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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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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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06月30日

是否經當地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毋須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當地國會計師意見種類 NA

是否經本國會計師複核 否

資產

流動資產

 現金及約當現金 99,412,227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413,760

 應收帳款淨額 9,104,776

 其他應收款淨額 4,898,586

 存貨 17,548,096

 其他流動資產 5,557,038

  流動資產合計 136,934,483

非流動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2,392,877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

動
599,280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22,290,889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3,256,119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93,238,764

使用權資產 16,214,923

 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7,787,308

 無形資產 1,185,228

 遞延所得稅資產 1,586,576

  非流動資產合計 148,551,964

  資產總計 285,486,447

負債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24,14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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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流動 42,923

 合約負債-流動 8,774,669

 應付帳款 40,566,720

 其他應付款 60,964,997

 本期所得稅負債 1,977,170

租賃負債－流動 630,820

 其他流動負債 4,067,830

  流動負債合計 141,173,210

非流動負債

 應付公司債 13,788,013

 ⻑期借款 24,207,313

 遞延所得稅負債 6,799,400

租賃負債－非流動 867,120

 其他非流動負債 359,295

  非流動負債合計 46,021,141

  負債總計 187,194,351

權益

歸屬於⺟公司業主之權益

股本

 普通股股本 1,015,048

  股本合計 1,015,048

  資本公積 3,987,909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22,297,203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54,507,061

  保留盈餘合計 76,804,264

  其他權益 1,164,390

  歸屬於⺟公司業主之權益合計 82,971,611

  非控制權益 15,320,485

  權益總計 98,292,096

負債及權益總計 285,486,447

原股每股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14.74

TDR每單位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7.37

換算匯率說明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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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台灣銀行110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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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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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01月01日至110年06月30日期間

是否經當地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毋須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當地國會計師意見種類 NA

是否經本國會計師複核 否

營業收入 152,556,040

營業成本 105,043,212

營業毛利(毛損) 47,512,828

營業費用

 推銷費用 32,679,722

 管理費用 5,109,483

營業費用合計 37,789,205

營業利益(損失) 9,723,623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其他收入 1,571,064

 其他利益及損失 2,531,371

 財務成本 -484,892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514,79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4,132,333

稅前淨利(淨損) 13,855,956

所得稅費用(利益)合計 3,484,424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淨損) 10,371,532

本期淨利(淨損) 10,371,532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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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74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總額 658,740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658,74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1,030,272

Page 1 of 2公開資訊觀測站

2021/8/26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t132sb05_1

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t132sb05_1


淨利(損)歸屬於：

 ⺟公司業主(淨利/損) 8,771,772

 非控制權益(淨利/損) 1,599,760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公司業主(綜合損益) 9,391,188

 非控制權益(綜合損益) 1,639,084

基本每股盈餘 1.56

稀釋每股盈餘 1.56

TDR基本每單位盈餘 0.78

TDR稀釋每單位盈餘 0.78

換算匯率說明 ４．３１

備註 台灣銀行110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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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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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01月01日～110年06月30日

是否經原上市地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毋須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原上市地國會計師意見種類 NA

是否經中華⺠國會計師複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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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                                     $   13,855,956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 

本期稅前淨利                                                 13,855,956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含使用權資產)                                        6,682,047 

攤銷費用                                                         16,464 

利息收入                                                    ( 1,571,064) 

利息費用                                                        484,892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   514,790)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                            (    72,326) 

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調整利益                                (   151,281)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之損失                           34,963 

處分投資利益                                                (   751,362) 

廉價購買利益(已扣除收購直接相關費用)                        (    34,338) 

員工酬勞成本                                                     16,094 

匯率變動之影響                                                  198,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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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31,907) 

應收帳款-關係人                                             (   537,984) 

其他應收款                                                  ( 1,691,339)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   116,861) 

存貨                                                        ( 3,107,648) 

其他流動資產                                                    280,693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數 

應付帳款                                                      3,279,099 

應付帳款-關係人                                               2,162,866 

其他應付款                                                  ( 1,28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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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付款-關係人                                             1,009,790 

合約負債                                                    ( 1,401,043) 

其他非流動負債                                              (   167,629)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15,254,619 

支付之利息                                                  (   470,876) 

支付之所得稅                                                ( 3,183,146)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1,600,597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減少                                            28,243 

其他應收款減少                                                  711,150 

處分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3,703,424 

取得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    12,546)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增加                              (11,796,039) 

對子公司之收購(扣除所取得之現金)                                 38,053 

處分子公司                                                      378,741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 5,076,387)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595,052 

取得無形資產                                                (    73,111) 

收取之利息                                                    1,571,064 

收取之股利                                                      318,263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 9,614,093)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融資數                                               20,704,672 

短期借款償還數                                              (13,485,247) 

長期借款融資數                                                7,234,369 

長期借款償還數                                              ( 6,939,934) 

租賃本金償還                                                (   400,761) 

發放現金股利                                                ( 1,949,499) 

員工執行認股權                                                   76,843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5,240,443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    19,934)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數                                      7,207,013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92,205,214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99,41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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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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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 of 3公開資訊觀測站

2021/8/26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t132sb05_1

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t132sb05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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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