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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2號「對其他個體之權益之揭露」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2號主要係整合針對子公司、聯合協議、關聯企業與

未合併結構性個體之揭露規定，並將該等規定於單一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表

達。此準則自2013年1月1日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9)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3號「公允價值衡量」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3號主要在於定義公允價值、於單一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規範針對公允價值衡量之架構並規定關於公允價值衡量之揭露，藉以減

少衡量公允價值時適用上之複雜性並改善一致性。惟並未改變其他準則中

有關何時須採用公允價值衡量或揭露之規定。此準則自2013年1月1日以後

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10) 其他綜合損益項目之表達(修正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表達」)

此修正要求其他綜合損益節列報之各單行項目，應依其後續是否重分類至

損益予以分類及分組。此修正自2012年7月1日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11)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員工福利」之修改

主要修改包括：(1)確定福利計畫之精算損益由原先可採「緩衝區」予以遞

延認列，改為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項下、(2)認列於損益項下之金額僅包括

當期及前期服務成本、清償損益及淨確定福利負債(資產)淨利息、(3)確定福

利計畫之揭露包括提供每一重大精算假設敏感度分析之量化資訊、(4)於企

業不再能撤銷福利之要約，及認列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負債準備、或有

負債及或有資產」範圍內且涉及離職福利之支付之重組成本兩者較早時點

認列離職福利等。此修改之準則自2013年1月1日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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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0號「合併財務報表」之修正

投資個體之修正主要係提供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0號中有關合併之一例外

規定，其要求符合投資個體定義之母公司以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對子

公司之投資，而非將其併入合併報表。此修正亦規定有關投資個體之揭露

事項。此修正自2014年1月1日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以上為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已發布，金管會已認可且自2015年1月1日以後開始

之會計年度適用之新發布、修訂及修正之準則或解釋，本公司已評估除前述(10)
將影響財務報表之表達及增加財務報告之揭露外，其餘新公布或修正準則、或

解釋對本公司並無重大影響。

2. 截至財務報告發布日止，本公司未採用下列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已發布但金管

會尚未認可之準則或解釋：

(1) 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損」之修正

此修正係針對2011年5月發布之修正，要求企業僅於報導期間認列或迴轉減

損損失時，始應揭露個別資產(包括商譽)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此

外，此修正並要求揭露依據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決定已減損資產之可回收

金額時，所採用之評價技術、公允價值層級與關鍵假設等資訊。此修正自

2014年1月1日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21號「公課」

該解釋就應在何時針對政府課徵之公課(包括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負

債準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的規定進行核算的公課以及時間和金額均

可確定之公課)估列為負債提供相關指引。此解釋自2014年1月1日以後開始

之年度期間生效。

(3) 衍生工具之合約更替及避險會計之延續

此修正主要係對衍生工具若有合約更替，於符合特定條件之情況下，無須

停止適用避險會計。此修正自2014年1月1日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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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期中財務報導」

此修正釐清何謂「於期中財務報告其他部分」揭露之資訊；此修正明訂期

中財務報導規定之揭露須包含於期中財務報表附註中或自期中財務報表交

叉索引至此資訊所在處，而該資訊需與期中財務報表同時間及以相同條件

提供予使用者。此修正自2016年1月1日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16) 揭露計畫(修正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表達」)

主要修改包括：(1)重大性，釐清企業不應藉由不重要之資訊或將不同性質

或功能之資訊彙總表達而模糊重要資訊，降低財務報表之可了解性。此項

修正再次重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所要求特定之揭露，應進行該資訊是否重

大之評估、(2)分類及小計，釐清綜合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之單行項目可再

與細分，及企業應如何表達並增加額外之小計資訊、(3)附註之架構，釐清

對於財務報表附註呈現之順序，企業係有裁量空間，惟仍強調考量順序時

要兼顧可了解性及可比性、(4)會計政策之揭露，刪除重大會計政策中與所

得稅及外幣兌換損益相關之例舉，因考量前述例舉並無助益，及(5)源自權

益會計處理投資之其他綜合損益項目之表達，釐清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

企業及合資之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依後續能否重分類至損益彙總為財務報

表之單行項目表達。此修正自2016年1月1日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17) 投資個體：對合併例外之適用(修正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0號、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12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

此修正包括(1)釐清當投資個體按公允價值衡量其所有子公司時，本身為該

投資個體子公司之中間層級母公司係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0號第4段
所規定編製合併財務報表之豁免、(2)釐清子公司唯有於其本身並非投資個

體且提供對投資個體母公司之支援服務時，方須依據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0號第32段之規定併入投資個體母公司之合併報表，及(3)允許投資者於適

用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所規定之權益法時，保留屬投資個體之關聯企業或

合資對其子公司權益所適用之公允價值衡量，並自2016年1月1日以後開始

之年度期間生效。

以上為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已發布但金管會尚未認可之準則或解釋，其實際適

用日期以金管會規定為準，本公司除現正評估(10)之新公布或修正準則、或解

釋之潛在影響，暫時無法合理估計前述準則或解釋對本公司之影響外，其餘新

公布或修正準則，或解釋對本公司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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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構成報導個體對國外營運機構淨投資一部分之貨幣性項目，所產生之兌換

差額原始係認列為其他綜合損益，並於處分該淨投資時，自權益重分類至

損益。

當非貨幣性項目之利益或損失認列為其他綜合損益時，該利益或損失之任何兌

換組成部分認列為其他綜合損益。當非貨幣性項目之利益或損失認列為損益時

，該利益或損失之任何兌換組成部分認列為損益。

4. 外幣財務報表之換算

本公司之每一國外營運機構係自行決定其功能性貨幣，並以該功能性貨幣衡量

其財務報表。編製個體財務報告時，國外營運機構之資產與負債係以該資產負

債表日之收盤匯率換算為新台幣，收益及費損項目係以當期平均匯率換算。因

換算而產生之兌換差額認列為其他綜合損益，並於處分該國外營運機構時，將

先前已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並累計於權益項下之單獨組成部分之累計兌換差額

，於認列處分損益時，自權益重分類至損益。對國外營運機構喪失控制、重大

影響或聯合控制但仍保留部分權益時，亦按處分處理。

在未喪失控制下部份處分包含國外營運機構之子公司時，按比例將認列於其他

綜合損益之累計兌換差額以「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調整，而不認列為損益；在

未喪失重大影響或聯合控制下，部份處分包含國外營運機構之關聯企業或聯合

控制個體時，累計兌換差額則按比例重分類至損益。

5. 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分類標準

有下列情況之一者，分類為流動資產，非屬流動資產，則分類為非流動資產：

(1) 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實現該資產，或意圖將其出售或消耗。

(2)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該資產。

(3) 預期於報導期間後十二個月內實現該資產。

(4) 現金或約當現金，但於報導期間後至少十二個月將該資產交換或用以清償

負債受到限制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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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符合下列條件之一，分類為持有供交易：

A.其取得之主要目的為短期內出售；
B.於原始認列時即屬合併管理之可辨認金融工具組合之一部分，且有近期

該組合為短期獲利之操作型態之證據；或
C.屬衍生工具(財務保證合約或被指定且有效之避險工具之衍生工具除外)

。

對於包含一個或多個嵌入式衍生工具之合約，可指定整體混合(結合)合約為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當符合下列因素之一而可提供更攸
關之資訊時，於原始認列時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A.該指定可消除或重大減少衡量或認列不一致；或
B.一組金融資產、金融負債或兩者，依書面之風險管理或投資策略，以公

允價值基礎管理並評估其績效，且合併公司內部提供予管理階層之該投
資組合資訊，亦以公允價值為基礎。

此類金融負債再衡量產生之利益或損失認列為損益，該認列為損益之利益
或損失包含該金融負債所支付之任何利息。

對於此類金融負債，若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且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時，
於報導期間結束日以成本衡量，並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列報於資產負債
表。

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

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包括應付款項及借款等，於原始認列後，續
後以有效利率法衡量。當金融負債除列及透過有效利率法攤提時，將其相
關損益及攤銷數認列於損益。

攤銷後成本之計算考量取得時之折價或溢價及交易成本。

金融負債之除列

當金融負債之義務解除、取消或失效時，則除列該金融負債。

當本公司與債權人間就具重大差異條款之債務工具進行交換，或對現有金
融負債之全部或部分條款作重大修改(不論是否因財務困難)，以除列原始負
債並認列新負債之方式處理，除列金融負債時，將其帳面金額與所支付或
應支付對價總額(包括移轉之非現金資產或承擔之負債)間之差額認列於損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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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存貨

103.12.31 102.12.31

原料 $97,697 $82,543
在製品 14,366 10,632
製成品(含商品) 35,985 36,029

合計 148,048 129,204
減：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 (12,288) (23,527)

淨額 $135,760 $105,677

本公司民國一○三年及一○二年度認列為費用之存貨成本分別為2,189,507千元

及2,216,708千元，包括認列存貨沖減至淨變現價值而認列當期費用分別為

17,779千元及21,141千元。

上述存貨未有提供擔保之情事。

4.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103.12.31 102.12.31

被投資公司名稱 金額 持股比例 金額 持股比例

Masterview Enterprises Limited $2,522,193 100.00% $2,323,909 100.00%
Young OpticsInc. USA 1,023 100.00% 2,468 100.00%
光芒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91,266 100.00% 312,529 100.00%

小計 2,614,482 2,638,906

加：未實現銷貨利益 (6,350) (5,191)
未實現處分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利益 (143) -

合  計 $2,607,989 $2,633,715

投資子公司於個體財務報告係以「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表達，並作必要之評價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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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福利義務之現值變動如下： 
 

  103年度  102年度 
期初之確定福利義務  $81,592 $83,559 
當期服務成本  593 614 
利息成本  1,628 1,462 
支付之福利  (363) - 
精算損失(利益)  4,642 (4,043) 
清償利益  (17,796) - 
期末之確定福利義務  $70,296 $81,592 
 
計畫資產公允價值變動如下： 
 

  103年度  102年度 
期初之計畫資產公允價值  $44,181 $40,123 
計畫資產預期報酬  916 733 
雇主提撥數  3,446 3,533 
支付之福利  (363) - 
精算損失(利益)  120 (208) 
期末之計畫資產公允價值  $48,300 $44,181 
 
截至民國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確定福利計畫預期於未來十二個
月提撥3,365千元。 
 
計畫資產主要類別構成總計畫資產公允價值之百分比如下： 
 
  退休金計畫(%) 
  103.12.31(註)  102.12.31 
現  金 22.36% 26.96% 
權益工具 48.46% 44.77% 
債務工具 26.21%  27.48% 
其  他 2.97% 0.79% 
 
註：係依照勞工退休基金監理會最近一期公告資料 
 
本公司民國一○三年及一○二年度計畫資產之實際報酬分別為1,036千元及525
千元。 
 
員工退休基金係全數提存於臺灣銀行信託部，計畫資產預期報酬率主要係根據
精算師對於確定福利義務預計存續期間內之政府公債殖利率，並參考存放機構
歷史報酬趨勢、該資產所處市場之預測、勞工退休基金監理會對勞工退休基金
之運用情形，及考量最低收益不低於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後所作之估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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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 其他收入

103年度 102年度

租金收入 $49,858 $52,076
利息收入 770 486
其他收入－其他 36,925 36,729

合  計 $87,553 $89,291

(2) 其他利益及損失

103年度 102年度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 $1,120 $-
淨外幣兌換(損)益 1,992 (2,154)
其 他 (9,146) (9,894)
合  計 $(6,034) $(12,048)

(3) 財務成本

103年度 102年度

銀行借款之利息 $8,298 $6,445

17. 其他綜合損益組成部分

民國一○三年度其他綜合損益組成部分如下：

當期產生

當期

重分類調整

其他

綜合損益

所得稅

利益(費用) 稅後金額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

換算之兌換差額 $140,771 $- $140,771 $- $140,771
確定福利計畫精算損失 (4,522) - (4,522) 769 (3,753)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合計 $136,249 $- $136,249 $769 $137,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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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一○二年度

期初餘額
認列於

損益

認列於

其他綜

合損益

直接認列

於權益

兌換

差額

期末

餘額

暫時性差異

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 $2,877 $(349) $- $- $- $2,528

長期股權投資 (59,840) (22,852) - - - (82,692)

負債準備-維修保固 5,624 (2,088) - - - 3,536

負債準備-銷貨退回及折讓 918 (747) - - - 171

應付員工福利 4,419 (85) - - - 4,334

應計退休金負債 8,040 - (651) - - 7,389

其他 2,061 (820) - - - 1,241

未使用課稅損失 - 4,517 - - - 4,517

未使用所得稅抵減 3,354 (3,354) - - - -

遞延所得稅(費用)/利益 $(25,778) $(651) $- $-

遞延所得稅資產/(負債)淨額 $(32,547) $(58,976)

表達於資產負債表之資訊如下：

遞延所得稅資產 $27,639 $23,716

遞延所得稅負債 $(60,186) $(82,692)

本公司未使用課稅損失之資訊彙總如下：

尚未使用餘額

發生年度 虧損金額 103.12.31 102.12.31 最後可抵減年度

101年 172,876 $48,069 $172,876 111年

未認列之遞延所得稅資產

截至民國一○三年及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因非很有可能有課稅

所得而未認列之遞延所得稅資產金額合計分別為8,171千元及49,77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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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對於前述財務風險管理已依相關規範建立適當之政策、程序及內部控

制，重要財務活動須經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依相關規範及內部控制制度進行

覆核。於財務管理活動執行期間，本公司須確實遵循所訂定之財務風險管理

之相關規定。

3. 市場風險

本公司之市場風險係金融工具因市場價格變動，導致其公允價值或現金流量

波動之風險，市場風險主要包括匯率風險、利率風險及其他價格風險。

實務上極少發生單一風險變數單獨變動之情況，且各風險變數之變動通常具

關聯性，惟以下各風險之敏感度分析並未考慮相關風險變數之交互影響。

匯率風險

本公司匯率風險主要與營業活動(收入或費用所使用之貨幣與本公司功能性

貨幣不同時)及國外營運機構淨投資有關。

本公司之應收外幣款項與應付外幣款項之部分幣別相同，此時，部位相當部

分會產生自然避險效果；另國外營運機構淨投資係屬策略投資，因此，本公

司未對此進行避險。

本公司匯率風險之敏感度分析主要針對財務報導期間結束日之主要外幣貨

幣性項目，其相關之外幣升值/貶值對本公司損益及權益之影響。本公司之匯

率風險主要受美元匯率波動影響，敏感度分析資訊如下：

當新台幣對美元升值/貶值1%時，對本公司於民國一○三及一○二年度之損

益將分別減少/增加27,849千元及23,200千元；權益將分別減少/增加25,232千
元及23,268千元。

利率風險

利率風險係因市場利率之變動而導致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或未來現金流量

波動之風險，本公司之利率風險主要係來自於浮動利率借款並假設持有一個

會計年度，當利率上升/下降十個基點(0.1%)，對本公司於民國一○三及一○

二年度之損益分別減少/增加0千元及6千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