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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鎂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聲明書 

 

本公司民國 107年度 自 107年 1月 1日至 107年 12月 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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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準則 應納入編製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之公司與

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號應納入編製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之公司均相同，且關係企業合併

財務報表所應揭露相關資訊於前揭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中均已揭露，爰不再另行編製關係企

業合併財務報表。 

 

特此聲明 

 

 

 

 

 

 

 

 

公司名稱：萊鎂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負 責 人：陳仲竹 

 

中華民國 108年 3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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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鎂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  併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民國 107 年度及 106 年度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除特別註明者外 ) 

 

一 公司沿革  

萊鎂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 本公司 )於民國 99 年 3 月 17 日奉准

設立。本公司及子公司 (以下統稱 本集團 )主要經營項目為醫療器材及周邊設

備的設計 製造及銷售。本公司股票於民國 106 年 4 月 10 日核准公開 行，並

於民國 106 年 5 月 9 日經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核准成為興櫃公司。  

二 通過財務報告之日期及程序  

本合併財務報告已於民國 108 年 3 月 26 日經董事會通過後 。  

三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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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後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影響  

下表彙列金管會認可之民國 107 年適用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新 修

正及修訂之準則及解釋：  

 

 新 /修正/修訂準則及解釋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之生效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2號之修正 股份基礎給付交易之分類

及衡量

民國107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4號之修正 於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4號

保險合約 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之適

用

民國107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民國107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之收入 民國107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5號之修正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之收入 之闡釋

民國107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7號之修正 揭露倡議 民國106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正 實現損失之遞延所得稅資產之

認列

民國106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40號之修正 投資性不動產之轉列 民國107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22號 外幣交易與預收(付)對價 民國107年1月1日

2014-2016週期之年度改善-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號 首次採用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民國107年1月1日























































是否 有短期融通 對個別對象

貸出資金 為關 本期 實際 資金貸 業務 資金必要之 提列備抵 資金貸與 資金貸與

編號 之公司 貸與對象 往來項目 係人 最高金額 期末餘額 動支金額 利率區間 與性質 往來金額 原因 呆帳金額 名稱 價值 限額 總限額 備註

0 萊鎂醫療器材股份

有限公司

SOMNICS UG 其他應收款 是 3,606$     3,483$    1,219$     2.04% 短期

資金融通

-$     營運週轉 -$     - -$  19,317$     77,267$    註1

註1：依本公司資金貸與作業程序規定，對他公司因短期融通資金必要所為資金貸與，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公司淨值之10%或一百萬美元孰低者為限；貸與總額以不超過公司淨值之40%為限。
註2：本附表新台幣涉及外幣者，係以財務報導期間結束日之匯率 EUR 1：TWD 34.83 換算為新台幣。

擔保品

萊鎂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

民國10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附表一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除特別註明者外)

附表一



佔合併總營收或總資產

編號 之比率

(註1) 交易人名稱 交易往來對象 與交易人之關係 科目 金額 交易條件 (註3)

0 萊鎂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Somnics UG 1 應收帳款 73$                  0%

0 " " 1 其他應收款 1,230                1%

0 " " 1 銷貨收入 74                   依雙方議定之價格計價，

月結30天

0%

0 " " 1 利息收入 23                   0%

0 " 四川萊鎂科技有限公司 1 其他應收款 231                  0%

0 " " 1 其他收入 23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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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交易人之關係有以下三種，標示種類即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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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子公司無須重複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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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屬資產負債項目者，以期末餘額佔合併總資產之方式計算；若屬損益項目者，以期中累積金額佔合併總營收之方式計算。
註4：本表之重要交易往來情形得由公司依重大性原則決定是否須列示。

交易往來情形

(除特別註明者外)

萊鎂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母公司與子公司及各子公司間之業務關係及重要交易往來情形及金額

民國10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附表二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附表二



被投資公司 本期認列之

投資公司名稱 被投資公司名稱 所在地區 主要營業項目 本期期末 去年年底 股數 比率 帳面金額 本期損益 投資損益 備註

萊鎂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SOMNICS UG 德國 醫療器材

產品貿易

36$          36$          - 100.00 994)($         243)($         272)($         

萊鎂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SOMNICS HOLDING(SAMOA) INC. 薩摩亞 控股公司 3,396        -            111,000        100.00 2,565        718)(          718)(          註

註：萊鎂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於107年7月起投資SOMNICS HOLDING(SAMOA) INC.。

(除特別註明者外)

萊鎂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原始投資金額 期末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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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10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附表三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附表三



本期期初自台 本期期末自台 本公司直接

投資方式 灣匯出累積投 灣匯出累積投 被投資公司本 或間接投資 本期認列投資 期末投資帳面 截至本期止已

大陸被投資公司名稱 主要營業項目 實收資本額 註 資金額 匯出 收回 資金額 期損益 之持股比例 損益 金額 匯回投資收益 備註

四川萊鎂醫療科技有限公

司

醫療器材

產品貿易

3,396$        透過轉投資第三

地區現有公司再

投資大陸公司

-$          3,396$   -$       3,396$      712)($       100.00 712)($       2,540$      -$          註

註：係以現金透過第三地區之子公司－SOMNICS HOLDING(SAMOA) INC.轉投資四川萊鎂醫療科技有限公司，業經投審會核備。

本期期末累計自 依經濟部投審會
台灣匯出赴大陸 經濟部投審會 規定赴大陸地區

公司名稱 地區投資金額 核准投資金額 投資限額

萊鎂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

司

 $       3,396  $       3,396 115,900$      

(除特別註明者外)

附表四

投資金額

萊鎂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大陸投資資訊－基本資料

民國10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本期匯出或收回

附表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