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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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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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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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61,540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5,994,000

 應收帳款淨額 10,192,748

 其他應收款淨額 3,524,646

 存貨 21,021,699

 其他流動資產 8,015,963

  流動資產合計 124,710,596

非流動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2,943,471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

動
642,015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27,358,836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3,675,818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95,854,552

使用權資產 16,230,615

 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8,157,168

 無形資產 1,143,682

 遞延所得稅資產 2,242,409

  非流動資產合計 158,248,566

  資產總計 282,959,162

負債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24,425,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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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流動 44,218

 避險之金融負債-流動 267,399

 合約負債-流動 6,666,598

 應付帳款 44,331,846

 其他應付款 60,606,577

 本期所得稅負債 1,397,419

租賃負債－流動 698,270

 其他流動負債 20,299,263

  流動負債合計 158,736,829

非流動負債

 應付公司債 14,758,511

 ⻑期借款 18,442,379

 遞延所得稅負債 6,407,364

租賃負債－非流動 771,552

 其他非流動負債 341,858

  非流動負債合計 40,721,664

  負債總計 199,458,493

權益

歸屬於⺟公司業主之權益

股本

 普通股股本 1,046,450

  股本合計 1,046,450

  資本公積 4,027,160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23,608,190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41,150,844

  保留盈餘合計 64,759,034

  其他權益 -1,503,117

  歸屬於⺟公司業主之權益合計 68,329,527

  非控制權益 15,171,142

  權益總計 83,500,669

負債及權益總計 282,959,162

原股每股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12.13

TDR每單位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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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算匯率說明 4．44

備註 台灣銀行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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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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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01月01日至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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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682,938

營業成本 121,616,603

營業毛利(毛損) 48,066,335

營業費用

 推銷費用 36,353,579

 管理費用 5,039,272

營業費用合計 41,392,851

營業利益(損失) 6,673,484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其他收入 1,470,888

 其他利益及損失 835,470

 財務成本 -592,22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478,974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2,193,112

稅前淨利(淨損) 8,866,596

所得稅費用(利益)合計 2,230,687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淨損) 6,635,909

本期淨利(淨損) 6,635,909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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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9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總額 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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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3,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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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險工具之損益 86,944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總額 -3,476,919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3,475,05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3,160,859

淨利(損)歸屬於：

 ⺟公司業主(淨利/損) 5,564,950

 非控制權益(淨利/損) 1,070,959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公司業主(綜合損益) 2,292,782

 非控制權益(綜合損益) 868,077

基本每股盈餘 0.99

稀釋每股盈餘 0.99

TDR基本每單位盈餘 0.50

TDR稀釋每單位盈餘 0.50

換算匯率說明 4．44

備註 台灣銀行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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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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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01月01日～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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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866,596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本期稅前淨利                                                     8,866,596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含使用權資產)                                           7,171,905 

攤銷費用                                                            14,390 

利息收入                                                       ( 1,470,888) 

利息費用                                                           592,220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   478,974)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                                   190,649 

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調整利益                                   (   133,644)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之損失                                  80 

處分投資利益                                                   (   349,273) 

員工認股酬勞成本                                                     2,318 

匯率變動之影響                                                 (   679,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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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68,788) 

應收帳款-關係人                                                (   249,799) 

其他應收款                                                     ( 1,144,627)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42,242 

存貨                                                           (   280,342) 

其他流動資產                                                       179,389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數 

應付帳款                                                         3,275,606 

應付帳款-關係人                                                    890,042 

其他應付款                                                         967,387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                                                  168,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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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負債                                                       ( 8,176,278) 

其他非流動負債                                                 (    12,987) 

營運產生之現金                                                   8,515,342 

支付之所得稅                                                   ( 2,259,924) 

支付之利息                                                     (   577,422)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5,677,996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減少                                               42,136 

取得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    31,044)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增加                                 ( 6,260,400) 

處分子公司                                                         354,743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 7,347,694)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75,406 

收取之利息                                                       1,470,888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1,595,965)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融資數                                                  24,033,139 

短期借款償還數                                                 (20,508,367) 

長期借款融資數                                                  13,226,204 

長期借款償還數                                                 ( 2,600,656) 

租賃本金償還                                                   (   512,562) 

發放現金股利                                                   ( 2,340,382) 

員工執行認股權                                                      67,155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1,364,531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192,074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數                                         5,638,636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70,322,904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75,96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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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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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