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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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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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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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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併資產負債表 

本資料由 上市公司 晨訊科-DR 公司提供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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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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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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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0,602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64,324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淨額 263,656 

 合約資產-流動 886,180 

 應收帳款淨額 1,178,458 

 其他應收款淨額 986,403 

 存貨 2,649,636 

 其他流動資產 818,638 

  流動資產合計 9,087,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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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834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淨額 7,521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483,986 

 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1,520,013 

 無形資產 552,974 

 遞延所得稅資產 180,109 

 其他非流動資產 333,180 

  非流動資產合計 4,263,617 

  資產總計 13,351,514 

負債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238,247 

 合約負債-流動 912,016 

 應付帳款 1,691,992 

 其他應付款 259,112 



 本期所得稅負債 265,635 

 其他流動負債 237,183 

  流動負債合計 3,604,185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353,858 

 其他非流動負債 192,835 

  非流動負債合計 546,693 

  負債總計 4,150,878 

權益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股本 

 普通股股本 993,361 

  股本合計 993,361 

  資本公積 3,436,248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217,181 

 特別盈餘公積 378,647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2,640,951 

  保留盈餘合計 3,236,779 

  其他權益 1,217,970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合計 8,884,358 

  非控制權益 316,278 

  權益總計 9,200,636 

負債及權益總計 13,351,514 

原股每股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3.59 

TDR 每單位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7.18 

換算匯率說明 HK$1 : NT$3.881 

備註 
臺銀 107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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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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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併綜合損益表 

本資料由 上市公司 晨訊科-DR 公司提供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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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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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01 月 01 日至 107 年 06 月 30 日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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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收入 5,932,326 

營業成本 5,440,786 

營業毛利(毛損) 491,540 

營業費用 

 推銷費用 276,221 

 管理費用 241,495 

 研究發展費用 116,081 

 其他費用 46,296 

營業費用合計 680,093 

營業利益(損失) -188,553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其他收入 1,640,689 

 其他利益及損失 103,908 

 財務成本 -7,921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

額 
-1,3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1,735,376 

稅前淨利(淨損) 1,546,823 

所得稅費用(利益)合計 316,220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淨損) 1,230,603 

本期淨利(淨損) 1,23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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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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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36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其他項目 -26,298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11,255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總額 -60,055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60,055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170,548 

淨利(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淨利/損) 1,280,912 

 非控制權益(淨利/損) -50,309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綜合損益) 1,228,491 

 非控制權益(綜合損益) -57,943 

基本每股盈餘 0.50 

稀釋每股盈餘 0.50 

TDR 基本每單位盈餘 1.00 

TDR 稀釋每單位盈餘 1.00 

換算匯率說明 HK$1:NT$3.881 

備註 臺銀 107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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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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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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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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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01 月 01 日～107 年 06 月 30 日 

是否經原上市地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經會計師核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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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46,823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0 

本期稅前淨利(淨損)                                                  1,546,823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及攤銷費用                                                       450,495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數                                                 46,296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負債之淨損失                                  1,444 

利息費用                                                            7,921 

利息收入                                                          -12,334 

股利收入                                                             -567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損失份額                                         1300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                                              9,582 

處分投資利益                                                       -2,011,223 

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                                                    302,089 

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調整利益                                          -12,245 

XXXX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合約資產                                                             -840,022 

應收帳款                                                              -94,475 

應收租賃款                                                              6,198 

其他應收款                                                            -18,897 

存貨                                                                1,797,090 

其他流動資產                                                          -34,013 

合約負債                                                             -946,219 

應付帳款                                                              529,997 

其他應付款                                                             88,045 

遞延收入                                                                3,807 

XXXX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流出)                                              821,092 

收取之利息                                                              9,295 

支付之所得稅                                                         -247,224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58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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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98 

出售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64,518 

取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43,207 

取得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65,767 

出售子公司之淨現金流出                                              1,581,647 

購買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20,513 

出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7,141 

取得無形資產                                                         -420,382 

收取之股利                                                                567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增加                                                   -2,329 

XXXX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992,077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償還銀行借款                                                          -87,835 

其他短期借款減少                                                     -334,251 

發放現金股利                                                         -556,283 

處分子公司部分權益之價款                                                4,610 

支付之利息                                                             -7,921 

非控制權益變動                                                         -3,233 

XXXX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984,913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31,541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621,868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1,618,734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2,24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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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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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