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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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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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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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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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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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17,504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101,998

 應收帳款 10,111,304

 其他應收款 8,460,775

 存貨 13,824,399

 其他流動資產 6,753,332

  流動資產合計 82,869,312

非流動資產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1,794,385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3,502,163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90,267,670

 無形資產 836,337

 遞延所得稅資產 1,573,687

 其他非流動資產 10,522,552

  非流動資產合計 208,496,794

  資產總計 291,366,106

負債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22,431,738

 應付帳款 42,788,468

 其他應付款 41,271,847

 當期所得稅負債 2,493,254

 其他流動負債 8,894,991

  流動負債合計 117,880,298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36,749,033

 遞延所得稅負債 6,506,899

 其他非流動負債 3,074,702

  非流動負債合計 46,330,634

  負債總計 164,210,932

權益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股本

 普通股股本 852,216

  股本合計 852,216

  資本公積 8,374,049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13,160,087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58,422,858

  保留盈餘合計 71,582,945

  其他權益 11,779,445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合計 92,588,655

  非控制權益 34,566,519

  權益總計 127,155,174

負債及權益總計 291,366,106

原股每股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16.53



TDR每單位淨值(單位:新台幣元) 8.27

換算匯率說明 US$1:NT$30.42 

備註 台灣銀行103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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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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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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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302,733

營業成本 176,883,996

營業毛利 80,418,737

營業費用

 推銷費用 51,822,964

 管理費用 7,248,873

營業費用合計 59,071,837

營業利益(損失) 21,346,9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其他收入 1,580,380

 其他利益及損失 362,089

 財務成本 -1,007,510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

份額
434,763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1,369,722

稅前淨利(淨損) 22,716,622

所得稅費用(利益) 6,212,829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淨損) 16,503,793

本期淨利(淨損) 16,503,793

其他綜合損益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

額
-2,016,36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利益(損

失)
72,126

其他綜合損益合計 -1,944,234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4,559,559

淨利(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淨利/損) 11,911,225

 非控制權益(淨利/損) 4,592,568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綜合損益) 10,643,958

 非控制權益(綜合損益) 3,915,601

基本每股盈餘 2.13

稀釋每股盈餘 2.12

TDR基本每單位盈餘 1.07

TDR稀釋每單位盈餘 1.06

換算匯率說明 US$1:NT$30.42 

備註 台灣銀行103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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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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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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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716,622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損失)                                            22,716,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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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7,510 
利息收入                                                         ( 1,580,380) 
折舊費用                                                          11,275,721 
攤銷費用                                                              17,187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                                       (   245,124) 
透過損益按公允衡量金融資產之淨利益                               (    35,013)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   434,763) 
員工認股酬勞成本                                                     289,629 
匯率變動之影響                                                   (   120,646)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流動資產/負債變動數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數 

應收帳款                                                         ( 3,623,265) 
應收帳款-關係人                                                  (   115,779) 
其他應收款                                                       ( 1,963,185)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                                                     56,125 
存貨                                                                 551,940 
其他流動資產                                                       1,007,267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數 



應付帳款                                                           4,955,630 
應付帳款-關係人                                                      360,082 
其他應付款                                                         4,119,629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                                                    232,135 
預收款項                                                         ( 1,538,796) 
其他非流動負債                                                        47,547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36,980,073 
支付之所得稅                                                     ( 4,620,889) 
支付之利息                                                       (   978,368)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31,380,816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增加                                            (   109,117) 
其他應收款增加                                                   (   141,453)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40,693 
取得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    57,038) 
取得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   971,828) 
取得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 8,647,980) 
處分子公司                                                           603,016 
購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2,744,608) 
其他非流動資產增加                                               ( 1,209,257) 
收取之利息                                                         1,580,380 
收取之股利                                                           367,109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31,190,083)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融資數                                                    16,734,620 
短期借款償還數                                                   (20,206,911) 
長期借款融資數                                                    17,191,011 
長期借款償還數                                                   (   159,279) 
發放現金股利                                                     ( 7,386,858) 
員工執行認股權                                                       252,151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6,424,734 
匯率影響數                                                       (   548,381)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數                                           6,067,086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37,550,418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43,617,5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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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