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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金管會宣
布我國
roadmap 

第一階段公
司自願提前
適用IFRS 

金管會宣布我國
將改為直接採用
IFRSs 

第一階段公
司強制採用
IFRS 

第二階段公
司自願提前
適用IFRS 

2009 2012 2013 2010 

第二階段
公司全面
採用IFRS 

2015 

分兩階段採用IFRSs： 

第一階段公司 第二階段公司 

上市上櫃公司、興櫃公司及金管會
主管之金融業(不含信用合作社、
信用卡公司、保險經紀人及代理人) 

非上市上櫃及興櫃之公開發行公司、
信用合作社及信用卡公司 

公發公司採用TIFRS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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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財務報表 

對具控制、重大影響或聯合控制之 
股權投資應採權益法評價； 

 
應使個體財務報告綜合損益總額與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合併綜合損益總額相同 

應使個體財務報告業主權益與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合併權益相同 

 
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 

其他與合併財報一致 

得不揭露部門資訊 

公司
法以
個體
財報
為主 

 編準
--合
併為
主，
個體
為輔 



編製合併財務報告
事先應準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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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合併財報事先應準備事項 

成立合併報表編製專案小組 

判斷合併個體 

安排集團合併財報編製時程 

與外部專家事前溝通 

會計項目標準化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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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合併財報事先應準備事項(續) 

設計Reporting Package 

集團交易對帳及沖銷 

選擇合適之編製工具 

持續教育訓練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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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view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1. Right-click on slide and select 

’Grid and Guides...’ 

2. Check ’Display drawing guides 

on screen’ 

3. Select ’OK’ 1.成立合併報表編製專案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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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 
專案小組 

溝通協調 

安排時程 

會計項目Mapping 

設計Reporting Package 

聯屬公司間交易處理原則 

統籌編製合併報表 

各子公司 

專案小組 
確實填列 
Reporting Package 

基於IFRSs係以合併財務報告為主報表，故證券發行人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亦配合調整為以合併財務報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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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 cm 

 0.2 inches 

11.70 cm  

 4.61 inches  

To view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1. Right-click on slide and select 

’Grid and Guides...’ 

2. Check ’Display drawing guides 

on screen’ 

3. Select ’OK’ 2.判斷合併個體 

辨認子公司(合併個體) 

• 控制與實質控制 

• 潛在表決權 

• 特殊目的個體 

辨認非合併個體 

• 投資關聯企業 

• 合資權益 

8 

雖然非合併個體，於編製財務報告時，

仍需請該等被投資公司提供相關財務資

訊(另一種Reporting package)，以符合

IFRSs要求之會計政策一致，以及財報附

註及附表資訊之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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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10, 11, 12與IAS 28之關係 

是否具控制? 

依IFRS 10進行合併 是否具聯合控制? 

依IFRS 12揭露 
確認屬IFRS 11聯
合協議之類型 

依IFRS 11認列與聯
合營運權益有關之
資產、負債、收入
及費損份額 

依IFRS 12揭露 

是否具重大影響? 

依IAS 28處理 依IFRS 9/ 
IAS 39處理 

依IFRS 12揭露 

Yes No 

Yes No 

Yes 

No 
聯合營運 合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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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表決權是否具實質性之評估 

評估 

行使價格 

行使之財務能
力 

行使期間 

非實質性 
依事實及情況

而定 
實質性 

深價外 

持有人無
財務能力 

尚無法行
使 

價外 

持有人將
進行籌資 

於制定決
策前可行

使 

價平(FV)或
價內 

持有人已
有資金 

目前已可
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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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view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1. Right-click on slide and select 

’Grid and Guides...’ 

2. Check ’Display drawing guides 

on screen’ 

3. Select ’OK’ 3.安排集團合併財報編製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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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安排各公司財務報告查核或核閱之外勤時間 

V.計畫各公司繳交合併財報所需資訊時程 

IV. 安排集團合併財報編製時間流程 

III.安排合併財報查核或核閱之外勤時間 

II.確認各公司董事會舉行時間及順序 

I.確認申報期限(next slide)及各公司結帳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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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ight-click on slide and select 

’Grid and Guides...’ 

2. Check ’Display drawing guides 

on screen’ 

3. Selec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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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採用IFRSs公司 一○二年未採用IFRSs公司 

  
上市／上櫃公司 

興櫃公司／ 

公開發行公司 

公開發行公司 

財 報
編 製
依據 

1.各行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TIFRS版本）／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  
2.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
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 

1.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非TIFRS版本） 

2. 一 般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 ROC 
GAAP） 

簽 
證 
類 
型 
及 
公 
告 
申 
報 
時 
限 

年 度 
合併 / 個 別 －
查核 
 
個體－查核 
  

 
會計年度終
了後3個月 
  

年 度 
合併/個別－
查核 
 
個體－查核 
  

 
會計年度終
了後3個月，
但得延長至
4個月 
  

年 度 
合併－查核 
 
Standalone
－查核 

 
會計年度終了後4
個月 
  

第一、三季 
合併 / 個 別 －
核閱 
  

 
會計期間終
了後45日 
  

 NA  NA NA NA 

第二季 
合併 / 個 別 －
核閱 
  

 
會計期間終
了後45日 
  

第二季 
合併/個別－
核閱 
  

 
會計期間終
了後45日 
  

半年報 
合併－核閱 
 
 
Standalone
－查核 

 
合併－會計期間終
了後2個月，但得
延長至75日 
Standalone － 會 計
期間終了後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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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view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1. Right-click on slide and select 

’Grid and Guides...’ 

2. Check ’Display drawing guides 

on screen’ 

3. Select ’OK’ 4.與外部專家事前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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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清點集團成員對於外部專家(例如律

師、精算師、評價專家等)之需求 

II.尋找合適之外部專家  

III. 安排專案小組成員參與外部專家

事前溝通會議 

IV. 配合合併財報編製流程，確認取

得專家報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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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view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1. Right-click on slide and select 

’Grid and Guides...’ 

2. Check ’Display drawing guides 

on screen’ 

3. Select ’OK’ 5.會計項目標準化 

將集團成員之會計項

目轉換到一致的基礎

上進行。 

依合併財報格式，融

合集團公司使用之會

計項目以設計統一會

計項目表，以及為合

併財報附註揭露所設

計之特殊會計項目。 

會計項目之設計宜盡

可能周延，避免將來

因原始資料不足，無

法分類出明細之窘境。 

統一會計項目表確立

後，各集團成員即可

進行各自會計項目之

對應整合。 

14 

例如：借款額

度、質抵押資

產金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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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view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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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elect ’OK’ 6.設計Reporting 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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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率地蒐集

集團合併財務

報告資訊 

自行設計Reporting 
package 

尋求專家協助設計
Reporting package 

對集團專案小組成員安

排教育訓練 

各集團成員會計系
統所提供之資料是
否可滿足合併財報

之需求? 

會計項目是否區分各關
係人交易之金額?複雜的
現金流量表、匯率及附

註揭露資訊(如：所得稅、
退休金、部門別…) 存在

於會計系統中? 

設計Package除了需先釐清為了產出最後的財務報告需包含那些資訊外，資訊

間相互的對應關係與自動勾稽及偵錯警示設計，才能有效杜絕人為填寫錯誤。 



Deloitte Taiwan screen  2013 

© 2014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 White markers indicate position 

of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7.40 cm 

2.91 Inches 

6.00 cm 

2.36 Inches 

8.00 cm 

3.15 Inches 

11.70 cm 

 4.61 in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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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inches 

11.70 cm  

 4.61 inches  

To view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1. Right-click on slide and select 

’Grid and Guides...’ 

2. Check ’Display drawing guides 

on screen’ 

3. Select ’OK’ 6.設計Reporting package (續) 

集團財報

資訊整合 

會計準則

(GAAP)一致 

會計政策一

致 

財報時點一

致 

匯率建置 

合併現金流

量表與附註

揭露 

保留數字運

算過程與稽

核軌跡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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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AP一致 

• 設計會計準則差異調節之格式，及前後期之調整，以延續金額之累積。 

會計政策 

• 建立集團會計政策。 

• 對相似情況下之類似交易及事件，應採用一致之會計政策。 

• 透過輸入設計，確認會計政策一致性；若有矛盾，自動產生錯誤提醒訊息。 

財報時點 

• 母子公司財務報表日原則上應相同，或報導期間結束日之差異至多不超過

三個月。 

• 透過輸入自動檢測之設計，提示時點一致或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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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選項彙總表 

會計政策與表達揭露 選    項 

存貨成本 
 加權平均成本 
 先進先出 

對聯合控制個體之處理 
 比例合併 
 權益法 

精算損益之處理 

 全數認列綜合損益 
 全數認列損益 
 走廊法 

政府非貨幣性捐助 
 公允價值 
 名目金額 

金融資產交易慣例 
 交易日會計 
 交割日會計 

非控制權益之衡量 

 公允價值 
 被收購者股權淨值比例 

營業活動現金流量之表達 

 直接法 
 間接法 

利息收現之現金流量表達 

 營業活動 
 投資活動 

股利收現之現金流量表達 

 營業活動 
 投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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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選項彙總表(續) 

會計政策與表達揭露 選    項 

利息付現之現金流量表達  營業活動 
 籌資活動 

股利付現之現金流量表達  營業活動 
 籌資活動 

所得稅費用與會計所得關係之解釋 
 平均有效稅率與適用稅率進行調節 
 所得稅費用與會計所得乘以適用稅率
進行調節 

與資產有關之政府捐助表達 
 淨額表達-資產帳面金額之減項 
 總額表達-遞延收入 

與所得有關之政府捐助表達  相關費用之減項 
 貸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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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view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1. Right-click on slide and select 

’Grid and Guides...’ 

2. Check ’Display drawing guides 

on screen’ 

3. Select ’OK’ 6.設計Reporting package (續) 

匯率建置 

•  搭配系統建置，維護一個匯率轉換表，所有外幣計價聯屬

公司之會計項目將會自動依期末或平均匯率轉換；而各幣

別間轉換匯率系統自動計算，無需另行輸入。 

合併現金流

量表與附註

揭露 

• 所需資料不僅包含期初與期末合併資產負債表以及當期合併損益表，還

需要諸多科目的合併變動表資訊（如合併固定資產/出租資產變動表等）。 

• 設計合併現金流量表與附註揭露(如：所得稅、退休金、部門別…)所需資

訊格式，例如包含計算公式及科目等。 

 

保留數字運

算過程與稽

核軌跡 

• 設計Package並搭配系統建置，有效保留合併報表編製時所有計算過程，

舉凡換算為母公司幣別前與後的金額、關係人交易沖銷記錄、長投與股

權沖銷紀錄，以及可能的調整分錄金額，均完整保存以作為稽核軌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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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產生損
失? 

資產產生
多少損益? 

企業本身的信
用風險有多少? 

資金缺口
&管理? 

市場風險&
公允價值 金融工具 

金融資產 

金融負債 

其他? 

IFRSs新增資訊：金融工具相關資訊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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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具的風險 

風險性質 風險量化資訊揭露例子 

信用風險 最大信用風險暴險金額 

流動性風險 到期分析 

市場風險 

匯率風險 敏感度分析 

利率風險 敏感度分析 

其他價格風險 敏感度分析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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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view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1. Right-click on slide and select 

’Grid and Guides...’ 

2. Check ’Display drawing guides 

on screen’ 

3. Select ’OK’ 7.集團交易對帳及沖銷 
 項目 問題 解決方案 

關係人交易 

對帳 

認列入帳時間差異  建立集團入帳原則 

 以系統作為集團各公司間共同的平台，將繁瑣的

資料轉入系統，即可迅速產出以交易金額比對的

差異結果，甚至可自動發出e-mail通知各子公司

確認差異結果 

雙方入帳科目不對稱 (例如

將代收/代付改以應收/應付

帳款淨額入帳) 

 建立集團統一會計項目 

入帳或對帳時採用匯率之差

異 

 統一匯率建置，支援多種幣別換算 

對帳頻率太少、不夠確實  透過Package設計及系統建置，可大幅增加對帳

頻率，降低錯誤發生率 

合併沖銷作業 內部交易眾多且複雜  設定於系統自動沖銷，降低人工作業錯誤率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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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view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1. Right-click on slide and select 

’Grid and Guides...’ 

2. Check ’Display drawing guides 

on screen’ 

3. Select ’OK’ 8.選擇合適之編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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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裝軟體系統 

自行開發軟體 

以Excel工作表協助人工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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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In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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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in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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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view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1. Right-click on slide and select 

’Grid and Guides...’ 

2. Check ’Display drawing guides 

on screen’ 

3. Select ’OK’ 8.選擇合適之編製工具(續) 

編製系統或工具 優點 缺點 

Excel工作表  上手容易 
 不需額外花費成本購

置 

 大量人工處理公式計算、維護及
分錄鍵入 

 缺乏版本控管及存取控制易衍生
錯誤 

 資料缺乏彈性存取分析，難以符
合管理上多維度需求 

 額外複核與驗證工作，無法快速
產生合併報告 

套裝軟體 
(如Hyperion, Cognos) 

 正確性較高 
 即時性 
 彈性大 
 編製時程較短 

 需額外教育訓練 
 建置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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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訓練 

充實與提升合併報表編製專案小

組成員專業知識 

檢視日常會計作業是否正確及

適當 

遇有IFRSs規定修訂或新增，檢視

合併沖銷作業、邏輯或系統是否

需重新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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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預計公布新的IFRSs版本接軌計畫 

IFRSs版本升級規劃藍圖將分二階段循序推動版本升級： 

1. 自104年起由2010年版升級至2013年版（主要差異見下頁） 

2. 自106年起採逐號公報認可制。 

規劃第一階段公司、第二階段公司自
104年起一致採用2013年版IFRSs。 

第一階段公司已自102年
開始採2010年版IFRSs。 

自106年起不限定
版本，就各號

IFRSs逐號評估認
可後適用。 

指IASB發布生效實施之版本，包括未經金管會認可者。 

資料來源：研商「我國全面升級採
用IFRSs版本規劃藍圖」討論題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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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版包括的重大新/修正準則 

準則 內容摘要 

IFRS 1 修正IFRS 7 之比較揭露、嚴重高度通貨膨脹及政府貸款之豁免規定。 

IFRS 7 新增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互抵、金融資產之移轉相關揭露規定。 

IFRS 9 修正金融工具之認列與衡量規定。 

IFRS 10 修正控制之判斷，並新增投資個體之規定。 

IFRS 11 修正聯合協議之分類及會計處理。 

IFRS 12 針對子公司、聯合協議、關聯企業及未納入合併報表之結構型個體之權益
規定較為廣泛之揭露內容。 

IFRS 13 定義公允價值、建立衡量公允價值之架構，並規定公允價值衡量之揭露。 

IAS 1 綜合損益表中，其他綜合損益項目須按性質分類且分組為(1)後續不重分類
至損益者及(2)後續（於符合條件時）將重分類至損益者。 

IAS 12 採用公允價值模式衡量之投資性不動產，相關遞延所得稅資產/負債之衡量
應反映透過出售回收帳面金額之租稅後果。 

IAS 19 所有精算損益必須立即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不可使用「緩衝區法」。另
修改短期員工給付定義。 

IAS 28 修正投資關聯企業變為待出售及合資之會計處理，並新增投資個體之規定。 

IAS 32 新增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互抵之指引。 

排除！ 



常見合併財報沖銷交易
類型及相關調整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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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怎麼進行合併？ 

  原則上 

媽媽 兒子 
媽媽&  
兒子 

  但有一些媽媽和兒子
的交易在合併時要沖銷
掉 

這稱為 

「合併沖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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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1：媽媽去高爾夫球場上班，拿到薪水200元 

要怎麼進行合併? 

媽媽 

交易1 借：現金 200 貸：收入 200 

兒子 

交易1 ~~無分錄~~ 

媽媽和外人
的交易 

31 

媽媽的 
口袋 

兒子的 
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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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怎麼進行合併? 
媽媽和外人
的交易 

媽媽&兒子的 
口袋 外人的  

口袋 

媽媽上班賺錢拿
到的現金 

32 

交易1： 

媽媽去高爾夫球場上班，拿到薪水200元 

媽媽的  
口袋 

兒子的 
口袋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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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2：兒子想跟女朋友去玩，跟媽媽借了100元 

要怎麼進行合併? 

媽媽 

交易2 借：應收兒子 100 貸：現金 100 

兒子 

交易2 借：現金 100 貸：應付媽媽 100 

媽媽和兒子
的交易 

33 

媽媽的 
口袋 

兒子的 
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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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怎麼進行合併? 

媽媽&兒子的 
口袋 外人的  

口袋 

媽媽和兒子
的交易 

兒子的 
口袋 

媽媽的  
口袋 

100 

媽媽的錢借了給兒子後
就沒有了，從媽媽的口
袋搬到兒子的口袋，彼
此的應收及應付就消除
了。 

34 

交易2： 

兒子想跟女朋友去玩，跟媽媽借了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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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的口袋 兒子的口袋 合計 合併沖銷 
媽媽&兒子
的口袋 

媽媽的存款 100 100 100 

兒子的零用錢 100 100 100 

應收兒子 100 (100) 0 

應付媽媽 100 (100) 0 

媽媽的收入 200 200 200 

要怎麼進行合併? 
媽媽&兒子  

合併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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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eck ’Display drawing gu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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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elect ’OK’ 企業間之合併沖銷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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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於年度中對100%持股的子公司銷貨200萬元，成本為150萬元，產生了
毛利50萬元。 
子公司在年底的時候，這些貨都還沒有賣掉，帳上存貨為200萬（假設沒有
跌價）。 

  
母公司 子公司 

母公司+ 
子公司 

現金 100萬 50萬 150 萬 

存貨 200萬 200萬 

銷貨收入 200萬   200萬 

銷貨成本 150萬   150萬 

….       

母公司銷貨給子
公司，變成子公
司的存貨 

 
合併沖銷 合併 

- 150 萬 

(50萬) 150萬 

(200萬) 

(150萬) - 

    

視同銷貨未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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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elect ’OK’ 常見合併財報沖銷交易類型及相關調整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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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母公司 

B 子公司 

順流交易 逆流交易 

A 母公司 

B 子公司 

A 母公司 

B 子公司 C子公司 

側流交易 

常見交易項目: 

進銷貨、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移轉、借貸、租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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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流銷貨 (1/5)  

 

  
 
 

38 

母公司於 20X1 年 1 月 1 日以$90,000 取得子公司 90%普通股股權，
取得時子公司之業主權益包括股本$50,000  及保留盈餘$50,000，子
公司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允價值與其帳面金額相等，非控制權益按子
公司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 10%（非控制權益之比例）衡量。兩公
司 20X1 年度及 20X2 年度淨利如下： 

 

IAS 27個案釋例—釋例九 

20X1 年度 20X2 年度 

母公司 $30,000 $30,000 

子公司 10,000 10,000 

20X1 年度及 20X2 年度中，母、子公司僅有一筆集團間之交易，
即母公司於 20X1年度銷貨$8,000 予子公司，毛利$3,000，此
項交易之全部商品，子公司於 20X2 年度始售予第三方。 

甲公司 

(銷貨) 

乙公司 

90% 銷貨$8,000 
毛利$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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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流銷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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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1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
之相關分錄如下： 

 20X1/12/31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9,0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損益份額 9,000 

說明：認列子公司當年度淨利  $10,000×90%＝$9,000。 

未實現銷貨損益 3,00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3,000 

說明：銷除順流交易之未實現損益$3,000× 100%＝$3,000。 

註 ：「未實現銷貨損益」係銷貨毛利之減項。 

20X2年轉已實現時之分錄，於個體財報係Dr.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Cr.已實現銷貨損益；「已實現銷貨損益」係銷貨毛利之加項。 

甲公司 

(銷貨) 

乙公司 

90% 銷貨$8,000 
毛利$3,000 

順流交易100%銷
除，並全數歸屬於

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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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流銷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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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編製 20X1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沖銷分錄如下
（假設母、子公司之存貨採永續盤存制）： 

20X1/12/31 

普通股股本（子公司） 50,000 

保留盈餘（子公司） 50,00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母公司） 90,000 

  非控制權益 (NCI) 10,000 

說明：沖銷子公司普通股業主權益科目與母公司長期股權投資科目之期初
餘額，並將子公司沖銷後之普通股業主權益之餘額轉列為「非控制
權益」科目。 

銷貨收入（母公司） 8,000 

  銷貨成本（母公司） 5,000 

  存貨（子公司） 3,000 

說明：沖銷母、子公司間之進貨、銷貨及子公司期末存貨隱含之未實現利
益。 

甲公司 

(銷貨) 

乙公司 

90% 銷貨$8,000 
毛利$3,000 

 

 

持有子公司
10%之外部

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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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流銷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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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編製 20X1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沖銷分錄如下： (續) 

20X1/12/31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3,000 

  未實現銷貨損益（母公司） 3,000 

說明：沖銷母公司按權益法認列之未實現銷貨利益。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損益份額（母公司） 9,00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母公司） 9,000 

說明：沖銷母公司按權益法認列對子公司之損益份額。 

非控制權益淨利 1,000 

  非控制權益 1,000 

說明：子公司 20X1 年度淨利$10,000×非控制權益比例 10%＝$1,000。 

20X2年轉已實現時之分錄，於合併財報中針對該已實現銷貨之沖
銷分錄係: Dr.已實現銷貨損益、Cr.銷貨成本。 

甲公司 

(銷貨) 

乙公司 

90% 銷貨$8,000 
毛利$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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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算表 母公司 子公司 沖銷分錄 合併綜合 
損益表 

非控制 
權益 

保留 
盈餘表 

合併資產 
負債表 

借方 貸方 

存貨 8,000 3,000 5,00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96,000 3,000 90,000 
9,000 

  

其他可辨認淨資產 32,000 102,000   134,000 

母公司業主權益（1/1） 98,000     98,000 

子公司業主權益（1/1） 
普通股股本 
保留盈餘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損益
份額 

6,000   9,000   

銷貨收入 50,000 20,000 8,000   62,000 

銷貨成本 26,000 10,000   5,000 
3,000 

31,000 

淨利 30,000 10,000     31,000 

未實現銷貨損益 3,000 

非控制權益淨利 1,000   1,000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淨利     30,000   30,000 30,000 

非控制權益(NCI)   10,000 
1,000 

11,000   11,000 

合計 121,000 121,000 

母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工作底稿（部分） 

20X1年度 

 

 

 

 

 

順流銷貨 (5/5)  

 

 

 

 

 

 

 

 

 

甲公司 

(銷貨) 

乙公司 

90% 銷貨$8,000 
毛利$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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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銷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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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同前一釋例，惟將母公司銷貨予子公司，改為
子公司銷貨予母公司。 

20X1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之
相關分錄如下： 

 

 

20X1/12/31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6,3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損益份額 6,300 

說明：母公司按權益法認列對子公司之損益份額。 

母公司認列對子公司 20X1 年度之投資收益
（$10,000×90%） 

$9,000 

減：子公司 20X1 年度未實現銷貨毛利，歸屬
於母公司之金額（$3,000×90%） 

(2,700) 

母公司 20X1 年度認列對子公司之損益份額 6,300 

IAS 27個案釋例—釋例十 

逆流交易在合併報表中
100%銷除，並按比例歸屬
於母公司及NCI，故母公司
個體報表遞延其中之90% 

甲公司 

乙公司 

(銷貨) 

90% 銷貨$8,000 
毛利$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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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銷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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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編製 20X1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時與該未實現交
易相關之沖銷分錄如下：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損益份額（母公司） 6,30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母公司） 6,300 

說明：沖銷母公司按權益法認列對子公司之損益份額。 

非控制權益淨利 700 

  非控制權益 700 

說明：子公司 20X1 年度淨利$10,000×非控制權益比例 10% -  子公司未實現
銷貨毛利歸屬於NCI之金額 ($3,000 x 10%)＝$700。 

20X1/12/31 

銷貨收入（子公司） 8,000 

  銷貨成本（子公司） 5,000 

  存貨（母公司） 3,000 

說明：沖銷母、子公司間之進貨、銷貨及母公司期末存貨隱含之未實現利
益。 

甲公司 

乙公司 

(銷貨) 

90% 銷貨$8,000 
毛利$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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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流交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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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對交易雙方均具有控制 

 

IAS 27個案釋例—釋例十五 

甲公司 

乙公司 丙公司 

90% 80% 

銷貨$8,000 
毛利$3,000 

乙、丙公司 20X1 年度稅後淨利分別
為$10,000 及$0。 

 20X1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之相關分錄如下： 

 

 

 

20X1/12/31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乙公司 6,3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損益份額 6,300 

說明：母公司按權益法認列對子公司之損益份額。 

母公司認列對乙公司 20X1 年度之投資收益（$10,000×90%） $9,000 

減：乙公司 20X1 年度未實現銷貨毛利，歸屬於母公司之金額
($3,000×90%） 

(2,700) 

母公司 20X1 年度認列對乙公司之損益份額 6,300 

未實現中的
$300係歸屬

於NCI 

母公司之個體財務報
表中應依對乙公司之
持股比例90%銷除未實
現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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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流銷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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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編製 20X1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時與該未實現交
易相關之沖銷分錄如下：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損益份額（母公司） 6,30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母公司） 6,300 

說明：沖銷母公司按權益法認列對子公司之損益份額。 

非控制權益淨利 -乙公司 700 

  非控制權益 -乙公司 700 

說明：乙公司 20X1 年度淨利$10,000×非控制權益比例 10% -  乙公司未實現
銷貨毛利歸屬於NCI之金額 (3,000 x 10%)＝$700。 

20X1/12/31 

銷貨收入（乙公司） 8,000 

  銷貨成本（乙公司） 5,000 

  存貨（丙公司） 3,000 

說明：沖銷乙、丙司間之進貨、銷貨及丙公司期末存貨隱含之未實現利益。 

甲公司 

乙公司 丙公司 

90% 80% 

銷貨$8,000 
毛利$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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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併報表編製的挑戰 

 合併報表編製程序及步驟 

 實務上如何運用Excel編製合併財報 

 合併系統功能與實務應用的結合 

 問題與討論 

 

 

 

 

 

  



合併報表編製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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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企業需自行編製合併財務報表? 

財報編製本屬 
企業責任，應提
升自我要求 

 

基於管理目的，頇
能夠正確即時提供
整體攸關資訊 

 

法令規定及投資
人要求，企業財
務資訊之透明度
要求提升 

 

因應IFRS適用， 
合併資訊成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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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母公司  

大陸子公司 

xxx 

xxx 

xxx 

非上市櫃 

台灣子公司 

xxx 

xxx 

xxx 

美國子公司 

xxx 

xxx 

xxx 

China GAAP ROC GAAP US GAAP 

IF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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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報表的挑戰－子公司資訊難以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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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 

子公司A 

子公司B 

合併報表的挑戰－關係人對帳沖銷耗時 

 系統產出excel 或其他報表，人工對帳 

 順逆側流交易量多，易產生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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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報表的挑戰－結帳及自結合併要求提升 

Adopt IFRS 

Annual Report 

平均頁數 
約增加34% (主要係揭露部分) 

財務報表表達 
IS/CF：對購併、待出售、停業部門之報表表達與揭露 

CF：利息&股利收支(分開單獨列示) 

揭露資訊 

1. 增列科目變動表 

    PPE、Intangible assets、Investment property、Deferred exp.、
Allowance for impairment、Provision 

2. 增列區分科目天期明細 

− 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60,60~120,120~180,>1Y) 

− 應收(應付)租賃款(<1Y,1Y~5Y,>5Y) 

− 長期借款(1Y~2Y,2Y~3Y,3Y~5Y…) 

− Commitment for expenditure(<1Y,1Y~5Y,>5Y) 

3. 增列區分科目幣別明細 

− 應收款項(NTD,USD,RMB,HKD….) 

− 長期借款(NTD,USD,RMB,HKD….) 

4. 增加個別權益法聯屬公司(Invest in Associates)資訊 

− 揭露Assets、Liability、P/L、股利 

− 揭露或有負債、Capital comm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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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有價證券上市公司資訊申報作業辦法」規定，採用IFRS之後，每月以
公告合併營收及以沖銷母子公司間交易後之關係人交易資訊為月公告事項申報
依據，故每月需公告合併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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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合併營收 

公告沖銷後與關係人取得處分
資產、進貨銷貨、應收及應付
款項相關資訊 

現行規定 

每月10日 每月底 

 2013起每月10日強制公告合併
營收，以往係採自願性公告 

 2013起每月底公告沖銷母子公
司間後之關係人交易(以合併角
度)，以往於每月15日前公告單
家關係人交易資訊 

合併報表的挑戰－每月公告合併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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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性合併報表 

交易資料  

決策資訊 

攸關集團整體之管理性合併資訊 

集團全球各產品存貨庫存有多少？
是否生產過多造成呆料？ 

集團各子公司/各事業群，依組織/產
品/通路….面向之收入、毛利與獲利
分析 

集團全球即時資金部位有多少？ 

跨國購併該不該買或賣？報表GAAP

不同，如何評價？ 

集團合併經營實績與年度預測目標
是否一致？修正計劃目標或採取策略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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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帳與合併報表經常是造成支援管理決策的主要瓶頸... 

法定報表 

管理報表 

結帳 
與 

合併報表 

應付 
帳款 

固定 
資產 

製造 

銷售 

股利 

薪資 

差旅 
交際 

存貨 

稅 

財政 

事業 
單位 

國家 

法律 
個體 

資料供應者 
(Suppliers / Feeders) 

處理 
(process) 

資訊使用者 
(customer) 

• On gong 

Transaction 

• Financial 

  Closing 

• Consolidatio

n 
• Reporting 



合併報表編製程序及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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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報表之編製程序及步驟 

步驟一 

合併基本
資料確認 

步驟二 

合併資訊
收集整理 

步驟三 

執行外幣
報表換算 

步驟四 

確認沖銷
分錄金額 

 

步驟五 

編製合併
財務報告 

 

步驟一 

• 股權架構 

      及持股比例 

• 集團匯率 

 （期末匯率、    

帄均匯率及歷
史匯率) 

• 確認會科
mapping及關
係人交易對帳 

步驟二 

• 透過設計Financial 

Package收集合併財
務資訊 

• 由編製合併之母公司
統籌回收Package，
並加以進行資料整理 

   

步驟四 

 確認合併沖銷分錄： 

• 母公司長期投資及
子公司股東權益沖
銷 

• 計算非控制權益、
損益及OCI 

• 順流、逆流及側流
關係人交易沖銷 

 

步驟五 

將所收集整理後資料，
依據股權結構，進行
逐層合併作業，合併
內容包含四大表及合
併財務報表附註資訊 工 

作 
項 
目 

步驟三 

將外幣子公司報表
依正確匯率進行金
額轉換，將當地貨
幣金額轉為母公司
幣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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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應注意重點 

股權架構及持股比例 確實了解整體投資架構，正確計算股權沖銷數及非控制權益 

• 合併個體確認（以實質控制力判斷) 

• 母公司對子公司之持股比例 

• 子公司是否持有母公司股票 

• 子公司之間是否有相互持股情形 

集團匯率 確認合併個體所有幣別之期初、期末、帄均及歷史匯率 

• 全集團換算匯率小數位數應一致 

• 認列權益法長投時使用之匯率，應與編製合併報表時之匯

率一致，始可正確執行合併股權沖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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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合併基本資料確認 步驟一 

合併基本
資訊確認 

步驟二 

合併資訊
收集整理 

步驟三 

執行外幣
報表換算 

步驟四 

確認沖銷
分錄金額 

 
步驟五 

編製合併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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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合併基本資料確認 步驟一 

合併基本
資訊確認 

步驟二 

合併資訊
收集整理 

步驟三 

執行外幣
報表換算 

步驟四 

確認沖銷
分錄金額 

 
步驟五 

編製合併
財務報告 

 

工作項目 應注意重點 

確認會科mapping 依集團統一會計科目(Chart Of Account, COA)進行會科mapping 

集團內部應建立統一之會計科目架構，清楚定義各會計科目之性質、

層級及分類標準 

各子公司財會人員，應負責確認各公司TB金額已正確合理mapping至

集團統一會計科目 

關係人交易對帳 集團各公司進行關係人交易的對帳 

進行交易差異金額原因釐清並判斷是否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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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應注意重點 

透過設計Financial 

Package收集合併
財務資訊 

Financial Package係設計於收集各合併個體資料所用，包含: 

• 試算表金額 

• 財務報表附註揭露 

• 現流表所需資訊(ex. 固定資產變動表、利息收支數等資訊) 

• 關係人交易金額 

• IFRS調整數金額 

母公司需適當規劃Financial Package回收時程並依狀況適度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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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合併資訊收集整理 步驟一 

合併基本
資訊確認 

步驟二 

合併資訊
收集整理 

步驟三 

執行外幣
報表換算 

步驟四 

確認沖銷
分錄金額 

 
步驟五 

編製合併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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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應注意重點 

進行外幣子公司金
額換匯 

 

依據財報編製原則進行外幣換匯，換匯邏輯需一致 

• 資產負債科目：以財務狀況表日之收盤匯率進行換算 

• 損益科目：以交易日匯率進行換算 

• 股東權益科目 

− 保留盈餘本期增加數(本期淨利) ：以本期交易日匯率進行換算 

− 其餘股東權益會科：以歷史匯率進行換算差額 

上述差額計入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資產負債之變動表： 

− 期初數：以上期期末之收盤匯率進行換算 

− 期末數：以本期期末之收盤匯率進行換算 

− 變動數：依據各變動項性質決定使用匯率 

− 差異計入外幣兌換影響數，列為其他綜合損益 

 

63 

步驟三:執行外幣報表換算 步驟一 

合併基本
資訊確認 

步驟二 

合併資訊
收集整理 

步驟三 

執行外幣
報表換算 

步驟四 

確認沖銷
分錄金額 

 
步驟五 

編製合併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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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應注意重點 

長投股權沖銷 

 
母公司長投與子公司股權淨值不一致 

確實釐清股權差異原因(ex. 商譽or其他資產)，以利正確編製沖銷分錄 

 

非控制權益計算 依據合併架構，正確計算非控制權益 (ex. 若子公司有相互持股的情形，

則可能到最終合併層才能確定非控制權益比例） 

關係人交易沖銷 外幣交易金額需以一致匯率轉換為統一幣別編製沖銷分錄 

應考量合併架構、交易方向(順流、逆流及側流)及交易類型，以決定

未實現交易損益及合併沖銷如何處理 

IFRS財務報表附註量增加，附註揭露亦應考慮關係人沖銷金額(ex. 應

收帳款帳齡表) 64 

步驟四:確認沖銷分錄金額 步驟一 

合併基本
資訊確認 

步驟二 

合併資訊
收集整理 

步驟三 

執行外幣
報表換算 

步驟四 

確認沖銷
分錄金額 

 
步驟五 

編製合併
財務報告 

 



實務上如何運用Excel 

編製合併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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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統一集團會計科目進行會科mapping 

 C公司試算表 

會科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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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金額調整 
Local 

GAAP 

(COA) 

IFRS調整分錄 IF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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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輸入/進行換匯 

Step1: 

填入集團統一匯率 

Step2: 
填入IFRS COA原幣數 

Step3: 
Excel公式進行換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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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沖銷分錄編製前置作業:確認關係人交易金額 

換匯成一致幣別後進行對帳 進行對帳差異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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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合併架構編製各合併層沖銷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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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排站/ 沖銷分錄 

Step1: 
合併個體
金額 

排排站 

Step2: 

填入沖銷
分錄 

Step3: 
產出小合
併結果再
逐層往上 



Deloitte Taiwan screen  2013 

© 2014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 White markers indicate position 

of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7.40 cm 

2.91 Inches 

6.00 cm 

2.36 Inches 

8.00 cm 

3.15 Inches 

11.70 cm 

 4.61 inches 

0.50 cm  

0.2 inches  

0.50 cm 

 0.2 inches 

11.70 cm  

 4.61 inches  

To view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1. Right-click on slide and select 

’Grid and Guides...’ 

2. Check ’Display drawing guides 

on screen’ 

3. Select ’OK’ 

(A) 沖銷母子公司間銷貨 

(B) 沖銷母子公司間之股權交易 

(C) 沖銷母子公司間之應收付帳款 

(D) 沖銷母子公司交易產生之未實現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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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銷分錄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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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合併BS/ IS編製邏輯一致，將Package收集資訊，將各家金額排排站， 

 並填入沖銷數，產生合併數 

於設計Package時，一併收集財報附註有可能產生之關係人交易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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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報附註編製 

+ = 合併個體各家財務資訊 沖銷數 合併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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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報附註釋例-已逾期應收帳款帳齡 

「已逾期應收帳款帳齡天數」之編製重點在於子公司之間的交易，若產
生逾期應收帳款，不僅是收集彼此交易之對應期末餘額，亦應按天期區
分每個子公司相互交易之餘額，才能進行更精細以天期為基準之沖銷。
例如：若母公司對子公司之已逾期應收帳款有1,000仟元，並落在60~90

天之區間，合併時應予以沖銷。此部分關係人交易資訊亦需透過Package
設計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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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報附註釋例-營運部門(應報導部門) 

IFRS 8中說明應揭露基於實質管理面向之營運部門財務資訊，若集團以產品別 / 

客戶群等架構做為管理分析使用之標的，企業必頇打破法定架構進行合併，必
頇在每季有限的時間內，完成法定合併架構及管理分析之合併，倘若營運部門
架構有所變動，需重新架設或調整合併編製底稿。 

產品別架構 

客戶別架構 



Deloitte Taiwan screen  2013 

© 2014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 White markers indicate position 

of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7.40 cm 

2.91 Inches 

6.00 cm 

2.36 Inches 

8.00 cm 

3.15 Inches 

11.70 cm 

 4.61 inches 

0.50 cm  

0.2 inches  

0.50 cm 

 0.2 inches 

11.70 cm  

 4.61 inches  

To view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1. Right-click on slide and select 

’Grid and Guides...’ 

2. Check ’Display drawing guides 

on screen’ 

3. Select ’OK’ 

優點 缺點 

使用普及： 

Excel界面普及而熟悉，容易上手。

且無頇額外耗費成本 

大量人工： 

Excel編制合併報表需花費許多人力

執行公式計算、維護、Key入沖銷/調

整分錄/ 外幣換算及資料驗證等工作 

利用性高：  

複製貼上、排序、VLOOKUP等功

能，好填且彈性 

版本控管： 

報表版本與存取權限主要靠人為控管，

易發生錯誤 

管理分析： 

缺乏彈性存取分析功能，難以符合管

理上多維度需求(ex. 管理性合併架構

需額外架設底稿編製) 

76 

Excel是否為適當之合併報表編製工具? 
 

適用對象：合併家數較少，外幣及交易較不複雜的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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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報、管報、還
有麻煩的現流表， 

等編完，這個月
也過完了… 

合併 Excel 表超多，
公式都正確嗎？ 

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子公司這麼多，
會計科目分類
定義、資訊收
集格式不一致? 

關係人交易 

總是對不帄?入
帳規則未統一？ 

子公司提供資訊
缺漏、往返修正

耗時耗力? 

時效性！ 

工具！ 

標準化！ 

政策規範！ 

資訊品質！ 

集團財務在編製合併報表時可能面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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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四個構面檢視公司自行編製合併報表的能力 

標準化資訊 

 標準化會計科目的建立：編製合併時需先

進行集團會計科目之標準化，將各子公司

會計科目轉換到一致的基礎上進行 

 收集合併資訊之統一帄台(Package)：設

計符合使用目的的Package，除法定規定

的財報內容之外，亦可包含管理上的資訊

另外應有適當的檢核勾稽機制 

 

 

交易處理一致性 

 釐清對帳差異原因：發票開立時點、入帳

方式、會計原則、匯率、估列計算方式及

錯帳等皆為對帳差異產生之主要原因 

 訂定一致性原則：藉由各公司間不斷溝通

協調及經由集團對帳政策、入帳規則之制

定，減少差異發生 

 

人員、流程及組織 

 人員：公司是否有具備合併報表編製能力

的人員 

 流程：編製程序流程化、制度化，透過整

體流程的有效管理，才可增進編製資料的

完整性及準確性 

 組織：明確定義流程中母子公司各人員的

角色及管理階層的明確支持 

 

合適的編製工具 

 Excel ： 無頇耗費額外成本 ，但有其先

天性的限制及缺點，例如：大量人工處理、

版本控管問題等 

 合併套裝軟體： 相較於Excel，使用套裝

軟體編製較為即時且具彈性，最明顯的效

益係為於編製時程上的顯著縮短及正確性

提升 

 



合併系統功能與實務應用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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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系統編製財報流程簡介(以某合併系統為例) 

Staging 

•資料暫存 

資料載入 TB & 

 關係人交易 
ETL 

• Account 

mapping 

•資料驗證 

Web Package  

Excel Package 

 

無法經由Interface 資料 

營運資料處理與產出 
著重資料正確性及時效性、保留完整資料軌跡 

報表與績效分析 
著重分析彙整、 

集團單一事實表達 

合併報表系統 

報導帄台 

 

經由Interface 資料 

Legacy 其它系統 

子公司採用 

Oracle/SAP 

可銜接BI 管理
報告分析帄台 

多樣化報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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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收集: Excel Package輸入介面 

資料轉檔 

直接產出可 Load進
合併系統的文字檔。 

偵錯與資料勾稽 

將防錯機制設計於 

Financial package

上，子公司應負責
確認所提報資料的
正確性及完整性。 

資料填寫 

只需補填未
透過Interface

轉入的資料，
如Movement

及附註揭露
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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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收集: Web Package輸入介面 

網頁介面 

透過網頁介面
表單輸入資料，
直接存取系統。 

同步且快速。 

監控功能 

透過網頁介面，
可瞭解集團各公
司資料收集及合
併執行情形。 

Illu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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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介接每月集團內各家公司營收 

自動換匯成母公司幣別 

自動沖銷同 group 之關係人交易。 

 

資料介接 – 合併月營收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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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某合併報表系統為例說明系統功能與實務應用的結合 

多個版本、不同情境的合併數(實際數、預算數) 

按期間儲存多種合併組織架構(法定合併報表、管理合併報表) 

聯屬公司間交易自動沖銷及對帳報表(Matching Report) 

多種外幣匯率自動轉換  

長投/股權自動沖銷 

非控制權益及非控制權益淨損益自動計算 

特殊合併情況之計算：共同持股、持股< 50% 

運用流程管理(Process Control)/工作清單(Tasklists) 規劃合併流程 

系統內留存完整的合併過程與稽核軌跡 

多維度合併資訊(產品別、客戶別、部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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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版本、不同情境的合併數 (實際數、預算數) 

按期間儲存的多種合併組織架構(法定合併報表、管理合併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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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合併組織架構 不同合併數版本 

合併報表系統主要功能之應用實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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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幣換算後會計科目
餘額進行關係人對帳，
為最常見之對帳方式。 

餘額型對帳 

• 對應發票號碼、Sales 

Order等層級之交易資
料。 

• 以交易原幣金額進行
資料比對，強化各合
併公司之間之溝通協
調能力。 

 

交易型對帳 

合併報表系統主要功能之應用實務(二) 
 



Deloitte Taiwan screen  2013 

© 2014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 White markers indicate position 

of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7.40 cm 

2.91 Inches 

6.00 cm 

2.36 Inches 

8.00 cm 

3.15 Inches 

11.70 cm 

 4.61 inches 

0.50 cm  

0.2 inches  

0.50 cm 

 0.2 inches 

11.70 cm  

 4.61 inches  

To view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1. Right-click on slide and select 

’Grid and Guides...’ 

2. Check ’Display drawing guides 

on screen’ 

3. Select ’OK’ 

87 

IFRS系統示例 - 應收帳款及票據之帳齡分析 
               (IFRS 7金融工具:揭露) 

                                                  
 系統會按帳齡等分類自動沖銷同 group 之關係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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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外幣匯率自動轉換  

長投股權自動沖銷 

非控制權益及非控制權益淨損益自動計算 

特殊合併情況之計算：共同、交叉持股、持股< 50% 、股權<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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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Rules定義各項
合併運算邏輯 

• Calculation Sub  

– 加減乘除運算 

• Translation Sub 

– 匯率轉換 

• Consolidation Sub 

– 合併沖銷規則 

• Transaction Sub 

– 標註Intercompany 

Transaction科目 

合併報表系統主要功能之應用實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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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IAS34 ，企業頇提供當期期中期間以及當期財務年度年初至當期末累計之綜合損
益表，另附前一財務年度可比期中期間（同期及年初至當期末）之比較綜合損益表。 

• 討論：當期綜合損益表之匯率轉換-QTD vs. YTD何者為宜? 

  Appropriate :QTD換匯 

 當期綜合損益表: 以當期帄均匯率換算 

 累計綜合損益表: 應以各當期累計得出 

  

 

 

  Not Appropriate : YTD換匯 

 不宜以YTD倒減前期累計結果 

       

 

 

Q1 Q2 H1 

Q
1 

Q1 H1 Q2 

IFRS系統示例 – 期中合併報表之編製及表達 
               (IAS34 期中財務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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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Process Control進行合併程序控管 

− 賦予使用著不同的角色權限，設計適宜的覆核制度 

− 可階段性劃分合併流程 

 (ex. 先確定合併大表金額，鎖定後再依此編列附註資訊） 

 Task List (工作清單) 有效提醒user所需完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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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報表系統主要功能之應用實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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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內留存完整的合併過程與稽核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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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幣金額   

貢獻於合併數金額 

• 幣別轉換(母公司幣別) 

• 股權/長投沖銷 (Proportion) 

• 公司間交易沖銷/ 少數股權計算(Elimination) 

• Journal 調整數(Adjs) 

合併報表系統主要功能之應用實務(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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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度合併資訊(產品別、客戶別、部門別、GAAP別) 
• 情境 Scenario 

• 年度 Year 

• 期間 Period 

• 檢試點 View 

• 合併個體 Entity 

• 會計科目 Account 

• 關係人 ICP 

• 幣別 Currency 

• 其他客製化分析 Custom 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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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 

Asia 

Europe 

產品一 

產品二 

產品三 

Q1 Q2 Q3 

Q3 

USA 產品三 

合併報表系統主要功能之應用實務(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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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迅速產出合併工作底稿，檢視合併換匯、調整、沖銷的過程。 

 可迅速展開需檢視的細項，並轉出Excel合併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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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ion 

子公司原幣 

(換匯前) 

母公司幣別 

(換匯後) 
沖銷 合併 

利用報表產出合併工作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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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化報表產出 Illustration 

與MS Office全面整合，
報表格式及展現方式有
更大的彈性，應用於制
式或分析性報表皆可 

多應用於固定的報表
格式，可轉出成Excel

格式，再行加工或附
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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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 Requirements/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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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別: 通訊數位媒體產業 

• 集團合併家數: 約40家 

• ERP: Oracle 
 

 

 

 
 

Outcome Details 

Approach 

• 統一及時帄台網頁(Web Package) 收集資料 

• 協助利用資料介接工具ODI 達成自動化資料介接 

• 運用系統程式簡化TFRS附註資料填寫 

• 利用系統(Process Management)功能, 規範合併

流程 

• 客製化維度設計收集部門別資訊 

 

 

 

 
 

 

 

Benefits 

編制合併效率 
• 導入系統前: 每月7-10日 

• 系統處理: 每月3-5日 

自動化程度 
• 介接資料%: TB資料100% 

 附註資料約80% 

• 介接公司%: ERP系統100%介接 

專案效益 
• 高度自動化資料接介, 加速合併編制 

• 前端交易及後端報表系統完全整合 

• 編制符合ROC GAAP之合併報表 

• 2012年TFRS 併行期貣, 臺灣第一家以系統

產出TFRS 合併報表 

• 及時提供事業群合併之管理性資訊 

 

 

• 2012年併行期, 自動產出兩種GAAP比較報表 

• 提供預算系統, 產出實績比較分析報表 

• 產出法定合併財務報表 

• 提供會計師查核軌跡之工作底稿 

• 股權及自動關係人交易沖銷及對帳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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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 Requirements/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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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come Details 

Approach 

• 統一及時帄台網頁(Web Package) 收集資料 

• 協助利用資料介接工具FDM達成自動化資料介接 

• 以維度區分, 產出ROC GAAP及IFRS 合併數 

• 聯屬公司間交易依科目餘額及逐筆交易協助對帳  

 

 

 

 
 

 

 
Benefits 

編制合併 
效率 

• 導入系統前: 會計師代編, 未曾編制合併 

• 系統處理: 每月8日完成150 多家合併 

自動化程度 
• 介接資料範圍%: TB資料100%, 

• 介接公司範圍%: ERP系統100%介接 

專案效益 
• 及時取得所有子公司資料 

• 加強母公司對子公司之控管 

• 集中統一分析帄台, 集團採用一致標準 

• 各子集團ERP不同, 共計約有７種不同之

ERP 

• 二十多種外幣轉換 

• 股權異動及架構變動頻繁 

• 集團幅員遼闊, 無法及時取得子公司資料 

• 通路產業, 公司間關係人交易繁多 

• 部分中間子集團採用IFRS的合併邏輯 

• 2012年友尚集團約30家併入大聯大集團合併 

• 單家及合併財務分析比率 

• 各集團各層排排站報表 

• 提供會計師查核軌跡之工作底稿 

• 股權及自動關係人交易沖銷及對帳報表 

案例分享–合併系統導入專案 
 
 

 

• 產業別: 電子通路業 

• 集團合併家數: 約150家 

• ERP: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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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 Requirements/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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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come Details 

Approach 

 

 

 

 
 

 

 

Benefits 

編制合併效率 
• 導入系統前: 每月15日 

• 系統處理: 每月6日 

自動化程度 
• 介接資料範圍%: TB資料100%,  

  財務附註資料40% 

• 介接公司範圍%:ERP系統100%介接 

專案效益 

• 系統處理複雜管理分析需求 

• 自動化資料接介, 加速合併編制 

• 資料品質提升, 加強管理階層信心度 

• 加強母公司對子公司之控管 

• 2011年, 編制符合ROC GAAP之合併報表 

• 2012年, 編制符合TFRS 之合併報表 

• 總分公司採用月帄均損益換算處理方式 

• 美國上市, 需出具US GAAP 合併報表 

• 集團合併預算及預測 

 

 

• 2012年併行期, 自動產出兩種GAAP比較報表 

• 產出以月帄均損益換算之合併數 

• 產出集團合併預算及預測損益表 

• 產出不同GAAP法定合併財務報表 

• 提供會計師查核軌跡之工作底稿 

• 股權及自動關係人交易沖銷及對帳報表 

• 統一及時帄台網頁(Web Package) 收集資料 

• 以維度區分, 產出US GAAP及TFRS 合併數 

• 運用系統程式, 簡化TFRS附註資料填寫 

• 利用報表工具(Financial Reporting),  產出各

式法定與管理需求財務報表 

• 設計以會科為基準之預算及預測編列範本 

 

 

案例分享–合併系統導入專案 
 
 

 

• 產業別: 半導體業 

• 集團合併家數: 約40家 

• ERP: 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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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四個構面檢視公司自行編製合併報表的能力 

標準化資訊 

 標準化會計科目的建立：編製合併時需先

進行集團會計科目之標準化，將各子公司

會計科目轉換到一致的基礎上進行 

 收集合併資訊之統一帄台(Package)：設

計符合使用目的的Package，除法定規定

的財報內容之外，亦可包含管理上的資訊

另外應有適當的檢核勾稽機制 

 

 

交易處理一致性 

 釐清對帳差異原因：發票開立時點、入帳

方式、會計原則、匯率、估列計算方式及

錯帳等皆為對帳差異產生之主要原因 

 訂定一致性原則：藉由各公司間不斷溝通

協調及經由集團對帳政策、入帳規則之制

定，減少差異發生 

 

人員、流程及組織 

 人員：公司是否有具備合併報表編製能力

的人員 

 流程：編製程序流程化、制度化，透過整

體流程的有效管理，才可增進編製資料的

完整性及準確性 

 組織：明確定義流程中母子公司各人員的

角色及管理階層的明確支持 

 

合適的編製工具 

 Excel ： 無頇耗費額外成本 ，但有其先

天性的限制及缺點，例如：大量人工處理、

版本控管問題等 

 合併套裝軟體： 相較於Excel，使用套裝

軟體編製較為即時且具彈性，最明顯的效

益係為於編製時程上的顯著縮短及正確性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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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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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務上如何以系統編製合併財務報表 

    (實機操作Demo) 

 合併報表編製內部控制說明及建議 

 

 

 

  



實務上如何以系統編製合併財報

實機操作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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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系統編製財報流程簡介(以某合併系統為例) 

Staging 

•資料暫存 

資料載入 TB & 

 關係人交易 
ETL 

• Account 

mapping 

•資料驗證 

Web Package  

Excel Package 

 

無法經由Interface 資料 

營運資料處理與產出 
著重資料正確性及時效性、保留完整資料軌跡 

報表與績效分析 
著重分析彙整、 

集團單一事實表達 

合併報表系統 

報導帄台 

 

經由Interface 資料 

Legacy 其它系統 

子公司採用 

Oracle/SAP 

可銜接BI 管理
報告分析帄台 

多樣化報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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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個體 

集團匯率 

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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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 
對帳 

合併資訊 
收集作業 

Package 

設計 

資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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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控制目標 風險 控制活動 

合併財報於法令規

定公告時限內完成 

 

若無法於時限內完成，

則無法適時提供資料

供投資人使用，影響

公司聲譽 

• 明定合併編製時程表： 

說明各項合併工作應完成時間及負責人員 

• 公告及佈達： 

將合併編製時程表予以公告，並確認所有

參與人員皆清楚了解編製義務 

集團統一會計科目

的建立必頇考量資

訊的可提供性、可

辨識性、連結性 

若未通盤考量恐造成 

• 重複填列並另需

勾稽 

• 子公司無法辨識，

費時並影響品質 

• 差異難以解讀 

如此將影響後續合併

編製之效率 

• 決定集團統一會科粗細： 

依據IFRS財報四大表、財報附註揭露項目

決定集團統一會計科目粗細，所建立的統

一會科應可符合所有的財報需求 

• 考量不同GAAP差異： 

因合併個體內各公司未必皆為依據台灣

IFRS記帳的公司，建立集團統一會科時應

將各GAAP常用/調整用會科納入考量 

• 維護及公告： 

依據會計原則適時修改新增集團統一會科，

並建立公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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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控制目標 風險 控制活動 

所有子公司均清楚

辨別及適當的納入

合併個體內 

 

應納入合併個體之

企業若有缺漏或無

法正確、完整辨識，

將導致合併之財務

報表不允當 

• 判斷並記錄合併個體： 

依據IAS27判斷子公司，並完整記錄於合

併組織圖中 

• 合併個體變動之維護： 

依據會計原則之更新，適時檢視合併個體

是否進行調整 

• 比較變動性是否合理： 

比較前後期合併個體子公司，分析變動原

因(ex.買賣、財務人事控制權等)是否合理 

以正確合理之統一

集團匯率換算外幣

子公司報表金額 

若未依據正確合理

之統一匯率進行換

算，將導致股權沖

銷分錄有差異，甚

至導致合併財務報

表不允當 

 

• 合理的匯率來源： 

集團應選擇合理的匯率來源(例如:台灣銀

行公告匯率)，並前後期一致 

• 集團匯率被正確使用： 

各子公司應進行長投金額確認，使用匯率

應與集團統一匯率一致 

• 明定匯率轉換邏輯： 

集團報表轉換邏輯應讓各子公司清楚了解

並前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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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控制目標 風險 控制活動 

所有子公司報表金

額，皆已正確合理

轉換為台灣IFRS，

符合準則規定 

若未依據台灣IFRS

規定進行報表編製，

將導致合併財務報

表不允當 

 

• 各公司理解GAAP差異： 

確實辨認集團內各公司Local GAAP與台

灣IFRS的差異，各子公司財會人員皆已了

解差異原因 

• 各公司理解差異金額計算邏輯： 

各公司財會人員應確認調整資料取得來源，

理解調整金額計算邏輯 

• 調整金額應被正確記錄： 

各公司應編製工作底稿紀錄告各項差異，

確保調整金額完整性 

• 調整金額應被適當覆核： 

財會人員編製完IFRS差異調整數後，應由

資深人員或是主管進行適當覆核，確保調

整金額正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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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控制目標 風險 控制活動 

各子公司會科皆已

依據集團統一會科

表進行正確分類 

若未依據集團統一

會科進行正確分類，

將導致會科分類邏

輯不符合IFRS財報

表達 

• 維護集團統一會科： 

當母公司有修改/新增集團統一會科情形時，

有專人負責更新，確保資訊完整性 

• 釐清mapping邏輯： 

各公司確實理解母公司集團統一會科的意

義，依據帳上會科性質正確進行分類 

• 比較分類後金額合理性： 

各公司應比較前後期分類後金額，若有異

常應確實理解原因，並進行修改調整 

各公司於編製合併

報告前已完成關係

人交易對帳，針對

錯誤或不允當之處，

已進行適當修正 

若未正確完成關係

人交易對帳並進行

錯誤修正，導致內

部交易沖銷分錄有

重大差異，將使合

併財務報表不允當 

 

• 政策統一： 

集團統一關係人交易入帳原則及會計科目，

以提升對帳效率 

• 關係人交易金額來源及會科： 

各公司應確認關係人交易金額的來源(ex. 

由帳務系統取得或銷售採購系統)，並釐清

關係人交易入帳會計科目 

• 確實進行對帳，進行差異釐清： 

集團制定對帳作業政策，定期進行關係人

對帳。確實釐清對帳差異，紀錄已知錯誤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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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控制目標 風險 控制活動 

各公司以統一格式

進行資料收集，避

免資料不一致 

若未以統一格式進

行收集，將導致資

料混亂或疏漏，需

耗費多餘心力進行

整理 

• 完備的填寫說明： 

母公司應建立完備的填寫說明，包含填寫

方式、步驟，使各公司能夠清楚理解 

• 依據需求內容規劃收集格式： 

母公司應確認財報內容需求，依此設計

Package格式，避免資料不完整 

• 驗證點設計： 

於Package中設計所有可驗證點，進行資

料確認，預先避免錯誤 

Package收集作業

於集團規定時限內

完成 

 

若未於時限內完成，

將壓縮母公司的除

錯、合併編製等時

間，嚴重將導致合

併報告無法於法定

規定時間公告 

 

• 建立溝通管道： 

各公司應有專人負責合併報告資料收集作

業，或可利用合併系統建立溝通帄台 

• 母公司適度控管： 

母公司合併編製人員應積極關心各公司

Package填寫狀況及進度，適度進行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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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控制目標 風險 控制活動 

所有必要的調整分

錄(沖銷分錄、重分

類分錄)均被清楚調

整且記錄 

遺漏、重覆或錯誤

的調整分錄，將導

致財務報表表達不

允當 

• 建立循環分錄格式： 

合併編製人員應建立固定分錄格式(ex.以

Excel架設底稿或以合併系統建立固定分

錄範本)，確保完整性 

• 適當覆核： 

由資深人員或主管進行適當覆核，確保調

整金額正確性 

合併報表金額正確

有效，可完整表達

企業的經營成果 

若合併報表金額產

生錯誤或發生頇更

正公告之情事，將

影響公司聲譽 

• 建立檢核機制： 

設計適當檢驗點，避免錯誤 

• 分析性覆核： 

由資深人員或主管進行前後期比較，覆核

金額差異原因，針對異常部分進行檢查及

釐清(ex. 匯率影響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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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控制目標 風險 控制活動 

財務報表附註揭露

項目，依據IFRS及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規定應揭露項目進

行編製 

財務報表中之揭露

事項不完整或有缺

漏，影響財務報表

之允當性並違反主

管機關的規定 

• 建立揭露檢查表： 

母公司應依規定建立財報附註揭露檢查表

（或其他替代機制），有效確保財報附註

完整性 

 

附註揭露內容應遵

循IFRS、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及公司本

身會計揭露政策 

財務報表中之揭露

內容有疏誤，影響

財務報表之允當性 

• 資料來源有效性： 

應確保來自其他單位提供之相關攸關資料，

係經由其他單位主管覆核，並符合財報揭

露內容所需 

• 資料內容正確性： 

應確保附註內容符合準則規定，例如：應

報導部門之揭露是否與公司管理面項一致 

管理階層與審計委

員會應針對財務報

表附註揭露之敏感

性議題進行討論 

管理階層未知或未

發現財務報表中之

異常情形並加以處

理，以致財務報表

發生錯誤或不允當 

• 定期報告及討論： 

資深財會人員應定期向管理階層、審計委

員會報告重要估計及判斷、重要會計原則

之適用及其他攸關性議題，並判斷揭露內

容是否覆核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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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eck ’Display drawing guides 

on screen’ 

3. Select ’OK’ 

控制目標 風險 控制活動 

管理階層與審計委員會應

針對財務報表附註揭露之

敏感性議題進行討論(例如:

重大估計及判斷、異常變

動及期後事項等) 

管理階層未知或未發現

財務報表中之異常情形

並加以處理，以致財務

報表發生錯誤或不允當 

• 及時追蹤： 

管理階層及時追蹤於財務報告編製時發生之問

題及利害事項，是否於報告對外發布前已於適

當會計期間內被妥善解決 

管理階層及董事會應覆核

對外公告及對主管機關申

報之合併財務報告 

管理階層未知或未發現

財務報表中之異常情形

並加以處理，以致財務

報表發生錯誤或不允當 

 

• 有效覆核： 

由管理階層或其他適當的人員確認合併財報初

稿內容，符合準則、法定規定及公司政策，且

反映公司實際經營情況 

• 董事會核准： 

財務報告及相關附註揭露應取得董事會之核准

並取得核准記錄 

對外公告之財務報告(包含

書面、電子格式及XBRL)，

應無印刷上或電子轉檔之

錯誤 

未發現對外公告之財務

報表錯誤，以致財務報

表不允當 

• 建立檢查機制： 

財務報表及相關揭露，無論是紙本或是電子格

式，再最後版本發布前均需調節至經核准之相

關支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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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報表公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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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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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 use of client names, descriptions of client 

engagements, and any other direct or indirect 

references to clients or engagements in 

Business Communications should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licy on client 

confidentiality of the Deloitte Taiwan Entities.  

• The use of clien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cluding trademarks, registered names, logos, 

music, etc., should be used in Business 

Communic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Administrative Policy. 

改善IFRSs合併財務報告編製流程 

編製合併財務報告
應注意事項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江美艷會計師 

 

2014年2月10日 

 

 

 

 



合併財務報告編製過程
應特別注意事項及實務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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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 markers indicate position 

of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7.40 cm 

2.91 Inches 

6.00 cm 

2.36 Inches 

8.00 cm 

3.15 Inches 

11.70 cm 

 4.61 inches 

0.50 cm  

0.2 inches  

0.50 cm 

 0.2 inches 

11.70 cm  

 4.61 inches  

To view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1. Right-click on slide and select 

’Grid and Guides...’ 

2. Check ’Display drawing guides 

on screen’ 

3. Select ’OK’ 應特別注意事項及實務提醒 

期中財務報表vs.匯率換算 

期中取得或喪失控制 

現金流量表之編製 

個體財務報表與合併財務報表會計處理差異 

118 

1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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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 markers indicate position 

of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7.40 cm 

2.91 Inches 

6.00 cm 

2.36 Inches 

8.00 cm 

3.15 Inches 

11.70 cm 

 4.61 inches 

0.50 cm  

0.2 inches  

0.50 cm 

 0.2 inches 

11.70 cm  

 4.61 inches  

To view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1. Right-click on slide and select 

’Grid and Guides...’ 

2. Check ’Display drawing guides 

on screen’ 

3. Select ’OK’ 1. 期中財務報表vs.匯率換算 

Q1 Q2 Q3 Q4 

第一季季報 

半年報 

第三季季報 

年報 

119 

ROC GAAP 

Q1 Q2 Q3 Q4 

第一季季報 

第二季季報 

第三季季報 

年報 

IFRS 

累積數必須等於
各季相加，匯率
不應採累積平均 

損益換算時，實務上
可能採全年平均匯率 

合併月營收之
公告也要注意

類似情形 

Q1 Q2 Q3 Q4 

第一季季報 31.5 

半年報 31 

第三季季報 31 

年報 30.25 

＊匯率資訊如下圖，假設Q1&Q2
各獲利100；Q3&Q4 各獲利50 

若全年按平均匯率計算，
反推出之Q4獲利 

(100+100+50+50)*30. 25-
(100+100+50)*31=1,325 

Q1 Q2 Q3 Q4 

第一季季報 31.5 

第二季季報 30.5 

第三季季報 31 

年報 28 

Q4獲利=50*28=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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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 markers indicate position 

of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7.40 cm 

2.91 Inches 

6.00 cm 

2.36 Inches 

8.00 cm 

3.15 Inches 

11.70 cm 

 4.61 inches 

0.50 cm  

0.2 inches  

0.50 cm 

 0.2 inches 

11.70 cm  

 4.61 inches  

To view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1. Right-click on slide and select 

’Grid and Guides...’ 

2. Check ’Display drawing guides 

on screen’ 

3. Select ’OK’ 2.期中取得或喪失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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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 GAAP 

IFRS 

取得控制能力日後及喪失
控制能力日前子公司之收
益與費損之計算 

依取得控制能力或喪失控制能力當日
經會計師杳核（核閱）之期中報表，
依該期中報表資料計算 

按最近期經會計師杳核（核閱）之期
中報表資料比例計算之 

若無最近期經會計師杳核（核閱）之
期中報表，則按經會計師杳核之年度
報表資料比例計算之。 

無類似ROC GAAP所允許按比例計算之規定 
依照IAS 7.40之規定，財務報表附註須揭露取得或喪失控制之資產及負債分
析、處分利益及淨現金流入等資訊，與比例計算損益之方式有所矛盾，故建
議仍基於喪失控制當日之該子公司財務報告為宜。 



Deloitte Taiwan screen  2013 

© 2014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 White markers indicate position 

of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7.40 cm 

2.91 Inches 

6.00 cm 

2.36 Inches 

8.00 cm 

3.15 Inches 

11.70 cm 

 4.61 inches 

0.50 cm  

0.2 inches  

0.50 cm 

 0.2 inches 

11.70 cm  

 4.61 inches  

To view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1. Right-click on slide and select 

’Grid and Guides...’ 

2. Check ’Display drawing guides 

on screen’ 

3. Select ’OK’ 取得子公司揭露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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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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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 markers indicate position 

of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7.40 cm 

2.91 Inches 

6.00 cm 

2.36 Inches 

8.00 cm 

3.15 Inches 

11.70 cm 

 4.61 inches 

0.50 cm  

0.2 inches  

0.50 cm 

 0.2 inches 

11.70 cm  

 4.61 inches  

To view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1. Right-click on slide and select 

’Grid and Guides...’ 

2. Check ’Display drawing guides 

on screen’ 

3. Select ’OK’ 處分子公司揭露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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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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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 markers indicate position 

of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7.40 cm 

2.91 Inches 

6.00 cm 

2.36 Inches 

8.00 cm 

3.15 Inches 

11.70 cm 

 4.61 inches 

0.50 cm  

0.2 inches  

0.50 cm 

 0.2 inches 

11.70 cm  

 4.61 inches  

To view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1. Right-click on slide and select 

’Grid and Guides...’ 

2. Check ’Display drawing guides 

on screen’ 

3. Select ’OK’ 3. 合併現金流量表之編製 

期末合併資產負債
表(NTD) 

期初合併資產負債
表(NTD) 

合併現金流量表 

(NTD) 

ROC GAAP 實務處理 

子公司現金流量表
(外幣) 

子公司現金流量表
(NTD) 

IFRS 

母公司現金流量表
(NTD) 

合併現金流量表 

(NTD) 

＊假設無集團間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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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體財務報表與合併財務報表會計處理差異 

124 

母公司單一個

體基礎下考量

之會計處理 

以母公司合併

個體基礎下考

量之會計處理 

大多數情況 

某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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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合併與個體財務報表之會計處理不同 

125 

資產分類不同：個體財報認列為IP，合併財報認列為PPE 

集團內財務保證合約：個體財報做財務保證負債，合併財報無此

負債 

利息資本化與否：個體財報認列利息費用，合併財報將利息資本

化 

母公司發行交換債，交換標的為子公司股票：個體財報將交換權

認列為衍生負債，合併財報將轉換權列權益 

母公司以子公司股權酬勞子公司員工：個體財報認列為現金交割；合

併財報認列為權益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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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一】資產分類不同 

126 

母公司

合併 
財報 

母公司

個體 

財報 

 

子公司

個別 
財報 

•認列租賃費用。 

母公司以營業
租賃方式，將
不動產出租給
子公司使用 

• 不動產列為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PPE) 。 

• 認列折舊費用。 

• 不動產列為投資性不動產
(IP) 。 

• 認列租賃收入、折舊費用。 

• 個體與歸屬於母公司之合
併損益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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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於個體財務報表視為投資性不動產，而於合併財
務報表應視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27 

甲公司(母公司)自20X5年1月1日起取得並出租一全新辦公大樓
予100%持有之子公司乙公司。 

甲公司每月向乙公司收取之租金係以市價為基礎，金額為
$200 (每年租金$2,400) 。該大樓係作為甲公司之營運總部。 

土地成本為$100,000，房屋成本為$100,000，耐用年限為50年
(每年房屋折舊$2,000)。 

 

 甲公司 

(持有不動產) 

乙公司 

100% 年租金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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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 markers indicate position 

of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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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In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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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In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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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Inches 

11.70 cm 

 4.61 inches 

0.50 cm  

0.2 inches  

0.50 cm 

 0.2 inches 

11.70 cm  

 4.61 inches  

To view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1. Right-click on slide and select 

’Grid and Guides...’ 

2. Check ’Display drawing guides 

on screen’ 

3. Select ’OK’ 

【釋例】於個體財務報表視為投資性不動產，而於
合併財務報表應視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續) 

128 

 

 

甲公司(母公司)個體財報 乙公司(子公司)個別財報 

投資性不動產－土地 100,000 

投資性不動產－建物 100,000 

現金 200,000 

說明：認列20X5.1.1購置投資性不動產 

折舊費用 2,000 

累計折舊－投資性不動產－建物 2,000 

說明：認列折舊費用 

現金 2,400 租金費用 2,400 

租金收入 2,400 現金 2,400 

說明：認列20X5年租金收入 說明：認列20X5年租金支出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損益份額 2,40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2,400 

說明：認列投資子公司投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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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 markers indicate position 

of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7.40 cm 

2.91 Inches 

6.00 cm 

2.36 Inches 

8.00 cm 

3.15 Inches 

11.70 cm 

 4.61 inches 

0.50 cm  

0.2 inches  

0.50 cm 

 0.2 inches 

11.70 cm  

 4.61 inches  

To view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1. Right-click on slide and select 

’Grid and Guides...’ 

2. Check ’Display drawing guides 

on screen’ 

3. Select ’OK’ 

甲公司合併沖銷分錄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土地 100,0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建物 100,000 

投資性不動產－土地 100,000 

投資性不動產－建物 100,000 

累計折舊－投資性不動產－建物 2,000 

累計折舊-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建物 2,000 

說明：合併財報轉列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租金收入 2,400 

租金費用 2,400 

說明：合併財報沖銷租金收支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損益份額 2,40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2,400 

【釋例】於個體財務報表視為投資性不動產，而於
合併財務報表應視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續) 

IP  P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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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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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view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1. Right-click on slide and select 

’Grid and Guides...’ 

2. Check ’Display drawing guides 

on screen’ 

3. Select ’OK’ 【釋例二】集團內財務保證合約 

母公司合

併財報 
 

母公司個

體財報 

子公司個

別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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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借款，
母公司無償提
供保證 

• 依財務保證FV之金額，增加對子
公司之投資及認列財務保證負債 

• 財務保證負債後續依IAS 37決定之
或有負債金額或依IAS 18將原始認
列遞延收入減除累計攤銷數後之
餘額，取孰高者衡量 

• 須額外調整才能等於合併損益 

作法一： 

• 依財務保證FV之金額，視為母公司資
本投入 

• 財務保證手續費依交易成本之處理，
將財務保證FV之金額調整借款金額，
後續按有效利率攤銷為利息費用 

作法二： 

• 不認列母公司資本投入 

• 財務保證合約並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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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三】利息資本化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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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

合併 
財報 

母公司

個體 
財報 

子公司

個別 
財報 

母公司借款，
用以投資子公
司；子公司將
資金投入蓋廠
房 

• 廠房興建期間相關利息予以資
本化。 

• 借款金額用於投資子公司，
不符合利息資本化條件。 

• 認列財務成本。 

• 須額外調整才能等於合併損
益。 

• 取得母公司資本投入，將資金
投入興建廠房，並無利息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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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view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1. Right-click on slide and select 

’Grid and Guides...’ 

2. Check ’Display drawing guides 

on screen’ 

3. Select ’OK’ 【釋例四】母公司發行交換債，交換標的為子公司股票 

母公司合

併財報 

母公司個

體財報 

子公司個

別財報 

132 

母公司發行交
換債，交換標
的為子公司股
票 

• 因交換標的為合併個體之權益工具，
則交換權即為轉換權，假設其符合
分類為權益之條件，故列為權益
(屬非控制權益)，後續不重新衡量。 

• 公司債組成部分以攤銷後成本衡量。 

• 交換權應列為衍生金融負債，
並認列為公允價值變動入損益 

• 公司債組成部分以攤銷後成本
衡量。 

• 須額外調整才能等於合併損益 

•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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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五】股份基礎給付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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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

合併 
財報 

母公司

個體 
財報 

子公司

個別 
財報 

母公司以子公
司之持股，酬
勞子公司員工 

 
• 屬現金交割股份基礎給付協
議。 

• 認列相關負債。 

• 須額外調整才能等於合併損
益。 

• 認列酬勞費用及母公司資本投
入。 

• 以合併個體之權益工具酬勞員工，
屬權益交割股份基礎給付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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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報與個體財報之差異調整 

134 

透過下列分錄調整合併與個體財報之差異： 

借／貸：採權益法之投資 

借／貸：採用權益法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

益份額 

借／貸：採用權益法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其

他綜合損益份額 



編製合併財務報告實務上
常見缺失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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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view Deloitte drawing guides: 
 

1. Right-click on slide and select 

’Grid and Gu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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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性之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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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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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針對每一金融

工具類別揭露公

允價值所述層級。 

第一級：活絡市

場之公開報價(例

如上市公司股票) 

第二級：可觀察

之輸入值(例如非

熱門債券) 

第三級：不可觀察

之輸入值(例如衍

生性工具及無活絡

市場之權益工具) 

金融工具

公允價值

三層級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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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應收

帳款之帳

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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