Non-current liabilities

2570 Deferred income tax liabilities 6(26) 132,017 2 78,784 2 71,517 1

2640 Accrued pension liabilities 6(16) 278,918 5 299,144 5 276,716 6

25XX Total non-current liabilities 410,935 7 377,928 7 348,233 7

2XXX Total Liabilities 1,779,601 29 1,502,905 27 1,165,130 23

Equity attributable to owners of the

parent

Share capital 6(17)

3110 Common shares 1,884,521 31 1,884,521 34 1,884,521 37

Capital surplus 6(18)

3200 Capital surplus 567,114 9 567,114 10 567,114 11

Retained earnings 6(19)

3310 Legal reserve 640,915 10 602,270 11 570,419 11

3320 Special reserve 48,991 1 48,991 1 48,991 1

3350 Unappropriated retained earnings 1,049,431 17 809,710 14 709,223 14

Other equity 6(20)

3400 Other equity 192,257 3 167,903 3 96,025 2

31XX Equity attributable to owners of

the parent 4,383,229 71 4,080,509 73 3,876,293 76

36XX Non-controlling interest 35,312 - 31,690 - 27,849 1

3XXX Total equity 4,418,541 71 4,112,199 73 3,904,142 77

Significant 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unrecognised contract commitments

9

Total liabilities and equity $ 6,198,142 100 $ 5,615,104 100 $ 5,069,272 100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AND SUBSIDIARIES
CONSOLIDATED STATEMENTS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AND 2012
(Expressed in thousands of New Taiwan dollars, except earnings per share amounts)

The accompanying notes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s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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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12
Items Notes Amount % Amount %

4000 Operating revenue 6(21) and 7(1) $ 5,887,680 100 $ 5,014,718 100
5000 Operating costs 6(4)(24)(25) and

7(1) ( 4,935,013) ( 84) ( 4,111,286) ( 82)
5900 Gross profit 952,667 16 903,432 18

Operating expenses 6(24)(25) and 7(1)
6100 Selling expenses ( 225,685) ( 4) ( 174,904) ( 3)
6200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 257,266) ( 4) ( 239,472) ( 5)
6300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se ( 161,215) ( 3) ( 127,849) ( 3)
6000 Total operating expenses ( 644,166) ( 11) ( 542,225) ( 11)
6900 Operating profit 308,501 5 361,207 7

Non-operating income and
expenses

7010 Other income 6(22) 66,159 1 84,203 2
7020 Other gains and losses 6(23) 91,237 2 ( 3,904) -
7050 Finance costs ( 2,764) - ( 794) -
7060 Share of profit/(loss) of

associates and joint ventures
accounted for under equity
method

6(9)

299,542 5 71,361 1
7000 Total non-operating

income and expenses 454,174 8 150,866 3
7900 Profit before income tax 762,675 13 512,073 10
7950 Income tax expense 6(26) ( 170,363) ( 3) ( 102,019) ( 2)
8200 Profit for the year $ 592,312 10 $ 410,054 8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net

8310 Cumulative translation
differences of foreign
operations $ 80,572 1 ($ 40,690) ( 1)

8325 Unrealised gain (loss) on
valuation of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6(6)

( 78,366) ( 1) 128,499 3
8360 Actuarial loss on

defined benefit plan
6(16)

( 24,042) - ( 48,407) ( 1)
8370 Share of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of associates and
joint ventures accounted for
under equity method 22,649 - ( 16,466) -

8399 Income tax relating to the
components of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6(26)

4,088 - 8,229 -
8300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net of tax $ 4,901 - $ 31,165 1

8500 Total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 597,213 10 $ 441,219 9

Profit attributable to:
8610 Owners of the parent $ 580,998 10 $ 398,658 8
8620 Non-controlling interest 11,314 - 11,396 -

$ 592,312 10 $ 410,054 8

Comprehensive income
attributable to:

8710 Owners of the parent $ 585,398 10 $ 430,358 9
8720 Non-controlling interest 11,815 - 10,861 -

$ 597,213 10 $ 441,219 9

Earnings per Share (in dollars) 6(27)
9750 Basic earnings per share $ 3.08 $ 2.12

9850 Diluted earnings per share $ 3.07 $ 2.10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AND SUBSIDIARIES
CONSOLIDATED STATEMENTS OF CHANGES IN EQUITY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AND 2012

(Expressed in thousands of New Taiwan dollars)
Equity attributable to owners of the parent

Retained earnings Other equity

Note
Common

share

Capital
surplus -

Share
premium Legal reserve

Special
reserve

Unappropriated
retained
earnings

Cumulative
translation

differences of
foreign

operations

Unrealised gain
(loss) on

valuation of
available-for-
sale financial

assets Total
Non-controlling

interest Total equity

The accompanying notes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s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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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Balance at January 1, 2012 $ 1,884,521 $ 567,114 $ 570,419 $ 48,991 $ 709,223 $ - $ 96,025 $ 3,876,293 $ 27,849 $ 3,904,142

Distribution of 2011 earnings: 6(19)

Legal reserve - - 31,851 - ( 31,851 ) - - - - -

Cash dividends - - - - ( 226,142 ) - - ( 226,142 ) - ( 226,142 )

Net income for 2012 - - - - 398,658 - - 398,658 11,396 410,054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2012 6(6)(16)(20) - - - - ( 40,178 ) ( 56,621 ) 128,499 31,700 ( 535 ) 31,165

Decrease in non-controlling interest - - - - - - - - ( 7,020 ) ( 7,020 )

Balance at December 31, 2012 $ 1,884,521 $ 567,114 $ 602,270 $ 48,991 $ 809,710 ($ 56,621 ) $ 224,524 $ 4,080,509 $ 31,690 $ 4,112,199

2013

Balance at January 1, 2013 $ 1,884,521 $ 567,114 $ 602,270 $ 48,991 $ 809,710 ($ 56,621 ) $ 224,524 $ 4,080,509 $ 31,690 $ 4,112,199

Distribution of 2012 earnings: 6(19)

Legal reserve - - 38,645 - ( 38,645 ) - - - - -

Cash dividends - - - - ( 282,678 ) - - ( 282,678 ) - ( 282,678 )

Net income for 2013 - - - - 580,998 - - 580,998 11,314 592,312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2013 6(6)(16)(20) - - - - ( 19,954 ) 102,720 ( 78,366 ) 4,400 624 5,024

Decrease in non-controlling interest - - - - - - - - ( 8,316 ) ( 8,316 )

Balance at December 31, 2013 $ 1,884,521 $ 567,114 $ 640,915 $ 48,991 $ 1,049,431 $ 46,099 $ 146,158 $ 4,383,229 $ 35,312 $ 4,418,541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AND SUBSIDIARIES
CONSOLIDATED STATEMENTS OF CASH FLOWS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AND 2012
(Expressed in thousands of New Taiwan dollars)

Note 2013 2012

The accompanying notes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s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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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 FLOWS FROM OPERATING ACTIVITIES
Consolidated net income before tax $ 762,675 $ 512,073
Adjustment to reconcile consolidated net income to

net cash provided by operating activities:
Income and expenses having no effect on cash

flows

Depreciation 6(10)(24) 128,783 135,661

Amortization 6(24) 24,880 7,244
Provision (reversal of allowance) for bad

debts
6(3)

414 ( 736 )
Net gain on financial asset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6(2)(23)

( 20,007 ) ( 21,750 )
Finance costs 2,764 794
Interest income ( 7,607 ) ( 7,182 )
Dividend income ( 29,258 ) ( 38,991 )
Adjustment due to change of investees' equity

under the equity method ( 299,542 ) ( 71,361 )
Loss on disposal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6(29)

433 5,557
Gain on disposal of investments 6(2)(6)(23) ( 101,999 ) ( 4,042 )
Impairment loss on financial assets 6(7) 27,435 -
Impairment loss on non-financial assets 6(10) 20,051 -

Changes in assets/liabilities relating to operating
activities
Net changes in assets relating to operating

activities
Financial asset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81,633 115,168
Notes receivable 17,116 1,186
Accounts receivable ( 594,206 ) ( 166,195 )
Accounts receivable - related parties 512,401 ( 93,895 )
Other receivables - related parties 7,802 11,739
Inventories ( 183,498 ) ( 125,961 )
Other financial assets - current 148,012 ( 41,434 )
Other current assets ( 10,287 ) ( 17,686 )

Net changes in liabilities relating to operating
activities
Notes payable ( 38,549 ) 87,524
Accounts payable 155,891 110,375
Other payables 36,196 65,582
Other current liabilities 658 17,767
Decrease in accrued pension liabilities ( 44,266 ) ( 25,979 )

Cash generated from operations 597,925 455,458
Interest received 6,981 7,119
Dividend received 165,625 162,524
Interest paid ( 2,152 ) ( 441 )
Income tax paid ( 104,099 ) ( 93,282 )

Net cash provided by operating activities 664,280 531,378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STATEMENTS OF CASH FLOWS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Expressed in thousands of New Taiwan dollars, except as otherwise indicated)

Notes 2013 2012

The accompanying notes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s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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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 FLOWS FROM INVESTING ACTIVITIES

Proceeds from disposal of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6(10)

$ 250,877 $ 28,039

Proceeds from capital reduction of financial assets

carried at cost 14,121 37,073

Acquisition of investments accounted for under equity

method - ( 11,199 )

Return of share capital from long-term equity investment

accounted for under the equity method - 1,942

Acquisition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6(29)
( 161,799 ) ( 59,865 )

Proceeds from disposal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6(29)
21,699 1,107

Acquisition of intangible assets 6(11)
( 6,144 ) ( 109 )

Increase in other financial assets – non - current
( 18,407 ) ( 3,707 )

Increase in other non-current assets
( 227,285 ) ( 108,000 )

Net cash used in investing activities
( 126,938 ) ( 114,719 )

CASH FLOWS FROM FINANCING ACTIVITIES

Increase in short-term borrowings
57,879 29,782

Cash dividends paid 6(19)
( 282,678 ) ( 226,142 )

Changes in non-controlling interest
( 8,316 ) ( 7,020 )

Net cash used in financing activities
( 233,115 ) ( 203,380 )

Effect of exchange rate changes on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31,383 ( 8,991 )

Net increase in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335,610 204,288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at beginning of year
543,119 338,831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at end of year
$ 878,729 $ 54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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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AND SUBSIDIARIES

NOTES TO TH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DECEMBER 31, 2013 AND 2012

(EXPRESSED IN THOUSANDS OF NEW TAIWAN DOLLARS,

EXCEPT AS OTHERWISE INDICATED)

1. HISTORY AND ORGANIZATION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the “Company”) was incorporated as a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on November 23, 1957. The Company is engaged in the sales and manufacture of door locks and

related accessories and furniture.

The Company has been a listed company since March 15, 1995.

The main activities of the Company and its subsidiaries (collectively referred herein as the “Group”)

are provided in Note 4(3).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made a resolution on March 16, 2012 to undertake a simple

merger with the Company’s wholly-owned subsidiary—Tai Mast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 Ltd.

(“Tai Master”) on the effective date of June 30, 2012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9 of Busines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ct, with the Company being the surviving entity and Tai Master being the

dissolved-entity

To raise competitive ability through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division of specialisati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made a resolution on March 16, 2012 to make a spin-off with the

effective date set on January 1, 2013. Under the spin-off plan, the newly established subsidiary—Fortress

Industrial Co., Ltd. (the Company’s wholly-owned subsidiary) received assets, liabilities and operations

from the Changhua branch, and issued 22,400 thousand shares of its stock to the Company at the price of

$18.27 per share to acquire the business value of the Changhua branch amounted to $409,231.

2. THE DATE OF AUTHORIZATION FOR ISSUANCE OF TH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PROCEDURES FOR AUTHORIZATION

Thes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were authorised for issuance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n

March 28, 2014.

3. APPLICATION OF NEW STANDARDS, AMENDMENTS AND INTERPRETATIONS

(1) Effect of the adoption of new issuances of or amendments to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s”) as endorsed by the 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FSC”)

Not applicable as it is the first-time adoption of IFRSs by the Group this year.

(2) Effect of new issuances of or amendments to IFRSs as endorsed by the FSC but not yet adopted by

the Group

IFRS 9, ‘Financial Instruments: Class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financial assets’

A.The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IASB”) published IFRS 9, ‘Financial

Instruments’, in November 2009, which will take effect on January 1, 2013 with early application

permitted (Through the amendments to IFRS 9 published on November 19, 2013, the IASB has

removed the previous mandatory effective date, but the standard is available for immed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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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lthough the FSC has endorsed IFRS 9, FSC does not permit early application of

IFRS 9 when IFRSs are adopted in R.O.C. in 2013. Instead, enterprises should apply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 No. 39 (“IAS 39”), ‘Financial Instruments: Recognition and

Measurement’ reissued in 2009.

B. IFRS 9 was issued as the first step to replace IAS 39. IFRS 9 outlines the new class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 requirements for financial instruments, which might affect the accounting

treatments for financial instruments of the Group.

C. The Company has not evaluated the overall effect of the IFRS 9 adoption, thus, the Group cannot

reasonably estimate the impact o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3) IFRSs issued by IASB but not yet endorsed by the FSC

The following are the new standards and amendments issued by IASB but not yet endorsed by the

FSC (application of the new standards and amendments should follow the regulations of the FSC):

New Standards, Interpretations and Amendments Main Amendments IASB Effective Date

Limited exemption from comparative IFRS 7

disclosures for first-time adopters (amendment to IFRS

1)

The amendment provides first-time adopters of IFRSs with the

same transition relief that existing IFRS preparer received in

IFRS 7, ‘Financial Instruments: Disclosures ’ and exempts first-

time adopters from providing the additional comparative

disclosures.

July 1, 2010

Improvements to IFRSs 2010 Amendments to IFRS 1, IFRS 3, IFRS 7, IAS 1, IAS 34 and

IFRIC 13.

January 1, 2011

IFRS 9, ‘Financial instruments: Class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financial liabilities’

IFRS 9 requires gains and losses on financial liabilities

designated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to be split into the

amount of change in the fair value that is attributable to changes

in the credit risk of the liability, which shall be presented in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and cannot be reclassified to profit or

loss when derecognising the liabilities; and all other changes in

fair value are recognised in profit or loss. The new guidance

allow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full amount of change in the fair

value in the profit or loss only if there is reasonable evidence

showing on initial recognition that the recognition of changes in

the liability's credit risk in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would

create or enlarge an accounting mismatch (inconsistency) in

profit or loss. (That determination is made at initial recognition

and is not reassessed subsequently.)

November 19, 2013

(Not mandatory)

Disclosures - transfers of financial assets (amendment

to IFRS 7)

The amendment enhance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isclosures

for all transferred financial assets that are not derecognised and

for any continuing involvement in transferred assets, existing at

the reporting date.

July 1, 2011

Severe hyperinflation and removal of fixed dates for

first-time adopters (amendment to IFRS 1)

When an entity’s date of transition to IFRSs is on, or after, the

functional currency normalisation date, the entity may elect to

measure all assets and liabilities held before the functional

currency normalisation date at fair value on the date of transition

to IFRSs. First – time adopters are allowed to apply the

derecognition requirements in IAS 39, ‘ Financial instruments:

Recognition and measurement ’ , prospectively from the date of

transition to IFRSs, and they are allowed not to retrospectively

recognise related gains on the date of transition to IFRSs.

July 1,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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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tandards, Interpretations and Amendments Main Amendments IASB Effective Date

Deferred tax: recovery of underlying assets (amendment

to IAS 12)

The amendment gives a rebuttable presumption that the carrying

amount of investment properties measured at fair value is

recovered entirely by sale, unless there exists any evidence that

could rebut this presumption. The amendment also replaces SIC

21, ‘Income taxes—recovery of revalued non-depreciable assets’.

January 1, 2012

IFRS 10,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 standard builds on existing principles by identifying the

concept of control as the determining factor in whether an entity

should be included within th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the parent company. The standard provides additional

guidance to assist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control where it is

difficult to assess.

January 1, 2013

IFRS 11, ‘Joint arrangements’ Judgments applied when assessing the types of joint

arrangements-joint operations and joint ventures, the entity

should assess the contractu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instead of the

legal form only. The standard also prohibits the proportional

consolidation for joint ventures.

January 1, 2013

IFRS 12, ‘Disclosure of interests in other entities’ The standard requires the disclosure of interests in other entities

including subsidiaries, joint arrangements, associates and

unconsolidated structured entities.

January 1, 2013

IAS 27, ‘Separate financial statements’ (as amended in

2011)

The standard removes the requirements of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from IAS 27 and those requirements are addressed in

IFRS 10,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January 1, 2013

IAS 28, ‘Investments in associates and joint ventures’

(as amended in 2011)

As consequential amendments resulting from the issuance of

IFRS 11, ‘Joint arrangements’, IAS 28 (revised) sets out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quity method when

accounting for investments in joint ventures.

January 1, 2013

IFRS 13, ‘Fair value measurement’ IFRS 13 aims to improve consistency and reduce complexity by

providing a precise definition of fair value and a single source of

fair value measurement and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for use

across IFRSs. The requirements do not extend the use of fair

value accounting but provide guidance on how it should be

applied where its use is already required or permitted by other

standards within IFRSs.

January 1, 2013

IAS 19 revised, ‘Employee benefits’ (as amended in

2011)

The revised standard eliminates corridor approach and requires

actuarial gains and losses to be recognised immediately in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Past service costs will be recognised

immediately in the period incurred. Net interest expense or

income, calculated by applying the discount rate to the net

defined benefit asset or liability, replace the finance charge and

expected return on plan assets. The return of plan assets,

excluding net interest expense, is recognised in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January 1, 2013

Presentation of items of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amendment to IAS 1)

The amendment requires profit or loss and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OCI) to be presented separately in the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Also, the amendment requires entities to

separate items presented in OCI into two groups based on

whether or not they may be recycled to profit or loss

subsequently.

July 1, 2012

IFRIC 20, ‘Stripping costs in the production phase of a

surface mine’

Stripping costs that meet certain criteria should be recognised as

the ‘stripping activity asset’. To the extent that the benefit from

the stripping activity is realised in the form of inventory

produced, the entity shall account for the costs of that stripping

activity in accordance with IAS 2, ‘Inventories’.

January 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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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tandards, Interpretations and Amendments Main Amendments

Disclosures—Offsetting financial assets and financial

liabilities (amendment to IFRS 7)

The amendment requires disclosures to include quantitative

information that will enable users of an entity’s financial

statements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r potential effect of netting

arrangements.

Offsetting financial assets and financial liabilities

(amendment to IAS 32)

The amendments clarify the requirements for offsetting financial

instruments on th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i) the meaning

of 'currently has a legally enforceable right to set off the

recognised amounts'; and (ii) that some gross settlement

mechanisms with certain features may be considered equivalent to

net settlement.

Government loans (amendment to IFRS 1) The amendment provides exception to first-time adopters to apply

the requirements in IFRS 9, ‘Financial instruments’, and IAS 20, ‘

Accounting for government grants and disclosure of government

assistance’, prospectively to government loans that exist at the

date of transition to IFRSs; and first-time adopters should not

recognise the corresponding benefit of the government loan at a

below-market rate of interest as a government grant.

Improvements to IFRSs 2009- 2011 Amendments to IFRS 1 and IAS 1, IAS 16, IAS 32 and IAS 34.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joint arrangements

and disclosure of interests in other Entities: Transition

guidance (amendments to IFRS 10, IFRS 11 and IFRS

12)

The amendment clarifies that the date of initial application is the

first day of the annual period in which IFRS 10, 11 and 12 is

adopted.

Investment entities (amendments to IFRS 10, IFRS 12

and IAS 27)

The amendments define ‘Investment Entitie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The parent company that meets the definition of

investment entities should measure its subsidiaries using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instead of consolidating them.

IFRIC 21, ‘Levies’ The interpretation addresses the accounting for levies imposed by

govern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legislation (other than income

tax). A liability to pay a levy shall be recognised in accordance

with IAS 37, ‘Provisions, 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contingent

assets’.

Recoverable amount disclosures for non-financial

assets (amendments to IAS 36)

The amendments remove the requirement to disclose recoverable

amount when a cash generating unit (CGU) contains goodwill or

intangible assets with indefinite useful lives that were not

impaired.

Novation of derivatives and continuation of hedge

accounting (amendments to IAS 39)

The amendment states that the novation of a hedging instrument

would not be considered an expiration or termination giving rise

to the discontinuation of hedge accounting when the hedging

instrument that is being novated complies with specified criteria.

IFRS 9, "Financial assets: hedge accounting" and

amendments to IFRS 9, IFRS 7 and IAS 39

1. IFRS 9 relaxes the requirements for hedged items and hedging

instruments and removes the bright line of effectiveness to

better align hedge accounting with the risk management

activities of an entity.

2. An entity can elect to early adopt the requirement to

recognise the changes in fair value attributable to changes in

an entity's own credit risk from financial liabilities that are

designated under the fair value option in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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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oup is assessing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the new standards, interpretations and amendments

above and has not yet been able to reliably estimate their impact on th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4. SUMMARY OF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The principal accounting policies applied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es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set out below. These policies have been consistently applied to all the periods presented,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1) Compliance statement

A. Thes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the first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prepared

by the Group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Prepar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by Securities Issue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IFRIC Interpretations, and SIC Interpretations as endorsed by the FSC

(collectively referred herein as the “IFRSs”).

B.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balance sheet as of January 1, 2012 (the Group’s date of transition to

IFRSs) (“the opening IFRS balance sheet”), the Group has adjusted the amounts that were

reported in th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previous R.O.C. GAAP.

Please refer to Note 15 for the impact of transitioning from R.O.C. GAAP to IFRSs, on the

Group’s financial position,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cash flows.

(2) Basis of preparation

A.Except for the following items, thes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have been prepared under

the historical cost convention:

a) Financial assets and financial liabilities (including derivative instrument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b)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measured at fair value.

c) Defined benefit liabilities recognised based on the net amount of pension fund assets plus

unrecognised past service cost and unrecognised actuarial losses, and less unrecognised

actuarial gains and present value of defined benefit obligation.

B.The prepar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in compliance with IFRSs requires the use of certain

critical accounting estimates. It also requires management to exercise its judgment in the process

New Standards, Interpretations and Amendments Main Amendments IASB Effective Date

Services related contributions from employees or third

parties (amendments to IAS 19R)

The amendment allows contributions from employees or third

parties that are linked to service, and do not vary with the length

of employee service, to be deducted from the cost of benefits

earned in the period that the service is provided. Contributions

that are linked to service, and vary according to the length of

employee service, must be spread over the service period using

the same attribution method that is applied to the benefits.

July 1, 2014

Improvements to IFRSs 2010- 2012 Amendments to IFRS 2, IFRS 3, IFRS 8, IFRS 13, IAS 16, IAS

24 and IAS 38.

July 1, 2014

Improvements to IFRSs 2011- 2013 Amendments to IFRS 1, IFRS 3, IFRS 13 and IAS 40. July 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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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pplying the Group’s accounting policies. The areas involving a higher degree of judgment or

complexity, or areas where assumptions and estimates are significant to th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disclosed in Note 5.

(3) Basis of consolidation

A. Basis for preparation of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a) All subsidiaries are included in the Group’s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Subsidiaries are

all entities (including special purpose entities) over which the Group has the power to govern

the financial and operating policies. In general, control is presumed to exist when the

parent own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rough subsidiaries, more than half of the voting power of

an entity. Subsidiaries are fully consolidated from the date on which control is transferred to

the Group. They are de-consolidated from the date that control ceases.

b) Inter-company transactions, balances and unrealised gains or losses on transactions between

companies within the Group are eliminated. Accounting policies of subsidiaries have been

adjusted where necessary to ensure consistency with the policies adopted by the Group.

c) Profit or loss and each component of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are attributed to the owners

of the parent and to the non-controlling interests. Total comprehensive income is attributed to

the owners of the parent and to the non-controlling interests even if this results in the

non-controlling interests having a deficit balance.

d) Changes in a parent’s ownership interest in a subsidiary that do not result in the parent losing

control of the subsidiary (transactions with non-controlling interests) are accounted for as

equity transactions, i.e. transactions with owners in their capacity as owners. An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mount by which the non-controlling interests are adjusted and the fair value of

the consideration paid or received is recognised directly in equity.

e) When the Group loses control of a subsidiary, the Group remeasures any investment retained

in the former subsidiary at its fair value. Any difference between fair value and carrying

amount is recognised in profit or loss. All amounts previously recognised in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in relation to the subsidiary are reclassified to profit or loss on the

same basis as would be required if the related assets or liabilities were disposed of. That is,

when the Group loses control of a subsidiary, all gains or losses previously recognised in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in relation to the subsidiary should be reclassified from equity to profit

or loss, if such gains or losses would be reclassified to profit or loss when the related assets or

liabilities are dispose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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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ubsidiaries included in th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Note 1：Information is derived from the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issued by that company’s
independent accountants.

Note 2：To integrate resources and increase operating efficienc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resolved to undertake a simple merger with the Company’s subsidiary—Tai
Mast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 Ltd. with the effective date of June 30, 2012.
Details are provided in Note 1.

Note 3：The Group has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order to obtain control in the company in May
2012. Details of spin-off from the Changhua branch and information on the branch are
provided in Note 1.

Note 4：The Group has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order to obtain control in the company in
February 2012.

Name of investor Name of subsidiary Main business activities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Description

The Company Fu Hsing Americas

Inc.

Sales of door locks and

related accessories

100 100 100 Note 1

Master United

Investment Group

Ltd.

Investment holding 100 100 100

Formflex Enterprise

Co., Ltd.

Investment holding 100 100 100

Arctek Industrial

Co., Ltd.

Sales and manufacture of

transom closers and floor

springs

70 70 70 Note 1

Tai Mast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 Ltd.

Markets securities

investment

- - 100 Note 2

Fortress Industrial

Co., Ltd.

Sales and manufacture of

door locks, transom

closers and floor springs

100 100 - Note 3

Arctek Industrial Co.,

Ltd.

Rui Sheng Industrial

Co., Ltd.

Sales and manufacture of

transom closers and floor

springs

70 70 70 Note 1

Master United

Investment Group Ltd.

Ziyong Hardware

Products (Taicang)

Co., Ltd.

Sales and manufacture of

door locks and related

accessories

100 100 100

Ziyong Hardware

Products (Taicang)

Co., Ltd.

Arctek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Sales and manufacture of

transom closers and floor

springs

100 100 - Note 4

Formflex Enterprise

Co., Ltd.

Formflex Metal

Industrial

(Changshu) Co.,

Ltd.

Sales and manufacture of

high quality hardware

parts

100 100 100

Fortune Industrial

Ltd.

Investment holding 51 51 51

Fortune Industrial Ltd. Changshu Fortune

Packing Material

Co., Ltd.

Sales and manufacture of

packing materials and

plastic products

100 100 100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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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Subsidiaries not included in th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None.

D. Adjustments for subsidiaries with different balance sheet dates: None.

E. Nature and extent of the restrictions on fund remittance from subsidiaries to the parent company:

None.

(4) Foreign currency translation

Items included 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each of the Group’s entities are measured using the

currency of the primary economic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entity operates (the “functional

currency”). Th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presented in New Taiwan dollars, which is

the Company’s functional and the Group’s presentation currency.

A. Foreign currency transactions and balances

(a)Foreign currency transactions are translated into the functional currency using the exchange

rates prevailing at the dates of the transactions or valuation where items are remeasured.

Foreign exchange gains and losses resulting from the settlement of such transactions are

recognised in profit or loss in the period in which they arise.

(b)Monetary assets and liabilities denominated in foreign currencies at the period end are

re-translated at the exchange rates prevailing at the balance sheet date. Exchange differences

arising upon re-translation at the balance sheet date are recognised in profit or loss.

(c)Non-monetary assets and liabilities denominated in foreign currencies held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are re-translated at the exchange rates prevailing at the balance sheet

date; their translation differences are recognised in profit or loss. Non-monetary assets and

liabilities denominated in foreign currencies held at fair value through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are re-translated at the exchange rates prevailing at the balance sheet date; their

translation differences are recognised in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However,

non-monetary assets and liabilities denominated in foreign currencies that are not measured at

fair value are translated using the historical exchange rates at the dates of the initial

transactions.

(d)All foreign exchange gains and losses are presented in the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within ‘other gains and losses’.

B. Translation of foreign operations

(a)The operating results and financial position of all the group entities, associates and jointly

controlled entities that have a functional currency different from the presentation currency are

translated into the presentation currency as follows:

i. Assets and liabilities for each balance sheet presented are translated at the closing exchange

rate at the date of that balance sheet;

ii.Income and expenses for each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are translated at average

exchange rates of that period; and

iii.All resulting exchange differences are recognised in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b)When the foreign operation partially disposed of or sold is an associate or jointly contro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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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ty, exchange differences that were recorded in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are

proportionately reclassified to profit or loss as part of the gain or loss on sale. In addition, if

the Group still retains partial interest in the former foreign associate or jointly controlled entity

after losing significant influence over the former foreign associate, or losing joint control of

the former jointly controlled entity, such transactions should be accounted for as disposal of all

interest in these foreign operations.

(c)When the foreign operation partially disposed of or sold is a subsidiary, cumulative exchange

differences that were recorded in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are proportionately transferred

to the non-controlling interest in this foreign operation. In addition, if the Group still retains

partial interest in the former foreign subsidiary after losing control of the former foreign

subsidiary, such transactions should be accounted for as disposal of all interest in the foreign

operation.

(5) Classification of current and non-current items

A.Assets that meet one of the following criteria are classified as current assets; otherwise they are

classified as non-current assets:

(a)Assets arising from operating activities that are expected to be realised, or are intended to be

sold or consumed within the normal operating cycle;

(b)Assets held mainly for trading purposes;

(c)Assets that are expected to be realised within twelve months from the balance sheet date;

(d)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excluding restricted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and those that are to

be exchanged or used to pay off liabilities more than twelve months after the balance sheet

date.

B.Liabilities that meet one of the following criteria are classified as current liabilities; otherwise

they are classified as non-current liabilities:

(a)Liabilities that are expected to be paid off within the normal operating cycle;

(b)Liabilities arising mainly from trading activities;

(c)Liabilities that are to be paid off within twelve months from the balance sheet date;

(d)Liabilities for which the repayment date cannot be extended unconditionally to more than

twelve months after the balance sheet date. Terms of a liability that could, at the option of the

counterparty, result in its settlement by the issue of equity instruments do not affect its

classification.

(6) Cash equivalents

Cash equivalents refer to short-term, highly liquid investments that are readily convertible to known

amounts of cash and which are subject to an insignificant risk of changes in value. Time deposits

that meet the definition above and are held for the purpose of meeting short-term cash commitments

in operations are classified as cash equiv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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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Financial asset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A.Financial asset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are financial assets held for trading or financial

assets designated a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on initial recognition. Financial assets are

classified in this category of held for trading if acquired principally for the purpose of selling in

the short-term. Derivatives are also categorized as financial assets held for trading unless they are

designated as hedges.

B.On a regular purchase or sale basis, financial assets held for trading are recognised and

derecognised using trade date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assets designated a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on initial recognition are recognised and derecognised using settlement date

accounting.

C.Financial asset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are initially recognised at fair value. Related

transaction costs are expensed in profit or loss. These financial assets are subsequently

remeasured and stated at fair value, and any changes in the fair value of these financial assets are

recognised in profit or loss.

(8)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A.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are non-derivatives that are either designated in this category

or not classified in any of the other categories.

B.On a regular way purchase or sale basis,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are recognised and

derecognised using trade date accounting.

C.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are initially recognised at fair value plus transaction costs.

These financial assets are subsequently remeasured and stated at fair value, and any changes in

the fair value of these financial assets are recognised in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Investments

in equity instruments that do not have a quoted market price in an active market and whose fair

value cannot be reliably measured or derivatives that are linked to and must be settled by delivery

of such unquoted equity instruments are presented in ‘financial assets measured at cost’.

(9) Loans and receivables

A.Accounts receivable

Accounts receivable are loans and receivables originated by the entity. They are created by the

entity by selling goods or providing services to customers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

Accounts receivable are initially recognised at fair value and subsequently measured at amortised

cost using the effective interest method, less provision for impairment. However, short-term

accounts receivable without bearing interest are subsequently measured at initial invoice amount

as the effect of discounting is immaterial.

B.Bond investments without active market

(a)Bond investments without active market are loans and receivables not originated by the entity.

They are bond investments with fixed or determinable payments that are not quoted in an

active market, and also meet all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i.Not designated on initial recognition a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ii.Not designated on initial recognition as available-for-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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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Not for which the holder may not recover substantially all of its initial investment, other

than because of credit deterioration.

(b)On a regular way purchase or sale basis, bond investments without active market are recognised and

derecognised using settlement date accounting.

(c)Bond investments without active market are initially recognised at fair value on the trade date

plus transaction costs and subsequently measured at amortised cost using the effective interest

method, less provision for impairment. Amortisation of a premium or a discount on such

assets is recognised in profit or loss.

(10) Impairment of financial assets

A.The Group assesses at each balance sheet date whether there is objective evidence that a financial

asset or a group of financial assets is impaired as a result of one or more events that occurred

after the initial recognition of the asset (a ‘loss event’) and that loss event (or events) has an

impact on the estimated future cash flows of the financial asset or group of financial assets that

can be reliably estimated.

B.The criteria that the Group use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objective evidence of an

impairment loss is as follows:

(a)Significant financial difficulty of the issuer or debtor;

(b)A breach of contract, such as a default or delinquency in interest or principal payments;

(c)It becomes probable that the borrower will enter bankruptcy or other financial reorganisation;

(d)The disappearance of an active market for that financial asset because of financial difficulties;

(e)Information about significant changes with an adverse effect that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technology, market, economic or leg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issuer operates, and indicates

that the cost of the investment in the equity instrument may not be recovered;

(f)A significant or prolonged decline in the fair value of an investment in an equity instrument

below its cost.

C.When the Group assesses that there has been objective evidence of impairment and an

impairment loss has occurred, accounting for impairment is made as follows according to the

category of financial assets:

(a)Financial assets measured at amortised cost
The amount of the impairment loss is measured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sset’s carrying
amount and the present value of estimated future cash flows discounted at the financial asset’s
original effective interest rate, and is recognised in profit or loss. If, in a subsequent period, the
amount of the impairment loss decreases and the decrease can be related objectively to an
event occurring after the impairment loss was recognised, the previously recognised
impairment loss is reversed through profit or loss to the extent that the carrying amount of the
asset does not exceed its amortised cost that would have been at the date of reversal had the
impairment loss not been recognised previously. Impairment loss is recognised and reversed
by adjusting the carrying amount of the asset through the use of an impairment allowance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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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inancial assets measured at cost

The amount of the impairment loss is measured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sset’s carrying

amount and the present value of estimated future cash flows discounted at current market

return rate of similar financial asset, and is recognised in profit or loss. Impairment loss

recognised for this category shall not be reversed subsequently. Impairment loss is

recognised by adjusting the carrying amount of the asset through the use of an impairment

allowance account.

(c)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The amount of the impairment loss is measured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sset’s

acquisition cost (less any principal repayment and amortisation) and current fair value, less

any impairment loss on that financial asset previously recognised in profit or loss, and is

reclassified from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to ‘profit or loss’. If, in a subsequent period,

the fair value of an investment in a debt instrument increases, and the increase can be related

objectively to an event occurring after the impairment loss was recognised, then such

impairment loss is reversed through profit or loss. Impairment loss of an investment in an

equity instrument recognised in profit or loss shall not be reversed through profit or loss.

Impairment loss is recognised and reversed by adjusting the carrying amount of the asset

through the use of an impairment allowance account.

(11) Derecognition of financial assets

The Group derecognises a financial asset when one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is met:

A.The contractual rights to receive the cash flows from the financial asset expire.

B.The contractual rights to receive cash flows of the financial asset have been transferred and the

Group has transferred substantially all risks and rewards of ownership of the financial asset.

C.The contractual rights to receive cash flows of the financial asset have been transferred;

however, the Group has not retained control of the financial asset.

(12) Inventories

Inventories are stated at the lower of cost and net realisable value. Cost is determined using the

weighted-average method. The cost of finished goods and work in progress comprises raw

materials, direct labour, other direct costs and related production overheads (allocated based on

normal operating capacity). It excludes borrowing costs. The item by item approach is used in

applying the lower of cost and net realisable value. Net realisable value is the estimated selling

price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 less the estimated cost of completion and applicable

variable selling expenses.

(13) Investments accounted for under the equity method / associates

A.Associates are all entities over which the Group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but not control. In

general, it is presumed that the investor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if an investor hold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20 per cent or more of the voting power of the investee. Investments in associates are

accounted for using the equity method and are initially recognised at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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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he Group’s share of its associates’ post-acquisition profits or losses is recognised in profit or

loss, and its share of post-acquisition movements in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is recognised

in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When the Group’s share of losses in an associate equals or

exceeds its interest in the associate, including any other unsecured receivables, the Group does

not recognise further losses, unless it has incurred legal or constructive obligations or made

payments on behalf of the associate.

C.When changes in an associate’s equity that are not recognised in profit or loss or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of the associate and such changes not affecting the Group’s ownership

percentage of the associate, the Group recognises the Group’s share of change in equity of the

associate in ‘capital surplus’ in proportion to its ownership.

D.Unrealised gains on transactions between the Group and its associates are eliminated to the

extent of the Group’s interest in the associates. Unrealised losses are also eliminated unless the

transaction provides evidence of an impairment of the asset transferred. Accounting policies

of associates have been adjusted where necessary to ensure consistency with the policies

adopted by the Group.

F.Upon loss of significant influence over an associate, the Group remeasures any investment

retained in the former associate at its fair value. Any difference between fair value and

carrying amount is recognised in profit or loss.

G.When the Group disposes its investment in an associate, if it lose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ver this

associate, the amounts previously recognised in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in relation to the

associate, are reclassified to profit or loss, on the same basis as would be required if the relevant

assets or liabilities were disposed of. If it still retain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ver this associate,

then the amounts previously recognised in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in relation to the

associate are reclassified to profit or loss proportionate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forementioned

approach.

(14)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A.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are initially recorded at cost. Borrowing costs incurred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are capitalised.

B.Subsequent costs are included in the asset’s carrying amount or recognised as a separate asset, as

appropriate, only when it is probable that future economic benefits associated with the item will

flow to the Group and the cost of the item can be measured reliably. The carrying amount of

the replaced part is derecognised. All other repairs and maintenance are charged to profit or

loss during the financial period in which they are incurred.

C.Land is not depreciated. Other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apply cost model and are

depreciated using the straight-line method to allocate their cost over their estimated useful lives.

Each part of an item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with a cost that is significant in relation

to the total cost of the item must be depreciated separately.

D.The assets’ residual values, useful lives and depreciation methods are reviewed, and adjusted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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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priate, at each balance sheet date. If expectations for the assets’ residual values and useful

lives differ from previous estimates or the patterns of consumption of the assets’ future

economic benefits embodied in the assets have changed significantly, any change is accounted

for as a change in estimate under IAS 8, ‘Accounting Policies, Changes in Accounting Estimates

and Errors’, from the date of the change. The estimated useful lives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are as follows:

Buildings 3 ～ 60 years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2 ～ 15 years

Molds 2 ～ 8 years

Other equipment 2 ～ 11 years

(15) Leased assets/ leases (lessee)

Payments made under an operating lease (net of any incentives received from the lessor) are

recognised in profit or loss on a straight-line basis over the lease term.

(16) Intangible assets

A.Goodwill arises in a business combination accounted for by applying the acquisition method.

B. Specialised skills are initially recorded at cost and are amortised on a straight-line basis over its

estimated useful life.

C.Computer software is stated at cost and amortised on a straight-line basis over its estimated

useful life of 3 to 5 years.

(17) Long-term prepaid rents

Long-term prepaid rents are the valuable consideration paid for specific right of land in Mainland

China, and are amortised on a straight-line basis over its useful life of 50 years.

(18) Impairment of non-financial assets

A.The Group assesses at each balance sheet date the recoverable amounts of those assets where

there is an indication that they are impaired. An impairment loss is recognised for the amount by

which the asset’s carrying amount exceeds its recoverable amount. The recoverable amount is

the higher of an asset’s fair value less costs to sell or value in use. Except for goodwill, when the

circumstances or reasons for recognizing impairment loss for an asset in prior years no longer

exist or diminish, the impairment loss is reversed. The increased carrying amount due to

reversal should not be more than what the depreciated or amortised historical cost would have

been if the impairment had not been recognised.

B.The recoverable amounts of goodwill that have not yet been available for use shall be evaluated

periodically. An impairment loss is recognised for the amount by which the asset’s carrying

amount exceeds its recoverable amount. Impairment loss of goodwill previously recognised in

profit or loss shall not be reversed in the following years.

C.For the purpose of impairment testing, goodwill acquired in a business combination is allocated

to each of the cash-generating units, or groups of cash-generating units, that is/are expected to

benefit from the synergies of the business combination. Each unit or group of units to whic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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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will is allocated represents the lowest level within the entity at which the goodwill is

monitored for internal management purposes. Goodwill is monitored at the operating segment

level.

(19) Borrowings

Borrowings are recognised initially at fair value, net of transaction costs incurred. Borrowings

are subsequently stated at amortised cost; an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oceeds (net of transaction

costs) and the redemption value is recognised in profit or loss over the period of the borrowings

using the effective interest method.

(20) Notes and accounts payable

Notes and accounts payable are obligations to pay for goods or services that have been acquired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 from suppliers. They are recognised initially at fair value and

subsequently measured at amortised cost using the effective interest method. However, short-term

accounts payable without bearing interest are subsequently measured at initial invoice amount as

the effect of discounting is immaterial.

(21) Financial liabilitie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A.Financial liabilitie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are financial liabilities held for trading or

financial liabilities designated a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on initial recognition.

Financial liabilities are classified in this category of held for trading if acquired principally for

the purpose of repurchasing in the short-term. Derivatives are also categorized as financial

liabilities held for trading unless they are designated as hedges.

B.Financial liabilitie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are initially recognised at fair value.

Related transaction costs are expensed in profit or loss. These financial liabilities are

subsequently remeasured and stated at fair value, and any changes in the fair value of these

financial liabilities are recognised in profit or loss.

(22) Derecognition of financial liabilities

A financial liability is derecognised when the obligation under the liability specified in the contract

is discharged or cancelled or expires.

(23) Offsetting financial instruments

Financial assets and liabilities are offset and reported in the net amount in the balance sheet when

there is a legally enforceable right to offset the recognised amounts and there is an intention to

settle on a net basis or realise the asset and settle the liability simultaneously.

(24)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Derivatives are initially recognised at fair value on the date a derivative contract is entered into

and are subsequently remeasured at their fair value. Any changes in the fair value are recognised

in profit or loss. Derivatives that are linked to unquoted equity instruments without reliably

measured fair value and must be settled by delivery of such unquoted equity instruments are

presented in ‘financial assets or financial liabilities measured at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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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Provisions

Provisions are recognised when the Group has a present legal or constructive obligation as a result

of past events, and it is probable that an outflow of economic resources will be required to settle

the obligation and the amount of the obligation can be reliably estimated. Provisions are

measured at the present value of the expenditures expected to be required to settle the obligation

on the balance sheet date, which is discounted using a pre-tax discount rate that reflects the current

market assessments of the time value of money and the risks specific to the obligation. When

discounting is used, the increase in the provision due to passage of time is recognised as interest

expense. Provisions are not recognised for future operating losses.

(26) Employee benefits

A.Short-term employee benefits

Short-term employee benefits are measured at the undiscounted amount of the benefits expected

to be paid in respect of service rendered by employees in a period and should be recognised as

expenses in that period when the employees render service.

B.Pensions

(a)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s

For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s, the contributions are recognised as pension expenses when

they are due on an accrual basis. Prepaid contributions are recognised as an asset to the

extent of a cash refund or a reduction in the future payments.

(b)Defined benefit plans

i. Net obligation under a defined benefit plan is defined as the present value of an amount of

pension benefits that employees will receive on retirement for their services with the Group

in current period or prior periods. The liability recognised in the balance sheet in respect of

defined benefit pension plans is the present value of the defined benefit obligation at the

balance sheet date less the fair value of plan assets, together with adjustments for

unrecognised past service costs. The defined benefit net obligation is calculated annually

by independent actuaries using the projected unit credit method. The rate used to discount

is determined by using interest rates of high-quality corporate bonds that are denominated

in the currency in which the benefits will be paid, and that have terms to maturity

approximating to the terms of the related pension liability; when there is no deep market in

high-quality corporate bonds, the Group uses interest rates of government bonds (at the

balance sheet date) instead.

ii.Actuarial gains and losses arising on defined benefit plans are recognised in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in the period in which they a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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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Past service costs are recognised immediately in profit or loss if vested immediately; if not,

the past service costs are amortised on a straight-line basis over the vesting period.

C.Termination benefits

Termination benefits are employee benefits provided in exchange for the 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as a result from either the Group’s decision to terminate an employee’s

employment before the normal retirement date, or an employee’s decision to accept an offer of

redundancy benefits in exchange for the 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The Group recognises

termination benefits when it is demonstrably committed to a termination, when it has a detailed

formal plan to terminate the employment of current employees and when it can no longer

withdraw the plan. In the case of an offer made by the Group to encourage voluntary

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the termination benefits are recognised as expenses only when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employees are expected to accept the offer and the number of the employees

taking the offer can be reliably estimated. Benefits falling due more than 12 months after

balance sheet date are discounted to their present value.

D.Employees’ bonus and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remuneration

Employees’ bonus and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remuneration are recognised as expenses and

liabilities, provided that such recognition is required under legal or constructive obligation and

those amounts can be reliably estimated. However, if the accrued amounts for employees’

bonus and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remuneration are different from the actual distributed

amounts as resolved by the stockholders at their stockholders’ meeting subsequently, the

differences should be recognised based on the accounting for changes in estimates. The Group

calculates the number of shares of employees’ stock bonus based on the fair value per share at

the previous day of the stockholders’ meeting held in the year following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year, and after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effects of ex-rights and ex-dividends.

(27) Income tax

A.The tax expense for the period comprises current and deferred tax. Tax is recognised in profit

or loss, except to the extent that it relates to items recognised in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or

items recognised directly in equity, in which cases the tax is recognised in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or equity.

B.The current income tax expense is calcul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tax laws enacted or

substantively enacted at the balance sheet date in the countries where the Company and its

subsidiaries operate and generate taxable income. Management periodically evaluates positions

taken in tax returns with respect to situ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applicable tax regulations. It

establishes provisions where appropriate based on the amounts expected to be paid to the tax

authorities. An additional 10% tax is levied on the unappropriated retained earnings and is

recorded as income tax expense in the year the stockholders resolve to retain the earnings.

C.Deferred income tax is recognised, using the balance sheet liability method, on temporary

differences arising between the tax bases of assets and liabilities and their carrying amoun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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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olidated balance sheet. However, the deferred income tax is not accounted for if it arises

from initial recognition of goodwill or of an asset or liability in a transaction other than a

business combination that at the time of the transaction affects neither accounting nor taxable

profit or loss. Deferred income tax is provided on temporary differences arising on investments

in subsidiaries and associates, except where the timing of the reversal of the temporary

difference is controlled by the Group and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temporary difference will not

reverse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Deferred income tax is determined using tax rates (and laws)

that have been enacted or substantially enacted by the balance sheet date and are expected to

apply when the related deferred income tax asset is realised or the deferred income tax liability

is settled.

D.Deferred income tax assets are recognised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it is probable that future

taxable profit will be available against which the temporary differences can be utilised. At

each balance sheet date, unrecognised and recognised deferred income tax assets are reassessed.

E.Current income tax assets and liabilities are offset and the net amount reported in the balance

sheet when there is a legally enforceable right to offset the recognised amounts and there is an

intention to settle on a net basis or realise the asset and settle the liability simultaneously.

Deferred income tax assets and liabilities are offset on the balance sheet when the entity has the

legally enforceable right to offset current tax assets against current tax liabilities and they are

levied by the same taxation authority on either the same entity or different entities that intend to

settle on a net basis or realise the asset and settle the liability simultaneously.

F.A deferred tax asset shall be recognised for the carryforward of unused tax credits resulting from

acquisitions of equipment or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ditures, employees’

training costs and equity investments to the extent that it is possible that future taxable profit

will be available against which the unused tax credits can be utilised.

(28) Dividends

Dividends are recorded in the Company’s financial statements in the period in which they are

approved by the Company’s shareholders. Cash dividends are recorded as liabilities; stock

dividends are recorded as stock dividends to be distributed and are reclassified to ordinary shares

on the effective date of new shares issuance.

(29) Revenue recognition

A.Sales of goods

(a)The Group manufactures and sells door locks and related accessories and furniture.

Revenue is measured at the fair value of the consideration received or receivable taking into

account value-added tax, returns, rebates and discounts for the sale of goods to external

customers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he Group’s activities. Revenue arising from the sales

of goods should be recognised when the Group has delivered the goods to the customer, the

amount of sales revenue can be measured reliably and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future economic

benefits associated with the transaction will flow to the entity. The delivery of good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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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d when the significant risks and rewards of ownership have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customer, the Group retains neither continuing managerial involvement to the degree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ownership nor effective control over the goods sold, and the customer has

accepted the goods based on the sales contract or there is objective evidence showing that all

acceptance provisions have been satisfied.

(b)The Group offers customers volume discounts and right of return for defective products.

The Group estimates such discounts and returns based on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ovisions

for such liabilities are recorded when the sales are recognised. The volume discounts are

estimated based on the anticipated annual sales quantities.

B.Sales of services

The sales of service occur from services rendered in accordance with contracts and is recognised

as revenue by reference to the stage of completion of the contract activity.

(30) Operating segments

Operating segments are reported in a manner consistent with the internal reporting provided to the

chief operating decision-maker, who is responsible for allocating resources and assessing

performance of the operating segments.

5. CRITICAL ACCOUNTING JUDGEMENTS, ESTIMATES AND KEY SOURCES OF

ASSUMPTION UNCERTAINTY

The preparation of thes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requires management to make critical

judgements in applying the Group’s accounting policies and make critical assumptions and estimates

concerning future events. Assumptions and estimates may differ from the actual results and are

continually evaluated and adjusted based on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other factors.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addressed below:

(1) Critical judgements in applying the Group’s accounting policies

Financial assets—impairment of equity investments

The Group follows the guidance of IAS 39 to determine whether a financial asset—equity

investment is impaired. This determination requires significant judgement. In making this

judgement, the Group evaluates, among other factors, the duration and extent to which the fair value

of an equity investment is less than its cost and the financial health of and short-term business

outlook for the investee, including factors such as industry and sector performance, changes in

technology and operational and financing cash flow.

If the decline of the fair value of an individual equity investment below cost was considered

significant or prolonged, the Group would suffer an additional loss in its 2013 financial statements,

being the transfer of the accumulated fair value adjustments recognised in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on the impaired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to profit or loss or being the recognition

of the impairment loss on the impaired financial assets measured at cost in profit or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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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ritical accounting estimates and assumptions

A.Impairment assessment of tangible assets

The Group assesses impairment based on its subjective judgement and determines the separate

cash flows of a specific group of assets, useful lives of assets and the future possible income and

expenses arising from the assets depending on how assets are utilised and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Any changes of economic circumstances or estimates due to the change of

Group strategy might cause material impairment on assets in the future.

As of December 31, 2013, the Group recognised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net of

impairment loss, amounting to $1,271,743.

B.Impairment assessment of goodwill

The impairment assessment of goodwill relies on the Group’s subjective judgement, including

identifying cash-generating units, allocating assets and liabilities as well as goodwill to related

cash-generating units, and determining the recoverable amounts of related cash-generating units.

Please refer to Note 6(11) for the information of goodwill impairment.

As of December 31, 2013, the Group recognised goodwill, net of impairment loss, amounting to

$68,902.

C.Realisability of deferred income tax assets

Deferred income tax assets are recognised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it is probable that future taxable

profit will be available against which the deductible temporary differences can be utilised.

Assessment of the realisability of deferred income tax assets involves critical accounting

judgements and estimates of the management, including the assumptions of expected future sales

revenue growth rate and profit rate, tax exempt duration, available tax credits, tax planning, etc.

Any variations in global economic environment, industrial environment, and laws and regulations

might cause material adjustments to deferred income tax assets.

As of December 31, 2013, the Group recognised deferred income tax assets amounting to

$59,263.

D.Evaluation of inventories

As inventories are stated at the lower of cost and net realisable value, the Group must determine

the net realisable value of inventories on balance sheet date using judgements and estimates.

Due to the rapi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Group evaluates the amounts of normal inventory

consumption, obsolete inventories or inventories without market selling value on balance sheet

date, and writes down the cost of inventories to the net realisable value. Such an evaluation of

inventories is principally based on the demand for the products within the specified period in the

future. Therefore, there might be material changes to the evaluation.

As of December 31, 2013, the carrying amount of inventories was $818,478.

F.Calculation of accrued pension obligations

When calculating the present value of defined pension obligations, the Group must apply

judgements and estimates to determine the actuarial assumptions on balance sheet date, inclu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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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nt rates and expected rate of return on plan assets. Any changes in these assumptions could

significantly impact the carrying amount of defined pension obligations.

As of December 31, 2013, the carrying amount of accrued pension obligations was $278,918.

6. DETAILS OF SIGNIFICANT ACCOUNTS

(1)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A.The Group associates with a variet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ll with high credit quality to

disperse credit risk, so it expects that the probability of counterparty default is remote. The

Group’s maximum exposure to credit risk at balance sheet date is the carrying amount of all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B.The Group has no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pledged to others.

(2) Financial assets/liabilitie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current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Cash on hand and petty cash 662$ 735$ 629$
Checking and demand deposits 422,853 315,797 183,529

Time deposits 455,214 226,587 154,673

Total 878,729$ 543,119$ 338,831$

Item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Financial assets held for trading
Certificates of funds $ 266,500 $ 319,800 $ 425,700
Listed (TSE and OTC) stocks 19 33,734 5,311

Non-hedging derivatives - 6,996 2,360

266,519 360,530 433,371
Financial assets held for trading

Valuation adjustment 11,833 2,689 470)(

Total $ 278,352 $ 363,219 $ 432,901

Financial liabilities held for trading
Investment transactions - 22,959 -

Non-hedging derivatives - - 2,032

- 22,959 2,032
Financial liabilities held for trading

Valuation adjustment 6 2,922 -

Total 6$ $ 25,881 $ 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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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he Group recognized net gain of $22,175 and $25,792 on valuation of financial assets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and 2012, respectively.

B.The non-hedging derivative instruments transaction and contract information are as follows:

The Company engaged in the trading of derivatives to hedge the change of exchange rate due to

imports and purchase prices of raw materials, but not adopting hedge accounting.

C.The Group has no financial asset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pledged to others.

D.The names and amount of the abovementioned collaterals are provided in Note 8 – Pledged

Assets.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Derivative Instruments

Forward foreign contracts:

Contract Amount

(Nominal Amount)

USD 14,600

Thousands

USD 20,100

Thousands

USD 11,000

Thousands

Termination Date 2014.01~2014.05 2013.01~2013.12 2012.01~ 2012.06

Contract Amount

(Nominal Amount)
- -

USD 6,000

Thousands

Termination Date - - 2012.01~ 2012.06

Contract Quantity - 90 tons 60 tons

Strike Price - USD 7,600/ton USD 1,800/ton

Termination Date - 2013.02~2013.07 2012.02~ 2012.04

Derivative Financial Liabilities

Forward foreign contracts:

Contract Amount

(Nominal Amount)

USD 3,200

Thousands
- -

Termination Date 2014.01 - -

Contract Amount

(Nominal Amount)
- -

USD 6,000

Thousands

Termination Date - - 2012.01~ 2012.06

Forward raw materials contracts

- zinc:

Foreign Currency Commodity Options

- Buy USD Call Option:

Foreign Currency Commodity Options

- Buy USD Put 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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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ccounts receivable

A.The ageing analysis of accounts receivable that were past due but not impaired is as follows:

The ageing analysis are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above past due dates.

B.Movements on the Group’s provision for impairment of accounts receivable are as follows:

As of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and January 1, 2012, allowance for bad debts

including individual accounts receivable with financial difficulties was $6,600, $6,739 and

$7,161, respectively. The recognised impairment loss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arrying

amount of accounts receivable and expected recoverable amount. The Group does not hold any

collateral for the balance of accounts receivable.

C.The maximum exposure to credit risk at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and January 1,

2012 was the carrying amount of each class of accounts receivable.

D.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quality of accounts receivable, the Group has established procedures to

manage credit risk related to operations. The Group has considered several factors such as

financial situation,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that may influence

customers’ ability to pay when assessing the customers’ credit quality and setting the customers’

credit limit. The credit limit and credit are reassessed periodically, and accounts receivable that

are neither past due nor impaired are assessed to be good credit.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Accounts receivable $ 1,179,201 $ 573,922 $ 414,723

Less: allowance for bad debts 7,848)( 7,542)( 8,284)(

$ 1,171,353 $ 566,380 $ 406,439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Up to 30 days $ 72,011 $ 75,389 $ 21,869
31 to 60 days 13,229 1,029 355
61 to 90 days 834 844 673
91 to 180 days 110 2,493 955
181 to 360 days 605 13 1,095

Over 361 days - 53 19

$ 86,789 $ 79,821 $ 24,966

2013 2012

At January 1 $ 7,542 $ 8,284
Provision for impairment 796 393
Reversal of impairment ( 382) ( 1,129)
Write-offs during the period ( 114) -

Foreign currency translation gains and losses 6 ( 6)

At December 31 $ 7,848 $ 7,542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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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nventories

The cost of inventories recognised as expense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and 2012 was

$4,935,013 and $4,111,286, respectively; the cost of goods sold decreased by $10,506 from gain on

net realisable value as related inventory items were scrapped or sold in 2013, and recognised cost of

goods sold of $16,500 as a result of offsetting cost of inventory to net realisable value in 2012.

(5) Other financial assets-current

(6)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non-current

Cost Allowance Book value

Raw materials $ 183,230 ($ 5,579) $ 177,651
Work in process 284,108 ( 16,643) 267,465
Finished goods 338,585 ( 21,202) 317,383

Merchandise inventories 55,979 - 55,979

Total $ 861,902 ($ 43,424) $ 818,478

December 31, 2013

Cost Allowance Book value

Raw materials $ 114,846 ($ 840) $ 114,006
Work in process 245,442 ( 39,344) 206,098
Finished goods 287,579 ( 13,327) 274,252

Merchandise inventories 26,116 - 26,116

Total $ 673,983 ($ 53,511) $ 620,472

December 31, 2012

Cost Allowance Book value

Raw materials $ 129,114 ($ 2,915) $ 126,199
Work in process 220,108 ( 25,407) 194,701
Finished goods 171,708 ( 8,919) 162,789

Merchandise inventories 18,537 - 18,537

Total $ 539,467 ($ 37,241) $ 502,226

January 1, 2012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Time deposits $ 9,800 $ 124,621 $ 100,846

Other receivables 14,087 39,255 22,937

$ 23,887 $ 163,876 $ 123,783

Item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Listed (TSE and OTC) stocks $ 182,769 $ 333,815 $ 361,854

Valuation adjustment 146,158 224,524 96,025

Total $ 328,927 $ 558,339 $ 45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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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he Group recognised ($78,366) and 128,499 in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fair value

change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and 2012, respectively. The amount reclassified

to equity from profit and loss as a result of disposal of investment was $99,831 and $0,

respectively.

B.Some of the Company’s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are provided as collateral for

investment transactions. Relevant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in Note 8: “Pledged assets”.

(7) Financial assets measured at cost-non-current

A.Because the stocks are not traded in an active market, and no sufficient industry information of

similar companies can be obtained, the fair value of the stock warrants cannot be measured

reliably. The Group classified those stock warrants as ‘financial assets measured at cost’.

B.There was objective evidence that their net assets value was less than their carrying amount. As of

December 31, 2013, accumulated impairment loss on financial assets carried at cost amounted to

$27,435. There was no loss incurred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2.

C.As of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and January 1, 2012, no financial assets measured

at cost held by the Group were pledged to others.

(8) Investments in bonds without active market - non-current

A.The Company holds some bond investments with no active market. The recoverable amount is

less than its book value. As of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and January 1, 2012,

accumulated impairment loss on investments in bonds without active markets both amounted to

$3,372.

B.As of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and January 1, 2012, no investments in bonds

without active markets held by the Group were pledged to others.

Item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Unlisted stocks $ 190,131 $ 195,422 $ 233,452

Accumulated impairment ( 56,564) ( 29,129) ( 29,129)

Total $ 133,567 $ 166,293 $ 204,323

Item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Bank debentures $ 64,332 $ 64,332 $ 64,332

Accumulated impairment ( 3,372) ( 3,372) ( 3,372)

Total $ 60,960 $ 60,960 $ 60,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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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nvestments accounted for under the equity method

Note: The investee was liquidated as resolv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has returned cash for

shares issued.

A.The financial information of the Group’s principal associates is summarized below:

B.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and 2012, the information on investees accounted for
using the equity method is derived from assessment in annual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issued
by the investees’ independent accountants.

C.Du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Jiading New City, which is the key project of Shanghai City
Government, as required by Shanghai City Government and People’s Government of Jiading
District, the holding company INGERSOLL-RAND FU HSING HOLDINGS LTD. (the joint
venture of the Company and Ingersoll-Rand Company Limited) invested through Fu Hsing
Industrial (Shanghai) Co., Ltd. (“Shanghai factory”) has stopped its operations starting from
January 30, 2013. The Group continues to provide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rough Taiwan
Gangshan factory and China Changshu factory. Therefore, the closure of the Shanghai factory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ompany’s business and operations.
The Group has recognised gain on investment in Shanghai plant of $271,942, which included
relocation compensation income and related gain and loss; as of the report date, Shanghai plant
has completed relocation transfer, collected obligation and repaid debts, and is in the process of
liquidation.

Carrying

amount

Percentage

of

ownership

Carrying

amount

Percentage

of

ownership

Carrying

amount

Percentage

of

ownership

Investee Company

Unlisted (OTC) Company:

INGERSOLL-RAND FU HSING

HOLDINGS LTD.
666,179$ 49% $ 444,028 49% $ 444,199 49%

ALLEGION FU HSING LIMITED

(Formerly: INGERSOLL-RAND FU

HSING LTD.)

34,808 49% 11,323 49% 28,044 49%

Ming Hong Material Technology Co.,

Ltd.
- Note 10,899 25% - -

700,987$ 466,250$ 472,243$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Total assets $ 1,496,026 $ 2,195,558 $ 2,132,619

Total liabilities $ 64,874 $ 1,211,758 $ 1,161,511

2013 2012

Operating revenue $ 1,915,565 $ 4,759,705

Net profit for the period $ 601,437 $ 148,992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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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Land $ 300,717 $ 297,283 $ 297,283
Buildings 413,924 390,474 419,274
Machinery 439,305 351,976 404,644
Molds 31,043 25,264 40,847
Others 80,580 44,408 49,988
Construction in progress and

Prepayments for equipment 6,174 22,214 384

$ 1,271,743 $ 1,131,619 $ 1,212,420

At January 1 Additions Disposals Reclassifications

Exchange

influence At December 31

Cost

Land $ 297,283 $ 3,434 $ - $ - $ - 300,717

Buildings 632,212 10,131 ( 143) 25,106 20,447 687,753

Machinery 723,882 79,582 ( 76,134) 97,719 31,819 856,868

Molds 71,628 19,060 ( 17,843) 3,674 1,001 77,520

Others 149,480 49,675 ( 10,388) 3,576 5,075 197,418

Construction in progress

and Prepayments for

equipment 22,214 6,045 - ( 23,017) 932 6,174

$ 1,896,699 $ 167,927 ($ 104,508) $ 107,058 $ 59,274 $ 2,126,450

At January 1

Depreciation

charge

Impairment

loss Disposals Reclassifications

Exchange

influence At December 31

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and impairment

Buildings ($ 241,738) ($ 27,166) $ - $ 80 $ - ($ 5,005) ($ 273,829)

Machinery ( 371,906) ( 66,902) ( 18,861) 54,519 - ( 14,413) ( 417,563)

Molds ( 46,364) ( 17,191) - 17,709 - ( 631) ( 46,477)

Others ( 105,072) ( 17,524) ( 1,190) 10,068 - ( 3,120) ( 116,838)

($ 765,080) ($ 128,783) ($ 20,051) $ 82,376 $ - ($ 23,169) ($ 854,707)

$ 1,131,619 $ 1,271,743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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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 interest expense was capitalized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and 2012.

B.The significant components of buildings include main plants and renovations, which are

depreciated over 55 and 25 years, respectively.

C. The Group has no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pledged to others.

D. (a)The details of impairment loss recognised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and 2012

are as follows:

At January 1 Additions Disposals Reclassifications

Exchange

influence At December 31

Cost

Land $ 297,283 $ - $ - $ - $ - $ 297,283

Buildings 637,846 3,212 ( 1,071) 3,132 ( 10,907) 632,212

Machinery 795,945 17,880 ( 85,082) 11,451 ( 16,312) 723,882

Molds 122,412 7,836 ( 58,670) 612 ( 562) 71,628

Others 177,462 11,693 ( 39,938) 2,672 ( 2,409) 149,480

Construction in progress

and Prepayments for

equipment 384 17,430 - 4,540 ( 140) 22,214

$ 2,031,332 $ 58,051 ($ 184,761) $ 22,407 ($ 30,330) $ 1,896,699

At January 1

Depreciation

charge

Impairment

loss Disposals Reclassifications

Exchange

influence At December 31

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and impairment

Buildings ($ 218,572) ($ 25,963) $ - $ 659 $ - $ 2,138 ($ 241,738)

Machinery ( 391,301) ( 68,414) - 80,881 - 6,928 ( 371,906)

Molds ( 81,565) ( 22,080) - 56,787 192 302 ( 46,364)

Others ( 127,474) ( 19,204) - 39,770 - 1,836 ( 105,072)

($ 818,912) ($ 135,661) $ - $ 178,097 $ 192 $ 11,204 ($ 765,080)

$ 1,212,420 $ 1,131,619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2

Recognised in

profit or loss

Recognised in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or loss

Recognised in

profit or loss

Recognised in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or loss

Impairment loss－Machinery $ 18,861 $ - $ - $ -

Impairment loss－Others 1,190 - - -

20,051$ -$ -$ -$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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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he impairment loss above refers to the Asian subsidiary, Formflex Metal Industrial

(Changshu) Co., Ltd., as it has assessed decrease in cash inflows from partial machinery

equipment whose recoverable amount will be less than the carrying amount. Therefore, the

Group has recognised impairment loss of $20,051.

(11) Intangible assets

A.Goodwill

(a)Goodwill is allocated as follows to the Group’s cash-generating units identified according to

operating segment:

(b)Goodwill is allocated to the Group’s cash-generating units identified according to operating

segment. The recoverable amount of all cash-generating units has been determined based on

value-in-use calculations. These calculations use pre-tax cash flow projections based on

financial budgets estimated by the management covering a five-year period.

The recoverable amount calculated using the value-in-use exceeded their carrying amount, so

goodwill was not impaired. The key considerations used for value-in-use calculations are

gross profit margin, growth rate and discount rate.

The management determines expected gross profit margin based on prior performances and

expectations to market development. Weighted-average growth rate adopted is in agreement

with expectations stated in the industry report. The discount rate adopted is pretax rate and

reflects specific risks of related operating segments.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Goodwill $ 68,902 $ 68,902 $ 68,902
Specialised skills 3,724 6,308 8,893

Software cost 4,803 1,930 3,048

77,429$ 77,140$ 80,843$

Amount

$ 23,669

45,233

$ 68,902

Ziyong Hardware Products (Taicang) Co., Ltd.

Arctek Industrial Co., Ltd. and its subsidi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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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ecialised skills
The Company and its subsidiary, Arctek Industrial Co., Ltd., have separately acquired Arctek
Industrial Co., Ltd. and Rui Sheng Industrial Co., Ltd. during 2009 and 2010, with an
acquisition cost of $61,000 and $14,000, respectively. The Company and its subsidiary, Arctek
Industrial Co., Ltd., has identified and independent valuers have assessed the amount of the
intangible assets – specialised skills incurred from the aforementioned acquisition in the amount
of $12,925 and $3,892, respectively. Movement on specialised skills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and 2012 is as follows:

C.Software cost

Movements on the Group’s Software cost are as follows:

D.Details of amortisation on intangible assets are as follows:

2013 2012

At January 1 $ 6,308 $ 8,893

Amortisation 2,584)( 2,585)(

At December 31 3,724$ 6,308$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2012

At January 1 $ 1,930 $ 3,048

Additions 6,144 109

Amortisation ( 3,359) ( 1,170)

Exchange influence 88 ( 57)

At December 31 $ 4,803 $ 1,930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2012

Operating costs $ 404 $ 327

Selling expenses 2,584 2,585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2,955 843

- -

$ 5,943 $ 3,755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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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Long-term prepaid rents

A.The Group’s subsidiary - Ziyong Hardware Products (Taicang) Co., Ltd., has signed a right of
land contract with Taicang City Land Resources Bureau in 2007 and 2009 for the land in
Chengxiang Town Limin Community with a duration of 50 years. The rent has been paid in full
before the payment due date. The rent expenses recognised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and 2012 were $675 and $655, respectively.

B.The Group’s subsidiary - Formflex Metal Industrial (Changshu) Co., Ltd., has signed a right of
land contract with Changshu City Land Resources Bureau in 2006 and 2010 for the land in
Changshu New & Hi-te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 with a duration of 50 years. The rent
has been paid in full before the payment due date. The rent expenses recognised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and 2012 were $375 and $364, respectively.

(13) Other non-current assets

(14) Short-term borrowings

(15) Other payables

(16) Pensions
A.(a)The Company and its domestic subsidiaries have a defined benefit pension pla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bor Standards Law, covering all regular employees’ service years
prior to the enforcement of the Labor Pension Act on July 1, 2005 and service years
thereafter of employees who chose to continue to be subject to the pension mechanism under
the Law. Under the defined benefit pension plan, two units are accrued for each year of
service for the first 15 years and one unit for each additional year thereafter, subject to a
maximum of 45 units. Pension benefits are based on the number of units accrued and the
average monthly salaries and wages of the last 6 months prior to retirement. The Company
contributes monthly an amount equal to 2% of the employees’ monthly salaries and wages to
the retirement fund deposited with Bank of Taiwan, the trustee, under the name of the
independent retirement fund committee.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Land use right $ 45,874 $ 45,214 $ 46,833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Prepaid land $ 165,580 $ - $ -
Prepaid equipment 11,051 92,375 15,153
Long-term deferred expenses 24,143 3,094 1,867

Others 1,067 152 266

201,841$ 95,621$ 17,286$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Bank secured borrowings 90,059$ 29,348$ -$

Interest rate range 1.49%~1.57% 1.78% -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Salaries and bonus $ 166,700 $ 139,005 $ 101,509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remuneration
9,000 9,344 4,588

Employee benefits 13,473 11,917 11,791

Others 128,403 124,647 67,979

317,576$ 284,913$ 185,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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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he amounts recognised in the balance sheet are determined as follows:

(c)Changes in present value of funded obligations are as follows:

(d)Changes in fair value of plan assets are as follows:

(e)Amounts of expenses recognised in the statements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are as follows: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Present value of funded

obligations
$ 401,152 $ 370,490 $ 314,196

Fair value of plan assets ( 122,234) ( 71,346) ( 37,480)

Net liability in the

balance sheet
$ 278,918 $ 299,144 $ 276,716

2013 2012

At January 1 $ 370,490 $ 314,196

Current service cost 8,109 7,341

Interest expense 5,557 5,498

23,653 48,019

Benefits paid ( 6,657) ( 4,564)

At December 31 $ 401,152 $ 370,490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Present value of funded obligations

Actuarial profit and loss

2013 2012

At January 1 $ 71,346 $ 37,480

1,070 656

( 386) ( 390)

Employer contributions 56,861 38,164

Benefits paid ( 6,657) ( 4,564)

At December 31 $ 122,234 $ 71,346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Fair value of plan assets

Expected return on plan assets

Actuarial profit and loss

2013 2012

Current service cost $ 8,109 $ 7,341

Interest cost 5,557 5,498

( 1,070) ( 656)

Current pension costs $ 12,596 $ 12,183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Expected return on plan 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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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s of cost and expenses recognised in the statements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are as
follows:

(f)Amounts recognised under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are as follows:

(g)The Bank of Taiwan was commissioned to manage the Fund of the Company’s and domestic
subsidiaries’ defined benefit pension pla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und’s annual investment
and utilisation plan and the “Regulations for Revenues, Expenditures, Safeguard and
Utilisation of the Labor Retirement Fund” (Article 6: The scope of utilisation for the Fund
includes deposit in domestic or foreig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vestment in domestic or
foreign listed, over-the-counter, or private placement equity securities, investment in
domestic or foreign real estate securitization products, etc.). With regard to the utilisation of
the Fund, its minimum earnings in the annual distributions on the final financial statements
shall be no less than the earnings attainable from the amounts accrued from two-year time
deposits with the interest rates offered by local banks. The constitution of fair value of plan
assets as of December 31, 2013 and 2012 is given in the Annual Labor Retirement Fund
Utilisation Report published by the government. Expected return on plan assets was a
projection of overall return for the obligations period, which was estimated based on
historical returns and by reference to the status of Labor Retirement Fund utilisation by the
Labor Pension Fund Supervisory Committee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effect that the
Fund’s minimum earnings in the annual distributions on the final financial statements shall be
no less than the earnings attainable from the amounts accrued from two-year time deposits
with the interest rates offered by local banks.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and 2012, the actual return on the Company’s and
domestic subsidiaries' plan assets was $685 and $266, respectively.

(h)The principal actuarial assumptions used were as follows:

Assumptions regarding future mortality experience are set based on actuarial advice in
accordance with published statistics and experience in each territory.

2013 2012

Cost of sales $ 9,583 $ 9,245

Selling expenses 365 323

1,375 1,491

1,273 1,124

$ 12,596 $ 12,183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ses

2013 2012

$ 24,042 $ 48,407

Accumulated amount $ 72,449 $ 48,407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Recognition for current period

2013 2012

Discount rate 2.00% 1.50%

Future salary increases 3.00% 3.00%

2.00% 1.50%Expected return on plan 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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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istorical information of experience adjustments was as follows:

(j)Expected contributions to the defined benefit pension plans of the Group within one year from
December 31, 2013 are $36,450.

B.(a)Effective July 1, 2005, the Company and its domestic subsidiaries have established a defined
contribution pension plan (the “New Plan”) under the Labor Pension Act, covering all regular
employees with R.O.C. nationality. Under the New Plan, the Company and its domestic
subsidiaries contribute monthly an amount based on 6% of the employees’ monthly salaries
and wages to the employees’ individual pension accounts at the Bureau of Labor Insurance.
The benefits accrued are paid monthly or in lump sum upon 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b)Ziyong Hardware Products (Taicang) Co., Ltd., Arctek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ormflex
Metal Industrial (Changshu) Co., Ltd. and Changshu Fortune Packing Material Co., Ltd. have
a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Monthly contributions to an independent fund administered by
the govern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ension regulat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are based on certain percentage of employees’ monthly salaries and wages. Other than
the monthly contributions, the Group has no further obligations.

(c)The pension costs under the defined contribution pension plans of the Group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and 2012 were $20,115 and $16,955, respectively.

(17) Share capital
A.As of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and January 1, 2012, the Company’s authorized

capital was $2,424,000, consisting of 242,400 thousand shares of common stock (of which 10
million shares are reserved for the issuance of stock warrants and preferred shares with stock
warrants and corporate bonds with stock warrants), and a par value of $10 (in dollars) per share.
One share has a voting right, total shares issued is 188,452 thousand shares.

B.The beginning and ending amount of the Company’s outstanding common stocks were both
188,452 thousand shares.

(18) Capital surplus
Pursuant to the R.O.C. Company Act, capital surplus arising from paid-in capital in excess of par
value on issuance of common stocks and donations can be used to cover accumulated deficit or to
issue new stocks or cash to shareholders in proportion to their share ownership, provided that the
Company has no accumulated deficit. Further, the R.O.C.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Law requires
that the amount of capital surplus to be capitalised mentioned above should not exceed 10% of the
paid-in capital each year. Capital surplus should not be used to cover accumulated deficit unless
the legal reserve is insufficient.

(19) Retained earnings
A.The dividend policy is as follows: Because the environment where the Company is in is

changing rapidly, the corporate life cycle is in the stable growing stage, and considering future
capital needs and long-term financial plans and fulfill cash inflows required by stockholders, the
Company applies residual dividend policy.
The current year’s earnings, if any, shall first be used to pay all taxes and offset prior years’
operating losses and then 10% of the remaining amount shall be set aside as legal reserve, for

2013 2012

$ 401,152 $ 370,490

( 122,234) ( 71,346)

Surplus in the plan $ 278,918 $ 299,144

$ 18,858 $ 34,216

($ 386) ($ 390)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Present value of defined benefit obligation

Experience adjustments on plan liabilities

Experience adjustments on plan assets

Fair value of plan 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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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se companies whose legal reserve has not reached the total amount of capital. The special
reserve shall be appropriated or reversed under laws or regulations of competent authority. The
remainder, if any, is appropriated through methods resolved at the Board of Directors’ meeting
and then approved at the stockholders’ meeting. Remuneration paid to the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and bonus distributed to the employees should account for no less than 1% and 3%,
respectively, of the total distributed amount. The Company’s stockholders’ dividends and
employees’ bonuses can be distributed in cash or stocks. Cash dividends shall account for at
least 10% of the total dividends distributed.

B.Except for covering accumulated deficit or issuing new stocks or cash to shareholders in
proportion to their share ownership, the legal reserve shall not be used for any other purpose.
The use of legal reserve for the issuance of stocks or cash to shareholders in proportion to their
share ownership is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reserve is limited to the
portion in excess of 25% of the Company’s paid-in capital.

C.The amounts previously set aside by the Company as special reserve on initial application of
IFRSs in accordance with Jin-Guan-Zheng-Fa-Zi Letter No. 1010012865, dated April 6, 2012,
shall be reversed proportionately when the relevant assets are used, disposed of or reclassified
subsequent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bovementioned rules, the special reserve appropriated as a result of the
Group’s choice of reclassifying provision for land revaluation increment to retained earnings as
of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and January 1, 2012 was as follows:

D.(a)The appropriations of 2012 earnings had been resolved at the stockholders’ meeting on June
19, 2013 and June 15, 2012, respectively. Details are summarized below:

(b)As of March 28, 2014, the appropriations of 2013 earnings had not been pass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nformation on the appropriation of the Company’s earnings as propos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approved by the stockholders will be posted in the “Market
Observation Post System” at the website of 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F.Employees’ bonus for 2013 and 2012 are estimated and accrued at $23,000 and $23,359,
respectively, and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remuneration for 2013 and 2012 are estimated and
accrued at $9,000 and $9,344, respectively；which were based on a certain percentage prescribed
by the Company’s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of net income of that year after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legal reserve and other factors. However, if the estimated amount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amounts approved by the stockholders subsequently, the difference is recognised as gain or loss
in the next year.
The appropriations for employees’ bonus and remuneration to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and 2012 as approved at the stockholders’ meeting did not
differ greatly from the amount recognised in the financial reports for the years, and the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Special reserve $ 48,991 $ 48,991 $ 48,991

Amount

Dividends per

share (in dollars) Amount

Dividends per

share (in dollars)

Legal reserve $ 38,645 $ 31,851

Cash dividends 282,678 $ 1.50 226,142 $ 1.20

Employees'cash bonus 23,359 15,295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remuneration
9,344 4,777

2012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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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 were recognized as gain or loss in the next year.
Information on the appropriation of the Company’s earnings as resolv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approved by the stockholders will be posted in the “Market Observation Post
System” at the website of 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20) Other equity items

(21) Operating revenue

(22) Other income

Currency translation Hedging reserve Total

At January 1, 2013 ($ 56,621) $ 224,524 $ 167,903
Revaluation - 21,465 21,465
Revaluation transfer - ( 99,831) ( 99,831)
Currency translation

differences:

－Group 80,071 - 80,071

－Associates 22,649 - 22,649

At December 31, 2013 $ 46,099 $ 146,158 $ 192,257

Currency translation Hedging reserve Total

At January 1, 2012 $ - $ 96,025 $ 96,025
Revaluation - 128,499 128,499
Revaluation transfer - - -
Currency translation

differences:

－Group ( 40,155) - ( 40,155)

－Associates ( 16,466) - ( 16,466)

At December 31, 2012 ($ 56,621) $ 224,524 $ 167,903

2013 2012

Sales revenue $ 5,887,680 $ 4,932,686

Service revenue - 82,032

Total $ 5,887,680 $ 5,014,718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2012

Dividend income $ 29,258 $ 38,991
Interest income:

Interest income from bank deposits 7,607 7,182

Other income 29,294 38,030

Total $ 66,159 $ 84,203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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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Other gains and losses

(24) Expenses by nature

(25) Employee benefit expense

2013 2012

Gain on disposal of investments $ 101,999 $ 4,042

Net gain on financial asset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23,557 24,874

Net currency exchange gain (loss) 13,397 ( 22,266)

Gain (loss) on disposal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 433) ( 5,557)

Net gain (loss) on financial liabilitie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 3,550) ( 3,124)

Impairment loss on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 20,051) -
Impairment loss on financial assets carried at cost ( 27,435) -

Other gains (losses) 3,753 ( 1,873)

Total $ 91,237 ($ 3,904)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2012

Employee benefit expense $ 1,002,071 $ 833,888

Depreciation 128,783 135,661

Amortisation 24,880 7,244

Total $ 1,155,734 $ 976,793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2012

Wages and salaries $ 831,398 $ 695,664

Labor and health insurance fees 96,355 74,095

Pension costs 32,711 29,138

Other personnel expenses 41,607 34,991

$ 1,002,071 $ 833,888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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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Income tax
A.Income tax expense

(a)Components of income tax expense:

(b)The income tax (charge) /credit relating to components of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is as
follows:

B.Reconciliation between income tax expense and accounting profit

2013 2012

Current tax:

Income tax payable occurred in the period $ 95,973 $ 84,099

10% tax on unappropriated earnings 6,979 6,264

Overseas withholding tax with no credit allowed 1,944 -

Under provision of prior year’s income tax 8,185 1,350

Total current tax 113,081 91,713

Deferred tax

Origination and reversal of temporary differences 57,282 10,306

Income tax expense $ 170,363 $ 102,019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2012

Actuarial gains/losses on defined benefit

obligations
$ 4,088 $ 8,229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2012

Tax calculated based on profit before tax and

statutory tax rate
$ 164,195 $ 117,411

Effect of amount not allowed to recognise under

regulations
( 10,940) ( 8,222)

Effect of exempted income tax - ( 14,784)

Additional 10% tax on undistributed earnings 6,979 6,264

Overseas withholding tax with no credit allowed 1,944 -

Under provision of prior year’s income tax 8,185 1,350

Income tax expense $ 170,363 $ 102,019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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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ounts of deferred tax assets or liabilities as a result of temporary differences, loss
carryforward and investment tax credit are as follows:

January 1

Recognised in

profit or loss

Recognised in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December 31

Temporary differences:
Deferred tax assets:
Accrued pension liabilities $ 43,200 $ 128 $ 4,088 $ 47,416
Loss for obsolete and slow-moving and

market price decline of inventories
7,867 ( 1,786) - 6,081

Accrued unused compensated absences 3,019 ( 291) - 2,728
Unrealized exchange loss 691 ( 691) - -
Allowance for doubtful accounts 343 - - 343
Accrued sales returns and discounts 217 71 288

Others 3,887 ( 1,480) - 2,407

Subtotal 59,224 ( 4,049) 4,088 59,263

Deferred tax liabilities:

Revaluation increments ( 41,619) - - ( 41,619)

Investment income ( 37,067) ( 51,978) - ( 89,045)

Unrealized exchange gain - ( 1,064) - ( 1,064)

Others ( 98) ( 191) - ( 289)

Subtotal ( 78,784) ( 53,233) - ( 132,017)

Total ($ 19,560) ($ 57,282) $ 4,088 ($ 72,754)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January 1

Recognised in

profit or loss

Recognised in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December 31

Temporary differences:
Deferred tax assets:
Accrued pension liabilities $ 39,387 ($ 4,416) $ 8,229 $ 43,200
Loss for obsolete and slow-moving and

market price decline of inventories
5,062 2,805 - 7,867

Accrued unused compensated absences 2,993 26 - 3,019
Unrealized exchange loss - 691 - 691
Allowance for doubtful accounts 902 ( 559) - 343
Accrued sales returns and discounts 138 79 217

Others 5,552 ( 1,665) - 3,887

Subtotal 54,034 ( 3,039) 8,229 59,224

Deferred tax liabilities:

Revaluation increments ( 41,619) - - ( 41,619)

Investment income ( 29,588) ( 7,479) - ( 37,067)

Unrealized exchange gain ( 310) 310 - -

Others - ( 98) - ( 98)

Subtotal ( 71,517) ( 7,267) - ( 78,784)

Total ($ 17,483) ($ 10,306) $ 8,229 ($ 19,560)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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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xpiration dates of unused net operating loss carryfoward and amounts of unrecognised
deferred tax assets are as follows:

E.As of the report date, the Company’s income tax returns through 2011 have been assessed and
approved by the Tax Authority. There were no disputes between the Company and the Tax
Authority.

F.Formflex Metal Industrial (Changshu) Co., Ltd. was established as foreign wholly own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in Mainland China. According to local regulation, since companies
start to profit in 2008, it is entitled to the income tax exemption for the first 2 years and 50%
income tax exemption for the third to fifth year. The applicable tax rate for 2013 and 2012 was
25% and 12.5%, respectively.

G.The details of imputation system were as follows:
(a)The information on the Company’s unappropriated retained earnings was as follows:

(b)The balance of the imputation tax credit account and the creditable tax rate were as follows:

The creditable tax rate was 22.79% for 2012 and is estimated to be 14.73% for 2013.

Year incurred

Amount filed /

assessed Unused amount

Unrecognised

deferred tax assets Usable until year

Formflex Metal Industrial

(Changshu) Co., Ltd.:

2009~2013 $ 200,836 $ 200,836 $ 200,836 2014~2018

December 31, 2013

Year incurred

Amount filed /

assessed Unused amount

Unrecognised

deferred tax assets Usable until year

Formflex Metal Industrial

(Changshu) Co., Ltd.:

2008~2012 $ 154,103 $ 154,103 $ 154,103 2013~2017

December 31, 2012

Year incurred

Amount filed /

assessed Unused amount

Unrecognised

deferred tax assets Usable until year

Formflex Metal Industrial

(Changshu) Co., Ltd.:

2008~2011 $ 122,026 $ 122,026 $ 122,026 2013~2016

January 1, 2012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Earnings generated

in and before 1997
- - -

Earnings generated

in and after 1998 1,049,431 809,710 709,223

Total $ 1,049,431 $ 809,710 $ 709,223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Balance of tax credit

account $ 136,472 $ 154,599 $ 136,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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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arnings per share

Amount

Weighted average

number of ordinary

shares outstanding

(shares in thousands)

Earnings per share

(in dollars)

Basic earnings per share

Profit attributable to ordinary

shareholders of the parent $ 580,998 188,452 $ 3.08

Diluted earnings per share

Profit attributable to ordinary

shareholders of the parent 580,998 188,452

Assumed conversion of all dilutive

potential ordinary shares:

Employees' bonus - 746

Profit attributable to ordinary

shareholders of the parent plus

assumed coversion of all dilutive

potential ordinary shares $ 580,998 189,198 $ 3.07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3

Amount

Weighted average

number of ordinary

shares outstanding

(shares in thousands)

Earnings per share

(in dollars)

Basic earnings per share

Profit attributable to ordinary

shareholders of the parent $ 398,658 188,452 $ 2.12

Diluted earnings per share

Profit attributable to ordinary

shareholders of the parent 398,658 188,452

Assumed conversion of all dilutive

potential ordinary shares:

Employees' bonus - 961

Profit attributable to ordinary

shareholders of the parent plus

assumed coversion of all dilutive

potential ordinary shares $ 398,658 189,413 $ 2.10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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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Operating leases
A.The Group rents office and lands as plants and parking lots through operating leases. These

leases have terms expiring between 2011 and 2016. The rents of $26,835 and $21,793 were
recognised for these leases in profit or loss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and 2012,
respectively. The future aggregate minimum lease payments receivable under non-cancellable
operating leases are as follows:

B.The Group has subleased partial asset to others. The lease and sublease will expire in 2016.
Sublease revenues of $2,358 and $2,226 were recognised in profit or loss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and 2012, respectively. As of December 31, 2013, according to the
non-cancellable sublease agreement, sublease payments totaling $5,646 are expected to be
collected between 2014 and 2016.

(29) Non-cash transaction
A.Investing activities with partial cash payments

B.Financing activities with no cash flow effects

7.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1) Significant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A.Sales of goods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Not later than one year $ 7,960 $ 7,369 $ 7,420

Later than one year

but not later than five years
15,974 21,017 26,981

More than five years - 2,670 4,680

$ 23,934 $ 31,056 $ 39,081

2013 2012

Increase in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 167,927 $ 58,051
Add: opening balance of payable on equipment

(recorded as "other payables") 311 2,125
Less: ending balance of payable on equipment

(recorded as "other payables") ( 6,439) ( 311)

Cash paid for purchases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 161,799 $ 59,865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3 2012

Prepayments for equipment being converted to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 107,058 $ 22,599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3 2012

Sales of goods:
Associates $ 1,507,863 $ 2,006,169

Sales of services:
Associates - 82,032

Total $ 1,507,863 $ 2,088,201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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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ces are agreed by the Group and the related parties, and the payment term is 30 to 120
days from the first day of the month following the sale. Services provided to related parties are
calculated at cost plus agreement after being rendered.

B.Purchases of goods:

The prices and terms are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mutual agreement, and the payment term
is 30 to 50 days from the first day of the month following the purchase.

C.Accounts receivable:
(a)Accounts receivable

(b)Other receivables

Other receivables include:
a) The cash dividends of associates not yet received as of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and January 1, 2012 was $0, $67,601 and $129,759, respectively.

b) Receivables of components sold to associates that has not been recognised in revenue.

D.Accounts payable
Other payables

E.Property transactions: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2,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related party property
transactions.

(2) Key management compensation

2013 2012

Purchases of goods:
Associates $ 73,819 $ 234,786

Associates 20,950 -

Total $ 94,769 $ 234,786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Services expenses (recorded as "selling expenses"):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Associates $ 20,883 $ 514,878 $ 430,052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Associates -$ 69,461$ 134,815$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Associates 21,147$ -$ -$

Purchases of equipment - Associates

December 31, 2013

$ 66,701

For the year ended

2013 2012

Salaries and other short-term employee benefits $ 59,600 $ 60,749

Post-employment benefits 1,487 1,512

$ 61,087 $ 62,261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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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LEDGED ASSETS
The Group’s assets pledged as collateral are as follows:

9. SIGNIFICANT 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UNRECOGNISED CONTRACT
COMMITMENTS
(1) Contingencies

None.
(2) Commitments

A.Unused letters of credit:

B.Capital expenditure contracted for at the balance sheet date but not yet incurred is as follows:

C.On May 17, 2005, the Company and Ingersoll-Rand Company Limited signed an agreement:
Without agreement by both parties, they cannot sign any door-lock joint venture with any third
party. However, these provisions were cancelled in July, 2012.

10. SIGNIFICANT DISASTER LOSS
None.

11. SIGNIFICANT EVENTS AFTER THE BALANCE SHEET DATE
None.

12. OTHERS
(1) Capital management

The Group’s objectives when managing capital are to safeguard the Group’s ability to continue as
a going concern in order to provide returns for shareholders and to maintain an optimal capital
structure to reduce the cost of capital.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capital needed for expending and upgrading plants and equipment, the
Group’s management shall assure that there are necessary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operating plans
to support operations, capital expenditur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ses, obligation
repayment and dividend payment in the next 12 months.
The Group uses debt ratio to control capital. The Group’s policy is to maintain a stable debt ratio
and the ratios are as follows:

Pledged asset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Purpose

Stocks (recorded as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

non-current")

$ - $ 24,768 $ - Investment

transactions

Refundable deposits

(recorded as "other

financial assets –

non-current")

16,461 - - Guarantee

for imports

16,461$ $ 24,768 -$

Book value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Purchase of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 11,611 $ 70,880 $ 68,015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 24,891 $ 49,334 $ 17,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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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inancial instruments
A.Fair value information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For cash and financial assets measured at amortised cost (including notes receivable, accounts
receivable, other receivables, other financial assets-others, short-term borrowings, notes payable,
accounts payable and other payables), the Group deems their fair value cannot reliably be
measured since their carrying value is close to their fair value or financial assets measured at
cost.

B.Fair value estimation
(a)The table below analyses financial instruments measured at fair value, by valuation method.

The different levels have been defined as follows:
Level 1: Quoted prices (unadjusted) in active markets for identical assets or liabilities.
Level 2: Inputs other than quoted prices included within level 1 that are observable for the

asset or liability, either directly (that is, as prices) or indirectly (that is, derived from
prices).

Level 3: Inputs for the asset or liability that are not based on observable market data.
The following table presents the Group’s financial assets and liabilities that are measured at
fair value at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and January 1, 2012:

December 31, 2013 December 31, 2012 January 1, 2012

Total liabilities 1,779,601$ 1,502,905$ 1,165,130$

Total assets 6,198,142$ 5,615,104$ 5,069,272$

Debt ratio 29 27 23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Total

Financial assets:

Financial asset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Equity securities $ 266,624 $ - $ - $ 266,624

Forward exchange contracts - 11,728 - 11,728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Equity securities 328,927 - - 328,927

Total $ 595,551 $ 11,728 $ - $ 607,279

Financial liabilities:

Financial liabilitie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Forward exchange contracts $ - $ 6 $ - $ 6

December 3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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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he fair value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traded in active markets is based on quoted market
prices at the balance sheet date. A market is regarded as active if quoted prices are readily
and regularly available from an exchange, dealer, broker, industry group, pricing service, or
regulatory agency, and those prices represent actual and regularly occurring market
transactions on an arm’s length basis. The quoted market price used for financial assets held
by the Group is the closing price. These instruments are included in level 1. Instruments
included in level 1 comprise primarily equity instruments and debt instruments classified as
financial assets/financial liabilitie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or available-for-sale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Total

Financial assets:

Financial asset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Equity securities $ 356,223 $ - $ - $ 356,223

Forward exchange contracts - 6,123 - 6,123

Forward raw materials contracts - 873 - 873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Equity securities 558,339 - - 558,339

Total $ 914,562 $ 6,996 $ - $ 921,558

Financial liabilities:

Financial liabilitie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Investment transactions $ 25,881 $ - $ - $ 25,881

December 31, 2012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Total

Financial assets:

Financial asset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Equity securities $ 430,541 $ - $ - $ 430,541

Forward exchange contracts - 7 - 7

Foreign currency commodity

options
- 2,286 - 2,286

Forward raw materials contracts - 67 - 67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Equity securities 457,879 - - 457,879

Total $ 888,420 $ 2,360 -$ $ 890,780

Financial liabilities:

Financial liabilitie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Foreign currency commodity

options
-$ $ 2,032 -$ $ 2,032

January 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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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assets.
(c)The fair value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that are not traded in an active market (for example,

over-the-counter derivatives) is determined by using valuation techniques. These valuation
techniques maximise the use of observable market data (if any) where it is available and rely
as little as possible on entity specific estimates. If all significant inputs required to fair value
an instrument are observable, the instrument is included in level 2.

(d)Specific valuation techniques used to value financial instruments include:
i.Quoted market prices or dealer quotes for similar instruments.
ii.The fair value of forward foreign exchange contracts is determined using forward

exchange rates at the balance sheet date, with the resulting value discounted back to present
value.

iii.Other techniques, such as discounted cash flow analysis, are used to determine fair value
for the remaining financial instruments.

C.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policies
In order to control effectively and decrease financial risk, the directors of the Group focus on
identifying, evaluating and hedging market uncertainties to minimise potential adverse effects
from markets on the Group’s financial performance. The risk includes market risk (including
foreign exchange risk, interest rate risk and other price risk), credit risk and liquidity risk). Risk
management is carried out by related segments under approved policies.

D.Significant financial risks and degrees of financial risks
(a)Market risk

Foreign exchange risk
The Group operates internationally and is exposed to foreign exchange risk arising from

various currency exposures, primarily with respect to the USD and RMB. Foreign
exchange risk arises from future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recognised assets and liabilities
and net investments in foreign operations. In order to prevent decrease in value of assets
denominated in foreign currencies and estimated future cash flows fluctuation by foreign
currency exchange, the Group hedges currency risk through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including forward exchange agreements and foreign currency options).
Theses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assist in decreasing foreign currency fluctuation
but cannot eliminate the impact.

The Group’s strategic investment is to hold certain investments in foreign operations, thus,
the Group does not hedge the investment.

The Group’s businesses involve some non-functional currency operations (the Company’s
and certain subsidiaries’ functional currency: NTD; other certain subsidiaries’ functional
currency: RMB). The information on assets and liabilities denominated in foreign
currencies whose values would be materially affected by the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is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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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Currency

Amount

(In Thousands) Exchange Rate

Book Value

(NTD)

(Foreign currency: functional

currency)

Financial assets

Monetary items

USD:NTD $ 35,320 $ 29.81 $ 1,052,889

EUR:NTD 672 41.09 27,612

USD:RMB 9,314 6.05 277,650

RMB:NTD 3,000 4.92 14,757

Investments accounted for

under equity method

USD:NTD 23,524 29.81 700,987

Financial liabilities

Monetary items

USD:NTD 2,031 29.81 60,544

USD:RMB 4,338 6.05 129,316

December 31, 2013

Foreign Currency

Amount

(In Thousands) Exchange Rate

Book Value

(NTD)

(Foreign currency: functional

currency)

Financial assets

Monetary items

USD:NTD $ 28,546 $ 29.04 $ 828,976

EUR:NTD 1,116 38.49 42,955
USD:RMB 2,628 6.23 76,317

Investments accounted for

under equity method 16,232 29.04 466,250

USD:NTD

Financial liabilities

Monetary items

USD:NTD 2,862 29.04 83,112

USD:RMB 1,551 6.23 45,041

December 3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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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oreign currency market risk arising from significant foreign exchange
variation:

Foreign Currency

Amount

(In Thousands) Exchange Rate

Book Value

(NTD)

(Foreign currency: functional

currency)

Financial assets

Monetary items

USD:NTD $ 20,441 $ 30.28 $ 618,953

EUR:NTD 351 39.18 13,752
USD:RMB 5,822 6.30 176,290

Investments accounted for

under equity method 15,805 30.28 472,243

USD:NTD

Financial liabilities

Monetary items

USD:NTD 1,636 30.28 49,538

USD:RMB 343 6.30 10,386

January 1, 2012

Degree of

variation

Effect on profit

or loss

Effect on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eign currency: functional

currency)

Financial assets

Monetary items

USD:NTD 1% $ 10,529 $ -
EUR:NTD 1% 275 -
USD:RMB 1% 2,777 -

RMB:NTD 1% 148 -

Financial liabilities

Monetary items
USD:NTD 1% 605 -

USD:RMB 1% 1,293 -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3

Sensitivit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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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risk
The Group is exposed to equity securities price risk because of investments held by the
Group and classified on the consolidated balance sheet either as available-for-sale or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The Group is not exposed to commodity price risk. To manage
its price risk arising from investments in equity securities, the Group diversifies its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of the portfolio is do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imits set by the Group.
The Group’s investments in equity securities comprise domestic listed and unlisted stocks.
The prices of equity securities would change due to the change of the future value of investee
companies.
Interest rate risk
The Company is engaged in investments in bond without active markets which interests of
receivables are decided by the net value of the bond. The change in net value of the bonds
will be caused by market interest rate. However, the Company estimates there would be no
material risk.

(b)Credit risk
Credit risk refers to the risk of financial loss to the Group arising from default by the
counterparties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on the contract obligations. Credit risk arises from
cash and deposits with banks,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as well as accounts receivable
occurred in operating activities and transactions that have been committed.
To maintain quality of accounts receivable, the Group has established procedures relating to
credit risk management.
Individual customers’ risk assessment considers several factors that may influence the
customers’ ability to pay, such as the customer’s financial position, historical transactions
and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When appropriate, the Company applies certain credit
enhancement tools, such as collecting sales revenue in advance to reduce credit risk of
specific customers.
The Group’s treasury measures and control credit risk of deposits with banks, fixed
investment income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ruments. The Group’s clients and performing
parties are banks with good credit quality 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companies with
investment, thus, the possibility of default is remote and the credit risk is insignificant.

Degree of

variation

Effect on profit

or loss

Effect on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eign currency: functional

currency)

Financial assets

Monetary items

USD:NTD 1% $ 8,290 $ -
EUR:NTD 1% 430 -
USD:RMB 1% 763 -

Financial liabilities

Monetary items
USD:NTD 1% 831 -

USD:RMB 1% 450 -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2

Sensitivit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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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dividual analysis of financial assets that had been impaired is provided in the
statement for each type of financial assets in Note 6.

(c)Liquidity risk
The objectives for managing liquidity risk are maintaining cash and deposits needed for
operations, high liquidity marketable securities and adequate borrowing credits to ensure the
Company is financially flexible.
The table below analyses the Group’s non-derivative financial liabilities and net-settled or
gross-settled derivative financial liabilities into relevant maturity groupings based on the
remaining period at the balance sheet date to the contractual maturity date for non-derivative
financial liabilities and to the expected maturity date for derivative financial liabilities.
The amounts disclosed in the table are the contractual undiscounted cash flows.

Less than 1

year

Between 1

and 2 years

Between 2

and 5 years Over 5 years

Non-derivative financial liabilities:

Short-term borrowings $ 90,919 $ - $ - $ -

Notes payable 228,470 - - -

Accounts payable 653,849 - - -

Other payables

(including related parties)
338,723 - - -

Derivative financial liabilities:

Forward exchange contracts $ 6 $ - $ - $ -

December 31, 2013

Less than 1

year

Between 1

and 2 years

Between 2

and 5 years Over 5 years

Non-derivative financial liabilities:

Short-term borrowings $ 29,361 $ - $ - $ -

Notes payable 265,557 1,462 - -

Accounts payable 478,195 - - -

Other payables 284,913 - - -

December 31, 2012

Less than 1

year

Between 1

and 2 years

Between 2

and 5 years Over 5 years

Non-derivative financial liabilities:

Short-term borrowings $ - $ - $ - $ -

Notes payable 176,539 1,494 1,462 -

Accounts payable 375,538 - - -

Other payables 185,867 - - -

Derivative financial liabilities:

Foreign exchange contracts $ 2,032 $ - $ - $ -

January 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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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SUPPLEMENTARY DISCLOSURES
(1) Significant transactions information

A.Loans to others:

Note 1：The code represents the nature of loans as follows:

(1) Business relationship.
(2) Short-term financing.

Note 2：The Company’s policy for granting loans is described as follows:

(1)For business relationship, the total amount shall not exceed 20% of the net assets value; the limit amount for single party shall not exceed the amount of transaction (the Company’s purchases).
(2) For short-term financing, the total amount shall not exceed 10% of the net assets value; the limit amount for single party shall not exceed 50% of the net assets value.

Note 3：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vestee’s policy for granting loans, limit on loans granted to a single party is described as follows:

(1) For business relationship, the total amount shall not exceed 20% of the net assets value; the limit amount for single party shall not exceed the amount of transaction (the Investee’s purchases).
(2) For short-term financing, the total amount shall not exceed 10% of the net assets value; the limit amount for single party shall not exceed 50% of the net assets value.
(3) Between the subsidiaries controlled by the same parent company for the business needs short-term financing, the total amount shall not exceed 30% of the net assets value; the limit amount for

single party shall not exceed 20% of the net assets value.

Number Creditor Borrower

General

ledger

account

Is a

related

party

Maximum outstanding

balance during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3

Balance at

December

31, 2013

Actual

amount

drawn

down

Interest

rate

Nature of

loan

Amount of

transactions

with the

borrower

Reason

for short-

term

financing

Allowance

for

doubtful

accounts Item Value

Limit on loans

granted to

a single party

Ceiling on

total loans

granted Note

0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Tsu Yung Enterprise

Co., Ltd.

Other

receivabes

N 13,500$ 6,000$ 4,500$ 2.85 Note 1(1) 219,980$ - -$ Commercial

paper

6,000$ 219,980$ 876,646$ Note 2

1 Ziyong Hardware

Products

(Taicang) Co.,

Ltd.

Formflex Metal

Industrial (Changshu)

Co., Ltd.

Other

receivabes-

related

parties

Y 85,732 39,018 39,018 3.50 Note 1(2) - Operating

turnover

- None - 163,545 245,317 Note 3

1 Ziyong Hardware

Products

(Taicang) Co.,

Ltd.

Arctek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Other

receivabes-

related

parties

Y 29,245 29,245 29,245 3.50 Note 1(2) - Operating

turnover

- None - 163,545 245,317 Note 3

2 Formflex Metal

Industrial

(Changshu) Co.,

Ltd.

Packing Material

Co., Ltd.

Other

receivabes-

related

parties

Y 4,654 4,654 2,327 3.50 Note 1(2) - Operating

turnover

- None - 118,834 178,251 Note 3

Collateral



~61~

B.Provision of endorsements and guarantees to others:

Note 1：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dorser/guarantor and the party being endorsed/guaranteed is classified into the endorser/guarantor parent company owns directly more than 50% voting shares of the
endorsed/guaranteed subsidiary.

Note 2：The total amount endorsed for others shall not exceed 30% of the Company’s net assets based on the latest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 amount endorsed for individual company shall not

exceed 20%, but 30% for any individual overseas affiliates.

Number

Endorser/

guarantor

Company

name

Relationship

with the

endorser/

guarantor

Limit on

endorsements/

guarantees

provided for a

single party

Maximum

outstanding

endorsement/

guarantee

amount as of

December 31,

2013

Outstanding

endorsement/

guarantee

amount at

December 31,

2013

Actual

amount

drawn

down

Amount of

endorsements/

guarantees

secured with

collateral

Ratio of

accumulated

endorsement/

guarantee

amount to net

asset value of

the endorser/

guarantor company

Ceiling on

total amount

of

endorsements/

guarantees

provided

Provision of

endorsements/

guarantees by

parent

company to

subsidiary

Provision of

endorsements/

guarantees by

subsidiary to

parent

company

Provision of

endorsements/

guarantees to

the party in

Mainland

China Note

0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Fortress Industrial Co.,

Ltd.

Note 1 876,646$ 88,950$ 88,950$ -$ -$ 2 1,314,969$ Y - - Note

2

0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Formflex Metal

Industrial (Changshu)

Co., Ltd.

Note 1 1,314,969 180,750 180,750 90,375 - 4 1,314,969 Y - Y Note

2

Party being

endorsed/guarant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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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lding of marketable securities at the end of the period (not including subsidiaries, associates and joint ventures):

Securities held by Marketable securities

Relationship

with the

securities

issuer General ledger account

Number of

shares Book value

Ownership

(%) Fair value Note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Beneficiary certificates - Mega Diamond Money Market Fund None

Financial asset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current
7,280,118 89,075$ Note 2 89,075$

Beneficiary certificates - Jih Sun Money Market Fund None
Financial asset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current
4,358,978 63,016 Note 2 63,016

Beneficiary certificates - Capital Money Market None
Financial asset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current
2,664,891 42,005 Note 2 42,005

Beneficiary certificates - Taishin 1699 Money Market Fund None
Financial asset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current
2,574,487 34,014 Note 2 34,014

Beneficiary certificates - Yuanta Wan Tai Money Market Fund None
Financial asset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current
1,350,977 20,006 Note 2 20,006

Beneficiary certificates - FSITC Taiwan Money Market None
Financial asset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current
669,600 10,000 Note 2 10,000

Beneficiary certificates - Shin Kong Chi-Shin Fund None
Financial asset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current
561,538 8,508 Note 2 8,508

Stocks - Bao-Chen Construction Co., Ltd. None
Financial asset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current
1,186 - Note 2 -

Stocks - Fine Blanking & Tool Co., Ltd. None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 non-current 7,552,867 328,927 Note 2 328,927

Stocks - Min Aik Precision Industrial Co., Ltd. None Financial assets carried at cost - non-current 2,841,061 114,920 5.06 247,172

Stocks - NCKU Venture Capital Co., Ltd. None Financial assets carried at cost - non-current 2,000,000 10,000 8.33 Note 1

Stocks - Sunsino Development Associate Inc. None Financial assets carried at cost - non-current 833,406 7,000 1.75 Note 1

Stocks - Saint Pin Technology Co., Ltd. None Financial assets carried at cost - non-current 2,141,697 1,647 19.47 Note 1

Stocks - Nailermate Enterprise Corp. None Financial assets carried at cost - non-current 434,100 - 12.95 Note 1

Stocks - Shing Bee Enterprise Co., Ltd. None Financial assets carried at cost - non-current 478,170 - 2.49 Note 1

Stocks - Tsu Yung Enterprise Co., Ltd. None Financial assets carried at cost - non-current 640,000 - 8.00 Note 1

Stocks - MAP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None Financial assets carried at cost - non-current 7,853,941 - 5.47 Note 1 Note 4

Stocks - Ofis International Co., Ltd. None Financial assets carried at cost - non-current 720,000 - 4.78 Note 1

Stocks - Hwa Nan Co., Ltd. Note 3 Financial assets carried at cost - non-current 286,294 - 15.85 Note 1

Beneficiary certificates - Alcazar Finance Dynamic Credit

Protected Note
None

Investments in bonds without active market-non-

current

20,000 60,960 Note 2 Note 1

As of December 3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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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1: The market values are not yet available as the Company has not yet received the 2013 financial statements.
Note 2: The percentage held by the investor was less than 5%.
Note 3: Same board chairman.
Note4: The carrying value was $0 for the Company’s shares in MAP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because the accumulated shares returned exceeded the original input cost, and the Company

still holds 7,854 thousand shares of that company.
D.Acquisition or sale of the same security with the accumulated cost exceeding $300 million or 20% of the Company’s paid-in capital:

Note 1:General ledger account：(1)Financial asset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current (2) Financial assets carried at cost-non-current (3) Investments accounted for under the equity method (4)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non-current

Note 2:The amount increased for investment in investees.
Note 3:Including increased in investment in subsidiaries accounted for under the equity method, associates and joint ventures and shares of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Note 4:To raise competitive ability through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division of specialisati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resolved on March 16, 2012 to make a spin-off to

adjust the Changhua branch, with the spin-off effective date set on January 1, 2013. Details are provided in Note 1, 6(24) and 7.
E.Acquisition of real estate reaching $300 million or 20% of paid-in capital or more: None.
F.Disposal of real estate reaching $300 million or 20% of paid-in capital or more: None.

Investor

Marketable

securities

General

ledger

account Counterparty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vestor

Number of

shares Amount

Number of

shares Amount

Number of

shares Selling price Book value

Book

value

Number of

shares Amount Note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Fund - Mega

Diamond Money

Market Fund

Note

1(1)

- - 6,597,162 80,000$ 27,780,292 339,000$ 27,097,336 330,665$ 330,000$ 665$ 7,280,118 89,000$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Stocks - Fortress

Industrial Co., Ltd.

Note

1(3)

Note 2 Subsidiary 100,000 1,000 22,400,000 474,324 - - - - 22,500,000 475,324 Note 3

and

Note 4

Balance as at

January 1, 2013 Addition Disposal

Balance as at December 3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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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urchases or sales of goods from or to related parties reaching $100 million or 20% of paid-in capital or more:

Note: The above sales were based on agreements with the companies and there were no material differences with general transactions.

Purchaser/seller Counterparty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unterparty

Purchases

(sales) Amount

Percentage

of

total

purchases

(sales) Credit term Unit price Credit term Balance

Percentage of

total notes/accounts

Purchaser/seller

Counterparty receivable

(payable) Note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ALLEGION FU HSIUNG LTD.

(Formerly: INGERSOLL-RAND

FU HSING LTD.）

Subsidiary

accounted for under

the equity method

(Sales) 1,436,664)($ (38) Agreement Note Note 20,883$ 3

Formflex Metal Industrial

(Changshu) Co., Ltd.

Indirectly-owned

subsidiary

Purchases 857,639 34 Agreement Note Note 252,186)( (47)

Ziyong Hardware Products

(Taicang) Co., Ltd.

Indirectly-owned

subsidiary

Purchases 121,565 5 Agreement Note Note 20,192)( (4)

Ziyong Hardware Products

(Taicang) Co., Ltd.

Formflex Metal Industrial

(Changshu) Co., Ltd.

Affiliated

companies

(Sales) 186,098)( (20) Agreement Note Note 93,000 29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Parent company (Sales) 121,565)( (13) Agreement Note Note 20,192 6

Fortress Industrial Co., Ltd. Formflex Metal Industrial

(Changshu) Co., Ltd.

Affiliated

companies

Purchases 282,965 32 Agreement Note Note 50,154)( (24)

Arctek Industrial Co.,Ltd. Affiliated

companies

Purchases 168,639 19 Agreement Note Note 28,722)( (14)

ALLEGION FU HSIUNG

LTD.

(Formerly: INGERSOLL-

RAND FU HSING LTD.）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Associates Purchases 1,436,664 77 Agreement Note Note 20,883)( (98)

Formflex Metal

Industrial (Changshu) Co.,

Ltd.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Parent company (Sales) 857,639)( (68) Agreement Note Note 252,186 71

Fortress Industrial Co., Ltd. Affiliated

companies

(Sales) 282,965)( (20) Agreement Note Note 50,154 14

Ziyong Hardware Products

(Taicang) Co., Ltd.

Affiliated

companies

Purchases 186,098 16 Agreement Note Note 93,000)( (25)

Arctek Industrial Co.,Ltd. Fortress Industrial Co., Ltd. Affiliated

companies

(Sales) 168,639)( (56) Agreement Note Note 28,722 65

Transaction

Differences in

transaction terms

compared

to third party

transactions Notes/accounts receivable (pay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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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eceivables from related parties reaching $100 million or 20% of paid-in capital or more:

I.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undertaken during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3: The information about transactions of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and financial risk is described in Notes 6(2)
and 12 (2).

J.Significant inter-company transactions during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3:

Creditor Counterparty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unterparty

Balance as at

December

31, 2013

Turnover

rate Amount Action taken

Amount collected

subsequent to the

balance sheet date

Allowance

for

doubtful

accounts

Formflex Metal

Industrial (Changshu) Co., Ltd.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Parent company 252,186$ 5.39 -$ - 190,801$ -$

Overdue receiv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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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ransactions amount between the parent company and subsidiaries or between subsidiaries reaching $10 million is provided below and descriptions are disclosed in Note 2, and the same transaction is
disclosed only once.

Number

(Note 1) Company name Counterparty

Relationship

(Note 2) General ledger account Amount Transaction terms

Percentage of consolidated total

operating revenues or total assets

(Note 3)

0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FU HSING AMERICAS INC. 1 Sales 48,951$ Agreement 0.83%

＂ ＂ Accounts receivable-related parties 30,339 Agreement 0.49%

＂ ＂ Other receivables-related parties 10,571 Agreement 0.17%

＂ ＂ Commission expenses 53,974 Agreement 0.92%

＂ ＂ Other payables-related parties 20,880 Agreement 0.34%

Formflex Metal Industrial (Changshu)

Co., Ltd.
1 Purchases 857,639

Agreement
14.57%

＂ ＂ Accounts payable-related parties 252,186 Agreement 4.07%

＂ ＂ Other receivables-related parties 14,612 Agreement 0.24%

Ziyong Hardware Products (Taicang)

Co., Ltd.
1 Purchases 121,565

Agreement
2.06%

＂ ＂ Accounts payable-related parties 20,192 Agreement 0.33%

＂ ＂ Service revenue 13,434 Agreement 0.23%

＂ ＂ Other receivables-related parties 13,481 Agreement 0.22%

Fortress Industrial Co., Ltd. 1 Endorsements and guarantees (Note 4) 90,375 Agreement 1.46%

1 Fortress Industrial Co., Ltd.
Arctek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3 Sales 25,057

Agreement
0.43%

Formflex Metal Industrial (Changshu)

Co., Ltd.
3 Purchases 282,965

Agreement
4.81%

＂ ＂ Accounts payable-related parties 50,154 Agreement 0.81%

Arctek Industrial Co.,Ltd. 3 Purchases 168,639 Agreement 2.86%

＂ ＂ Notes payable-related parties 14,388 Agreement 0.23%

＂ ＂ Accounts payable-related parties 14,334 Agreement 0.23%

2
Ziyong Hardware Products (Taicang)

Co., Ltd.

Formflex Metal Industrial (Changshu)

Co., Ltd.
3 Sales 186,098

Agreement
3.16%

＂ ＂ Accounts receivable-related parties 93,000 Agreement 1.50%

＂ ＂ Purchases 20,125 Agreement 0.34%

3
Changshu Fortune Packing Material

Co., Ltd.

Formflex Metal Industrial (Changshu)

Co., Ltd.
3 Sales 13,023

Agreement
0.22%

4 Arctek Industrial Co., Ltd. Rui Sheng Industrial Co., Ltd. 3 Processing expense 25,778 Agreement 0.44%

Trans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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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1: The numbers filled in for the transaction company in respect of inter-company transactions are as follows:
(1) Parent company is ‘0’.
(2) The subsidiaries are numbered in order starting from ‘1’.

Note 2: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action company and counterparty is classifi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categories:
(1) Parent company to subsidiary.
(2) Subsidiary to parent company.
(3) Subsidiary to subsidiary.

Note 3: Regarding percentage of transaction amount to consolidated total operating revenues or total assets, it is computed based on period-end balance of transaction to consolidated total assets for balance
sheet accounts and based on accumulated transaction amount for the period to consolidated total operating revenues for income statement accounts.

Note 4: Endorsements and guarantees are the memo accounts for the ending balance of the actual guarantee amounts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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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formation on investees (not including investees in Mainland China)

Investor Investee Location

Balance as at

December 31,

2013

Balance as at

December 31,

2012

Number of

shares

Ownership

(%) Book value Footnote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MASTER UNITED

INVESTMENT GROUP

LTD.

British

Virgin

Islands

Investment

holding

538,240$ 538,240$ 1,560,000 100 835,960$ 41,956$ 38,162$ Note 2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INGERSOLL-RAND FU

HSING HOLDINGS LTD.

British

Virgin

Islands

Investment

holding

148,036 148,036 8,967,392 49 666,179 558,411 278,694 Note 2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FORMFLEX

ENTERPRISE CO., LTD.

SAMOA Investment

holding

752,987 606,384 24,079,000 100 615,421 40,319)( 41,053)( Note 2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Fortress Industrial Co., Ltd. Taiwan Sales and

manufacture of

door locks,

transom closers

and floor springs

410,231 1,000 22,500,000 100 475,324 70,690 67,576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Arctek Industrial Co., Ltd. Taiwan Sales and

manufacture of

transom closers

and floor springs

65,200 65,200 1,260 70 85,384 32,046 18,340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FU HSING AMERICAS

INC.

U.S.A Sales of door

locks and related

accessories

11,263 11,263 300,000 100 56,459 10,302 8,865 Note 2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ALLEGION FU HSIUNG

LTD.(formerly:

INGERSOLL-RAND FU

HSING LTD.）

Hong

Kong

Other kind of

transaction

business

- - - 49 34,808 43,026 21,083 Note 1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Formflex Material

Technology Co., Ltd.

Taiwan Manufacture of

sports goods

- 96,246 - - - - - Note 4

FORMFLEX

ENTERPRISE CO., LTD.

FORTUNE INDUSTRIAL

LTD.

SAMOA Investment

holding

6,698 6,698 204,000 51 9,366 529)( - Note 3

Arctek Industrial Co., Ltd. Rui Sheng Industrial Co.,

Ltd.

Taiwan Sales and

manufacture of

transom closers

and floor springs

14,000 14,000 504,000 70 24,985 8,685 - Note 3

Main business

activities

Initial investment amount Shares held as at December 31, 2013

Net profit (loss) of

the investee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3

Investment income

(loss) recognized by

the Company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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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1：Unissued stocks.

Note 2：The difference of the investee company’s gain (loss) in the current year and the Company’s investment gain (loss) recognized was the unrealized gain (loss) arising from intercompany transactions.

Note 3：Those amounts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investment income (loss) of the Company on the investees accounted for under the equity method.

Note 4：The investe company had been dissolved and liquid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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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nformation on investments in Mainland China
A. Basic information:

Remitted to

Mainland China

Remitted back to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Shanghai) Co., Ltd.

Sales and

manufacture of

door locks and

related accessories

and furniture

540,456$ (2) -$ -$ -$ -$ 554,983$ 49 271,942$ 664,025$ 387,984$ Note 2

Fu Jia Hardware

Products (Shanghai)

Co., Ltd.

Sales and

manufacture of

door locks and

related accessories

and furniture

18,528 (2) - - - - 6,917)( 49 3,389)( 825)( - Note 2

Ziyong Hardware

Products (Taicang )

Co., Ltd.

Sales and

manufacture of

door locks and

related accessories

and furniture

512,839 (2) 520,957 - - 520,957 42,010 100 42,010 817,724 - Note 2

Formflex Material

Industrial

(Changshu) Ltd.

Sales and

manufacture of

architectural door

and locks and

related accessories

735,090 (2) 588,487 146,603 - 735,090 40,358)( 100 40,358)( 594,169 - Note 2

Ming Hong Material

Technology

(Changshu) Co.,

Ltd.

Sales and

manufacture of rare

earth magnetic

products

44,796 (2) 11,199 - - 11,199 934)( - 314)( - - Note 3

ChangShu Fortune

Packing Material

Co.

Sales and

manufacture of

packing materials

and plastic

13,133 (2) 6,698 - - 6,698 499)( 51 254)( 9,252 - Note 2

Arctek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Sales and

manufacture of

transom closers and

floor springs

37,078 (3) - - - - 15,985)( 100 15,985)( 14,538 - Note 2

Footnote

Accumulated

amount of

remittance from

Taiwan to

Mainland China as

of December 31,

2013

Net income of

investee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3

Ownership

held by the

Company

(direct or

indirect)

Investment

income (loss)

recognized by the

Company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3

Book value of

investments in

Mainland China

as of December

31, 2013

Accumulated

amount of

investment income

remitted back to

Taiwan as of

December 31, 2013

Amount remitted from Taiwan to

Mainland China/Amount remitted

back to Taiwan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3

Investee in

Mainland China

Main business

activities

Paid-in

capital

Investment

method

Accumulated

amount of

remittance from

Taiwan to

Mainland China as

of January 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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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1：Investment methods are classified into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1) Directly invest in a company in Mainland China.
(2) Through investing in an existing company in the third area, which then invested in the investee in Mainland China: reinvest in Mainland China through INGERSOLL-RAND FU HSING

HOLDINGS LTD., MASTER UNITED INVESTMENT GROUP LTD., FORMFLEX ENTERPRISE CO., LTD., and FORTUNE INDUSTRIAL LTD.
(3) Others: The Company invested in Arctek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not using its capital but through indirect investment where the earnings of Ziyong Hardware Products

(Taicang ) Co., Ltd., the Company’s investee in Mainland China, were used to invest in Arctek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Note 2: The investment gain/loss was measured based on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investee.
Note 3: The company has completed liquidation. The investment amount returned through an existing company in the third area was about $11,085 and has not been remitted back to Taiwan; the gain or

loss on investment recognised this period includes loss on liquidation.
Note 4: Limit amount prescribed by the Jing-Shen-Zi Letter No. 09704604680 of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dated August 29, 2008, and is calculated based on 60% of the Company’s consolidated net

assets.

Name of company

Accumulated amount of remittance from Taiwan to

Mainland China as of December 31, 2013

Investment amount approved by the

Investment Commission of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MOEA)

Ceiling on investments in Mainland

China imposed by the Investment

Commission of MOEA Footnote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1,273,944$ 1,337,397$ 2,651,125$ No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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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ignificant transactions conducted with investees in Mainland China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rough other
companies in the third areas:

(a)Sales

1. The sales price and collection terms for sales were based on agreements with the counterparty an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the third parties.

2.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unrealized gain on the transactions above.

(b)Other service revenue

(c)Purchases

1. The purchases prices and payment terms for purchases were based on agreements with the counterparty an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the third parties.

2.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unrealized gain (loss) on the transactions above.

Counterparty Amount

Percentage of net

sales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Fu Hsing Industrial

(Shanghai) Co., Ltd. $ 15,735 -

Fortress Industrial

Co., Ltd.

Arctek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 25,057 2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3

Counterparty Amount

Percentage of total

service revenue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Ziyong Hardware Products

(Taicang ) Co., Ltd. $ 13,434 56

Arctek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3,689 15

Formflex Material Industrial

(Changshu) Ltd.

1,633 7

$ 18,756 $ 78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3

Counterparty Amount

Percentage of net

purchases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Formflex Material Industrial

(Changshu) Ltd.
$ 857,639 34

Ziyong Hardware Products

(Taicang ) Co., Ltd.
121,565 5

Fu Hsing Industrial (Shanghai)

Co., Ltd.
17,799 1

ChangShu Fortune Packing

Material Co.
782 -

$ 997,785 $ 40

Fortress Industrial

Co., Ltd.

Formflex Material Industrial

(Changshu) Ltd.
$ 282,965 $ 32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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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ther receivables

Note: The sales of components to Formflex Metal Industrial (Changshu) Co., Ltd. were not recognized as

sales revenue. The above accounts receivable arose when the Company’s components produced were

sold.

(e)Accounts payable

(f)Other payables

(g)Assets transactions

Acquisition of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h) Endorsements and guarantees provided for related parties

As of December 31, 2013, the Company provided guarantees and endorsements totaling $180,750 (=US$6
million ) for the bank loans of Formflex Metal Industrial (Changshu) Co., Ltd.

Counterparty Amount

Percentage of total

other receivables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Formflex Material Industrial

(Changshu) Ltd.

$ 14,612 24

Ziyong Hardware Products

(Taicang ) Co., Ltd.

13,481 22

Arctek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447 1

$ 28,540 $ 47

Fortress Industrial

Co., Ltd.

Formflex Material Industrial

(Changshu) Ltd.
$ 4,051 75

December 31, 2013

Counterparty Amount

Percentage of total

accounts payable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Formflex Material Industrial

(Changshu) Ltd.

$ 252,186 59

Ziyong Hardware Products

(Taicang ) Co., Ltd.

20,192 5

$ 272,378 $ 64

Formflex Material Industrial

(Changshu) Ltd.
$ 50,154 43

December 31, 2013

Counterparty Amount

Percentage of total

other payables

Fortress Industrial

Co., Ltd.

Formflex Material Industrial

(Changshu) Ltd.
$ 5,301 14

December 31, 2013

Counterparty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3

Taiwan Fu Hsing

Industrial Co., Ltd.

Fu Hsing Industrial (Shanghai)

Co., Ltd.
$ 4,659

Fortress Industrial

Co., Ltd.

Formflex Material Industrial

(Changshu) Ltd.
$ 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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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SEGMENT INFORMATION
(1) General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respond to objectives of providing services to clients, upgrading overall competition and
globalization, except for in Taiwan, the Company successively established operating bases in
Mainland China and America to provide high speed and quality services. Management has
determined the reportable operating segments based on reporting information used for normal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strategic decisions reviewed and implemented, and two geographical
reportable operating segments are Asia and America.

(2) Measurement of segment information
The Group uses the operating profit as the measurement for operating segment profit and the basis
of performance assessment.

(3) Information about segment profit or loss, assets and liabilities
The segment information provided to the chief operating decision-maker for the reportable
segments is as follows:

Note:The chief operating decision maker does not use the measured amount of the assets and
liabilities as a measurement indicator; therefore, the measured amount of the Group’s assets
and liabilities shall be disclosed as $0.

(4) Reconciliation for segment income (loss)
Sales between segments are carried out at arm’s length. The revenue from external parties reported
to the chief operating decision-maker is measured in a manner consistent with that in the income
statement.
A reconciliation of reportable segment profit or loss to the profit before tax and discontinued
operations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and 2012 is provided as follows:

Asia America Total

Revenue from external customers $ 5,837,826 $ 49,854 $ 5,887,680

Inter-segment revenue 1,786,381 53,791 1,840,172

Total segment revenue 7,624,207$ 103,645$ 7,727,852$

Reportable segment profit or loss 302,478$ 6,023$ 308,501$

Segment income (loss):

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 152,998$ 665$ 153,663$

Segment assets/liabilities (Note) -$ -$ -$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3

Asia America Total

Revenue from external customers $ 4,925,215 $ 89,503 $ 5,014,718

Inter-segment revenue 531,583 5,771 537,354

Total segment revenue $ 5,456,798 $ 95,274 $ 5,552,072

Reportable segment profit $ 315,554 $ 45,653 $ 361,207

Segment income (loss):

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 $ 142,236 $ 669 $ 142,905

Segment assets/liabilities (Note) -$ -$ -$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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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ounts provided to the chief operating decision-maker with respect to total assets are
measured in a manner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5) Information on product and service
Revenue from external customers is mainly from sales of metalwork doors. Details of income
balance is as follows:

(6)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Revenue from external customers:

Non-current assets:

In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revenue is based on the location of customers. Non-current assets
include fixed assets, intangible assets, and other assets (excludes financial instruments and
deferred income tax assets) and non-current asset is based on the location of assets.

2013 2012

Reportable segments profit and loss $ 308,501 $ 361,207

Dividend income 29,258 38,991

Share of (loss)/profit of associates and joint ventures

accounted for under equity method
299,542 71,361

Gain on disposal of investments 101,999 4,042
Net gain on financial assets/liabilitie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20,007 21,750

Net currency exchange gain (loss) 13,397 ( 22,266)

Impairment loss on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 20,051) -
Impairment loss on financial assets measured at cost ( 27,435) -

Others 37,457 36,988

Profit before tax and continued operations $ 762,675 $ 512,073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2012

Metalwork doors $ 5,887,680 $ 4,932,686

Service revenue - 82,032

$ 5,887,680 $ 5,014,718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2012

America $ 3,683,180 $ 2,125,419

Asia 1,464,150 2,174,405

Others 740,350 714,894

$ 5,887,680 $ 5,014,718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2012

Asia $ 1,625,458 $ 1,358,710

America 2,038 2,586

$ 1,627,496 $ 1,361,296

December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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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ajor customer information

15. INITIAL APPLICATION OF IFRSs
Thes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the first third-quarter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prepared by the Group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FRSs. The Group has adjusted the amounts as
appropriate that are reported in the previous R.O.C. GAAP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to those
amounts that should be presented under IFRSs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opening IFRS balance sheet.
Information about exemptions elected by the Group, exceptions to the retrospective application of
IFRSs in relation to initial application of IFRSs, and how it affects the Group’s financial position,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cash flows in transition from R.O.C. GAAP to the IFRSs is set out below:
(1) Exemptions elected by the Group

A. Business combinations

The Group has elected not to apply the requirements in IFRS 3, ‘Business Combinations’,
retrospectively to business combinations that occurred prior to the date of transition to IFRSs
(“the transition date”). This exemption also applies to the Group’s previous acquisitions of
investments in associates.

B. Deemed cost

For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that were revalued under R.O.C. GAAP before the
transition date, the Group has elected to use the revalued amount under R.O.C. GAAP at the
date of the revaluation as the ‘deemed cost’ of these assets under IFRSs.

C. Employee benefits

The Group has elected to recognise all cumulative actuarial gains and losses relating to all
employee benefit plans in ‘retained earnings’ at the transition date, and to disclose the
information of present value of defined benefit obligation, fair value of plan assets, gain or
loss on plan assets and experience adjustments under the requirements of paragraph 120A (P),
IAS 19, ‘Employee Benefits’, based on their prospective amounts for financial periods from
the transition date.

D. Cumulative translation differences

The Group has elected to reset the cumulative translation differences arising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foreign operations under R.O.C. GAAP to zero at the transition
date, and to deal with translation differences arising subsequent to the transition date in
accordance with IAS 21, ‘The Effects of Changes in Foreign Exchange Rates’.

E. Compound financial instruments

The Group has elected not to segregate between liability components and equity components
of compound financial instruments whose liability components were no longer outstanding at
the transition date.

F. Share-based payment transactions

The Group has elected not to apply the requirements in IFRS 2, ‘Share-based Payment’,
retrospectively to share-based payment transactions prior to the transition date.

(2)Except hedge accounting and non-controlling interest to which exceptions to the retrospective

Revenue Segment Revenue Segment

A $ 1,436,847 Asia $1,307,666 Asia

B 599,071 Asia 780,535 Asia

$ 2,035,918 $ 2,088,201

For the years ended December 31, 2013

2013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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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FRSs specified in IFRS 1 are not applied as they have no relation with the Group,
other exceptions to the retrospective application are set out below:

A. Accounting estimates

Accounting estimates made under IFRSs on January 1, 2012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made
under R.O.C. GAAP on that day.

B. Derecognition of financial assets and financial liabilities

The derecognition requirements in IAS 39, ‘Financial Instruments: Recognition and
Measurement’ shall be applied prospectively to transactions occurring on or after January 1,
2004.

(3) Requirement to reconcile from R.O.C. GAAP to IFRSs at the time of initial application

IFRS 1 requires that entity should make reconciliation for equity, comprehensive income and cash
flows for the comparative periods. The Group’s initial application of IFRSs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cash flows from operating activities, investing activities and financing activities.
Reconciliation for equity and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comparative periods as to transition
from R.O.C. GAAP to IFRSs is shown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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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conciliation for equity on January 1, 2012:

R.O.C.GAAP

Effect of transition

from R.O.C.GAAP

to IFRSs IFRSs Remark

Current assets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 439,677 100,846)($ $ 338,831 (d)

Financial asset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 current
432,901 - 432,901

Notes receivable, net 39,056 - 39,056

Accounts receivable, net 406,439 - 406,439

Accounts receivable, net – related

parties
430,052 - 430,052

Other receivables – related parties 134,815 - 134,815

Inventories 502,226 - 502,226

Other financial assets - current 22,937 100,846 123,783 (d)

Other current assets 52,171 5,819)( 46,352 (c)

Total current assets 2,460,274 5,819)( 2,454,455

Non-current assets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

non-current
457,879 - 457,879

Financial assets measured at cost –

non-current
204,323 - 204,323

Investments in bonds without active

markets – non-current
60,960 - 60,960

Investments accounted for under

equity method
472,243 - 472,243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1,224,656 12,236)( 1,212,420 (e)(j)

Intangible assets

Goodwill 68,902 - 68,902

Other intangible assets 58,774 46,833)( 11,941 (f)

Deferred income tax assets - 54,034 54,034 (a)(b)(c)

Other financial assets –

non-current
7,996 - 7,996

Long-term prepaid rents - 46,833 46,833 (f)

Other non-current assets 5,050 12,236 17,286 (e)(j)

Total non-current assets 2,560,783 54,034 2,614,817

Total assets $ 5,021,057 48,215$ $ 5,069,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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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GAAP

Effect of transition

from R.O.C.GAAP

to IFRSs IFRSs Remark

Current liabilities

Financial liabilitie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 current
2,032$ -$ 2,032$

Notes payable 179,495 - 179,495

Accounts payable 375,538 - 375,538

Other payables 168,654 17,213 185,867 (b)(k)

Current income tax liabilities 44,456 - 44,456

Other current liabilities 29,509 - 29,509 (k)

Total current liabilities 799,684 17,213 816,897

Non-current liabilities

Reserve for land revaluation

increment tax
41,619 41,619)( -

(c)

Deferred income tax liabilities 18,660 52,857 71,517 (c)

Accrued pension liabilities 185,929 90,787 276,716 (a)

Total non-current liabilities 246,208 102,025 348,233

Total Liabilities 1,045,892 119,238 1,165,130

Equity attributable to owners of the

parent

Share capital 1,884,521 - 1,884,521

Capital surplus 567,114 - 567,114

Retained earnings

Legal reserve 570,419 - 570,419

Special reserve - 48,991 48,991 (i)

Unappropriated retained earnings 709,223 - 709,223 (a)(b)(g)

Other equity (h)(i)

Cumulative translation

differences of foreign operations 159,561 159,561)( - (b)(h)

Unrecognized pension cost 109,122)( 109,122 - (a)

Unrealised gain (loss) on valuation of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96,025 - 96,025

Asset revaluations 69,457 69,457)( - (g)

Equity attributable to owners of the

parent
3,947,198 70,905)( 3,876,293

Non-controlling interest 27,967 118)( 27,849 (b)

Total equity 3,975,165 71,023)( 3,904,142

Total liabilities and equity 5,021,057$ 48,215$ 5,069,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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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econciliation for equity on December 31, 2012:

R.O.C.GAAP

Effect of

transition from

R.O.C.GAAP to

IFRSs IFRSs Remark

Current Assets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667,740$ 124,621)($ 543,119$ (d)

Financial asset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 current
363,219 - 363,219

Notes receivable, net 37,870 - 37,870

Accounts receivable, net 566,380 - 566,380

Accounts receivable, net – related

parties
514,878 - 514,878

Other receivables – related parties 69,461 - 69,461

Inventories 620,472 - 620,472

Other financial assets - current 39,255 124,621 163,876 (d)

Other current assets 72,486 9,020)( 63,466 (c)

Total current assets 2,951,761 9,020)( 2,942,741

Non-current assets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

non-current
558,339 - 558,339

Financial assets measured at cost –

non-current
166,293 - 166,293

Investments in bonds without active

markets – non-current
60,960 - 60,960

Investments accounted for under

equity method
466,250 - 466,250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1,221,992 90,373)( 1,131,619 (e)(j)

Intangible assets

Goodwill 68,902 - 68,902

Other intangible assets 53,452 45,214)( 8,238 (f)

Deferred income tax assets - 59,224 59,224 (a)(b)(c)

Other financial assets – non-current 11,703 - 11,703

Long-term prepaid rents - 45,214 45,214 (f)

Other non-current assets 5,248 90,373 95,621 (e)(j)

Total non-current assets 2,613,139 59,224 2,672,363

Total assets 5,564,900$ 50,204$ 5,61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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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GAAP

Effect of

transition from

R.O.C.GAAP to

IFRSs IFRSs Remark

Current liabilities

Short-term borrowings $ 29,348 $ - $ 29,348

Financial liabilities at fair value

through profit or loss - current
25,881 - 25,881

Notes payable 267,019 - 267,019

Accounts payable 478,195 - 478,195

Other payables 267,399 17,514 284,913 (b)

Current income tax liabilities 30,074 - 30,074

Other current liabilities 9,547 - 9,547

Total current liabilities 1,107,463 17,514 1,124,977

Non-current liabilities

Reserve for land revaluation

increment tax
41,619 ( 41,619) - (c)

Deferred income tax liabilities 29,639 49,145 78,784 (c)

Accrued pension liabilities 192,794 106,350 299,144 (a)

Total non-current liabilities 264,052 113,876 377,928

Total Liabilities 1,371,515 131,390 1,502,905

Equity attributable to owners

of the parent

Share capital 1,884,521 - 1,884,521

Capital surplus 567,114 - 567,114

Retained earnings

Legal reserve 602,270 - 602,270

Special reserve - 48,991 48,991 (i)

Unappropriated retained earnings (a)(b)(g)

Other equity (h)(i)

Cumulative translation

differences of foreign operations 102,940 ( 159,561) ( 56,621) (b)(h)

Unrecognized pension cost ( 126,937) 126,937 - (a)

Unrealised gain (loss) on valuation

of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224,524 - 224,524

Asset revaluations 69,457 ( 69,457) - (g)

Equity attributable to owners

of the parent 4,161,572 ( 81,063) 4,080,509

Non-controlling interest 31,813 ( 123) 31,690 (b)

Total equity 4,193,385 ( 81,186) 4,112,199

Total liabilities and equity 5,564,900$ 50,204$ 5,615,104$

837,683 ( 27,973) 809,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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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econciliation for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2:

(Remainder of page intentionally left blank)

R.O.C.GAAP

Effect of

transition from

R.O.C.GAAP to

IFRSs IFRSs Remark

Operating revenue 5,014,718$ $ - 5,014,718$

Operating costs ( 4,121,656) 10,370 ( 4,111,286) (a)(j)

Gross profit 893,062 10,370 903,432

Operating expenses

Selling expenses ( 175,303) 399 ( 174,904) (a)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 241,041) 1,569 ( 239,472) (a)(b)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ses ( 129,236) 1,387 ( 127,849) (a)

Total operating expenses ( 545,580) 3,355 ( 542,225)

Operating profit 347,482 13,725 361,207

Non-operating income and expenses

Other income 84,203 - 84,203

Other gains and losses 4,939)( 1,035 ( 3,904) (j)

Finance costs ( 794) - ( 794)

Share of profit/(loss) of associates and

joint ventures accounted for under

equity method

71,361 - 71,361

Total non-operating income and

expenses 149,831 1,035 150,866

Profit before income tax 497,313 14,760 512,073

Income tax expense ( 99,464) 2,555)( ( 102,019) (a)

Profit for the period $ 397,849 $ 12,205 $ 41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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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inder of page intentionally left blank)

R.O.C.GAAP

Effect of

transition from

R.O.C.GAAP to

IFRSs IFRSs Remark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net

Cumulative translation differences of

foreign operations
-$ ($ 40,690) ($ 40,690)

(h)

Unrealised gain (loss) on valuation of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 128,499 128,499

Actuarial gain (loss) on defined

benefit plan
- ( 48,407) ( 48,407) (a)

Share of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of associates and joint ventures

accounted for under equity method

- 16,466)( ( 16,466) (h)

Income tax relating to the components

of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 8,229 8,229 (a)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period, net of tax
- 31,165 31,165

Total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period
$ 397,849 $ 43,370 $ 441,219

Profit attributable to:

Owners of the parent $ 386,453 $ 12,205 $ 398,658

Non-controlling interest 11,396 - 11,396

$ 397,849 $ 12,205 $ 410,054

Comprehensive income (loss)

attributable to:
Owners of the parent $ 386,453 $ 43,905 $ 430,358

Non-controlling interest 11,396 ( 535) 10,861

$ 397,849 $ 43,370 $ 44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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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s for reconciliation are outlined below:

(a) Pensions

i. The discount rate used to calculate pensions shall be determin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factors specified in R.O.C. SFAS 18, paragraph 23. However, IAS 19, ‘Employee

Benefits’, requires an entity to determine the rate used to discount employee benefits

with reference to market yields at the end of the reporting period on high quality

corporate bonds of a currency and term consistent with the currency and term of the

benefit obligation; when there is no deep market in corporate bonds, an entity is required

to use market yields on government bonds (at the end of the reporting period) instead.

ii.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roup’s accounting policies, unrecognised transitional net benefit

obligation should be amortised on a straight-line basis over the average remaining

service period of employees still in service and expected to receive benefits. However,

the transitional provisions in IAS 19 are not applied to the Group as the first-time adopter

of IFRSs, so the Group has no unrecognised transitional liabilities.

iii. In accordance with R.O.C. GAAP, the excess of the accumulated benefit obligation over

the fair value of the pension plan (fund) assets at the balance sheet date is the minimum

amount of pension liability that is required to be recognised on the balance sheet

(“minimum pension liability”). However, IAS 19, ‘Employee Benefits’, has no

regulation regarding the minimum pension liability.

iv. In accordance with R.O.C. GAAP, actuarial pension gain or loss of the Group is

recognised in net pension cost of current period using the ‘corridor’ method. However,

in accordance with IAS 19, ‘Employee Benefits’, actuarial pension gain or loss is

recognized immediately in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b) Employee benefits

R.O.C. GAAP does not specify the rules on the cost recognition for accumulated unused

compensated absences. The Group recognises such costs as expenses upon actual payment.

However, IAS 19, ‘Employee Benefits’, requires that the costs of accumulated unused

compensated absences should be accrued as expenses at the end of the reporting period.

(c) Income taxes

i. In accordance with R.O.C. GAAP, a deferred tax asset or liability should,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its related asset or liability, be classified as current or noncurrent.

However, a deferred tax asset or liability that is not related to an asset or liability for

financial reporting, should be classified as current or noncurrent according to the expected

time period to realise or settle a deferred tax asset or liability. However, under IAS 1,

‘Present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an entity should not classify a deferred tax asset or

liability as current.

ii. In accordance with R.O.C. GAAP, when evidence shows that part or whole of the deferred

tax asset with 50% probability or above will not be realised, an entity should redu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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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unt of deferred tax asset by adjusting the valuation allowance account. In accordance

with IAS 12, ‘Income Taxes’, a deferred tax asset should be recognised if, and only if, it is

considered probable that it will be realised.

iii. Regarding tax rates that shall apply to the deferred tax assets or liabilities associated with

unrealised gains or losses arising from transactions between parent company and

subsidiaries by buyer tax rate or seller tax rate, R.O.C. GAAP does not specify the rules

for this issue; while, the Group adopts seller tax rate for computation. However, under

IAS 12, ‘Income Taxes’, temporary differences in th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determined by comparing the carrying amounts of assets and liabilities in those

statements and applicable taxation basis. The Company’s taxation basis is determined by

reference to the Group entities’ income tax returns. Accordingly, buyer tax rate shall apply

to the deferred tax assets or liabilities in th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iv. R.O.C. GAAP specify that reserve for land revaluation increment tax should be presented

under ‘Reserves - reserve for land revaluation increment tax”. However, in accordance

with IAS 12, ‘Income Taxes’, land revaluation increment tax is within the scope of

income taxes. Therefore, it should be presented under ‘Deferred income tax liabilities’.

v. Deferred income tax assets and liabilities cannot be offset as they do not meet the criteria

of offsetting assets and liabilities under IAS 12, ‘Income Taxes’. Thus, the Group

reclassified deferred income tax assets and liabilities at the transition date.

(d)Time deposits

Under R.O.C. GAAP, time deposits with over one year maturity is classified as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However, under IAS 1, ‘Present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time

deposits over three months shall be classified as other financial assets – current depending

on their liquidity.

(e) Prepayment for equipment

Prepayment for acquisition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is presented in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Prepar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by Securities Issuers”. However, such prepayment should be

presented in ‘Prepayment for equipment’ based on its nature under IFRSs.

(f)Land use right

R.O.C. GAAP specify that royalties paid on acquisition of land use right shall be presented

as ‘Intangible assets’. However, IAS 17, ‘Leases’, specifies that royalties on land use right,

which meets the definition of long-term operating lease, shall be presented as ‘Long-term

rental prepayment’. Therefore, the Group reclassified the land use right from ''Other

intangible assets'' to ''Long-term rental prepayment''.

(g) Land revaluation increments

For land that was revalued under R.O.C. GAAP before the transition date, the Group has

elected to use the revalued amount under R.O.C. GAAP at the date of the revaluation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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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emed cost’ of these assets under IFRSs. The Group thus reclassifed unrealised gain

on revaluation to retained earnings at the transition date.

(h) Cumulative translation differences

The exemptions elected by the Group are in accordance with IFRS 1, “First-time Adopti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Preparation of Financial Reports by Securities Issuers” that was applied in 2013. Therefore,

the Group decreased adjustment for cumulative translation and transferred to retained

earnings at the transition date.

(i) Special reserve

In accordance with Jin-Guan-Zheng-Fa-Zi Letter No. 1010012865, dated April 6, 2012, the

Group has elected to transfer adjustment for gain on cumulative translation to retained

earnings, and the Group shall recognise special reserve.

(j) Other assets

Idle assets are presented in ‘Other asse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Prepar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by Securities Issuers”. However, IFRS does not

require transfer and idle assets are reclassifed to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k) Others

For financial report presentation, certain subjects in the balance sheet and consolidated

statement of income and financial report prepared in accordance with R.O.C. GAAP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2 have been reclassified.

D. Major adjustments for the consolidated statements of cash flows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12:

(a) The transition of R.O.C. GAAP to IFRSs has no effect on the Group’s cash flows reported.

(b)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R.O.C. GAAP and IFRSs has no net effect on the Group’s cash

flows re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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