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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數(仟股) 帳面金額 持股比例 公允價值

驊訊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受益憑證-JAFCO Asia Technology

Fund IV L.P.

不適用 以成本衡量

之金融資產-

非流動

2,850         32,399         1.50 33,669           

驊訊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德詠國際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不適用 以成本衡量

之金融資產-

非流動

228           2,082          19.00 2,082            

驊訊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華研國際音樂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長為該公司董事 備供出售金

融資產-非流

動

2,020         172,299        4.75 172,299          

驊訊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特別股-iPeer Multimedia

International Ltd.

本公司之關聯企業 備供出售金

融資產-非流

動

1,000         16,771         100.00 16,771           

備註持有之公司 有價證券種類及名稱 與有價證券發行人之關係 帳列科目

期                      末

(除特別註明者外)

驊訊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期末持有有價證券情形（不包含投資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控制部分）

民國104年1月1日至9月30日

附表一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附表一第1頁



本期期末 去年年底 股數 比率 帳面金額

驊訊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驊訊投資有限公司 香港 控股公司 92,036$      92,036$      2,800,000     100 2,237$       21)($         21)($         

驊訊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C-Media Holding Limited 英屬維京群

島

控股公司 65,740       65,740       2,000,000     100 27,224       298         298         

驊訊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iPeer Multimedia

International Ltd.

英屬開曼群

島

控股公司 285,313      -            21,472,718    32 94,166       585,591     2,814)(       

註：上述被投資公司之相關資訊，除iPeer Multimedia International Ltd.係按該公司同期自編未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表評價及揭露外，其餘係依各該被投資公司同期經台灣母公司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告評價與揭露。

被投資公司本

期損益

（註）

本期認列之投

資損益

（註） 備註投資公司名稱 被投資公司名稱 所在地區 主要營業項目

原始投資金額 期末持有

被投資公司名稱、所在地區等相關資訊（不包含大陸被投資公司）

民國104年1月1日至9月30日

附表二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除特別註明者外)

驊訊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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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 收回

上海華烽貿易有限公

司

電子零件、喇

叭、MP3及MP4等

多媒體產品的銷

售

92,036$      註2 92,036$     -$       -$       92,036$     1$         100 1$         1,466$      -$          註1

公司名稱

本期期末累計自

台灣匯出赴大陸

地區投資金額

經濟部投審會

核准投資金額

依經濟部投審會

規定赴大陸地區

投資限額

上海華烽貿易有限公

司

 $      92,036  $     92,036  $    884,849

註1：業於民國97年11月4日完成設立登記。
註2：係以現金透過第三地區投資設立子公司(驊訊投資有限公司)再轉投資大陸公司，業經投審會核准。
註3：係依被投資公司同期經台灣母公司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告評價及揭露。

大陸被投資公司名稱

(除特別註明者外)

期末投資帳面

金額（註3）

截至本期止已

匯回投資收益

附表三

備註主要營業項目 實收資本額 投資方式

本期期初自台

灣匯出累積投

資金額

本期期末自台

灣匯出累積投

資金額

本公司直接

或間接投資

之持股比例

本期認列投資

損益

（註3）

被投資公司本

期損益

本期匯出或收回

投資金額

驊訊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陸投資資訊－基本資料

民國104年1月1日至9月30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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