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僅僅經核閱，，未未依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
芯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報告附註

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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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芯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原名厚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九十
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奉經濟部核准設立，並於民國一○八年二月十二日變更公司名稱為現

名，註冊地址為新竹縣竹北市台元一街8號四樓之5，本公司主要經營項目為測試電路與軟
硬體技術開發及授權使用等業務。

二、通過財務報告之日期及程序

本財務報告已於民國一○九年八月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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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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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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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號之修正「業務之定義」 2020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及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第7號之修正「利率指標變革」

2020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正「重大之定義」 2020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6號之修正「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相關租金
減讓」

2020年6月1日

本公司評估適用上述新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並未對財務報告造成重大變

動。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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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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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芯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附註(續)

新發布／修正／修訂準則及解釋
理事會發布
之生效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正「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2023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正「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達到預定
使用狀態前之價款」

2022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正「虧損性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 2022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2018-2020週期之年度改善 2022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7號之修正「保險合約」 2023年1月1日

本公司現正持續評估上述準則及解釋對本公司財務狀況與經營結果之影響，相關

影響待評估完成時予以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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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度財務報告相

同，相關資訊請參閱民國一○八年度財務報告附註四。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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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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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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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度財務報告附註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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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芯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附註(續)

六、重要會計項目之說明  
除下列所述外，本財務報告重要會計項目之說明與民國一○八年度財務報告尚無重大

差異，相關資訊請參閱民國一○八年度財務報告附註六。

(一)現金及約當現金

109.6.30 108.12.31 108.6.30
現金、活期存款及支票存款 $ 110,546 22,631 20,978
定期存款 - 30,798 -
約當現金－附賣回票券 - 10,000 -

$ 110,546 63,429 20,978

本公司金融資產敏感性分析之揭露請詳附註六(十六)。

民國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六月三十日原始到期日超

過三個月之銀行定期存款分別為32,788千元、50,000千元及35,000千元，係列報於其他
金融資產－流動，請詳附註六(三)。

(二)應收帳款及長期應收款

109.6.30 108.12.31 108.6.30
應收帳款 $ 7,832 4,812 1,164
長期應收款 1,067 - -

$ 8,899 4,812 1,164

本公司針對所有應收款採用簡化作法估計預期信用損失，亦即使用存續期間預期

信用損失衡量，為此衡量目的，該等應收款係按代表客戶依據合約條款支付所有到期

金額能力之共同信用風險特性予以分組，並已納入前瞻性之資訊。本公司應收款之預

期信用損失分析如下：

109.6.30
應收款項
帳面金額

加權平均預期
信用損失率

備抵存續期間
預期信用損失

未逾期 $ 8,899 - -

108.12.31
應收款項
帳面金額

加權平均之預
期信用損失率

備抵存續期間
預期信用損失

未逾期 $ 3,523 - -
逾期0~90天 1,289 - -

$ 4,8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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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芯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附註(續)

108.6.30
應收款項
帳面金額

加權平均之預
期信用損失率

備抵存續期間
預期信用損失

未逾期 $ 698 - -
逾期0~90天 466 - -

$ 1,164 -

(三)其他金融資產－流動

109.6.30 108.12.31 108.6.30
定期存款(三個月以上) $ 32,788 50,000 35,000
受限制銀行存款 3,000 2,788 -

$ 35,788 52,788 35,000

民國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作為質押擔保之明細，請

詳附註八。

(四)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本公司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帳面價值明細如下：

租賃改良物 電腦設備 辦公設備 研發設備 總　　計

帳面金額：

民國109年1月1日 $ 263 - 291 633 1,187
民國109年6月30日 $ 104 382 243 560 1,289

民國108年1月1日 $ 654 6 388 - 1,048
民國108年6月30日 $ 553 - 338 706 1,597

本公司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於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間

均無重大增添、處分、減損之提列或迴轉之情形，本期折舊金額請詳附註十二，其他

相關資訊請參閱民國一○八年度財務報告附註六(四)。
(五)使用權資產

房　　屋
及 建 築

帳面價值：

　民國109年1月1日 $ 1,145

　民國109年6月30日 $ 617
　民國108年1月1日 $ -

　民國108年6月30日 $ 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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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芯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附註(續)

本公司承租房屋及建築所認列之使用權資產於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一月一日

至六月三十日間均無重大增添、減損之提列或迴轉之情形，其他相關資訊請參閱民國

一○八年度財務報告附註六(五)。
(六)無形資產

電腦軟體 專 利 權 其　　他 總　　計

成本：

民國109年1月1日餘額 $ 258 1,500 333 2,091

取    得 848 - 59 907

民國109年6月30日餘額 $ 1,106 1,500 392 2,998
民國108年6月30日餘額
(同民國108年1月1日餘額) $ 125 1,500 333 1,958

累計攤銷：

民國109年1月1日餘額 $ 124 317 192 633

本期攤銷 134 50 38 222

民國109年6月30日餘額 $ 258 367 230 855

民國108年1月1日餘額 $ 83 217 125 425

本期攤銷 21 50 33 104

民國108年6月30日餘額 $ 104 267 158 529

帳面金額：

民國109年1月1日 $ 134 1,183 141 1,458
民國109年6月30日 $ 848 1,133 162 2,143
民國108年1月1日 $ 42 1,283 208 1,533
民國108年6月30日 $ 21 1,233 175 1,429

(七)租賃負債
本公司租賃負債之帳面金額如下：

109.6.30 108.12.31 108.6.30
流動 $ 619 1,060 1,057
非流動 $ - 88 619

到期分析請詳附註六(十六)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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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芯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附註(續)

租賃認列於損益之金額如下：

109年
1月至6月

108年
1月至6月

租賃負債之利息費用 $ 2 4
短期租賃之費用 $ 75 154

租賃認列於現金流量表之金額如下：

109年
1月至6月

108年
1月至6月

租賃之現金流出總額 $ 606 596

1.房屋及建築之租賃
本公司承租房屋及建築作為辦公室，租賃期間通常為二年。

2.其他租賃
本公司承租停車場車位之租賃期間為一至二年間，該等租賃為低價值標的租

賃，本公司選擇適用豁免認列規定而不認列其相關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八)員工福利
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及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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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附註十二之說明。

(九)所得稅

1.所得稅費用
本公司於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均無所得稅費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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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度。

(十)資本及其他權益
除下列所述外，本公司於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間資本

及其他權益無重大變動，相關資訊請參閱民國一○八年度財務報告附註六(十一)。
1.股本

本公司普通股流通在外股數調節表如下(以千股表達)：

109年
1月至6月

108年
1月至6月

1月1日餘額 $ 17,116 11,058

現金增資 1,700 2,000
員工認股權執行轉換 1,601 25
6月30日期末餘額 $ 20,417 13,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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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芯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附註(續)

本公司民國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因員工執行認股權轉換而發行新股91千股，每
股面額10元，因尚未辦妥法定登記程序而帳列預收股本。

2.資本公積
109.6.30 108.12.31 108.6.30

發行股票溢價 $ 20,400 60,000 24,000
員工認股權 4,271 2,171 1,317

$ 24,671 62,171 2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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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補累積虧損，次

提10%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必要
時得依法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額，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

擬具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配之。但本公司公開發行後，得授權董事會以

特別決議方式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

股東會。

本公司於民國一○九年四月十三日經股東會決議民國一○八年度之虧損撥補

案，以資本公積60,000千元彌補虧損。
本公司於民國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經股東會決議民國一○七年度之虧損撥補

案，以資本公積18,420千元彌補虧損。
上述民國一○八年度及一○七年度虧損彌補情形與本公司董事會擬議內容並無

差異。

(十一)股份基礎給付
除下列所述外，本公司於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間股份

基礎給付無重大變動，相關資訊請參閱民國一○八年度財務報告附註(十二)。

員工認股選擇權數量變動情形揭露如下：

109年1月至6月 108年1月至6月

員工認股權

數　量

(千單位)

加權平均
行使價格

(元)
數　量

(千單位)

加權平均
行使價格

(元)
期初流通在外 1,311 $ 10.00 865 $ 10.00
本期給與 300 10.00 1,600 10.00
本期行使 (1,601) 10.00 (116) 10.00
本期沒收(失效數) (10) 10.00 (64) 10.00
期末流通在外 - 10.00 2,285 10.00

期末可行使之員工認股權 - 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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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芯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附註(續)

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因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而

認列之酬勞成本分別為2,100千元及0千元。
(十二)每股盈餘

本公司基本每股盈餘及稀釋每股盈餘之計算列示如下：

109年
1月至6月

108年
1月至6月

基本每股盈餘：

本期淨損 $ (13,549) (14,802)
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千股) 18,722 11,632
基本每股盈餘(元) $ (0.72) (1.27)
稀釋每股盈餘：

本期淨損 $ (13,549) (14,802)
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千股) 18,722 11,632
稀釋每股盈餘(元) $ (0.72) (1.27)

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於計算稀釋普通股加權平均流通

在外股數時未考慮員工認股權，因其具反稀釋作用。

(十三)客戶合約之收入

1.收入之細分：
109年
1月至6月

108年
1月至6月

主要地區市場：

  台灣 $ 5,197 1,365
  中國 3,506 2,462
  其他國家 607 539

$ 9,310 4,366
主要服務：

矽智財授權收入 $ 9,077 4,242
矽智財維護收入 233 124

$ 9,310 4,366
收入認列時點：

控制權於某一時點移轉 $ 8,042 1,826
控制權隨時間逐步移轉 1,268 2,540

$ 9,310 4,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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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芯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附註(續)

2.合約餘額
109.6.30 108.12.31 108.6.30 108.1.1

應收帳款 $ 7,832 4,812 1,164 381

長期應收款 1,067 - - -

$ 8,899 4,812 1,164 381

合約負債(流動及非流動)

矽智財授權 $ 1,726 1,839 2,878 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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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滿足履約義務之時

點與客戶付款時點之差異。

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一月一日合約負債餘額於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一

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認列為收入之金額分別為829千元及1,915千元。
(十四)員工及董事、監察人酬勞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 2.5%為員工酬勞，及提撥不高於 1%為董監
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員工酬勞之分派得以現金或股

票方式發放，其分派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該一定條件授權董事

會訂定之。董監酬勞以現金分派之。 

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皆為營業淨損，故毋須估

列員工及董監酬勞。若次年度實際分派金額與估列數有差異時，則依會計估計變動處

理，並將該差異認列為次年度損益。

本公司於民國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臨時股東會決議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

人。

(十五)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利息收入
109年
1月至6月

108年
1月至6月

銀行存款利息 $ 45 32
其他利息收入 65 3

$ 110 35

2.其他收入
109年
1月至6月

108年
1月至6月

政府補助款 $ 2,012 1,059
其　　他 18 -

$ 2,030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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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利益及損失
109年
1月至6月

108年
1月至6月

外幣兌換利益(損失)淨額 $ (210) 252

4.財務成本
109年
1月至6月

108年
1月至6月

租賃負債之利息費用 $ 2 4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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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度財務報告附

註六(十七)。

1.匯率風險
(1)匯率風險之暴險

本公司暴露於重大外幣匯率風險之金融資產及負債如下：

109.6.30 108.12.31 108.6.30
外幣 匯率 台幣 外幣 匯率 台幣 外幣 匯率 台幣

金融資產

　貨幣性項目

　美　　金 $ 614 29.630 18,193 330 29.980 9,893 149 31.060 4,628

　人 民 幣 116 4.191 486 76 4.305 327 81 4.521 366

金融負債

　貨幣性項目

　美　　金 - - - 5 29.980 150 - - -

(2)敏感性分析
本公司之匯率風險主要來自於以外幣計價之現金及約當現金、應收帳款、長

期應收款及其他應付款等，於換算時產生外幣兌換損益。於民國一○九年及一○

八年六月三十日當新台幣相對於美金及人民幣貶值或升值1%，而其他所有因素維
持不變之情況下，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之本期淨損將

分別減少或增加149千元及40千元。兩期分析係採用相同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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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貨幣性項目之兌換
本公司貨幣性項目之兌換損益(含已實現及未實現)換算為功能性貨幣之新台

幣金額如下：

109年1月至6月 108年1月至6月
兌換(損)益 平均匯率 兌換(損)益 平均匯率

新台幣 $ (210) - 252 -

2.公允價值資訊
本公司之非衍生性短期金融工具以其在資產負債表上之帳面價值估計其公允價

值；因為此類金融工具到期日甚近，故其帳面價值應屬估計公允價值之合理基礎。

此方法應用於包含現金及約當現金、應收帳款、長期應收款及其它金融資產等按攤

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以及包含應付薪資及獎金、其他應付款及租賃負債等之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

(十七)財務風險管理
本公司財務風險管理目標及政策與民國一○八年度財務報告附註六(十八)所揭露

者無重大變動。

(十八)資本管理
本公司資本管理目標、政策及程序與民國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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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度財務報告所揭露者亦無重大變

動。相關資訊請參閱與民國一○八年度財務報告附註六(十九)。

(十九)非現金交易之籌資活動
本公司於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之非現金交易籌資活動

如下：

109.1.1 現金流量
非現金
之流動 109.6.30

租賃負債(流動及非流動) $ 1,148 (529) - 619

108.1.1 現金流量
非現金
之流動 108.6.30

租賃負債(流動及非流動) $ - (438) 2,114 1,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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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關係人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報酬包括：

109年
1月至6月

108年
1月至6月

短期員工福利 $ 2,706 2,316
退職後福利 75 58
股份基礎給付 320 61

$ 3,101 2,435

有關股份基礎給付之說明請詳附註六(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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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6.30 108.12.31 108.6.30
受限制銀行存款(帳
列其他金融資產－

流動)

履約保證

$ 3,000 2,788 -

九、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無。   

十、重大之災害損失：無。

十一、重大之期後事項：無。

十二、其　　他

(一)員工福利、折舊及攤銷費用功能別彙總如下：
功 能 別 109年1月至6月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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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516 18,516 206 15,376 15,582
　勞健保費用 - 1,276 1,276 - 933 933
　退休金費用 - 687 687 - 552 552
　其他員工福利費用 - 339 339 - 271 271
折舊費用 - 834 834 - 791 791
攤銷費用 - 222 222 - 10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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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
本公司於民國一○七年一月十日設立HOY Technologies (Samoa) Co., Ltd.，截至民

國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尚未實際匯出資金。

十三、附註揭露事項

(一)重大交易事項相關資訊
本公司依編製準則之規定，應再揭露之重大交易事項相關資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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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衍生工具交易：無。

(二)轉投資事業相關資訊：無。
(三)大陸投資資訊：無。

1.大陸被投資公司名稱、主要營業項目等相關資訊：無。
2.赴大陸地區投資限額：無。
3.與大陸被投資公司間之重大交易事項：無。   

十四、部門資訊

本公司主要從事測試電路與軟硬體技術開發及授權使用等相關業務，為單一產業部

門。營運部門資訊與財務報告一致，收入(來自外部客戶收入)及部門損益請詳綜合損益

表；部門資產請詳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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