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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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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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十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楊文瑛女士、王祖同先生、劉軍先生及朱文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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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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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30日

是否經當地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經會計師核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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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7,365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41,462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1,762,616

　應收帳款淨額 490,859

　其他應收款淨額 373,010

　存貨 864,442

　其他流動資產 219,506

　　流動資產合計 5,12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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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27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161,469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824,242

使用權資產 224,787

　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2,651,937

　無形資產 191,654

　遞延所得稅資產 204,577

　其他非流動資產 164,482

　　非流動資產合計 4,503,418

　　資產總計 9,632,678

負債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252,227

　合約負債-流動 389,222

　應付帳款 480,705

　其他應付款 122,427

　本期所得稅負債 131,525

租賃負債－流動 26,781

　其他流動負債 22,190

　　流動負債合計 1,425,077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466,263

租賃負債－非流動 81,145

　其他非流動負債 194,688

　　非流動負債合計 742,096

晨訊科-DR 合併資產負債表

本資料由　上市公司 晨訊科-DR　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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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債總計 2,167,173

權益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股本

　普通股股本 847,443

　　股本合計 847,443

　　資本公積 3,043,318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240,533

　特別盈餘公積 420,591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1,335,616

　　保留盈餘合計 1,996,740

　　其他權益 1,517,760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合計 7,405,261

　　非控制權益 60,244

　　權益總計 7,465,505

負債及權益總計 9,632,678

原股每股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3.13

TDR每單位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6.26

換算匯率說明 HK$1:NT$3.587

備註 臺銀110年6月30日即期中價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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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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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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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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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併資產負債表

本資料由　上市公司 晨訊科-DR　公司提供



　　負債總計 2,44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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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TDR每單位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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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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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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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06月30日

是否經當地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經會計師核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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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6,031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11,046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914,325

　應收帳款淨額 307,400

　其他應收款淨額 382,224

　存貨 1,149,070

　其他流動資產 202,741

　　流動資產合計 4,05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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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198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223,572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679,003

使用權資產 134,501

　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2,848,156

　無形資產 69,010

　其他非流動資產 126,345

　　非流動資產合計 4,338,785

　　資產總計 8,391,622

負債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504,467

　合約負債-流動 431,794

　應付帳款 799,635

　其他應付款 170,639

　本期所得稅負債 134,243

租賃負債－流動 20,906

　其他流動負債 15,879

　　流動負債合計 2,077,563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339,170

租賃負債－非流動 25,414

　其他非流動負債 195,923

　　非流動負債合計 560,507

晨訊科-DR 合併資產負債表

本資料由　上市公司 晨訊科-DR　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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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債總計 2,638,070

權益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股本

　普通股股本 847,959

　　股本合計 847,959

　　資本公積 3,060,697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223,208

　特別盈餘公積 492,342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504,487

　　保留盈餘合計 211,063

　　其他權益 1,586,850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合計 5,706,569

　　非控制權益 46,983

　　權益總計 5,753,552

負債及權益總計 8,391,622

原股每股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2.55

TDR每單位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5.10

換算匯率說明 HK$1:NT$3.788

備註 臺銀111年06月30日即期中價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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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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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