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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是由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 根據香港聯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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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規定於 2020 年 4 月 16 日在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刊發的公告。  

  
承董事會命  

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葉沛森 

 
香港，2020 年 4 月 16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魏宏名先生、井田純一郎先生、魏宏丞先生、

筱原幸治先生、高橋勇幸先生及曾倩女士；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信群先

生、李長福先生及深田宏先生。  

  
網址: http://www.masterkong.com.cn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tingyi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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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存託憑證代號總表

康師傅-DR 合併資產負債表
本資料由 上市公司 康師傅-DR 公司提供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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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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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83,472

 應收帳款淨額 7,195,653

 其他應收款淨額 3,312,213

 存貨 14,848,273

 其他流動資產 9,297,329

  流動資產合計 109,636,940

非流動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4,971,762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

動
498,296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3,124,75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4,433,274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99,190,301

使用權資產 17,348,284

 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7,635,165

 無形資產 1,212,485

 遞延所得稅資產 1,754,907

  非流動資產合計 140,169,224

  資產總計 249,806,164

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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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20,198,849

 合約負債-流動 7,800,820

 應付帳款 33,092,331

 其他應付款 46,381,850

 本期所得稅負債 1,741,081

租賃負債－流動 860,552

 其他流動負債 11,929,533

  流動負債合計 122,005,016

非流動負債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非流動 41,695

 ⻑期借款 21,205,536

 遞延所得稅負債 5,135,029

租賃負債－非流動 1,240,815

 其他非流動負債 849,354

  非流動負債合計 28,472,429

  負債總計 150,477,445

權益

歸屬於⺟公司業主之權益

股本

 普通股股本 1,014,578

  股本合計 1,014,578

  資本公積 4,413,160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20,094,681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61,698,583

  保留盈餘合計 81,793,264

  其他權益 -2,837,347

  歸屬於⺟公司業主之權益合計 84,383,655

  非控制權益 14,945,064

  權益總計 99,328,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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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及權益總計 249,806,164

原股每股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15.00

TDR每單位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7.50

換算匯率說明 4.31

備註 台灣銀行108年12月31日即期匯率

每單位臺灣存託憑證表彰原股 0.5000，原股普通股每股面額：美金0.00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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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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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存託憑證代號總表

康師傅-DR 合併綜合損益表
本資料由 上市公司 康師傅-DR 公司提供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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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01月01日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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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125,861

營業成本 182,903,121

營業毛利(毛損) 84,222,740

營業費用

 推銷費用 57,146,204

 管理費用 10,315,472

營業費用合計 67,461,676

營業利益(損失) 16,761,064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其他收入 2,332,667

 其他利益及損失 5,003,863

 財務成本 -1,782,84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1,009,22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6,562,915

稅前淨利(淨損) 23,323,979

所得稅費用(利益)合計 7,298,442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淨損) 16,025,537

本期淨利(淨損) 16,025,537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322,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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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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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88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總額 -308,932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564,81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總額 -564,810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873,742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5,151,795

淨利(損)歸屬於：

 ⺟公司業主(淨利/損) 14,356,528

 非控制權益(淨利/損) 1,669,009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公司業主(綜合損益) 13,515,042

 非控制權益(綜合損益) 1,636,753

基本每股盈餘 2.55

稀釋每股盈餘 2.55

TDR基本每單位盈餘 1.28

TDR稀釋每單位盈餘 1.28

換算匯率說明 4.31

備註 台灣銀行108年12月31日即期匯率

每單位臺灣存託憑證表彰原股 0.5000，原股普通股每股面額：美金0.00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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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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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存託憑證代號總表

康師傅-DR 合併現金流量表
本資料由 上市公司 康師傅-DR 公司提供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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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01月01日～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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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經中華⺠國會計師複核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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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                                      23,323,979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 

本期稅前淨利                                              23,323,979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14,013,383 

攤銷費用                                                      27,610 

減損損失                                                     655,336 

利息費用                                                   1,782,840 

利息收入                                                  (2,332,667) 

股利收入                                                     (14,020)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1,009,225) 

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調整利益                                 (15,835)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及使用權資產損失                       400,399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之淨利益                        (81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之利益                       (89,536) 

處分投資利益                                              (4,237,127) 

員工認股酬勞成本                                             105,612 

匯率變動之影響                                              (293,515)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數 

應收帳款                                                     477,634 

應收帳款-關係人                                             (279,607) 

其他應收款                                                  (946,014)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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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                                                      (3,419,274) 

其他流動資產                                                  38,246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數 

應付帳款                                                   2,797,216 

應付帳款-關係人                                              323,543 

其他應付款                                                 9,450,637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                                            159,086 

合約負債                                                     565,269 

其他非流動負債                                              (143,295)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41,338,322 

支付之所得稅                                              (5,791,869) 

支付之利息                                                (1,794,766)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33,751,687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增加                                         (1,603) 

其他應收款增加                                              (288,770) 

對子公司之收購(扣除所取得之現金)                          (6,635,344) 

處分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354,549 

取得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3,189,542)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5,421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增加                            (3,124,750)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1,812,419 

處分子公司                                                 3,605,664 

取得投資性不動產                                          (1,041,869)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7,706,728)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208,694 

取得使用權資產                                              (182,684) 

取得無形資產                                                    (681) 

收取之利息                                                 2,332,667 

收取之股利                                                   152,048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2,690,509)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長期借款融資數                                            14,294,104 

長期借款償還數                                           (17,798,510) 

其他借款增加                                               9,653,534 

租賃本金償還                                                (781,200) 

發放現金股利                                             (11,209,629) 

員工執行認股權                                               198,695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5,64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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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52,979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數                                  15,471,151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59,512,321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74,983,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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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單位臺灣存託憑證表彰原股 0.5000，原股普通股每股面額：美金0.00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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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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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分析資料

康師傅-DR最近三年度財務資料分析

本資料由(上市公司) 康師傅-DR公司提供
本公司採 月制會計年度(空白表歷年制)

 106年度  107年度  108年度

財務

結構

負債佔資產比率(%)   58.79   55.45   60.24

⻑期資金佔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103.17   112.27   121.52

償債

能力

流動比率(%)   78.99   87.54   89.86

速動比率(%)   60.62   67.10   70.19

利息保障倍數(%)   8.46   10.44   14.08

經

營

能

力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36.26   35.82   35.94

平均收現日數   10.06   10.18   10.15

存貨週轉率(次)   17.20   16.69   13.70

平均銷貨日數   21.22   21.86   26.64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次)   1.93   2.27   2.54

總資產週轉率(次)   1.06   1.12   1.10

獲

利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4.59   5.57   7.09

權益報酬率(%)   9.64   11.76   15.64

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比率(%)   1,443.39   1,691.86   2,298.88

純益率(%)   3.83   4.50   6.00

每股盈餘(元)    1.48    1.96    2.55

現金

流量

現金流量比率(%)   27.42   28.74   27.66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89.73   106.08   174.76

現金再投資比率(%)   10.73   10.53   10.30

公式說明

Page 1 of 1公開資訊觀測站

2020/4/16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t05st22_q1


	海外监管公告0416cover
	C_B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