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第1季
XBRL財務報告
申報注意事項



2

簡報大綱

壹、採用XBRL申報財報相關規定

貳、107Q1修正重點

參、申報注意事項



國內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

上市、上櫃及興櫃金融控股公司之已公開發行
子公司暨未公開發行證券商、期貨商及投信子
公司申報（註）。

採用IFRSs編製財務報告之第一上市、上櫃及興
櫃外國發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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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對象

註:金控所屬之公開發行銀行、保險及證券子公司應按季申報，其他公開發
行子公司、未公開發行證券商及期貨商子公司應申報半年報及年報，
未公開發行之投信子公司僅需申報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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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季別 報表別 上市櫃 興櫃/公發 金控 銀行及票券 保險 證券

Q1 合併/個別

核閱

NA

核閱 核閱 核閱 核閱

5月15日 5月30日 5月15日 5月15日 5月15日

重要子公司
核閱

子公司核閱
重要子公司核

閱
重要子公司
核閱

重要子公司
核閱

Q2

合併/個別

核閱 核閱 查核
核閱(合併)

查核(個別)
查核 查核

8月14日 8月14日 8月31日 8月31日 8月31日 8月31日

重要子公司
核閱

重要子公司
核閱

子公司查核
重要子公司
核閱

重要子公司
核閱

重要子公司
核閱

個體 NA NA 合併附表
查核 查核 查核

8月31日 8月31日 8月31日

Q3 合併/個別

核閱

NA

核閱 核閱 核閱 核閱

11月14日 11月29日 11月14日 11月14日 11月14日

重要子公司
核閱

子公司核閱
重要子公司核

閱
重要子公司
核閱

重要子公司
核閱

Q4
合併/個別及
個體

查核 查核 查核 查核 查核 查核

3月31日 4月30日 3月31日 3月31日 3月31日 3月31日

除證券業外，其餘業別
個體報告僅需申報電子
書，無需採XBRL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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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7Q1修正重點



•配合各業別公告之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國
際財務報導委員會發布之IFRS 9「金融工
具」、IFRS 15「客戶合約之收入」、IFRS 
4「保險合約」修正

•分類標準升級至2017年版IFRS

會計項目

•採用審計準則公報第65號「財務
報表之核閱」核閱報告

•一般行業新增營業外收入與支出
相關附表

•一般及異業應收款項項下之二張
附表刪除

財報附註

本次主要修正內容



 IFRSs專區查詢，路徑證交所首頁>上市公司> 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IFRS)>訊息中心>法規資訊
(http://www.twse.com.tw/IFRS/newsLaws)

 於下列網址或建檔工具下載”EXCEL範本”匯出檔案後
即可檢視四大報表之會計項目及代碼。
(http://siitest.twse.com.tw/nas/taxonomy/taxonom
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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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計項目及代碼表查詢方式

http://www.twse.com.tw/IFRS/newsLaws
http://siitest.twse.com.tw/nas/taxonomy/taxonomy.html


二、核閱報告修正重點

審計準則公報第65號「財
務報表之核閱」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106年
10月24日發布，並自中華
民國107年4月1日起實施。

•107Q1核閱報告類型及
細分有重大變動

期中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檢
查表

•公告說明應載明：

•核閱會計師姓名

•核閱結果為「無保留結
論之核閱報告」、「無
保留結論加強調段落或
其他事項段落」、「無
保留結論加繼續經營有
關之重大不確定性段
落」、「保留結論之核
閱報告」、「否定結論
之核閱報告」、「無法
作成結論之核閱報告」。



二、核閱報告類型及類型細分

核閱報告之類型
類型細分
（詳下頁）

簡述
強調事項

簡述
其他事項

無保留結論 - - -

無保留結論(繼續經營
有關之重大不確定性)

1,2,3,4,5,8,10,11,

12,13,14,15
V V

無保留結論(強調事項
或其他事項)

1,3,4,5,8,10,11,12,

13,14,15
V V

保留結論 2,7,8 V V

否定結論 2,8 V V

無法作成結論 2,7,8 V V



二、核閱報告之類型細分
類型細分

1 其他事項－採用其他會計師查核（核閱）報告且欲區分責任

2 繼續經營能力存在重大不確定性

3 強調事項－重大會計政策或估計之變動

4 其他事項－與前期財報意見（結論）不一致

5 其他事項－前期由其他會計師查核（核閱）

7
其他事項－非重要子公司或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未經會計師查核
（核閱）

8 其他

10欲強調某一事項-重大訴訟或監管措施未來結果之不確定性

11欲強調某一事項-重大期後事項

12欲強調某一事項-財報重大不實表達而予重編

13欲強調某一事項-具重大影響之新會計準則之提前適用

14欲強調某一事項-具重大影響之災害

15欲強調某一事項-重大關係人交易



三、財報附註項目調整

項目 一般 異業

應收款項 V V

（一）明細表 V V

（二）已逾期但未減損應收款項之帳齡分析
（配合IFRS7.37予以刪除）

X X

（三）應收款項之備抵呆帳變動資訊
（配合IFRS7.16予以刪除）

X X

營業外收入與支出 V

（一）其他收入 （新增） V

（二）其他利益及損失（新增） V

（三）財務成本（新增） V



（一）其他收入

代碼 項目

利息收入

N7101 銀行存款利息

N7102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利息收入

N7103 無活絡市場債務工具投資利息收入

N7104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利息收入

N7105 其他利息收入

N7106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
融資產利息收入

N7107 合約資產利息收入

N7100 利息收入合計

N7110 租金收入

N7120 權利金收入

N7130 股利收入

N7140 廉價購買利益

三、財報附註－其他收入
代碼 項目

手續費收入

N7151
非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所產生之手續費收入

N7152
非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
所產生之手續費收入

N7153 由信託及受託活動產生之手續費收入

N7159 其他手續費收入

N7150 手續費收入合計

N7160 違約金收入

N7170 歸墊收入

N7175 壞帳轉回利益

N7180 沖銷逾期應付款利益

N7190 其他收入－其他

N7010其他收入合計



檢核公式說明

•第一階段檢核公式

–等號左側為必要展開會計科目

–申報等號左側科目時，等號右側科目至少擇一申報

•第二階段檢核公式

–等號左側為非必要展開會計科目

–申報等號左側科目時，等號右側科目非必要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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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120 = 2121 + 2122
應付票據合計 = 應付票據 + 其他應付票據

範例： 1XXX = 2XXX + 3XXX
資產總額 = 負債總額 + 股東權益總額



三、財報附註－其他收入

#第一階段檢核

N7010=N7100+N7110+N7120+N7130+N7140+N7150+N
7160+N7170+N7175+N7180+N7190

#第二階段檢核

N7100=N7101+N7102+N7103+N7104+N7105+N7106+N
7107

#財報-跨表檢核
#綜合損益表與附註─其他收入

7010=N7010



三、財報附註-其他利益及損失
（二）其他利益及損失

代碼 項目

N7210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損失）

N7215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利益（損失）

N7220 處分無形資產利益（損失）

N7225 處分投資利益（損失）

N7230 外幣兌換利益（損失）

N7235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負債）利益（損失）

N7240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利益（損
失）

N7245
原始認列生物資產及農產品之利益（損
失）

N7250
生物資產當期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之變
動之利益（損失）

N7255
公允價值調整利益（損失）－投資性不
動產

N726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重估價利益（損失）

N7265 無形資產重估價利益（損失）

代碼 項目

減損迴轉利益（損失）

N7271 金融資產減損迴轉利益（損失）

N7272
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減損
迴轉利益（損失）

N7273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減損迴轉利益
（損失）

N7274 投資性不動產減損迴轉利益（損失）

N7275 無形資產減損迴轉利益（損失）

N7276 生物資產減損迴轉利益（損失）

N7277 探勘及評估資產減損迴轉利益（損失）

N7278
待分配予業主之非流動資產(或處分
群組)減損迴轉利益（損失）

N7279 其他減損迴轉利益（損失）

N7270 減損迴轉利益（損失）合計



（二）其他利益及損失（續）

代碼 項目

手續費支出

N7531 非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所產生之手續費用

N7532 非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所產生之手續費用

N7533 由信託及受託活動產生之手續費用

N7530 手續費支出合計

N7540 停工損失

N7550 虧損性合約損失

N7560 保證合約損失

N7580 賠償損失

N7590 什項支出

N7600 其他利益及損失

N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淨額

三、財報附註-其他利益及損失



三、財報附註－其他利益及損失

#第一階段檢核

N7020=N7210+N7215+N7220+N7225+N7230+N7235+N72

40+N7245+N7250+N7255+N7260+N7265+N7270-N7530-

N7540-N7550-N7560-N7580-N7590+N7600

#第二階段檢核
減損迴轉利益（損失）

N7270=N7271+N7272+N7273+N7274+N7275+N7276+N
7277+N7278+N7279

手續費支出

N7530=N7531+N7532+N7533

#財報-跨表檢核
#綜合損益表與附註-其他利益及損失
7020=N7020



（三）財務成本
代碼 項目
N7510 利息費用
N7520 負債性特別股股息
N7700 避險工具之（利益）損失

N7705 歸因於所規避風險之被避險項目之（利益）損失－公允價值避險

N7710 現金流量避險無效而認列於損益之（利益）損失

N7715 現金流量避險有效自權益轉列之（利益）損失

N7720 國外營運機構淨投資避險無效而認列於損益之（利益）損失

N7790 其他財務費用
N7050 財務成本淨額

三、財報附註-財務成本

#第一階段檢核

N7050=N7510+N7520+N7700+N7705+N7710+N7715+N77

20+N7790

#財報-跨表檢核
#綜合損益表與附註-財務成本
7050=N7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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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申報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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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sii.twse.com.tw1

XBRL財報建檔工具暨分類標準下載2

XBRL建檔工具更新

請先更新XBRL建檔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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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RL建檔工具下載

XBRL建檔工具更新

軟體安裝檔及最新版本版更新檔

請下載後安裝，不建議線上直接安裝！



XBRL建檔工具更新

• 建議操作步驟為：

1.匯入106年之XBRL檔（不修改期間）

2.匯出106年的EXCEL檔

3.按下右上方「重整畫面」的按鈕

4.匯入106年的EXCEL檔（年度設定為107年）

5.資料儲存

如果資料儲存出現錯誤，請繼續執行以下步驟：

6.匯出107年的EXCEL檔

7.按下右上方「重整畫面」的按鈕

8.匯入107年的EXCEL檔

即可完成去年同期的資料匯入。

因應採用IFRS9，107年XBRL的檔案結構有大幅變動，故匯入
106年XBRL檔時（年度設定為107年），因為格式的相容性會
有匯入失敗的情形。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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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注意事項

Q：財務報告附註之「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若有本年度新增適用公報－IFRS 4、IFRS 9、
IFRS 15新增之項目，應如何申報？

A：新適用公報之相關項目會計政策將於後續
新增，107Q1申報時：
 若屬IFRS 9之項目，可先於「金融資產」

及「金融負債及權益工具」項下說明。
 如屬IFRS 15之項目，可於「收入之認列」

項目說明。
 餘可先於「其他」項下說明。



24

申報注意事項

若係出具無保留結論之核閱報告，惟有其他事項、強調
事項或繼續經營有關之重大不確定性者，核閱報告之類
型應選擇：
 無保留結論(繼續經營有關之重大不確定性)
 無保留結論(強調事項或其他事項)

說明： 新式核閱報告

 若其他事項、強調事項其類型細分無適當之選項，
請選第8項之「其他」。

 若選擇「其他事項－非重要子公司或採用權益法之
投資未經會計師查核（核閱）」應填寫RIA001 ~
RIA006 (即金額不應為0，詳次頁)

 若選擇「其他事項－採用其他會計師查核（核閱）
報告且欲區分責任」應填寫RIA007~RIA012(即金
額不應為0，詳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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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其他揭露事項

類型 帳列項目 子公司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採用其

他會計

師查核

意見(

核閱報

告)

資產負債表─期末餘額
資產總額(RIA 001)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餘額(RIA 004)

綜合損益表─截至本季

止金額
營業收入淨額(RIA 002)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當期認列關聯企業

及合資損益之份額(RIA 005)

綜合損益表─本季金額 營業收入淨額(RIA 003)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當期認列關聯企業

及合資損益之份額(RIA 006)

未經會

計師查

核(核

閱)

資產負債表─期末餘額 資產總額(RIA 007)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餘額(RIA 010)

綜合損益表─截至本季

止金額

綜合損益(RIA 008)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當期認列關聯企業

及合資損益之份額(RIA 011)

綜合損益表─本季金額 綜合損益(RIA 009)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當期認列關聯企業

及合資損益之份額(RIA 012)

申報注意事項

說明： 新式核閱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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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注意事項

107年第1季起配合IFRS7.37及IFRS7.16，刪除「應收款
項」項下之二張附表：
• 已逾期但未減損應收款項之帳齡分析
• 應收款項之備抵呆帳變動資訊

一般行業
異業合併

財務報表附註-應收款項

故僅需申報
應收款項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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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注意事項

107年第1季起一般行業新增「營業外收入與支出」項下之三
張附表：
• 非屬一般行業無需申報
• 新增三張報表為其他收入、其他利益及損失、財務成本
• 該三表與綜合損益表設有跨表檢核，故綜合損益表7010、
7020及7050三個項目若金額不為0，則此三表必需申報。

一般行業： 財務報表附註-營業外收入與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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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注意事項

 與所得稅相關之項目檢核公式均修改為減項，亦即預設
為所得稅費用，若為所得稅利益，則應輸入負值。

 若匯入106年資料，上開項目106年度之正負號需修改，
才能通過檢核。

金融及
金控業：

綜合損益表-檢核公式修訂

金融業 金控業

61003所得稅費用（利益） 61003 所得稅費用（利益）

62540
與停業單位損益組成部分相關之所得稅
費用（利益）

62540
與停業單位損益組成部分相關之所得
稅費用（利益）

64003
與本期損益組成部分相關之所得稅（費
用）利益

69569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65220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69579 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65320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66003與本期綜合損益組成部分相關之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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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注意事項

 上開均為費用或損失之項目，故檢核公式已修改為
減項。

 若匯入106年資料，上開項目106年度之正負號需修
改，才能通過檢核。

金融及
金控業：

綜合損益表-檢核公式修訂

金融業 金控業
49835 證券自營費用 49929 發行認購（售）權證費用

49865 資產報廢損失 49965 資產報廢損失

49867 災害損失 49967 災害損失

49887 提存意外損失準備 49987 提存意外損失準備

49889 其他營業準備提存 49989 其他營業準備提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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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注意事項

 與所得稅相關之項目檢核公式均修改為減項，亦
即預設為所得稅費用，若為所得稅利益，則應輸
入負值。

 若匯入106年資料，上開項目106年度之正負號需
修改，才能通過檢核。

 701000=701100+701200

證券期貨業： 綜合損益表-檢核公式修訂

證券期貨業
701000 所得稅費用（利益）

805599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805699 與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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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申報順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