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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模型在各行各業有著廣泛應用。例如軍事部門進行軍事演習時的空襲作戰模型，電

信部門推出流量套餐前的行銷預演模型。這些模型的應用，使戰爭尚未打響，勝負

已判；方案尚未實施，得失已明。

在企業財務管理的實務中，讓財務人員深感困難的，一是財務建模，二是演算法實

作。本書以 Excel 試算表為工具，提供了建模的一般方法，掃清了演算法的數學障

礙，滿足了財務人員的管理需要。

模型的建立，是一個從具體到抽象的過程，是具體業務的抽象化。在實際場景中，

影響決策的變數無比眾多，變數之間的關係極其複雜，不從具體的業務抽象出來，

就不可能建立模型。即，沒有抽象就沒有模型，沒有模型就沒有決策。

模型的完善，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模型展現的因果，只是變數窮舉、演算法有

效條件下特殊的相關。今天的因果關係，隨著變數的新發現，演算法的新突破，明

天可能只是相關關係。模型展現的完美，只是時間固化、空間局限條件下特殊的表

現。今天的完美關係，隨著時間的推移，空間的拓展，明天將可能只是缺陷關係。

模型的不完善，是不容回避的現實，儘管無可奈何；模型的完善，是我們不斷追求

的目標，儘管道路艱辛，但應該理性而不是理想化對待模型。

模型的運用，是一個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是抽象模型的具體化。我們進行的業務

實踐豐富多彩，所處的經營環境錯綜複雜。抽象化的模型，必須結合豐富多彩的業

務實踐和錯綜複雜的經營環境，才能更好地運用，否則，就是閉門造車，就是紙上

談兵。而且，透過 Excel 試算表建立的模型，解決了財務管理的演算法實作問題，對

使用者的數學要求降低了，反過來，對使用者的業務要求就更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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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提供的財務、投資和經營決策模型，初看精彩紛呈，再看眼花繚亂，而在具體

應用時，幾乎都需要變通。例如信用期決策模型，假定了信用期與銷量的相關關係

並擬合出了迴歸方程式。而在實際業務中，這種迴歸方程式可能因銷量的區間不同

而不同。再如應收策略模型，我們假定了收帳策略與信用策略、折扣策略是彼此獨

立的，而在實際業務中，這些策略可能相互影響。 

結合具體場景，改造、完善相對固化的模型，就必須掌握建立模型的基本工具。 

本書提供的財務、投資和經營決策模型，應用的基本工具包括相關、平衡、敏感、

模擬和規劃等 5類。 

相關：即萬物相關論，認為萬事萬物是有相互聯繫的，並在此基礎上應用迴歸分析

這一計量經濟學最基本的分析方法。 

在本書的財務決策模型中，可以看到大量的相關分析。例如折扣決策、證券組合決

策、成本性態分析等。 

在日常生活中，相關分析隨處可見。例如沃爾瑪發現啤酒與尿布相關，據此改進商

品陳列以促進銷售；上班族發現天氣與交通擁塞相關，據此做為外出的決策；醫學

發現人的情緒與生物鐘相關，據此提供作息時間建議。 

平衡：即雙向平衡論，認為決策是雙向的，是一個問題的兩種思考方式，一件事情

的兩個方面。 

在本書的財務決策模型中，可以看到大量的平衡分析。例如投資盈虧平衡分析、成

本數量盈虧平衡分析、桿杆平衡分析等。 

在日常生活中，平衡分析隨處可見。例如為了實作加薪升職的目標，應該如何去努

力；為了降低高血脂，應該如何注意飲食，鍛鍊身體；為了宏觀經濟健康發展，如

何處理各部門、各地區、各環節、各要素的綜合平衡。 

敏感：即因素敏感論，認為影響決策目標的多個因素，其敏感程度各不相同。 

在本書的財務、投資和經營決策模型中，可以看到大量的敏感分析。例如投資敏感

分析、成本數量敏感分析、期權價值敏感分析等。 

在日常生活中，敏感分析隨處可見。例如醫學中的藥物敏感分析，痛感或快感的人

體區域分佈分析，人際交往中的敏感行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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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即情景模擬論，認為在不確定條件下，透過「If-Then」機制，應用決策樹、

聯合機率或蒙地卡羅模擬，決策目標是可以預測的，預測風險是可以度量的。 

在本書的財務決策模型中，可以看到大量的模擬分析，例如存貨組合模擬、投資淨

現值模擬、成本數量利潤模擬等。 

在日常生活中，模擬分析隨處可見，例如升學考試前，各學校自行組織的模擬考

試；在股指期貨正式推出前，交易所組織的模擬交易；在正式上線前，會計人員的

模擬作帳等。 

規劃：即最優規劃論，認為為取得最大利益或最小風險，可求解變數的特定值或變

數組合的特定比例。 

在本書的財務、投資和經營決策模型中，可以看到大量的規劃分析，例如經濟訂貨

量決策、安全儲備量決策、最佳資本結構決策等。 

在日常生活中，規劃分析隨處可見，例如銷售管理，如何在交期限制條件下進行銷

售排期；生產管理，如何在資源限制條件下進行生產排程；倉庫管理，如何在空間

限制條件下進行商品排位；物流管理，如何在運能限制條件下進行運輸排徑；人員

管理，如何在工時限制條件下進行人員排班。 

將相關、平衡、敏感、模擬和規劃等分析工具，綜合應用於財務決策模型的建立和

完善，拔開層層迷霧，走出深深迷宮；讓我們的思維，插上騰飛的翅膀，在茫茫的

資料海洋上自由飛翔；讓決策之花，盛情綻放。 

本書的財務、投資和經營決策模型，可作為軟體或顧問公司資金管理整體解決方案

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產品功能可達到全新應用高度，而且操作介面可帶來全新使

用者體驗。透過圖、文、表三位一體，可將紙質模型發展為電子模型；並進一步透

過視覺、聽覺、觸覺三位一體，將電子模型發展為實物模型，讓資金不再是一堆冰

冷的數字，而是有血有肉、有聲有色的存在。軟硬結合的資金沙盤模型，將給使用

者帶來強大的視覺衝擊力、聽覺感染力和心靈震撼力，從而加強決策號召力和業務

執行力。 

模型在企業實務中的應用，生動展現了業務執行與決策支援的互動；模型在企業資

訊化中的應用，生動展現了 ERP與 BI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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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 等業務處理系統，是「單據+流程」模式。單據是資訊載體，流程是傳遞管道，

目標是資訊共用。 

BI 等決策支援系統，是「模型+演算法」模式。模型是業務抽象，演算法是數學實

作，目標是決策支援。 

模型與流程的結合，描繪了新的應用場景：業務處理系統收集資訊，傳遞到決策支

援系統；決策支援系統進行資料加工整理、分析回饋，控制和改進業務處理。循環

往復，以至無窮。業務發展步步向前，決策模型步步完善。流程優化的征途永無止

境，決策優化的腳步永不停息。這是企業實務中決策與執行互動的真實寫照，也是

企業資訊化中 ERP與 BI閉環的宏偉藍圖。 

本套書以 Excel試算表為工具，提供了 88個財務決策模型。與市面其他 Excel試算表

工具書相比，本書有以下特點： 

1. 專注應用場景 

 書是以應用為目標，以軟體為工具，專注於應用場景而不是軟體功能。 

 Excel試算表功能之強，已是登峰造極，介紹其功能的書籍也多如牛毛。然而，

其功能再強，也只是工具，是拿來解決實際問題的。我們不是為學習功能而去

學習功能，而是為解決應用場景中面臨的問題去學習功能。Excel 試算表之

「矢」，只有找到應用場景之「的」，才能發揮作用。 

2. 專注企業財務 

 Excel試算表可應用於各行各業，包括行政單位、事業單位、企業和個人。在企

業中，可應用於人事管理、行政管理、生產管理、計畫管理、銷售管理、財務

管理等各方面，本書專注於企業財務。 

3. 專注決策模型 

 Excel試算表在企業財務工作中，可應用於會計核算、出納登記、比率計算、報

表彙總、資料樞紐分析、排序篩選等各方面，本書專注於決策模型。 

 

本書自身的顯著特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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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內容有很強的系統性 

 書使用財務人員最熟悉的結構、最常用的概念、最典型的思維，以最嚴密的邏

輯建構最普遍的應用模型。 

2. 模型有很強的擴展性 

 本書提供的決策模型，應用於企業財務管理領域。這些模型的擴展性很強，掌

握了模型的建立方法，就可很方便地進行模型的變通、改造和完善，應用於其

他特定場景或其他特定領域。 

3. 範例有很強的實用性 

 這套書的 Excel 範例檔案可從出版社網站下載，包含了書中介紹的所有模型的

Excel實用檔案，是一個完整的模型庫和強大的工具集，讀者在實務工作中可直

接使用。 

4. 介面有很強的友好性 

 這套書中的 Excel 財務決策模型檔案，活頁簿之間沒有連結，工作表之間沒有

引用，欄列沒有隱藏，儲存格沒有鎖定；相關內容盡量放在單個螢幕畫面，不

換介面，方便讀者學習和使用。 

5. 結構有很強的層次性 

 為方便讀者閱讀和使用，書中範例所講解的財務決策模型的編寫結構基本相

同，包括以下各層次： 

　 應用場景：介紹模型在什麼時候用到。 

基本理論：介紹模型的決策目標及目標函數、決策變數及變數關係。 

模型建立：介紹模型的建立過程，包括輸入、加工和輸出三部分。 

表格製作：介紹表格的製作過程，包括輸入、加工和輸出三部分。 

圖表生成：介紹圖形的生成過程。 

操作說明：介紹模型的操作注意事項。 

6. 編寫有很強的通用性 

 各模型的應用場景，全部以 CEO 與 CFO 的對話方式展開，避免枯燥乏味；各

模型的基本理論，由於有對應的理論書籍進行專門介紹，本書力求簡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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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表格製作和圖表生成，全部以操作步驟的記錄方式展開，方便讀者理

解，力求使專業書籍同樣能給人以良好的閱讀體驗。 

7. 讀者有很強的針對性 

 本書也適用於會計資格相關考試人員。現在的資格或就職考試，題量越來越

大，難度越來越高，要求考生要對模型能更加熟練地運用。而由於計算過程太

長或太過複雜，財務管理的教科書，有些內容無法深入講解。本書對財務管理

教科書涉及到的模型，提供了很詳實的說明，實作了由紙質模型導向電腦試算

表模型的轉變，因而更加具體、生動、直觀，對考生無疑是有幫助的。 

 本書適用於企業財務管理人員，不要求財務管理人員對程式設計有任何瞭解，

模型不涉及VBA和巨集；也不要求財務管理人員對數學、統計學、運籌學、計

量經濟學有很深瞭解，模型內建了各類函數，讀者可以直接應用，或稍加變通

後應用。 

 本書適用於企業資訊化從業人員，例如 ERP 顧問或實施專案，需要建立客戶、

供應商、物料等基礎檔案，還需要設定信用期、折扣、經濟訂貨量、安全儲備

量等基本屬性。利用本書提供的決策模型，即使沒有很強的財務專業背景，也

能輕鬆完成；再如 BI資料採擷項目，可以在本書提供的財務決策模型的基礎上

進行改造，以建立符合客戶特定需求的業務模型。 

 另外，本書還適用於各教育訓練機構和顧問公司。 

8. 作者有很強的開放性 

 本書作者提供了有很好的分享，製作的財務決策模型，最早陸續發佈在部落格

（http://blog.vsharing.com/chengxiang）上，有數十家網站轉載，合併點擊量達

上百萬。關於財務決策模型的建立、完善和應用，讀者也可以透過線上通訊工

具（QQ：2785358027）與作者交流。 

 

在此，感謝模型製作過程中，廣州凱聯董事長吳正州先生和眾多網友的熱情幫助和

鼓勵。也懇請讀者對本書的疏漏、錯誤之處進行指正。 

編者 



 

 

 

 

 

 

第 1章 
杜邦分析模型 

 

 

 

 

CEO：據我所知，美國杜邦公司已有 200 多年歷史。以

前主要生產火藥，現在主要生產化學製品、材料

和能源；業務遍及 90多個國家，全球擁有 6萬多

名員工；是財富 500 強之一。所謂杜邦分析，就

是對杜邦公司的光輝創業史和野蠻成長史進行分

析嗎？ 

CFO：不是。我們所說的杜邦分析，是一個財務分析體系。它利用財務比率之

間的內在關係，對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進行綜合評價。杜邦分析模

型，以股東報酬率為龍頭，以資產淨利率和權益乘數為分支，表明獲利

能力，衡量桿杆影響，揭示比率關係。這一分析方法最早在杜邦公司成

功應用，所以叫杜邦分析。 

CEO：新的管理思維或理論，往往出自顧問公司，並以相應的顧問公司命名，例如麥

肯錫 7S模型、蓋洛普模型。 

CFO：是的。以非顧問公司來命名一種理論，比較少見，杜邦分析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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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傳統杜邦分析模型 

應用場景 

CEO：看來當杜邦公司的業務部門進行市場開拓，研發

部門進行產品創新時，財務部門也沒閒著，進行

著管理優化，作出來一套風靡世界的分析方法。

杜邦分析模型，為何以股東報酬率為龍頭，以資

產淨利率和權益乘數（槓桿比率）為分支？其他

還有那麼多財務比率，如資產負債率、流動比率

等，成為龍頭無望，連分支都算不上？ 

CFO：股東報酬率這一比率，有很好的可比性，可作為投資風向標，資本指揮棒。股

東報酬率高的地方，資本就會蜂擁而進；股東報酬率低的地方，資本就會抽身

而退。資本的進退之間，就是市場的起伏之日，就是行業的興衰之時，就是企

業的成敗之際。 

CEO：個人的榮辱得失也盡在其中了。逐利的資本自然是無利不起早，看到了回報率

的資本，就猶如聞到了血腥味的鱷魚。杜邦分析模型以股東報酬率為龍頭，除

了有很好的可比性，還有其他原因嗎？ 

CFO：股東報酬率這一比率，還有很好的綜合性。它可以分解為銷售淨利率、資產周

轉率、權益乘數等三個比率。 

CEO：這點確實與資產負債率、流動比率等比率不同。資產負債率的分析，就是對構

成比率的資產和負債進行分析；流動比率的分析，就是對構成比率的流動資產

和流動負債進行分析；而股東報酬率的分析，既可以是對構成比率的權益和淨

利進行分析，也可以是對銷售淨利率、資產周轉率、權益乘數等三個分解比率

進行分析。 

CFO：是的。為了加以區分，對構成比率的權益和淨利進行分析，我們叫股東報酬率

的比率分析；對銷售淨利率、資產周轉率、權益乘數等三個分解比率進行分

析，我們叫杜邦分析。 

CEO：反正都是財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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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O：我們可以把財務分析分為 4 個層面。1.會計核算的會計科目分

析，2.財務報表的報表項目分析，3.財務比率分析，4.評價模

型分析。這 4個層面是層層遞進的關係：會計科目來源於不同

記帳憑證的彙總；報表項目來源於不同會計科目的取數；財務

比率來源於不同報表項目的計算；評價模型來源於不同財務比

率的加權。 

CEO：這麼一說就區分開了。股東報酬率的比率分析，屬於財務比率分析，是財務分

析的第 3 個層面；杜邦分析，屬於評價模型分析，是財務分析的第 4 個層面。

第 1 個層面的會計科目，第 2 個層面的報表項目，我們都比較熟悉。第 3 個層

面的財務比率，主要有哪些比率？第 4個層面的評價模型，主要有哪些模型？ 

CFO：財務比率主要包括：1.短期償債能力比率，如流動比率、速動比率、現金比率；

2.長期償債能力比率，如資產負債率、負債權益比率、權益乘數；3.營運能力比

率，如應收帳款周轉率、存貨周轉率、流動資產周轉率；4.盈利能力比率，如

銷售淨利率、總資產淨利率、股東權益報酬率；5.市價比率，如本益比、股價

淨值比、股價營收比。 

CEO：理論上，拿著不同的報表項目進行計算，就可得到一個新的財務比率。而且，

幾乎每個這樣的新的財務比率，我都可以說出它的業務意義。再談談財務評價

模型吧？ 

CFO：評價模型主要包括：1.杜邦分析模型；2. Z 計分模型；3.國有資本金績效評價模

型等。理論上，拿著不同的財務比率進行加權，就可得到一個新的評價模型。

可是，幾乎每個這樣的新的評價模型，要證明比率選擇的科學性、權重賦予的

客觀性、評價結果的權威性，都比較困難。 

CEO：杜邦分析模型，可以分解為銷售淨利率、資產周轉率、權益乘數等三個比率，

然後呢？這三個比率，應該還會繼續向下分解吧？ 

CFO：是的。銷售淨利率和資產周轉率，反映企業的經營策略；權益乘數，反映企業

的財務策略。這三個比率繼續向下分解，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司的經營策略或財

務策略發生了什麼變化，帶來了什麼收益，存在著什麼風險。 

CEO：這麼看，杜邦分析模型是一個金字塔式的、多層次的財務比率分解體系。可以

透過層層分解，找到資料的來龍去脈；可以透過連環替代，找到變化的前因後



 財務管理與投資分析－Excel 建模活用範例集 

- 1-4 - 

果。問題是怎麼產生的；在問題產生的多種因素中，誰是最主要的因素。這些

都可透過杜邦分析找到答案。在杜邦分析模型裡，還有類似於探尋的思維。 

CFO：是的。包括後面的可持續成長分析，是從一個比率分解到多個比率。在我看

來，這裡面就借鑒了杜邦分析的這種順藤摸瓜、追根溯源、類似於探尋的思

維。 

基本理論 

傳統杜邦分析模型 

股東報酬率（ROE） 

 ＝淨利潤/銷售收入 × 銷售收入 ÷ 總資產 × 總資產/股東權益 

 ＝銷售淨利率 × 資產周轉率 × 權益乘數 

連環替代法 

定量分析各項目變動對銷售淨利率變動的影響程度： 

淨利潤變動的影響 

 ＝（本期－上期）淨利潤 ÷ 本期收入 

收入變動的影響  

 ＝上期淨利潤 ÷（1÷本期收入－1÷上期收入） 

定量分析各項目變動對資產周轉率變動的影響程度： 

收入變動的影響 

 ＝（本期－上期）收入÷上期資產 

資產變動的影響 

 ＝本期收入 ÷（1÷本期資產－1÷上期資產） 

定量分析各指標變動對股東報酬率變動的影響程度： 

銷售淨利率變動的影響 

 ＝（本期－上期）銷售淨利率 × 上期資產周轉率 × 上期權益乘數 

資產周轉率變動的影響 

 ＝本期銷售淨利率 ×（本期－上期）資產周轉率 × 上期權益乘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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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乘數變動的影響 

 ＝本期銷售淨利率 × 本期資產周轉率 ×（本期－上期）權益乘數 

 

模型建立 

……\chapter01\01\傳統杜邦分析模型. xlsx 

輸入 

1） 在工作表中輸入文字相關資料，並格式化，例如加上框線、合併儲存格、調整

列高欄寬、選擇填滿色彩、設定字體字型大小等。詳細內容可參考本章下載的

Excel範例檔。如圖 1-1所示。 

 

圖 1-1  在工作表中輸入資料及進行格式化等作業 

2） 在 B13、B14、I13、I14、O13、O14、X9、X10 新增微調按鈕。按下「開發人

員」標籤中的「插入→表單控制項」，選按「微調按鈕」項，並在要插入微調

按鈕的儲存格拖曳拉出適當大小的按鈕，然後對微調按鈕按下滑鼠右鍵，選取

「控制項格式…」指令，進行屬性的設定，如輸入儲存格連結、目前值、最小

值、最大值等。例如，B13 儲存格的微調按鈕設定儲存格連結為$A$13，其他

的則如圖 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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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設定微調按鈕 

加工 

在工作表儲存格中輸入相關公式： 

S2：=F5*X5 

S3：=F6*X6 

S4：=S2-S3 

F5：=B9*O9 

F6：=B10*O10 

F7：=(F5-F6)*X6 

X5：=R9/(R9-Y9) 

X6：=R10/(R10-Y10) 

X7：=(X5-X6)*B9*O9 

B9：=A13/G13 

B10：=A14/G14 

B11：=(B9-B10)*O10*X6 

O9：=J13/P13 

O10：=J14/P14 

O11：=(O9-O10)*B9*X6 

R9：=P13 

R10：=P14 

A15：=(A13-A14)/G13 

G15：=A14/G13-A14/G14 

J15：=(J13-J14)/P1 

P15：=J13/P13-J13/P14 

 

輸出 

完成後的模型工作表如圖 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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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傳統杜邦分析 

點選 S4 儲存格，按下「公式」標籤下的「公式稽核→追蹤前導參照」鈕，多按幾次

可直接查詢各個公式中資料的來龍去脈，介面如圖 1-4所示。 

 

圖 1-4  傳統杜邦分析的公式追蹤 

操作說明 

 在本模型中，變數為淨利潤、收入、資產、負債，其餘指標均計算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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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模型所說明的「單層變動影響」，是指由於自身的變動，造成頂層上級的變動數。例如銷

售淨利率由淨利潤和收入構成，淨利潤的單層變動影響為 -0.8%，而收入的單層變動影響則

為 -0.28%，兩者合計造成銷售淨利率變動 = -0.8%-0.28%= -1.08%。 

 本模型所說明的「變動影響」，是指由於自身的變動，造成頂層上級的變動數。例如股東報

酬率由總資產淨利率和權益乘數構成，總資產淨利率又由銷售淨利率和資產周轉率構成。銷

售淨利率的變動影響為 -3.5%，是指由於銷售淨利率的變動造成股東報酬率的變動數，而不

是造成總資產淨利率的變動數。 

 銷售淨利率的變動影響，加上資產周轉率的變動影響，等於總資產淨利率的變動影響；總資

產淨利率的變動影響，加上權益乘數的變動影響，等於股東報酬率的差異。 

 調整微調按鈕，改變淨利潤、收入、資產、負債等變數的「本期」數值或「上期」數值，銷

售淨利率、資產周轉率、總資產淨利率、權益乘數、股東報酬率等指標的「本期」計算結果

或「上期」計算結果將隨之變化，股東報酬率的「差異」將隨之變化，總資產淨利率、權益

乘數、銷售淨利率、資產周轉率的變動影響將隨之變化，淨利潤、收入、資產的單層變動影

響將隨之變化。 

 

 1.2  改進的杜邦分析模型 

應用場景 

CEO：傳統杜邦分析，是以傳統財務比率為基礎；而傳統財務比

率，則又以傳統財務報表為基礎。但我們知道，傳統財務

報表主要是用於對外披露的，而不是用於對內管理的。更

多更有價值的資訊，存在於對內管理的報表中。 

CFO：是的。近些年，儘管《企業會計準則》對傳統財務報表作

出了部分改進，但還是不能完全滿足財務分析和內部管理

的需要。傳統財務報表的問題依然存在，基於傳統財務報表進行的傳統杜邦分

析，相對的，缺陷依然存在。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若想改進杜邦分

析這根「毛」，先要改造財務報表這張「皮」。 

CEO：在改造財務報表之「皮」前，讓我們先看看杜邦分析之「毛」存在什麼問題。

這樣，我們的改造才有針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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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O：傳統杜邦分析主要有三大問題：1.計算總資產淨利率用到的總資產與淨利潤，口

徑不匹配。總資產為全部資產提供者享有，包括債務人；而淨利潤為部分資產

提供者，即股東專門享有，不包括債務人。由此導致投入與產出不匹配，總資

產淨利率不能反映實際報酬率；2.沒有區分經營活動損益和金融活動損益；3.沒

有區分經營負債和金融負債。 

CEO：也就是說，鬍子眉毛一把抓，不能滿足精益分析的需要。 

CFO：是的。改造的基本措施，就是對傳統財務報表的報表項目進行深加工、再分類

和重展現，形成新的管理用財務報表。具體來說，就是透過區分經營資產和金

融資產，區分經營負債和金融負債，形成管理用資產負債表；透過區分經營損

益和金融損益，相對應的分攤所得稅，形成管理用利潤表；透過區分經營現金

流量和金融現金流量，形成管理用現金流量表。基於這三大新的管理用財務報

表，形成改進型的杜邦分析模型。 

CEO：傳統的現金流量表，不是已經把企業活動劃分為經營活動、投資活動和籌資活

動了嗎？ 

CFO：傳統現金流量表的「經營」與管理用財務報表的「經營」不是一個概念。傳統

現金流量表的「經營」不包括投資；管理用財務報表的「經營」包括生產性資

產的投資。 

CEO：我們從事實業，應該沒有金融業務吧？ 

CFO：同樣的存貸款業務，對金融企業例如銀行來說，是經營業務而不是金融業務；

對實體企業例如我們來說是金融業務而不是經營業務。 

CEO：同樣一個東西，例如一輛車，在汽車廠商那裡，就是存貨；在我們這裡，就是

固定資產。管理用財務報表為什麼要劃分經營業務與金融業務，並在此基礎上

對資產、負債、損益和現金流量進行重新分類呢？ 

CFO：開展經營業務的目的是獲利，開始金融業務的目的是籌

資，兩者目的不同，所以要劃分，以便對管理者的經營業

績進行正確考核。資產、負債與損益的劃分界限是一致

的。經營資產、經營負債形成的損益，就是經營損益；金

融資產、金融負債形成的損益，就是金融損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