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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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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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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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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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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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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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9,93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流動 

71,668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淨額 

327,415 

 合約資產-流動 142,540 

 應收帳款淨額 907,708 

 其他應收款淨額 335,411 

 存貨 1,625,368 

 其他流動資產 1,381,368 

  流動資產合計 7,33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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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503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淨額 11,936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200,528 

 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1,879,265 

 無形資產 580,110 

 遞延所得稅資產 174,900 

 其他非流動資產 321,604 

  非流動資產合計 4,321,846 

  資產總計 11,653,254 

負債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445,343 

 合約負債-流動 860,052 

 應付帳款 724,687 

 其他應付款 18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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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所得稅負債 172,253 

 其他流動負債 15,049 

  流動負債合計 2,400,338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385,042 

 其他非流動負債 153,691 

  非流動負債合計 538,733 

  負債總計 2,939,071 

權益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股本 

 普通股股本 988,190 

  股本合計 988,190 

  資本公積 3,440,851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208,295 

 特別盈餘公積 397,959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2,294,991 

  保留盈餘合計 2,901,245 

  其他權益 1,135,286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合計 8,465,572 

  非控制權益 248,611 

  權益總計 8,714,183 

負債及權益總計 11,653,254 

原股每股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3.46 

TDR 每單位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6.92 

換算匯率說明 HK$1:NT$3.921 

備註 臺銀 107年 12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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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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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季資料                  單位：新台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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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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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66,254 

營業成本 8,651,141 

營業毛利(毛損) 415,113 

營業費用 

 推銷費用 448,758 

 管理費用 475,229 

 研究發展費用 204,833 

 其他費用 52,098 

營業費用合計 1,180,918 

營業利益(損失) -765,80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其他收入 1,825,221 

 其他利益及損失 136,956 

 財務成本 -24,479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

益之份額 

3,019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1,940,717 

稅前淨利(淨損) 1,174,912 

所得稅費用(利益)合計 331,744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淨損) 843,168 

本期淨利(淨損) 84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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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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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988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其他項目 -233,864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20,013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總額 -173,838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17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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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669,330 

淨利(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淨利/損) 933,245 

 非控制權益(淨利/損) -90,077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綜合損益) 777,024 

 非控制權益(綜合損益) -107,694 

基本每股盈餘 0.37 

稀釋每股盈餘 0.37 

TDR 基本每單位盈餘 0.74 

TDR 稀釋每單位盈餘 0.74 

換算匯率說明 HK$1:NT$3.921 

備註 臺銀 107年 12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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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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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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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01 月 01 日～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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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74,912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0 

本期稅前淨利(淨損)                                       1,174,912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及攤銷費用                                                        818,995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52,098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之淨損失                                 21,511 

利息費用                                                               24,479 

利息收入                                                              -28,682 

股利收入                                                               -1,404 

股份基礎給付酬勞成本                                                        0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3,019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利益）                                      9,222 

處分投資損失(利益)                                                 -2,035,528 

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                                                    345,946 

非金融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0 

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調整利益                                          -30,054 

XXXX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合約資產                                                              -73,233 

應收帳款                                                              101,464 

應收租賃款                                                              7,434 

其他應收款                                                             26,376 

存貨                                                                2,681,270 

其他流動資產                                                         -589,714 

合約負債                                                           -1,004,650 

應付票據                                                                    0 

應付帳款                                                             -414,128 



其他應付款                                                         -2,019,150 

遞延收入                                                                1,349 

其他流動負債                                                        2,156,891 

XXXX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1,222,385 

收取之利息                                                             25,126 

支付之所得稅                                                         -265,879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98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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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82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69,994 

取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120,011 

取得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01,609 

處分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8,430 

處分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0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0 

出售子公司之淨現金流出                                              2,104,365 

購買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78,692 

出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1,558 

取得無形資產                                                         -753,655 

其他金融資產減少                                                            0 

收取之股利                                                              1,404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增加                                                   -4,705 

XXXX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107,797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舉借銀行借款                                                          347,067 

償還銀行借款                                                         -329,772 

其他短期借款（減少）增加                                             -430,620 

發放現金股利                                                         -562,017 

購買庫藏股                                                            -46,225 

員工執行認股權                                                              0 

取得子公司股權                                                        -31,250 

支付之利息                                                            -24,479 

非控制權益變動                                                         27,012 

XXXX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050,284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44,633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904,512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1,635,418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2,539,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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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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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