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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 TECHNOLOGY GROUP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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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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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楊文瑛女士、王祖同先生、唐融融女士、陳達榮先

生及劉軍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廖慶雄先生、王田苗先生及武哲先生。 
 
* 僅供識別 
  

 



晨訊科-DR 合併綜合損益表 

本資料由 上市公司 晨訊科-DR 公司提供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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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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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損益表期間 106年 01月 01日至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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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5,174 

營業成本 10,900,606 

營業毛利(毛損) 1,504,568 

營業費用 

 推銷費用 549,857 

 管理費用 462,109 

 研究發展費用 345,070 

營業費用合計 1,357,036 

營業利益(損失) 147,532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其他收入 104,426 

 其他利益及損失 316,476 

 財務成本 -34,225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5,813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380,864 

稅前淨利(淨損) 528,396 

所得稅費用(利益)合計 137,775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淨損) 390,621 

本期淨利(淨損) 390,621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其他項目 356,441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總額 356,441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損益 -408,091 

  與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102,024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總額 -306,067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50,374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440,995 

淨利(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淨利/損) 425,055 

 非控制權益(淨利/損) -34,434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綜合損益) 452,184 

 非控制權益(綜合損益) -11,189 

基本每股盈餘 0.17 

稀釋每股盈餘 0.17 

TDR基本每單位盈餘 0.34 

TDR稀釋每單位盈餘 0.34 

換算匯率說明 HK$1:NT$3.807 

備註 臺銀 106年 12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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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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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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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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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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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負債表日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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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7,869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流動淨額 137,623 

 應收帳款淨額 1,310,400 

 其他應收款淨額 554,550 

 存貨 4,802,642 

 其他流動資產 889,661 

  流動資產合計 9,282,745 

非流動資產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淨額 305,523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淨額 8,657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519,975 

 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1,465,501 

 無形資產 718,628 

 遞延所得稅資產 180,220 

 其他非流動資產 339,703 

  非流動資產合計 4,538,207 

  資產總計 13,820,952 

負債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857,557 

 應付票據 149,093 

 應付帳款 1,349,913 



 其他應付款 172,956 

 本期所得稅負債 144,636 

 其他流動負債 2,107,483 

  流動負債合計 4,781,638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377,468 

 其他非流動負債 197,777 

  非流動負債合計 575,245 

  負債總計 5,356,883 

權益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股本 

 普通股股本 974,421 

  股本合計 974,421 

  資本公積 3,370,730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190,670 

 特別盈餘公積 378,363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1,875,598 

  保留盈餘合計 2,444,631 

  其他權益 1,287,949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合計 8,077,731 

  非控制權益 386,338 

  權益總計 8,464,069 

負債及權益總計 13,820,952 

原股每股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3.31 

TDR每單位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6.62 

換算匯率說明 HK$1:NT$3.807 

備註 臺銀 106年 12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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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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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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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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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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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金流量表期間 106年 01月 01日～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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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28,396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0 

本期稅前淨利(淨損)                                          528,396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及攤銷費用                                                         880,030 

呆帳迴轉利益                                                            -3,251 

利息費用                                                                34,225 

利息收入                                                               -44,595 

股利收入                                                                  -651 

股份基礎給付酬勞成本                                                     4,881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5,813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利益）                                       6,990 

處分投資損失(利益)                                                     -33,707 

非金融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44,565 

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調整利益                                           -36,414 

XXXX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應收帳款                                                              -277,321 

應收租賃款                                                              16,694 

其他應收款                                                            -179,508 

存貨                                                                   437,272 

其他流動資產                                                          -111,309 

應付票據                                                               149,093 

應付帳款                                                              -159,437 

其他應付款                                                             950,775 

遞延收入                                                                  -860 

其他流動負債                                                           -678,248 



XXXX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流出)                                               1,444,303 

收取之利息                                                                45,916 

支付之所得稅                                                             -42,703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447,516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處分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291,426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275,924 

出售子公司之淨現金流出                                                     9,811 

購買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03,842 

出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9,129 

取得無形資產                                                            -765,420 

其他金融資產減少                                                         177,067 

收取之股利                                                                   651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減少（增加）                                              -4,568 

XXXX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209,822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舉借銀行借款                                                             884,994 

償還銀行借款                                                          -1,785,917 

其他短期借款增加（減少）                                                 401,795 

發放現金股利                                                             -97,379 

員工執行認股權                                                             2,174 

取得子公司股權                                                              -442 

支付之利息                                                               -34,225 

XXXX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629,000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30,729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639,423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948,446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1,587,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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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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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