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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訊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00）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是由晨訊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第 13.10B條而作出。 

 

以下附件是本公司依台灣相關證券法律的規定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台灣證券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網頁刊發的公告。 

 

 
 

 承董事會命 

 晨訊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陳梓妍 
 
 
香港，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楊文瑛女士、王祖同先生、劉軍先生、朱文輝先生

及高峻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王曦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廖慶雄先

生、武哲先生及李敏波先生。 
 
* 僅供識別 
  

 



110年第4季資料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本公司採     月制會計年度(空白表曆年制)

資產負債表日 110年12月31日

是否經當地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經會計師查核

當地國會計師意見種類 無保留

是否經本國會計師複核 是

資產

流動資產

　現金及約當現金 1,143,875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14,735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1,310,724

　應收帳款淨額 348,668

　其他應收款淨額 479,153

　存貨 902,774

　其他流動資產 243,703

　　流動資產合計 4,443,632

非流動資產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223,984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211,567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731,059

使用權資產 159,002

　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2,817,036

　無形資產 214,931

　遞延所得稅資產 244,256

　其他非流動資產 122,238

　　非流動資產合計 4,724,073

　　資產總計 9,167,705

負債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148,529

　合約負債-流動 448,636

　應付帳款 776,706

　其他應付款 170,408

　本期所得稅負債 132,417

租賃負債－流動 21,361

　其他流動負債 24,045

　　流動負債合計 1,722,102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508,068

租賃負債－非流動 30,358

　其他非流動負債 184,722

　　非流動負債合計 723,148

　　負債總計 2,445,250

本資料由　上市公司 晨訊科-DR　公司提供

晨訊科-DR 合併資產負債表

（本公司依所屬國或第一上市地國法令規定，無須公告第一季、第三季財務報表，半年度財務報

表毋須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權益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股本

　普通股股本 809,090

　　股本合計 809,090

　　資本公積 2,916,795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201,073

　特別盈餘公積 446,273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703,298

　　保留盈餘合計 1,350,644

　　其他權益 1,600,034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合計 6,676,563

　　非控制權益 45,892

　　權益總計 6,722,455

負債及權益總計 9,167,705

原股每股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3

TDR每單位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5.9

換算匯率說明 HK$1:NT$3.549

備註 臺銀110年12月30日即期中價匯率

每單位臺灣存託憑證表彰原股 2.0000，原股普通股每股面額：

2.若發行人採用之會計原則非「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美國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或「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則相關申報金額係依「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規定」編製金額分類揭露。

3.若發行人採用「美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或「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則係參考「主管機關訂頒

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有關會計項目之性質予以分類揭露。

1.臺灣存託憑證發行人採用之會計原則與「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或有

所差異，請詳閱發行人財務報表附註揭露。



110年第4季資料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本公司採     月制會計年度(空白表曆年制)

綜合損益表期間 110年01月01日至110年12月31日期間

是否經當地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經會計師查核

當地國會計師意見種類 無保留

是否經本國會計師複核 是

營業收入 2,571,992

營業成本 2,495,682

營業毛利(毛損) 76,310

營業費用

　推銷費用 136,651

　管理費用 468,756

　研究發展費用 634,178

　其他費用 -112,940

營業費用合計 1,126,645

營業利益(損失) -1,050,33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其他收入 93,243

　其他利益及損失 54,637

　財務成本 -11,424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53,32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189,776

稅前淨利(淨損) -860,559

所得稅費用(利益)合計 -24,091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淨損) -836,468

停業單位損益 -34,890

本期淨利(淨損) -871,358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不動產重估增值 109,902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未實現評

價損益
6,857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其他項目 64,947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28,179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總額 153,527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153,527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717,831

本資料由　上市公司 晨訊科-DR　公司提供

晨訊科-DR 合併綜合損益表

（本公司依所屬國或第一上市地國法令規定，無須公告第一季、第三季財務報表，半年度財務報

表毋須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淨利(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淨利/損) -872,344

　非控制權益(淨利/損) 986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綜合損益) -723,765

　非控制權益(綜合損益) 5,934

基本每股盈餘 0.38

稀釋每股盈餘 0.38

TDR基本每單位盈餘 0.76

TDR稀釋每單位盈餘 0.76

換算匯率說明 HK$1:NT$3.549

備註 臺銀110年12月30日即期中價匯率

每單位臺灣存託憑證表彰原股 2.0000，原股普通股每股面額：

3.若發行人採用「美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或「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則係參考「主管機關訂頒

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有關會計項目之性質予以分類揭露。

1.臺灣存託憑證發行人採用之會計原則與「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或有

所差異，請詳閱發行人財務報表附註揭露。

2.若發行人採用之會計原則非「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美國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或「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則相關申報金額係依「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規定」編製金額分類揭露。



110年第4季資料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本公司採     月制會計年度(空白表曆年制)

現金流量表期間 110年01月01日～110年12月31日

是否經原上市地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經會計師查核

原上市地國會計師意見種類 無保留

是否經中華民國會計師複核 是
=============================================================================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    -860,559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34,889

本期稅前淨利(淨損)                                                   -895,448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186,582

攤銷費用                                                              156,231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利益)數                                              -95,607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淨損失                                  8,599

利息費用                                                               11,424

利息收入                                                              -93,243

股利收入                                                               -1,178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53,320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利益）                                  784

處分關聯企業及子公司利益                                              -14,551

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1,363

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                                                    171,541

非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67,431

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調整損失                                           10,746

XXXX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應收帳款                                                              -66,132

其他應收款                                                             -5,494

（本公司依所屬國或第一上市地國法令規定，無須公告第一季、第三季財務報表，半年度財務報

表毋須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晨訊科-DR 合併現金流量表

本資料由　上市公司 晨訊科-DR　公司提供



存貨                                                                 -324,730

其他流動資產                                                          292,569

合約負債                                                              -19,967

應付帳款                                                              186,684

其他應付款                                                             93,413

遞延收入                                                              -17,876

其他流動負債                                                           14,622

XXXX

營運產生之現金                                                       -385,557

收取之利息                                                             93,243

退回之所得稅                                                            3,503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288,811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71,445

取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284,800

取得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020,313

處分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046,025

取得關聯企業                                                          -34,805

出售子公司之淨現金流入                                                116,588

購買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69,120

出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580

取得無形資產                                                         -197,825

XXXX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713,115

舉借銀行借款                                                        148,689

償還銀行借款                                                       -130,362

租賃負債本金償還                                                      -41,935

員工執行認股權                                                         2,644

購買庫藏股票                                                       -173,986

支付之利息                                                         -11,424

非控制權益變動                                                        13,972

XXXX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92,402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32,298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1,226,626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2,370,501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1,143,875

=============================================================================

每單位臺灣存託憑證表彰原股 2.0000，原股普通股每股面額： 0.1

1.臺灣存託憑證發行人採用之會計原則與「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或有所差異，請詳閱發

行人財務報表附註揭露。

2.若發行人採用之會計原則非「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美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或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則相關申報金額係依「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編製金額分類揭

露。

3.若發行人採用「美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或「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則係參考「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規定」有關會計項目之性質予以分類揭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