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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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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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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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廖慶雄先生、李敏波先生及武哲先生。 
 
* 僅供識別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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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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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金及約當現金 2,453,325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50,629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1,055,892

　應收帳款淨額 426,575

　其他應收款淨額 504,551

　存貨 841,763

　其他流動資產 555,009

　　流動資產合計 5,887,744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45,479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119,549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861,139

使用權資產 257,180

　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2,639,315

　無形資產 244,089

　遞延所得稅資產 198,449

　其他非流動資產 37,465

　　非流動資產合計 4,402,665

　　資產總計 10,290,409

　短期借款 132,228

　合約負債-流動 476,076

　應付帳款 732,778

　其他應付款 109,962

　本期所得稅負債 134,454

　負債準備-流動 32,190

　其他流動負債 28,253

　　流動負債合計 1,645,941

　遞延所得稅負債 464,506

租賃負債－非流動 92,100

　其他非流動負債 198,753

　　非流動負債合計 75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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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資產

負債

非流動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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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負債總計 2,401,300

　普通股股本 867,761

　　股本合計 867,761

　　資本公積 3,116,282

　法定盈餘公積 250,866

　特別盈餘公積 430,715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1,619,117

　　保留盈餘合計 2,300,698

　　其他權益 1,547,572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合計 7,832,313

　　非控制權益 56,796

　　權益總計 7,889,109

負債及權益總計 10,29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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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益

保留盈餘

換算匯率說明 HK$1:NT$3.673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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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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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銀109年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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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股本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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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01月01日至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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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6,497

營業成本 3,013,219

營業毛利(毛損) 433,278

　推銷費用 153,733

　管理費用 337,237

　研究發展費用 242,716

　其他費用 25,480

營業費用合計 759,166

營業利益(損失) -325,888

　其他收入 84,321

　其他利益及損失 73,145

　財務成本 -15,258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1,82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140,383

稅前淨利(淨損) -185,505

所得稅費用(利益)合計 -27,606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淨損) -157,899

停業單位損益 -15,441

本期淨利(淨損) -173,340

　　不動產重估增值 149,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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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7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其他項目 256,788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34,265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總額 370,644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370,644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97,304

　母公司業主(淨利/損) -140,760

　非控制權益(淨利/損) -32,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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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併綜合損益表

本資料由　上市公司 晨訊科-DR　公司提供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淨利(損)歸屬於：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營業費用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母公司業主(綜合損益) 217,410

　非控制權益(綜合損益) -20,106

基本每股盈餘 -0.06

稀釋每股盈餘 -0.06

TDR基本每單位盈餘 -0.12

TDR稀釋每單位盈餘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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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臺銀109年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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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算匯率說明 HK$1:NT$3.673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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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01月01日～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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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5,505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22,578

本期稅前淨利(淨損)                                                   -208,083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197,582

攤銷費用                                                              386,814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利益)數                                               79,403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淨損失                                   -371

利息費用                                                                6,498

利息收入                                                              -70,022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1,825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利益）                               -2,314

處分關聯企業及子公司利益                                              -20,617

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                                                   -105,411

非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69,787

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調整利益                                           54,779

租賃修改利益                                                             -298

投資關聯企業重估增值利益                                           -9,987

XXXX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合約資產                                                               41,509

應收帳款                                                              358,793

其他應收款                                                            -99,267

存貨                                                                   47,723

其他流動資產                                                            6,586

合約負債                                                             -216,623

應付帳款                                                              106,745

其他應付款                                                            -12,674

遞延收入                                                                1,839

其他流動負債                                                              940

XXXX

營運產生之現金                                                        615,156

收取之利息                                                             70,022

支付之所得稅                                                           -4,738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680,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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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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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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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15

處分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166,597

取得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374,536

處分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408,474

出售子公司之淨現金流入                                                 15,027

購買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85,412

出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4,371

取得無形資產                                                         -251,149

XXXX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58,243

舉借銀行借款                                                        332,921

償還銀行借款                                                       -496,883

租賃負債本金償還                                                      -32,958

購買庫藏股票                                                        -77,262

支付之利息                                                          -6,498

XXXX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280,680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35,018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206,499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2,246,826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2,45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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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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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