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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經核閱，未依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
臺灣動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報告附註

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第二季

(除另有註明者外，所有金額均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

一、公司沿革　

臺灣動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於民國一○一年三月五日奉經濟部核

准設立，註冊地址為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四段97號22樓之1。本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國際

貿易、動物用藥之製造、批發及零售等業務。

二、通過財務報告之日期及程序

本財務報告已於民國一○七年八月六日經董事會通過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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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之新發布及修訂後準則及解釋之影響

本公司自民國一○七年起全面採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認

可並於民國一○七年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財務報告。相關新發布、修正及修

訂之準則及解釋彙列如下：

新發布／修正／修訂準則及解釋

國際會計準則
理事會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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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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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2018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之收入」 2018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7號之修正「揭露倡議」 2017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正「未實現損失之遞延所得稅資產之
認列」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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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2014-2016週期之年度改善：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2號之修正 2017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號之修正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正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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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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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動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附註(續)

除下列項目外，適用上述新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將不致對本財務報告造成重

大變動。造成重大變動者之性質及影響說明如下：

1.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五號「客戶合約之收入」

該準則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十八號「收入」及國際會計準則第十一號「建造合

約」及相關解釋，以單一分析模型按五個步驟決定企業認列收入之方法、時點及金

額。本公司採累積影響數法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五號，因此，以前期間之比

較資訊無須重編而係繼續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十八號、國際會計準則第十一號及相

關解釋，初次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五號之累積影響數係調整民國一○七年一

月一日之保留盈餘。

此項會計政策變動之性質及影響說明如下：

(1)銷售商品

針對產品之銷售，現行係於商品交付至客戶場址時認列收入，於該時點客戶

已接受該產品，且相關所有權之重大風險及報酬已移轉予客戶。於該時點認列收

入，係因該時點收入及成本能可靠衡量、對價很有可能收回，且不再繼續參與對

商品之管理。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五號下，將於客戶取得對產品之控制時認列

收入。本公司評估認為產品之所有權重大風險及報酬移轉予客戶之時點與控制移

轉之時點類似，故預期不會產生重大影響。

(2)提供勞務

本公司提供服務。若單一協議中之勞務係於不同報導期間提供，則將以相對

公允價值為基礎分攤對價予不同勞務。現行係按完工比例法認列勞務收入。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第十五號下，將依勞務之相對單獨售價為基礎分攤整體服務合約之

對價。本公司係以單獨銷售該勞務時之訂價為基礎決定單獨售價。本公司評估該

勞務之公允價值及單獨售價，大部分金額相似，故本公司預期該等勞務之收入認

列時點不會有重大差異。

(3)對財務報告之影響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五號對本公司民國一○七年第二季財務報告之影

響說明如下：

107.6.30 107.1.1

資產負債表
受影響項目

若未適用

IFRS15之
帳面金額

會計政策
變動影響數

適　　用

IFRS15之
帳面金額

若未適用

IFRS15之
帳面金額

會計政策
變動影響數

適　　用

IFRS15之
帳面金額

合約負債－非流動 $ - 5,350 5,350 - 6,733 6,733

其他流動負債 5,594 (5,350) 244 6,907 (6,733) 174

負債影響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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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動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附註(續)

2.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九號「金融工具」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九號「金融工具」(以下稱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九號或

IFRS 9)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三十九號「金融工具：認列與衡量」(以下稱國際會計

準則第三十九號或IAS 39)，修正金融工具之分類與衡量、減損及避險會計。

由於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九號，本公司採用修正後之國際會計準則第一號

「財務報表之表達」，該準則規定於綜合損益表將金融資產之減損列報為單行項

目，先前本公司係將應收帳款之減損列報於管理費用。此外，本公司採用修正後之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七號「金融工具：揭露」揭露民國一○七年資訊，該等規定通

常不適用於比較期資訊。

本公司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九號導致之會計政策重大變動說明如下：

(1)金融資產及負債之分類

該準則主要將金融資產分類為按攤銷後成本衡量、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及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三類，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九號下金融資產

之分類係以持有該金融資產之經營模式及其合約現金流量特性為基礎，並刪除原

準則下持有至到期日、放款及應收款及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分類。依該準則，混

合合約包含之主契約若屬該準則範圍內之金融資產，則不拆分嵌入之衍生工具，

而係評估整體混合金融工具之分類。本公司於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九號下金融資

產之分類、衡量及相關利益及損失之認列之會計政策說明請詳附註四(二)。

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九號對本公司之金融負債會計政策無重大影響。

(2)金融資產之減損

該準則以前瞻性之預期信用損失模式取代現行國際會計準則第三十九號已發

生減損損失模式，新減損模式適用於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合約資產及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但不適用於權益工具投資。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九號下，信用損失之認列時點早於國際會計準則第三十九號

下之認列時點，請詳附註四(二)。

(3)過渡處理

除下列項目外，通常係追溯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九號：

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九號所產生之金融資產帳面金額差異數，係認列於

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之保留盈餘及其他權益項目，據此，民國ㄧ○六年表達之

資訊通常不會反映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九號之規定，因此，與民國ㄧ○七年適用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九號所揭露之資訊不具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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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動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附註(續)

(4)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九號初次適用日之金融資產分類

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三十九號衡量種類之金融資產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第九號衡量種類之金融資產，該金融資產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之新衡量種類、

帳面金額及說明如下（金融負債之衡量種類及帳面金額未改變）：

IAS39 IFRS9

衡量種類 帳面金額 衡量種類 帳面金額
金融資產

現金及約當現金 放款及應收款 27,358 攤銷後成本 27,358

應收款項淨額及其

他應收款

放款及應收款(註) 10,032 攤銷後成本 10,032

註：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三十九號時，應收票據、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帳款

係分類為放款及應收款，現行則分類為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二)尚未採用金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影響

依據金管會一○七年七月十七日金管證審字第1070324857號令，公開發行以上公

司應自民國一○八年起全面採用經金管會認可並於民國一○八年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相關新發布、修正及修訂之準則及解釋彙列如下：

新發布／修正／修訂準則及解釋

國際會計準則
理事會發布
之生效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6號「租賃」 2019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23號「所得稅務處理之不確定性」 2019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之修正「具有負補償之提前還款特性」 2019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正「計畫修正、縮減或清償」 2019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正「對關聯企業及合資之長期權益」 2019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2015-2017週期之年度改善 2019年1月1日

除下列項目外，適用上述新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將不致對本財務報告造成重

大變動。造成重大變動者之性質及影響說明如下：

1.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六號「租賃」

該準則將取代現行國際會計準則第十七號「租賃」、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四號

「決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解釋公告第十五號「營業租賃：誘因」及解釋公

告第二十七號「評估涉及租賃之法律形式之交易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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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動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附註(續)

新準則針對承租人採用單一會計處理模式將租賃交易認列於資產負債表，並以

使用權資產表達其使用標的資產之權利，以租賃負債表達支付租賃給付之義務。此

外，該等租賃相關之費用將以折舊及利息取代現行營業租賃下以直線基礎認列租金

之方式表達。另對於短期租賃及低價值標的資產租賃提供認列豁免規定。出租人之

會計處理則維持與現行準則類似，亦即，出租人仍應將租賃分類為營業租賃或融資

租賃。

本公司預估前述修改對財務報告產生潛在影響，惟尚未完成細部評估。而實際

適用後對初次適用日財務報表之影響將視未來情況，包括折現率、租賃組合、對行

使租賃延長之選擇權之評估及是否採用權宜作法與認列豁免而定。

截至目前為止，本公司評估適用新準則最重大的影響係針對現行以營業租賃承

租辦公處所、工廠廠房及倉儲地點認列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惟金額尚待進一步

評估；而對於現行以融資租賃處理之合約則無重大影響。

(1)判斷合約是否包含租賃

於過渡至新準則時，本公司得選擇：

•針對所有合約適用新準則規定之租賃定義；或

•採用實務權宜作法而不重新評估合約是否為或包含租賃。

本公司預計於過渡時採用實務權宜作法豁免租賃定義之重評估，亦即，本公

司係將民國一○八年一月一日前所簽訂之所有合約適用現行規定之租賃定義。

(2)過渡處理

本公司為承租人之合約，得就所有合約選擇：

•完全追溯；或

•修正式追溯及一個或多個實務權宜作法

本公司預計採用修正式追溯過渡至新準則，因此，採用新準則之累積影響數

將認列於民國一○八年一月一日之開帳保留盈餘，而不重編比較期資訊。

於採用修正式追溯時，現行準則分類為營業租賃之合約得以個別合約為基

礎，於過渡時選擇是否採用一個或多個實務權宜作法。本公司尚在評估採用該等

實務權宜作法之潛在影響。

(三)金管會尚未認可之新發布及修訂準則及解釋

下表彙列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以下簡稱理事會）已發布及修訂但尚未經金管會

認可之準則及解釋：

新發布／修正／修訂準則及解釋
理事會發布
之生效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0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正「投資
者與其關聯企業或合資間之資產出售或投入」

尚待理事會決
定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7號「保險合約」 2021年1月1日

上表所列金管會尚未認可之新發布及修訂準則及解釋對本公司均不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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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動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附註(續)

四、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一)遵循聲明

本財務報告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以下簡稱「編製準則」)及金管

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會計準則第三十四號「期中財務報導」編製。本財務報告未

包括依照金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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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所編製之整份年度個別財務報告應

揭露之全部必要資訊。

除下列所述外，本財務報告所採用之重大會計政策與民國一○六年度個別財務報

告相同，相關資訊請參閱民國一○六年度個別財務報告附註四。

(二)金融工具(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開始適用)

1.金融資產

本公司之金融資產為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本公司僅於改變管理金融資產之經營模式時，始依規定重分類所有受影響之金

融資產。

(1)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金融資產同時符合下列條件，且未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時，係按

攤銷後成本衡量：

•係在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為目的之經營模式下持有該金融資產。

•該金融資產之合約條款產生特定日期之現金流量，完全為支付本金及流通在外

本金金額之利息。

原始認列時係按公允價值加計直接可歸屬之交易成本衡量；後續採有效利率

法以攤銷後成本減除減損損失衡量。利息收入、外幣兌換損益及減損損失係認列

於損益。除列時，將利益或損失列入損益。

(2)經營模式評估

本公司係以組合層級評估持有金融資產之經營模式之目的，此係最能反映經

營管理方式及提供資料予管理階層之方式，考量資訊包括：

•所述之投資組合政策及目標，及該等政策之運作。包括管理階層之策略是否係

著重於賺得合約現金流量、維持特定利息收益率組合、使金融資產之存續期間

與相關負債或預期現金流出之存續期間相配合或藉由出售金融資產實現現金流

量。

•經營模式之績效及該經營模式下持有之金融資產如何評估及如何對企業之主要

管理人員報告

•影響經營模式績效(及該經營模式下持有之金融資產)之風險及該風險之管理方

式；

〜13〜



臺灣動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附註(續)

•該業務之經理人之薪酬決定方式，例如：該薪酬究係以所管理資產之公允價值

或所收取之合約現金流量；及

•以前各期出售金融資產之頻率、金額及時點，以及該等出售之理由及對未來出

售活動之預期。

依上述經營目的，移轉金融資產予第三方之交易若不符合除列條件，則非屬

上述所指之出售，此與本公司繼續認列該資產之目的一致。

持有供交易及以公允價值基礎管理並評估績效之金融資產，係透過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

(3)評估合約現金流量是否完全為支付本金及流通在外本金金額之利息

依評估目的，本金係金融資產於原始認列時之公允價值，利息係由下列對價

組成：貨幣時間價值、與特定期內流通在外本金金額相關之信用風險、其他基本

放款風險與成本及利潤邊際。

評估合約現金流量是否完全為支付本金及流通在外本金金額之利息，本公司

考量金融工具合約條款，包括評估金融資產是否包含一項可改變合約現金流量時

點或金額之合約條款，導致其不符合此條件。於評估時，本公司考量：

•任何會改變合約現金流量時點或金額之或有事項；

•可能調整合約票面利率之條款，包括變動利率之特性；

•提前還款及展延特性；及

•本公司之請求權僅限於源自特定資產之現金流量之條款(例如無追索權特性)。

(4)金融資產減損

本公司針對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包括現金及約當現金、應收票據

及應收帳款、其他應收款、存出保證金及其他金融資產等)之預期信用損失認列備

抵損失。

下列金融資產係按十二個月預期信用損失金額衡量備抵損失，其餘係按存續

期間預期信用損失金額衡量：

•判定債務證券於報導日之信用風險低；及

•其他債務證券及銀行存款之信用風險（即金融工具之預期存續期間發生違約之

風險）自原始認列後未顯著增加。

應收帳款之備抵損失係按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金額衡量。

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係指金融工具預期存續期間所有可能違約事項產生之

預期信用損失。

十二個月預期信用損失係指金融工具於報導日後十二個月內可能違約事項所

產生之預期信用損失(或較短期間，若金融工具之預期存續期間短於十二個月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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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預期信用損失之最長期間為本公司暴露於信用風險之最長合約期間。

於判定自原始認列後信用風險是否已顯著增加時，本公司考量合理且可佐證

之資訊(無需過度成本或投入即可取得)，包括質性及量化資訊，及根據本公司之

歷史經驗、信用評估及前瞻性資訊所作之分析。

預期信用損失為金融工具預期存續期間信用損失之機率加權估計值。信用損

失係按所有現金短收之現值衡量，亦即本公司依據合約可收取之現金流量與本公

司預期收取之現金流量之差額。預期信用損失係按金融資產之有效利率折現。

於每一報導日本公司評估按攤銷後成本衡量金融資產是否有信用減損。對金

融資產之估計未來現金流量具有不利影響已發生時，該金融資產已信用減損。

當本公司對回收金融資產整體或部分無法合理預期時，係直接減少其金融資

產總帳面金額。通常係指本公司判定債務人之資產或收益來源不能產生足夠之現

金流量以償還沖銷之金額，然而，已沖銷之金融資產仍可強制執行，以符合本公

司回收逾期金額之程序。

(5)金融資產之除列

本公司僅於對來自該資產現金流量之合約權利終止，或已移轉金融資產且該

資產所有權幾乎所有之風險及報酬已移轉予其他企業時，始將金融資產除列。

(三)客戶合約之收入(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開始適用)

收入係按移轉商品或勞務而預期有權取得之對價衡量。本公司係於對商品或勞務

之控制移轉予客戶而滿足履約義務時認列收入。本公司依主要收入項目說明如下：

1.銷售商品

本公司係於對產品之控制移轉時認列收入。該產品之控制移轉係指產品已交付

給客戶，且已無會影響客戶接受該產品之未履行義務。交付係發生於產品運送至特

定地點，其陳舊過時及損失風險已移轉予客戶，及客戶已依據銷售合約接受產品，

驗收條款已失效，或本公司有客觀證據認為已滿足所有驗收條件時。

2.勞務服務

本公司於提供勞務之財務報導期間認列相關收入。固定價格合約係以截至報導

日實際已提供服務占總服務之比例為基礎認列收入，該比例係已履行勞務量占全部

應履行勞務量之百分比決定。

若情況改變，將修正對收入、成本及完成程度之估計，並於管理階層得知情況

改變而作修正之期間將造成之增減變動反映於損益。

(四)所得稅

本公司係依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四號「期中財務報導」第B12段規定衡量及

揭露期中期間之所得稅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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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費用係以期中報導期間之稅前淨利乘以管理階層對於全年度預計有效稅率

之最佳估計衡量，並全數認列為當期所得稅費用。並依預計全年度當期所得稅費用及

遞延所得稅費用之比例分攤為當期所得稅費用及遞延所得稅費用。

所得稅費用直接認列於權益項目或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者，係就相關資產及負債於

財務報導目的之帳面金額與其課稅基礎之暫時性差異，以預期實現或清償時之適用稅

率予以衡量。

五、重大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管理階層依編製準則及金管會認可之國際會計準則第三十四號「期中財務報導」編製

本財務報告時，必須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其將對會計政策之採用及資產、負債、收益

及費用之報導金額有所影響。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存有差異。

編製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於採用本公司會計政策時所作之重大判斷以及估計不確定

性之主要來源與民國一○六年度個別財務報告附註五一致。

六、重要會計項目之說明

(一)現金及約當現金

107.6.30 106.12.31 106.6.30
現金及週轉金 $ 17 28 37

支票存款 1,036 1,038 581

活期存款 4,105 25,505 9,495

外幣存款 381 787 659

現金流量表所列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 5,539 27,358 10,772

(二)應收票據、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

107.6.30 106.12.31 106.6.30
應收票據 $ 6,100 9,250 12

應收帳款 1,439 772 -

其他應收款 - 10 10

減：備抵損失 - - -

$ 7,539 10,032 22

(三)存　　貨

107.6.30 106.12.31 106.6.30
商    品 $ 8 - -

製 成 品 1,947 1,261 -

原 物 料 3,411 3,134 243

$ 5,366 4,395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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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營業成本組成明細如下：

107年1月至6月 106年1月至6月
銷貨及各項業務成本 $ 5,711 381

截至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存貨均未有提供作質押擔保

之情形。

(四)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本公司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成

本及折舊變動明細如下：

運輸設備 機器設備 其他設備 租賃改良物 預付設備款 總  計
成本或認定成本：

民國107年1月1日餘額 $ 2,700 4,893 1,074 473 - 9,140

　增    添 - - 756 370 55 1,181

民國107年6月30日餘額 $ 2,700 4,893 1,830 843 55 10,321

民國106年1月1日餘額 $ 1,991 2,478 780 473 1,575 7,297

　增　　添 - 525 - - - 525

　重 分 類 - 1,575 - - (1,575) -

民國106年6月30日餘額 $ 1,991 4,578 780 473 - 7,822

折　　舊：

民國107年1月1日餘額 $ 513 803 713 344 - 2,373

　本年度折舊 225 322 90 96 - 733

民國107年6月30日餘額 $ 738 1,125 803 440 - 3,106

民國106年1月1日餘額 $ 171 273 545 187 - 1,176

　本年度折舊 166 222 85 79 - 552

民國106年6月30日餘額 $ 337 495 630 266 - 1,728

帳面金額：

民國107年1月1日 $ 2,187 4,090 361 129 - 6,767

民國107年6月30日 $ 1,962 3,768 1,027 403 55 7,215

民國106年1月1日 $ 1,820 2,205 235 286 1,575 6,121

民國106年6月30日 $ 1,654 4,083 150 207 - 6,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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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長期借款

本公司長短期借款之明細、條件與條款如下：

107.6.30

幣別 利率區間 到期年度 金　額
擔保銀行借款 TWD 2.88%~3.29% 111 $ 15,355

流　　動 $ 3,661

非 流 動 11,694

合　　計 $ 15,355

106.12.31

幣別 利率區間 到期年度 金　額
擔保銀行借款 TWD 2.88%~3.29% 110 $ 7,933

流　　動 $ 4,090

非 流 動 3,843

合　　計 $ 7,933

106.6.30

幣別 利率區間 到期年度 金　額
擔保銀行借款 TWD 2.88%~3.29% 110 $ 10,734

流　　動 $ 5,398

非 流 動 5,336

合　　計 $ 10,734

(六)營業租賃

1.承租人租賃

不可取消營業租賃之未來最低租賃給付總額如下：

107.6.30 106.12.31 106.6.30
一年內 $ 1,468 1,596 1,680

一年至五年 405 - 75

$ 1,873 1,596 1,755

本公司以營業租賃承租辦公室，租賃期間通常為一至三年。

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營業租賃列報於損益之金額分

別為1,382千元及88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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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員工福利

本公司之確定提撥計畫係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依勞工每月工資6%之提繳

率，提撥至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在此計畫下本公司提撥固定金額至勞

工保險局後，即無支付額外金額之法定或推定義務。

本公司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確定提撥退休金辦法下之

退休金費用分別為636千元及411千元，已提撥至勞工保險局。

(八)所得稅

1.所得稅費用

本公司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費用明細如下：

107年1月至6月 106年1月至6月
當期所得稅費用

　當期產生 $ - -

　調整前期之當期所得稅 - -

$ - -

2.本公司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之下的

所得稅均為零元。

3.所得稅核定情形

本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已奉稽徵機關核定至民國一○五年度。

(九)資本及其他權益

民國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六月三十日，本公司額定

股本總額皆為500,000千元，每股面額10元，皆為50,000千股。前述額定股本總額為普

通股，已發行股份分別為普通股14,501千股、14,501千股及13,501千股。所有已發行股

份之股款均已收取。

1.普通股之發行

本公司民國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經董事會決議現金發行新股1,000千股，每股面

額10元，每股發行價格50元，總金額50,000千元，並訂定民國一○六年八月六日為

增資基準日。此項增資案業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民國一○六年七月十九日金管

會證字第1060026605函申報生效，業已辦妥變更登記。

2.資本公積

本公司資本公積餘額內容如下：

107.6.30 106.12.31 106.6.30
發行股票溢價 $ 40,000 40,000 -

〜19〜



臺灣動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附註(續)

3.保留盈餘

依本公司章程規定，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年度虧

損，次提百分之十法定盈餘公積，其餘除派付股息外，如尚有盈餘，再由股東會決

議分派股東紅利。

本公司股利發放政策係按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並依本公司資本及財務結

構、營運狀況、盈餘及所屬產業性質及週期等因素決定，得以股票股利或現金股利

方式為之。惟現金股利分派之比例應不低於當年度股利總額百分之10%。

(1)法定盈餘公積

依民國一○一年一月修正之公司法規定，公司應就稅後純益提撥百分之十為

法定盈餘公積，直至與資本總額相等為止。公司無虧損時，得經股東會決議，以

法定盈餘公積發給新股或現金，惟以該項公積超過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五之部

分為限。

(2)盈餘分配

本公司截止至民國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為累積虧損，無可供分配之盈餘。

(十)每股盈餘

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基本每股盈餘之計算如下：

單位：千股

107年1月至6月 106年1月至6月
基本每股盈餘

歸屬於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之淨利(損) $ (25,237) (19,018)

普通股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 14,501 13,501

基本每股虧損(元) $ (1.74) (1.41)

(十一)客戶合約之收入

1.收入之細分

107年1月至6月 106年1月至6月
藥品銷售 $ 5,967 -

勞務提供 1,001 323

6,968 323

2.合約餘額

107.6.30 106.6.30
合約負債 $ 5,350 6,733

合約負債之變動主要係源自本公司移轉商品或勞務予客戶時而滿足履約義務之

時點與客戶付款時點之差異。

該期合約負債期初餘額中，於該報導期間認列為收入之金額為1,45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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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員工及董事、監察人酬勞

依本公司章程規定，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2%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5%為董監事

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本公司民國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為累積虧損，無可供分配之盈餘，故未章程規定

估列員工及董事、監察人酬勞。

(十三)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其他收入

本公司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之其他收入明細如下：

107年1月至6月 106年1月至6月
利息收入

  銀行存款 $ 8 10

2.其他利益及損失

本公司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之其他利益及損失明細

如下：

107年1月至6月 106年1月至6月
外幣兌換損益 $ (3) 77

手續費支出 (167) -

其他 789 (35)

$ 619 42

3.財務成本

本公司民國一○七年及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之財務成本明細如下：

107年1月至6月 106年1月至6月
利息費用

　銀行借款 $ 219 182

(十四)金融工具

除下列所述外，本公司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及因金融工具而暴露於信用風險、流

動性風險及市場風險之情形無重大變動，相關資訊請參閱民國一○六年度財務報告附

註六(十五)。

1.信用風險

(1)信用風險之暴險

金融資產之帳面金額代表最大信用暴險金額。民國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一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六月三十日之最大信用暴險金額分別為14,406千元、

38,918千元及12,289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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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用風險集中情況

本公司主要的潛在信用風險係源自於現金。本公司之現金存放於不同之金融

機構。本公司控制暴露於每一金融機構之信用風險，而且認為本公司之現金不會

有重大之信用風險顯著集中之虞。

2.流動性風險

下表為金融負債之合約到期日，不包含估計利息且不包含淨額協議之影響。

帳面金額
合　　約
現金流量

6個月
以 內 6-12個月 1-2年 2-5年 超過5年

107年6月30日

非衍生金融負債

　應付票據 $ 2,189 2,189 2,189 - - - -

　應付帳款 604 604 604 - - - -

　其他應付款 2,722 2,722 2,722 - - - -

　擔保銀行借款 15,355 15,900 1,723 2,337 5,126 6,714 -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 1,585 1,585 1,585 - - - -

$ 22,455 23,000 8,823 2,337 5,126 6,714 -

106年12月31日

非衍生金融負債

　應付票據 $ 1,096 1,096 1,096 - - - -

　應付帳款 931 931 931 - - - -

　其他應付款 3,788 3,788 3,788 - - - -

　擔保銀行借款 7,933 8,227 2,679 1,560 1,611 2,377 -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 1,585 1,585 - 1,585 - - -

$ 15,333 15,627 8,494 3,145 1,611 2,377 -

106年6月30日

非衍生金融負債

　應付帳款 $ 1 1 1 - - - -

　應付票據及其他應付款 3,748 3,748 3,748 - - - -

　擔保銀行借款 10,734 11,192 2,965 2,679 2,371 3,177 -

　長期應付款-關係人 1,585 1,585 - - 1,585 - -

$ 16,068 16,526 6,714 2,679 3,956 3,177 -

本公司並不預期到期日分析之現金流量發生時點會顯著提早，或實際金額會有

顯著不同。

3.匯率風險：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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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利率分析：

本公司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利率暴險於本附註之流動性風險管理中說明。

下列敏感度分析係依衍生及非衍生工具於報導日之利率暴險而決定。對於浮動

利率負債，其分析方式係假設報導日流通在外之負債金額於整年度皆流通在外。本

公司內部向主要管理人員報告利率時所使用之變動率為利率增加或減少1%，此亦代

表管理人員對利率之合理可能變動範圍之評估。

若利率增加或減少1%，在所有其他變數維持不變之情況下，本公司民國一○七

年及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之淨利將減少或增加154千元及107千元，主因

係本公司之變動利率借款所致。

5.公允價值資訊

本公司所有金融工具帳面金額為公允價值之合理近似值，依規定無須揭露公允

價值資訊。

(十五)財務風險管理

本公司財務風險管理目標及政策與民國一○六年度財務報告附註六(十六)所揭露

者無重大變動。

(十六)資本管理

本公司資本管理目標、政策及程序與民國一○六年度財務報告所揭露者一致；另

作為資本管理之項目之彙總量化資料與民國一○六年度財務報告所揭露者亦無重大變

動。相關資訊請參閱民國一○六年度財務報告附註六(十七)。

七、關係人交易

(一)母公司與最終控制者

英屬開曼群島商Vetco Holding Inc.(Vetco Holding (Caymen) )為本公司之母公司，

持有本公司流通在外普通股股份之86.94%；Oncometa Holding Inc.為本公司所歸屬集

團之最終控制者。

(二)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易事項

1.向關係人借款

本公司向關係人借款金額如下：

107.6.30 106.12.31 106.6.30
母公司 $ 1,585 1,585 1,585

2.應付關係人款項

本公司應付關係人款項明細如下：

帳列項目 關係人類別 107.6.30 106.12.31 106.6.30
應付帳款 母公司 $ 511 9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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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    他

Vetco Holding Inc.(母公司)於民國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與本公司簽訂某特定

動物用藥專利權之「區域專屬授權契約書」(以下簡稱授權契約)並簽訂「專利授權

終止協議書」終止民國一○三年八月一日簽訂之專利授權合約。依據授權契約規

定，本公司可使用該專利權於台灣地區製造及銷售相關動物用藥品及保健品，並於

未來與母公司簽訂「授權申請暨同意書」後可將專利權轉授予國外第三者。母公司

依據授權契約規定，向本公司收取授權金及權利金。授權期間為簽署日至專利權期

間屆滿為止。

本公司於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支付予母公司之授權金費用為

2,323千元。

(三)主要管理人員報酬

主要管理人員報酬

107年1月至6月 106年1月至6月
短期員工福利 $ 2,540 1,789

八、質押之資產

本公司提供質押擔保之資產帳面價值明細如下：

資產名稱 質押擔保標的 107.6.30 106.12.31 106.6.30
存出保證金 租賃押金 $ 328 528 495

其他金融資產－非流動 備償專戶存款 1,000 1,000 1,000

合　　計 $ 1,328 1,528 1,495

九、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1.本公司於民國一○四年三月十日獲悉原告林興隆對本公司提出確認股東身分之民事

訴訟案，台灣新北地方法院於民國一○六年八月十日判決原告一審敗訴並駁回假執

行之申請。目前案件為民事二審合意停止中，本公司已委託律師依法辦理，經公司

評估對財務及業務無重大影響。

2.本公司民國一○三年四月一日與國內某藥品製造廠簽定委託合約，委託該公司代工

藥品生產及代為申辦Vetco Holding Inc.專利授權之某一動物用藥品許可證。依據合

約本公司擁有該藥品許可證所有權及產品相關權利，合約已於民國一○五年六月三

十日到期。本公司已於民國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完成續約事宜。另，該公司於民

國一○六年八月八日取得由農委會動植物防檢局發出符合動物用藥品管理法第12條

規定之該藥品許可證號碼。

上述藥品製造廠於民國一○六年八月八日取得之藥品許可證，本公司已於民國一○

六年十二月向農委會動植物防檢局申請將許可證之登記名稱變更為本公司，業已辦

妥相關變更登記。

〜24〜



臺灣動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附註(續)

3.本公司於民國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與東莞市生物技術產業發展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東莞生技)簽訂「莞榕計畫合作合同」(以下簡稱合作合同)，依據合作合同規

定，本公司授權東莞生技為犬得康營養補充膏之廣東省獨家代理商。

十、重大之災害損失：無。

十一、重大之期後事項

本公司於民國一○七年六月十四日經董事會決議現金發行新股1,500千股，每股發行價

格15元，總金額22,500千元。此項增資案業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民國一○七年六月二

十九日金管證發字第1070323640號函申報生效。本公司於民國一○七年七月取得本次現金

增資案之發行新股變更登記資本額查核報告書及現金增資股款收足證明書，相關變更登記

法定程序尚在進行中。

十二、其　　他

(一)員工福利、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功能別彙總如下：

功 能 別 107年1月至6月 106年1月至6月

性 質 別

屬於營業

成 本 者

屬於營業

費 用 者
合　計

屬於營業

成 本 者

屬於營業

費 用 者
合　計

員工福利費用

　薪資費用 669 12,792 13,461 - 8,728 8,728

　勞健保費用 78 1,145 1,223 - 763 763

　退休金費用 41 595 636 - 411 411

　其他員工福利費用 36 515 551 - 361 361

折舊費用 312 421 733 - 552 552

攤銷費用 - - - - - -

十三、附註揭露事項

(一)重大交易事項相關資訊：無。

1.資金貸與他人：無。

2.為他人背書保證：無。

3.期末持有有價證券情形(不包含投資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權益部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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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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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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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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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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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9.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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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轉投資事業相關資訊（不包含大陸被投資公司）：無。

(三)大陸投資資訊：無。

十四、部門資訊

本公司係經營動物用藥之單一產銷業務，因此僅有單一部門。部門損益、部門資產及

部門負債資訊與財務報表一致，請詳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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