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名稱

關係

（註2）

0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

(股)公司

潤泰精密材料(股)

公司

1 675,000$     31,254$     31,254$     31,254$    -$       0.78 1,350,000$   Y N N

註1：編號欄之說明如下：
     (1).發行人填0。
     (2).被投資公司按公司別由阿拉伯數字1開始依序編號。
註2：背書保證者與被背書保證對象之關係有下列六種，標示種類即可：
     (1).有業務關係之公司。
     (2).直接持有普通股股權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子公司。
     (3).母公司與子公司持有普通股股權合併計算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被投資公司。
     (4).對於直接或經由子公司間接持有普通股股權超過百分之五十之母公司。
     (5).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依合約規定互保之公司。
     (6).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例對其背書保證之公司。
註3：應填列公司依為他人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所訂定對個別對象背書保證之限額及背書保證最高限額，並於備註欄說明背書保證個別對象及總限額之計算方法。
註4：當年度為他人背書保證之最高餘額。
註5：截至年底舉凡公司向銀行簽具背書保證契約或票據之額度獲准時，即承擔背書或保證責任；另其他相關有背書保證情事者，皆應入計背書保證餘額中。
註6：應輸入被背書保證公司於使用背書保證餘額範圍內之實際動支金額。
註7：屬上市櫃母公司對子公司背書保證者、屬子公司對上市櫃母公司背書保證者、屬大陸地區背書證者始須填列Y。

期末背書

保證餘額

（註5）

實際動支

金額

（註6）

編號

（註1）

背書保證者

公司名稱

被背書保證對象 對單一企業

背書保證限額

（註3）

本期最高

背書保證餘額

（註4）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為他人背書保證

民國10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附表一 單位：新台幣仟元

屬對大陸地

區背書保證

（註7）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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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3）

屬母公司對

子公司背書

保證（註7）

屬子公司對

母公司背書

保證（註7）

附表一



股  數 帳面金額 持股比例 公允價值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股票 本公司為該公司之孫公司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3,426,264     153,325$       0.34 153,325$         註2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潤泰全球(股)公司股票 對本公司之最終母公司採權益

法認列之公司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20,151,803    1,583,932      3.57 1,583,932        註3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台灣浩鼎生技(股)公司股票 最終母公司之關聯企業之監察

人為該公司之法人董事代表人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220,000       34,430         0.13 34,430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大買家(股)公司股票 -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4,267,233     62,302         2.51 62,302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寶德能源科技(股)公司股票 -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19,737,629    123,755        1.50 123,755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南山人壽次順位公司債 最終母公司之關聯企業為該公

司之控制公司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非流動

-             500,000        -             -                

潤泰精密材料(股)公司 潤泰全球(股)公司股票 對本公司之最終母公司採權益

法認列之公司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37,874        2,976          -             2,976            註3

潤泰精密材料(股)公司 台灣浩鼎生技(股)公司股票 最終母公司之關聯企業之監察

人為該公司之法人董事代表人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99,000        15,493         0.06 15,493           

潤德室內裝修設計工程(股)公司 潤泰全球(股)公司股票 對本公司之最終母公司採權益

法認列之公司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657,045       51,644         0.12 51,644           註3

註1：本表所稱有價證券，係指屬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範圍內之股票、債券、受益憑證及上述項目所衍生之有價證券。
註2：潤泰創新減資換發股票基準日為民國107年10月5日。
註3：潤泰全球減資換發股票基準日為民國107年10月26日。

備註持有之公司

有價證券種類及名稱

（註1） 與有價證券發行人之關係 帳列科目

期                      末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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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107年12月31日

附表二 單位：新台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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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銷）貨 金額

佔總進（銷）貨

之比率(註) 授信期間 單價 授信期間 餘額

佔總應收（付）票據、

帳款之比率(註)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 該公司為本公司之

最終母公司

銷貨 1,361,128$   22.78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

限收取價款

 議價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

限收取價款

148,812$     19.76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公司 該公司法人監察人

之一為本公司之最

終母公司

銷貨 198,109      3.32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

限收取價款

 議價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

限收取價款

13,835       1.84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中裕新藥(股)公司 該公司法人董事之

一為本公司之最終

母公司

銷貨 148,334      2.48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

限收取價款

 議價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

限收取價款

4,087        0.54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潤泰創新開發(股)公司 該公司為本公司之

最終母公司之子公

司

銷貨 131,293      2.20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

限收取價款

 議價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

限收取價款

25,103       3.33               

潤德室內裝修設計工程(股)公司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 該公司為本公司之

最終母公司

銷貨 112,275      16.51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

限收取價款

 議價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

限收取價款

31,644       34.90              

潤德室內裝修設計工程(股)公司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該公司為本公司之

母公司

銷貨 130,052      19.13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

限收取價款

 議價 依工程合約規定期

限收取價款

7,381        8.14               

註：係按進銷貨之公司個體角度計算。

備註進（銷）貨之公司 交易對象名稱 關係

交易情形

交易條件與一般交易不同之情形及

原因 應收（付）票據、帳款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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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10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附表三 單位：新台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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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金額 處理方式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 本公司為該公司之孫公司 148,812$          6.33 -$             - 148,762$        -$              

應收關係人款項期

後收回金額 提列備抵呆帳金額帳列應收款項之公司 交易對象名稱 關係 應收關係人款項餘額 週轉率

逾期應收關係人款項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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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107年12月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附表四



科目 金額 交易條件

佔合併總營收或總資產

之比率(註3)

0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潤鑄建築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1 勞務收入 24,695$              按一般交易條件處理 0.29%

1 潤泰精密材料(股)公司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2 銷貨收入 50,350               按一般交易條件處理 0.58%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2 工程收入 10,489               按一般交易條件處理 0.12%

2 潤德室內裝修設計工程(股)公司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2 工程收入 70,289               按一般交易條件處理 0.81%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2 銷貨收入 59,763               按一般交易條件處理 0.69%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2 應收帳款 7,381                按一般交易條件處理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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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往來情形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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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五 單位：新台幣仟元

編號

(註1) 交易人名稱 交易往來對象

與交易人之關係

(註2)

附表五



本期期末 去年年底 股數 比率 帳面金額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潤泰精密材料(股)公司 台灣 建材生產與經銷 587,269$     587,269$     58,726,917   39.15 907,476$     116,121$     45,463$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潤陽營造(股)公司 台灣 土木建築工程 5,408        5,408        600,000      100.00 11,238       1,032        1,032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公司 Wide Profit International

Holding Ltd

香港 一般投資事業 -            45,819       -            -        -            8,256        619          註

潤泰精密材料(股)公司 潤德室內裝修設計工程(股)公司 台灣 室內裝潢與庭園

綠化設計及施工

140,571      140,571      3,000,000    100.00 185,106      84,713       84,713       

註：Wide Profit International Holding Ltd.於民國107年7月31日停止營業活動，於民國107年9月13日預先匯回剩餘股款，並於民國107年12月14日通過董事會及股東會，刻正辦理登記註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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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六 單位：新台幣仟元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被投資公司本期

損益

本期認列之投資

損益 備註投資公司名稱 被投資公司名稱 所在地區 主要營業項目

原始投資金額 期末持有

附表六



匯出 收回

潤鑄建築工程

(上海)有限公司

建築工程技術諮詢

及服務

159,744$     1 159,744$        -$      -$      159,744$    3,932$    100.00 3,932$      142,7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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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潤弘精密工程

事業(股)公司

 $      159,744  $    159,744  $  3,278,364

註1：投資方式區分為下列三種，標示種類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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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註明該第三地區之投資公司)

     (3).其他方式

註2：本期認列投資損益欄中：

     (1)若屬籌備中，尚無投資損益者，應予註明

     (2)投資損益認列基礎分為下列三種，應予註明

        A.經與中華民國會計師事務所有合作關係之國際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B.經台灣母公司簽證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C.其他。

註3：本表相關數字應以新臺幣列示。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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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被投資公司名稱

期末投資帳

面金額

截至本期止已

匯回投資收益

附表七

備註主要營業項目 實收資本額

投資方式

（註1）

本期期初自台灣匯

出累積投資金額

本期期末自台

灣匯出累積投

資金額

本公司直接或

間接投資之持

股比例

本期認列

投資損益

（註2(2)B）

被投資公司

本期損益

本期匯出或收回

投資金額

附表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