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稱 價值

0 本公司 光普電子(蘇州)

有限公司

其他應收款

-關係人

是 93,727$  -$       -$            - 2 -$        償還借款 -$     無 -$  708,636$   2,834,544$   註5

1 興華電子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紹興歐柏斯光電

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應收款

-關係人

是 22,857   17,408   17,408        - 1 196,213   無 -      無 -   196,213    31,758       

註1：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資訊編號之填寫方法如下：

     1.本公司填0。

     2.子公司按公司別由阿拉伯數字１開始依序編號。

註2：資金貸與性質之填寫方法如下：

     1.有業務往來者請填1。

     2.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者請填2。

註3：與本公司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10%金額為限；另與子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最近一年度業務往來金額為限。

註4：本公司總資金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40%金額為限；另子公司總資金貸與金額以不超過子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20%金額為限。

註5：因100%轉投資之孫公司-光普電子(蘇州)有限公司欲進行清算解散作業，故本公司經民國108年3月13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同意其免予清償本公司貸與之125萬美元債權，以利清算作業進行。

提列備抵

呆帳金額

擔保品

對個別對象

資金貸與限

額（註3）

資金貸與

總限額

（註4） 備註

有短期融通

資金必要之

原因

編號

（註1）

貸出資金

之公司 貸與對象 往來項目

是否為

關係人

本期

最高金額 期末餘額

實際動支

金額 利率區間

資金貸

與性質

（註2）

業務

往來金額

光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

民國108年1月1日至9月30日

附表一 單位：新台幣仟元



公司名稱

關係

（註2）

0 本公司 興華電子工業

(股)公司

2 1,417,272$  30,000$    30,000$    -$      -$     0.42% 3,543,180$  Y N N -  

0 本公司 紹興歐柏斯光電

科技有限公司

2 1,417,272   185,220    133,644    108,454   -        1.89% 3,543,180   Y N Y -  

註1：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資訊應分列兩表並於編號欄註明，編號之填寫方法如下：

     1.本公司填0。

     2.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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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種，標示種類即可：

     1.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2.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3.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4.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 

     5.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約規定互保之公司。 

     6.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其背書保證之公司。 

     7.同業間依消費者保護法規範從事預售屋銷售合約之履約保證連帶擔保。 

註3：應註明最高限額之計算方法及最高限額之金額。財務報表如有認列或有損失，應註明已認列之金額。

     依本公司之對外背書保證管理辦法，其累積對外背書保證之責任總額以不逾本公司最近財務報表淨額之50%為限，而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責任總額以不逾本公司最近財務報表淨值之20%為限。

     1.$7,086,359仟元x20%=$1,417,272仟元。

     2.$7,086,359仟元x50%=$3,543,180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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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子公司對

母公司背書

保證

期末背書

保證餘額

光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為他人背書保證

民國108年1月1日至9月30日

附表二 單位：新台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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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對大陸地

區背書保證 備註

實際動支

金額



股  數 帳面金額 持股比例 公允價值

光磊科技(股)公司 股票 AXT, Inc. 無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24,100      -$             -           -$              註

光磊科技(股)公司 股票 日亞化學工業株式會社 該公司為台灣日亞之母公司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0,000       723,290        0.45        723,290         無

光磊科技(股)公司 股票 光頡科技(股)公司 無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2,873,994    80,616         2.45        80,616          無

光磊科技(股)公司 股票 陸竹開發(股)公司 無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3,127,236   106,899        6.38        106,899         無

光磊科技(股)公司 股票 巨鎵科技(股)公司 本公司為該公司之法人董事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4,950,491    26,515         15.27       26,515          無

光磊科技(股)公司 股票 信越光電(股)公司 本公司為該公司之法人董事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2,000,000    33,222         10.00       33,222          無

光磊科技(股)公司 股票 鼎益鑫科技(股)公司 無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0,000,000   -              16.67       -               無

合眾投資(股)公司 股票 光磊科技(股)公司 本公司之母公司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754,543      18,939         0.20        18,939          無

光普電子(蘇州)

有限公司

其他 餘姚市金米薩節能科技

有限公司

無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            -              15.00       -               無

光磊科技(股)公司 基金 富蘭克林華美貨幣市場

基金

無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4,448,043    46,099         不適用 46,099          無

光磊科技(股)公司 基金 台新1699貨幣市場基金 無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2,280,623    30,935         不適用 30,935          無

光磊科技(股)公司 基金 第一金台灣貨幣市場基

金

無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4,022,602    61,711         不適用 61,711          無

光磊科技(股)公司 基金 日盛貨幣市場基金 無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2,041,210    30,323         不適用 30,323          無

註：本公司持有AXT, Inc.之股數124仟股係屬特別股。

備註持有之公司 有價證券種類 有價證券名稱 與有價證券發行人之關係 帳列科目
期                      末

光磊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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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9月30日

附表三 單位：新台幣仟元



進（銷）貨 金額

佔總進（銷）貨

之比率 授信期間 單價 授信期間 餘額

佔總應收（付）

票據、帳款

之比率

光磊科技(股)公司 日亞化學工業株式會社 該公司之子公司為本公司之法人董事 銷貨 190,210)($     (4.61%) 45天 與一般交易條件相當 -       21,518$     1.20% 無

光磊科技(股)公司 VML TECHNOLOGIES B.V 該公司為本公司間接採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 銷貨 115,344)(      (2.80%) 66天 與一般交易條件相當 -       -           0.0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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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磊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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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月1日至9月30日

附表四 單位：新台幣仟元



科目 金額 交易條件

佔合併總營收或總資產

之比率

1 興華電子工業(股)公司 紹興歐柏斯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3 應收帳款 60,439$             註四 0.60%

1 興華電子工業(股)公司 紹興歐柏斯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3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17,408              - 0.17%

2 紹興歐柏斯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興華電子工業(股)公司 3 銷貨收入 150,130             註四 3.64%

2 紹興歐柏斯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興華電子工業(股)公司 3 應收帳款 55,259              註四 0.55%

註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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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二：與交易人之關係有以下三種，標示種類即可；

      1.母公司對子公司。

      2.子公司對母公司。

      3.子公司對子公司。

註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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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四：銷售單價與一般公司相當，關係人授信期間為45~136天。

註五：揭露標準為交易金額達新台幣一仟萬元以上者；另以資產面及收入面為揭露方式，其相對交易不再揭露。

編號 交易人名稱 交易往來對象 與交易人之關係

交易往來情形

光磊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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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月1日至9月30日

附表五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本期期末 去年年底 股數 比率 帳面金額

光磊科技(股)公司 Opto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Group Co.,Ltd.

開曼群島 控股公司 443,110$    443,110$    14,000,000    100.00 56,924$       52,546$     13,953$     子公司

光磊科技(股)公司 合眾投資(股)公司 台灣 投資事業 258,348     258,348     1,298,800     100.00 33,092        10,549      5,946       子公司

光磊科技(股)公司 光磊科技(澳門)

有限公司

澳門 國際貿易 4,096       4,096       -             100.00 15,075        3,015)(       3,015)(       子公司

光磊科技(股)公司 興華電子工業(股)

公司

台灣 半導體、積體電路、電子電話

機、照相機及各種電腦週邊設

備、薄膜式按鍵等電子組件之

製造加工及銷售

50,170      50,170      4,993,562     99.87 157,643       3,856       3,851       子公司

合眾投資(股)公司 VML TECHNOLOGIES

  B.V.

荷蘭 系統產品設計製造 37,436      37,436      6,000         25.00 6,311         23,064      5,766       採用權益法

之投資

興華電子工業(股)

公司

Bright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Ltd.

英屬維京群

島

控股公司 171,332     171,332     5,100,000     100.00 22,073        4,992       10,441      曾孫公司

Bright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Ltd.

Everyung

  Investment Ltd.

薩摩亞 控股公司 168,421     168,421     5,000,000     50.00 38,998        9,975       4,988       曾曾孫公司

Opto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Group Co., Ltd.

Opto Tech

  (Cayman)

  Co.,Ltd.

開曼群島 控股公司 294,360     294,360     9,000,000     100.00   12,748        47,425      47,425      孫公司

Opto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Group Co., Ltd.

Everyung

  Investment

  Ltd.

薩摩亞 控股公司 148,910     148,910     5,000,000     50.00 38,998        9,975       4,988       曾曾孫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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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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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月1日至9月30日

附表六 單位：新台幣仟元



匯出 收回

光普電子(蘇州)有限

公司

研發、設計、生產超大型

平面顯示器、光電半導體

元件及其相關應用產品，

無線低功率對講機及其相

關元件之銷售並提供相關

的技術和售後服務

294,708$   (2) 294,708$   -$     -$      294,708$   47,182$   100% 47,182$   3,848$    -$        -

紹興歐柏斯光電科技

有限公司

發光二極體及發光數碼管

等電子產品之生產及銷售

317,341    (2) 317,341    -      -       317,341    9,975     99.94% 9,969     77,99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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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Opto Tech (Cayman) Co., Ltd. 投資光普電子(蘇州)有限公司及 Everyung Investment Ltd.投資紹興歐柏斯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3)其他方式。

註2：本期認列之投資損益係依該被投資公司同期間未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表，依間接加權持股比例認列。

轉投資大陸地區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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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磊科技(股)公司 612,049$             612,557$   4,251,815$   

光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大陸投資資訊－基本資料

民國108年1月1日至9月30日

附表七 單位：新台幣仟元

備註

本期期末自台

灣匯出累積投

資金額

被投資公司

本期損益大陸被投資公司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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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直

接或間接

投資之持

本期認列

投資損益

（註2）

期末投資

帳面金額

截至本期止

已匯回投資

收益

本期匯出或收回

投資金額



金額 % 金額 % 餘額 % 期末餘額 目的 最高餘額 期末餘額 利率區間 當期利息

光普電子(蘇州)有限公司 -$                -  $        -        - -$                 -  $         -  - 93,727$     -$                     - 275$       無

紹興歐柏斯光電科技有限

公司

15,655      0.38           -        - 62,930      3.51      133,644  銀行授信額

 度保證

           - -                      - -          無

紹興歐柏斯光電科技有限

公司

150,130)(     (9.63)           -        - 55,259)(      (7.74)            -           - 22,857      17,408                 - -          無

其他大陸被投資公司名稱

銷(進)貨 財產交易 應收(付)帳款

票據背書保證或

提供擔保品 資金融通

光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大陸投資資訊－直接或間接經由第三地區事業與轉投資大陸之被投資公司所發生之重大交易事項

民國108年1月1日至9月30日

附表八 單位：新台幣仟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