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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 : 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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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8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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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8 月 22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魏應州先生、井田純一郎先生、吉澤亮先生、

吳崇儀先生、魏應交先生及長野輝雄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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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存託憑證專區

康師傅 合併資產負債表

本資料由 上市公司康師傅 公司提供 

103年第2季資料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本公司採     月制會計年度(空白表歷年制)

（本公司依所屬國或第一上市地國法令規定，半年度、第一季、第三季財務報表毋須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資產負債表日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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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89,633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32,947

 應收帳款 10,307,659

 其他應收款 6,627,795

 存貨 14,123,313

 其他流動資產 7,655,322

  流動資產合計 85,136,669

非流動資產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1,604,616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3,247,825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82,319,042

 無形資產 826,831

 遞延所得稅資產 1,557,272

 其他非流動資產 9,923,143

  非流動資產合計 199,478,729

  資產總計 284,615,398

負債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16,687,622

 應付帳款 43,862,452

 其他應付款 54,636,113

 當期所得稅負債 1,631,051

 其他流動負債 13,051,219

  流動負債合計 129,868,457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28,102,054

 遞延所得稅負債 6,171,202

 其他非流動負債 3,165,085

  非流動負債合計 37,438,341

  負債總計 167,306,798

權益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股本

 普通股股本 836,330

  股本合計 836,330

  資本公積 8,031,564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12,922,150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52,597,725

  保留盈餘合計 65,519,875

  其他權益 10,523,650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合計 84,911,419

  非控制權益 32,397,181

  權益總計 117,308,600

負債及權益總計 284,615,398

原股每股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15.16



TDR每單位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7.58

換算匯率說明 US$1:NT$29.87 

備註 臺灣銀行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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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存託憑證專區

康師傅 合併綜合損益表

本資料由 上市公司康師傅 公司提供 

103年第2季資料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本公司採     月制會計年度(空白表歷年制)

（本公司依所屬國或第一上市地國法令規定，半年度、第一季、第三季財務報表毋須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綜合損益表期間 103年01月01日至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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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416,966

營業成本 113,597,134

營業毛利 50,819,832

營業費用

 推銷費用 33,020,538

 管理費用 5,067,057

營業費用合計 38,087,595

營業利益(損失) 12,732,237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其他收入 1,068,330

 其他利益及損失 427,619

 財務成本 -624,283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

份額
282,929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1,154,595

稅前淨利(淨損) 13,886,832

所得稅費用(利益) 3,820,672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淨損) 10,066,160

本期淨利(淨損) 10,066,160

其他綜合損益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

額
-3,125,866

其他綜合損益合計 -3,125,866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6,940,294

淨利(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淨利/損) 6,927,032

 非控制權益(淨利/損) 3,139,128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綜合損益) 4,639,856

 非控制權益(綜合損益) 2,300,438

基本每股盈餘 1.24

稀釋每股盈餘 1.23

TDR基本每單位盈餘 0.62

TDR稀釋每單位盈餘 0.62

換算匯率說明 US$1:NT$29.87 

備註 臺灣銀行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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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存託憑證專區

康師傅 合併現金流量表

本資料由 上市公司康師傅 公司提供 

103年第2季資料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本公司採     月制會計年度(空白表歷年制)

（本公司依所屬國或第一上市地國法令規定，半年度、第一季、第三季財務報表毋須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現金流量表期間 103年01月01日～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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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經中華民國會計師複核 否

=============================================================================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損失)                                      $  13,886,832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損失)                                          $  13,886,832 
本期稅前淨利(淨損) 
調整項目：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收益費損項目 

利息費用                                                              624,283 
利息收入                                                          ( 1,068,330) 
折舊費用                                                            7,446,233 
攤銷費用                                                               11,261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                                        (   374,54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之淨利益                            (       866)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   282,929) 
員工認股酬勞成本                                                      215,243 
匯率變動之影響                                                          7,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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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帳款                                                          ( 2,634,445) 
應收帳款-關係人                                                   (    75,989) 
其他應收款                                                        (   316,234)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118,106 
存貨                                                              (   135,311) 
其他流動資產                                                      ( 1,414,225)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應付帳款                                                            7,260,411 
應付帳款-關係人                                                       141,076 
其他應付款                                                         12,675,931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                                                      18,938 
預收款項                                                          ( 1,496,129) 
其他非流動負債                                                         41,251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34,648,214 
支付之所得稅                                                      ( 3,289,612) 
支付之利息                                                        (   605,704)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30,752,898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增加                                             (   252,372) 
其他應收款增加                                                    (   133,340)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38,149 
取得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    22,313) 
取得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   867,933) 
取得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 2,396,649) 
購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5,677,299) 
處分子公司                                                            592,113 
其他非流動資產增加                                                (   851,145) 
收取之利息                                                          1,068,330 
收取之股利                                                            360,471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8,041,988)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融資數                                                      7,948,377 
短期借款償還數                                                    (11,279,300) 
長期借款融資數                                                      8,212,847 
長期借款償還數                                                    (    74,317) 
發放現金股利                                                      ( 7,253,273) 
員工執行認股權                                                        125,155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 2,320,511) 
匯率影響數                                                        (   872,264)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數                                            9,518,135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36,871,498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46,389,6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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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