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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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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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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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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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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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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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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311,954

 應收帳款淨額 7,464,879

 其他應收款淨額 4,065,222

 存貨 14,161,974

 其他流動資產 6,713,129

  流動資產合計 129,717,158

非流動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6,502,813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

動
490,507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6,599,25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4,652,681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92,773,702

使用權資產 16,058,133

 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7,422,585

 無形資產 1,175,320

 遞延所得稅資產 1,781,504

  非流動資產合計 137,456,495

  資產總計 267,173,653

負債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31,834,577

 合約負債-流動 9,088,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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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帳款 39,551,187

 其他應付款 54,865,599

 本期所得稅負債 2,113,884

租賃負債－流動 528,057

 其他流動負債 12,290,058

  流動負債合計 150,271,434

非流動負債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非流動 40,534

 ⻑期借款 18,221,200

 遞延所得稅負債 5,550,845

租賃負債－非流動 817,062

 其他非流動負債 809,399

  非流動負債合計 25,439,040

  負債總計 175,710,474

權益

歸屬於⺟公司業主之權益

股本

 普通股股本 986,360

  股本合計 986,360

  資本公積 4,067,891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19,577,989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56,216,089

  保留盈餘合計 75,794,078

  其他權益 -3,442,068

  歸屬於⺟公司業主之權益合計 77,406,261

  非控制權益 14,056,918

  權益總計 91,463,179

負債及權益總計 267,173,653

原股每股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13.76

TDR每單位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6.88

換算匯率說明 4.19

備註 台灣銀行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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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 of 3公開資訊觀測站

2020/8/27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t132sb05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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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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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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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01月01日至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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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995,224

營業成本 92,172,361

營業毛利(毛損) 45,822,863

營業費用

 推銷費用 27,234,535

 管理費用 4,816,523

營業費用合計 32,051,058

營業利益(損失) 13,771,80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其他收入 1,287,168

 其他利益及損失 670,840

 財務成本 -898,629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525,526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1,584,905

稅前淨利(淨損) 15,356,710

所得稅費用(利益)合計 4,239,044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淨損) 11,117,666

本期淨利(淨損) 11,117,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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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4,953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總額 -694,953

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694,953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0,42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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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利(損)歸屬於：

 ⺟公司業主(淨利/損) 9,974,005

 非控制權益(淨利/損) 1,143,661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公司業主(綜合損益) 9,290,285

 非控制權益(綜合損益) 1,132,428

基本每股盈餘 1.77

稀釋每股盈餘 1.77

TDR基本每單位盈餘 0.89

TDR稀釋每單位盈餘 0.89

換算匯率說明 4.19

備註 台灣銀行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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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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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01月01日～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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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56,710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 

本期稅前淨利                                              15,356,710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6,666,470 

攤銷費用                                                      13,659 

減損損失                                                     258,117 

利息費用                                                     898,629 

利息收入                                                  (1,287,168)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525,526)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及使用權資產損失                        55,677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之損失                       127,028 

處分投資利益                                                (494,709) 

員工認股酬勞成本                                              45,738 

匯率變動之影響                                              (27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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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205) 

應收帳款-關係人                                               42,034 

其他應收款                                                (1,148,576)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72,898 

存貨                                                         272,891 

其他流動資產                                               1,783,775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數 

應付帳款                                                   6,661,396 

應付帳款-關係人                                              740,222 

其他應付款                                                (3,553,506)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                                          1,305,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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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負債                                                   1,504,445 

其他非流動負債                                               (16,307)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27,895,692 

支付之所得稅                                              (3,132,315) 

支付之利息                                                  (898,629)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23,864,748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增加                                       (208,126) 

其他應收款增加                                              (230,450) 

處分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58,287 

取得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789,298)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增加                            (3,561,500) 

處分子公司                                                   431,780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370,461) 

取得投資性不動產                                            (130,431)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55,135 

取得使用權資產                                              (238,172) 

取得無形資產                                                    (499) 

收取之利息                                                 1,287,168 

收取之股利                                                   182,688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7,413,879)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融資數                                            29,902,156 

短期借款償還數                                           (17,825,313) 

舉借長期借款                                               2,665,570 

償還長期借款                                              (4,743,472) 

租賃本金償還                                                (434,549) 

發放現金股利                                              (1,546,563) 

員工執行認股權                                                 5,753 

收購少數股權之權益                                           (85,933)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7,937,649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27,671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數                                  24,416,189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72,895,765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97,31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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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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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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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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