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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繼台灣上市櫃公司與公開發行公司分別於 2013年與 2015年開始採用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IFRS)來進行會計處理與製作發布對外之財務報表，國
內眾多非公開發行之中小企業亦將於 2016年適用配合 IFRS修正後的商業
會計法與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其相關之企業會計準則公報。至此，國內企

業將全面遵行 IFRS而能與國際接軌，容易為國外投資者所接受與認同，而
採用 IFRS將對企業的內部控制流程與資訊系統，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ERP學會為因應 IFRS的採用，並符合企業現時的需要，乃繼出版「進
階 ERP會計模組」之後，再出版此 IFRS專書，而本書係針對中小企業而
撰寫，除了 IFRS之基本介紹外，亦介紹經營管理之相關知識。本書可說是
結合「IFRS」、「ERP」與「經營管理」三者之專書，希冀能協助國內中
小企業在順應 IFRS轉換時，亦能同步提升其經營管理技能。

沈國基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理事長

國立中央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2015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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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台灣中小企業是長年貢獻台灣經濟穩定力量，但環

境及科技的快速變化，又必須面臨多方面挑戰。中小企

業運用的商業會計法已融入 IFRS元素，並將於 2016年
上路；因應 IFRS 時代來臨及 e 化普及。作者特別為大
多數的中小企業量身訂作的 IFRS+IT解決方案，以經營
者策略思維為主架構，整合企業實務、法令及 IT工具，
建立有效的資訊流。運用公司層級、事業層級以及功能

層級策略規劃，結合企業機能，有助於理解 IFRS 及其
在資訊整合之應用。

2011年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透過管理顧問協會，邀集世界著名顧問及國
內一流的顧問公司代表，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及圓山大飯店召開 ICMCI國
際管理諮詢論壇、論文甄選以及世界年會。出席國家達四十餘國，蕭副總

統萬長先生，吳行政院長敦義先生皆出席，該活動的舉辦極受政府肯定與

支持，也大幅提升台灣管理顧問產業在全球的知名度。在這次盛會中同時

也舉行 ICMCI最佳管理諮詢個案論文甄選與發表。其中代表我國參與甄選
的藍淑慧顧問以 IFRS應用論文脫穎而出，並在來自全球管理諮詢協會的領
導人前受獎，是台灣管理顧問業難得的殊榮。

本書以產學合作，建立 IFRS+IT整體知識，引領經營者、管理者、會
計、IT人員了解 IFRS的 e化步序；有系統性學習架構，培育社會新鮮人了
解 IFRS法令及實務與 e化的關聯作業。期盼本書知識的傳播，共同扶植台
灣中小企業，再創台灣經濟成長新動能。

劉致堯

ICMCI國際管理諮詢協會全球聯合會的亞太區主席
2015年 8月

作者藍淑慧 2011年榮獲 ICMCI的全球管理顧問
獎，與現任 ICMCI亞太區劉主席致堯於世界年會
的會議廳 (圓山大飯店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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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十年採用的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GAAP)即將走入歷史；2016年
將上路的新商業會計法，已修訂不合時宜條文，改採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IASB)所發布的「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IFRS)」。破天荒的會計作業的蛻變
與變革，以及 e化的普及，將引領會計人員提升其會計專業價值。另一方
面，我國政策的推動，期許所有企業重視及善用財務報表的資訊，有助於

提升我國商業的國際競爭力。本書扮演承上啟下的角色，詳述法令變革、

法令與實務的整合、以及 e化實務的溝通技巧，結合產學的力量，共同編
製一本屬於中小企業可隨時翻閱的經營寶典。本書提供簡易管理的基本架

構，對照學習及配合經營者思維，微調後，中小企業就可自行完成簡易的

會計制度。本書也列入培育大專院校在校生的商業管理技能，使其進入職

場後，可立即熟悉企業的運作，成為中小企業經營者的好幫手。

IFRS時代的來臨，財務報表的表達，強調經濟實質表述及允當表達；
所有會計項目資產、負債、權益、收益及費損均能可靠的衡量與表達。換

言之，會計作業必須緊密結合企業的活動力，讓經營者可隨時掌握企業的

營運狀況，包含營運績效、企業經營的內外部風險及資金管理。儘早發現

不當的決策或管理，使經營者有充裕時間找尋合適的對策與改善方案，以

因應詭譎多變的外部風險及不當的內部管理，使經營者更精準及有自信的

掌握企業未來。

科技的進步使企業資訊傳遞之速度越來越快；財務資訊的 e化作業普
及，使經營者能夠隨時運用數字佐證、分析經營成果，也是經營者必須學

習的基本經營管理知識。算盤是中國幾千年傳統的計算工具，傳統會計的

打算盤高手知道如何運用算盤工具，來統計及運算各項帳務；但是，手持

型計算機的誕生及接踵而來的電腦被快速運用，以至於電腦系統規劃及程

式開發的專業 IT人員，將會計作業系統化，改善了傳統會計耗費多時的帳
務計算、分類、分析及編製財務報表的效率。然而，複雜的 e化程式語言
有計算、流程控管、權限管理、圖表分析等等功能，非一般會計人員所能

了解及掌控的；會計人員應該學習簡單的 e化用語，以便與 IT人員有效的
溝通；IT人員也應該了解簡單的基本管理知識，掌握各管理階層的資訊需
求。正確的 e化作業必須融入經營者 (中大型企業稱為：管理當局 )思維、
以及各功能別的專業人士的有效溝通，是企業推動電腦化的成功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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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開發行之中小企業將於 2016 年適用因應 IFRS 修正之「商業會計
法」與「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其相關之「企業會計準則公報」，本書針

對中小企業撰寫，全書共分為三大篇，Part 1 之主要目的係針對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 (IFRS) 相關的基本知識做個整體的介紹，以作為後兩篇內容之
基本知識，而供企業與相關人士參考。第 1 章介紹會計基本觀念及架構，
以及 IFRS 所強調之母子公司集團企業合併財務報表之基本格式與項目；
第 2 章介紹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IFRS) 與相關法規，包括完整版 IFRS(Full 
IFRS)、中小企業 IFRS(IFRS for SMEs)、以及因應 IFRS 而修正公布之
「商業會計法」與「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其相關之「企業會計準則公

報」；第 3 章介紹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IFRS) 之基本特色，包括 IFRS 之原
則基礎、公允價值、組成要素折舊與功能性貨幣之概念，並說明 IFRS 的
財務報表編制以合併財務報表為主、同時重視獲利與風險資訊揭露、強調

管理資訊揭露、並以資產負債表法來表達損益表之組成；第 4 章則介紹
企業該如何因應 IFRS 時代來臨，包括 IFRS 對台灣企業經營各層面與各
行業之影響、IFRS 的轉換階段、以及資訊系統與企業內部人員如何因應
IFRS 之轉換。

本書 Part2 提出 IFRS+IT 的解決方案，適合集團的中大型企業，因應
IFRS時代之 e化作業可對照參考學習。推動電腦化過程有非結構化、半結
構化、以及結構化步序，並結合 IFRS法令來運作；也就是說，將管理當局
的公司層級及事業層級之非結構化策略思維，與 IFRS 10( 合併財務報表 )
與 IFRS 8(營運部門 )法令結合；產出集團的合併財務報表、矩陣型組織各
事業部的跨公司別之合併報表；而功能層級的策規劃的目的是幫助及實現

公司層級與事業層級之策略目標。就各單一公司而言，必須結合事業層級

的需求，建立單一公司所屬的功能式組織，每一個會計期間結帳作業，將

可透過功能式綜合損益表結合預算與實際成本，有效評估各部門的績效。

換言之，IFRS不僅僅是財務議題 ,而是整合性議題，執行過程中運用 ERP
系統 ,整合非結構化策略思維、半結構化的內部的管理控制及結構化的 e化
作業控制，使企業內部情報流相關資訊，可迅速被傳遞至各階層的管理者。

Part2有結構性的陳述 ERP系統的推動步序；亦有助於經營者、高階主管、
會計及 IT專業人員了解 IFRS法令及 ERP系統的設計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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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2016新商業會計法上路，將影響台灣所有中小企業開立發
票業者達 60萬家。本書 Part3特別為中小企業的經營者量身訂作「商業會
計法與經營管理」，內容詳述中小企業經營者的正確經營管理觀念及知識，

以協助經營者建立企業經營的策略思維及簡易管理。其中「第 8章商業會計
法與中小企業的營運管理」引導經營者如何建立經營者思維，由認識中小企

業對台灣經濟的重要性、認知企業規模的定位及如何逐步提升自我的經營

管理知識。經營者應具備基本的商業會計法及如何運用於企業的經營管理

知識，認清企業本身的條件再決定企業定位，管理能力強，公司才能擴大；

管理能力弱，應該維持小而美，否則企業將管理失控。「第 9章商業會計法
與帳務管理」詳述企業實務的基本會計立帳作業，並運用商業會計法與實務

結合，將有助於小型企業可自行依序學習，自行建立企業內部的簡易會計制

度。「第 10章經營決策能力與商業會計法的運用」中小企業的經營者應花
心思 ,對照企業內部資訊是否具備完整性，養成隨時檢視企業經營決策與內
部管理狀況，善用會計資訊創造企業價值。

本書作者於 2012 年 11 月即開始籌劃本書之撰寫事宜，歷經多次討
論，方確定本書架構而開始撰寫，其間，亦經歷多次修改架構與內容，而

於 2015年 2月底完成本書之稿本。完成一本書之撰寫，猶如孕育一個初生
兒一般的艱辛，尤其對於 IFRS這種還處於初期使用的會計技術，希冀本書
對於台灣 IFRS+IT應用能有所貢獻，更期望對於 IFRS+IT相關之會計與資
訊人員、以及社會新鮮人於從業上，有所助益。

藍淑慧、蔡文賢

2015年 8月



1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IFRS)概論

臺灣上市櫃公司於 2013 年開始採用 IFRS，公開發行公司於
2015 年開始採用 IFRS，而非公開發行公司則自 2016 年開始適用因
應 IFRS 而修正公布之「商業會計法」與「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其
相關之「企業會計準則公報」。採用 IFRS 對於對會計政策及財務報
導、稅務規劃、財務管理與策略、財務預測與預算編製、股利政策與

股價、員工福利及退休金制度、內部控制流程與內部稽核、以及資訊

系統等各層面有相當程度之影響，以致於企業相關制度與人員須作適

當之因應。

本篇之主要目的係針對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IFRS) 相關的基本知
識做個整體的介紹，以作為後兩篇內容之基本知識，而供企業與相關

人士參考。第 1 章介紹會計基本觀念及架構，以及 IFRS 所強調之母
子公司集團企業合併財務報表之基本格式與項目；第 2 章介紹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 (IFRS)與相關法規，包括完整版 IFRS(Full IFRS)、中小
企業 IFRS(IFRS for SMEs)、以及因應 IFRS而修正公布之「商業會
計法」與「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其相關之「企業會計準則公報」；

第 3章介紹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IFRS)之基本特色，包括 IFRS之原則
基礎、公允價值、組成要素折舊與功能性貨幣之概念，並說明 IFRS
的財務報表編制以合併財務報表為主、同時重視獲利與風險資訊揭

露、強調管理資訊揭露、並以資產負債表法來表達損益表之組成；第

4章則介紹企業該如何因應 IFRS時代來臨，包括 IFRS對台灣企業經
營各層面與各行業之影響、IFRS 的轉換階段、以及資訊系統與企業
內部人員如何因應 IFRS之轉換。

P a r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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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未使用工作底稿之會計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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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 ( 財務狀況表 ) 合併綜合損益表

收入

減：費用 ( 成本 )

減：稅

本期損益 ( 利潤或損失 )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本期損益歸屬予

   母公司業主

   非控制權益

本期綜合損益歸屬予

   母公司業主

   非控制權益

每股盈餘 ( 就歸屬予母公司 

   業主之本期損益來計算 )

資產

流動資產

非流動資產

負債及權益

流動負債

非流動負債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股本

   資本公積

   保留盈餘

   其他權益

非控制權益

圖 1-6　IFRS合併資產負債表與綜合損益表基本格式及其間關係

1-5-3  權益變動表

「權益變動表」係表達企業資產負債表中之權益之每一組成部分，因

著哪些交易事項使其由期初的金額改變為期末的金額。所以，IAS 1 規定
權益變動表應包括下列資訊：

1.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並分別列示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總額與非控制權益之總額；

2. 每一權益組成部分依 IAS 8「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動及錯誤」所認列追溯適

用或追溯重編之影響；

3. 每一權益組成部分期初與期末帳面金額間之調節，並單獨揭露來自下列項目之

變動：(i) 損益，(ii)其他綜合損益，及 (iii) 與業主 (以其業主身分 ) 之交易，

並分別列示業主之投入 (如股本發行 )及分配予業主 (如股利分配 )，以及未

導致喪失控制之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之變動。(參見表 1-3)



認識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IFRS)與相關
法規

02
C H A P T E R

學習目標

 瞭解IFRS之發展歷史

 瞭解台灣推動IFRS之理由與效益

 瞭解台灣各型企業IFRS轉換進程

 瞭解一般企業適用之完整版IFRS相關法規

 瞭解中小企業適用之IFRS (IFRS for SMEs)

 瞭解台灣因應IFRS而修正之「商業會計法」與「商業會
計處理準則」及其相關之「企業會計準則公報」

 瞭解編製合併財務報表相關之IFRS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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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得依國際會計準則增加編製本身之個體財務報告 (individual financial 
statements)。 

二、第二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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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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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自 2015
年開始依國際會計準則編製財務報告，並得自 2013年開始提前適用。 

三、提前於財務報告附註揭露採用 IFRS之計畫及影響（Pre-disclosure）：

公司為因應採用 IFRS 編製財務報告，應訂定採用 Taiwan-IFRS 之計
畫且成立專案小組負責推動，並依規定於採用前 2 年度財務報告之附註揭
露相關事項。

2008 20142009~	
2011 20152012 20162013 2017

經金管會認

可之最新版

1.	要求第二階段公司依
IFRS 編製財務報告

1.	要求第一階段公司以
IFRS 編製財務報告，第
二階段公司得提前適用
IFRS

2.	持續觀察公司採用 IFRS
辦理情形及其影響

1.	要求第三階段公司開始
適用因應 IFRS 而修正發
布之「商業會計法」與
「商業會計處理準則」
及其相關之「企業會計
準則公報」

1.	允許第一階段公司提前適
用 IFRS 編製合併報表

2.	分析採用 IFRS 可能衍生
問題並解決

3.	完成相關法令規定與監理
機制修正

4.	加強相關宣導與訓練

1.	成立推動
我國 IFRS
專案小組

1.	持續追蹤公
司採用 IFRS
辦理情形及
其影響

1.	取得 IFRS 翻譯授權
2.	完成 IFRS 翻譯及覆核程序後發布
3.	分析採用 IFRS 可能產生之問題並
予以解決

4.	研擬相關法令規定及監理機制修正
5.	加強相關宣導及訓練

2010

年版

2013

年版

圖 2-1　台灣各型企業 IFRS轉換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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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　企業會計準則與 IFRS for SMEs、Full IFRS之對應

公報
號次

企業會計準則
公報名稱

與 IFRS for SMEs之對應 與 Full IFRS之對應

章次 主題 公報別 主題

1 財務報導之觀念
架構

2 觀念及一般原則

IFRS 
Framework 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

IAS 1 財務報表之表達

2 財務報表之表達

3 財務報表之表達

IAS 1 財務報表之表達

4 財務狀況表；資產負債表

5 綜合損益及損益表

6 權益變動表及損益與保留
盈餘表

8 財務報表附註

3 現金流量表 7 現金流量表 IAS 7 現金流量表

4 會計政策、估計
與錯誤

10 會計政策、估計與錯誤 IAS 8 會計政策、會計估計
變動及錯誤

5 存貨 13 存貨 IAS 2 存貨

6 投資關聯企業及
合資

14 投資關聯企業
IAS 28 投資關聯企業及合資

15 投資合資企業

7 企業合併及具控
制之投資

19 企業合併及商譽 IFRS 3 企業合併

8 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

17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IAS 16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9 負債準備、或有
負債及或有資產

21 負債準備及或有負債 IAS 37 負債準備、或有負債
及或有資產

10 收入 23 收入
IAS 11 建造合約

IAS 18 收入

11 借款成本 25 借款成本 IAS 23 借款成本

12 所得稅 29 所得稅 IAS 12 所得稅

13 報導期間後事項 32 報導期間後事項 IAS 10 報導期間後事項

14 關係人揭露 33 關係人揭露 IAS 24 關係人揭露

15 金融工具
11 基本金融工具 IAS 32 金融工具：表達

IAS 39 金融工具：認列與衡量
 12 其他金融工具問題 IFRS 7 金融工具：揭露

16 投資性不動產 16 投資性不動產 IAS 40 投資性不動產

17 生物資產 34 特殊活動 IAS 41 農業

18 無形資產 18 商譽以外之無形資產 IAS 38 無形資產

19 資產減損 27 資產減損 IAS 36 資產減損

20 租賃 20 租賃 IAS 17 租賃

21 政府補助及政府
輔助

24 政府補助 IAS 20 政府補助之會計及政
府輔助之揭露

22 外幣換算 30 外幣換算 IAS 21 匯率變動之影響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IFRS)之基本特色

03
C H A P T E R

學習目標

瞭解IFRS採原則基礎 (Principle-based) 之基本精神

瞭解IFRS著重公允價值評價

瞭解IFRS重視獲利與風險資訊揭露

瞭解IFRS強調管理資訊揭露

瞭解IFRS採用之組成要素折舊

瞭解IFRS以合併財務報表為主

瞭解IFRS之功能性貨幣

瞭解IFRS之資產負債表法的損益概念

瞭解IFRS財務報表之一般特性

瞭解IFRS財務報導的品質特性

瞭解ROC GAAP與IFRS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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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加公允價值衡量及相關揭露之一致性及可比性，IFRS 13 「公允
價值衡量」建立一項公允價值層級，將用以衡量公允價值之評價技術輸入

值歸類為三等級：

1. 第一等級：公允價值為企業於衡量日對相同資產或負債可取得之活絡市場報價

（未經調整）。活絡市場係指在市場交易之商品具同質性且隨時可於市場中尋

得具意願之買賣雙方且價格資訊可為大眾取得之市場。譬如上市櫃股票投資、

受益憑證、熱門之中央政府債券投資及有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之衍生工具等等之

公允價值，係屬於第一等級。

2. 第二等級：公允價值為資產或負債直接或間接之可觀察輸入值，但屬於第 1 等

級之報價者除外。其包括直接 (如價格 )或間接 (如自價格推導而來 )自活絡

市場取得之可觀察輸入值，譬如非屬熱門之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可轉換

公司債及大部分衍生工具等等皆屬之。

3. 第三等級：公允價值為資產或負債之不可觀察輸入值，即指衡量公允價值之投

入參數並非根據市場可取得之可觀察輸入值，譬如部分衍生工具及無活絡市場

之權益工具投資皆屬之。

3-3  IFRS重視獲利與風險資訊揭露

過去投資人或債權銀行都重視企業的獲利情況，看重損益表和每股盈

餘的表現。當今美歐或全球各地皆然，不但看重損益表和企業獲利狀況，

同時也瞭解到，企業決策與交易涉及資產與負債的變動，而財務報表的重

心由損益表移轉到資產負債表的思維，也扭轉企業經營策略為資產負債表

思維的營運模式，也就是說現今報表使用者重視企業獲利，同時也重視相

關的企業風險。IFRS所提供的財務報表資訊，正可同時提供獲利與風險的
資訊，IFRS 附註是 IFRS 整份財務報表很重要的一部分，它包含了重大會
計政策彙總及其他解釋性資訊，其中，也揭露了有關風險的相關資訊，茲

舉數例如下：

1. IAS 1「財務報表之表達」規定企業應揭露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對有關未來所做

之假設及估計不確定性之其他主要來源之資訊，該等假設及不確定性具有導致

資產及負債帳面金額於下個財務年度重大調整之重大風險。附註應包括該等資

產及負債之性質及其於報導期間結束日之帳面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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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AS 8「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動及錯誤」規定企業應揭露對本期有重大影響

或預期對後續期間有重大影響之會計估計變動之性質及金額，譬如：對無形資

產耐用年限、攤銷方法或殘值估計變動之揭露。

3. IAS 37「負債準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規定企業不得「認列」或有負債，

而除非流出任何經濟效益用以清償義務之可能性甚低，企業應對報導期間結束

日之每一類或有負債「揭露」其性質之概要描述，並在可行之情況下「揭露」：

(i)財務影響估計數；(ii)與任何流出金額或時點有關之不確定跡象；(iii)任何

歸墊之可能性。

4. IFRS 4「保險合約」規定保險人應揭露可使其財務報表使用者評估因保險合

約所產生之風險之性質及範圍之資訊，即保險人應揭露管理保險合約風險之目

的、政策、程序、及用以管理該等風險之方法。

5. IFRS 7「金融工具：揭露」規定企業於財務報表內提供揭露資訊，讓使用者

能評估：(i)金融工具對企業財務狀況與績效之重要性；及 (ii) 企業於當期及

報導期間結束日所暴露因金融工具產生之風險之性質及程度，以及企業如何管

理該等風險。該等風險通常包括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及市場風險。

6. IFRS 12「對其他個體之權益之揭露」規定企業應揭露資訊，俾使財務報表使

用者能評估：(i) 企業對其他個體之權益之性質與相關風險；及 (ii)該等權益

對企業財務狀況、財務績效與現金流量之影響。

3-4  IFRS強調管理資訊揭露

IFRS 係以 IFRS 8「營運部門」(Operating Segment) 的方式來提供
管理資訊，而由提供財務會計資訊走向管理會計資訊的功能。IFRS 8係國
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IASB)與美國財務會計準則理事會 (FASB) 對達成全球
會計準則趨同承諾的成果之一，其係由 IASB 對 FASB 於 1997 年發布之
第 131號公報「企業部門及相關資訊之揭露」(SFAS 131) 之考量，並比較
其與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 (IASC) 於 1997年發布之 IAS 14「部門別報導」
(Segment Reporting) 而產生的。IASB 於 2006 年 11 月發布 IFRS 8，以取
代 IAS 14「部門別報導」，並自 2009年 1月 1日開始適用。



如何因應IFRS時代
來臨

04
C H A P T E R

學習目標

瞭解IFRS對台灣企業經營各層面之影響

瞭解IFRS對台灣各行業之影響

瞭解IFRS轉換階段

瞭解資訊系統如何因應IFRS之轉換

瞭解企業內部人員如何因應IFRS之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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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IFRS轉換專案工作比重分布

在前述之 IFRS轉換之各階段工作，主要係由高階主管擔任 IFRS轉換
專案負責人，並由業務、財會、內部稽核、資訊等部門代表所組成的 IFRS
轉換專案小組，以及外部的會計師及資訊系統顧問來一起執行。這些 IFRS
轉換專案的相關人員於各轉換階段之工作比重，如圖 4-4所示。

IFRS 專案成員
40%

IFRS 專案成員
50%

IFRS 專案成員
85%

IFRS 專案成員
50%

外部會計師顧問
30%

外部會計師顧問
5%

外部會計師顧問
5%

外部會計師顧問
5%

外部系統顧問
10%

外部系統顧問
35%

外部系統顧問
5%

外部系統顧問
40%

高階主管
20%

高階主管
10%

高階主管
5%

高階主管
5%

　調整與改善轉換　設計與執行分析與規劃

第四階段第三階段第二階段第一階段

圖 4-4　IFRS轉換各階段之專案工作比重分布

在 IFRS轉換的四個階段中，高階主管之外的 IFRS專案成員都扮演著
重要的角色，在「分析與規劃」階段 ( 第一階段 ) 係提供現有的企業作業
流程等營運情況，並了解 IFRS轉換將受到的影響，而在「設計與執行」階
段 ( 第二階段 ) 則參與擬定未來企業作業流程等之營運做法。至於在「轉
換」階段 (第三階段 ) 之後的「調整與改善」階段 (第四階段 )，主要的工
作都交由企業內部 IFRS專案成員來接手，而外部會計師與外部系統顧問則
主要僅提供 IFRS新規定變動對公司會計政策及資訊系統之影響，並提供內
部控制與資訊系統應做之調整的建議。

在「分析與規劃」階段中，高階主管須高度介入，以便與外部會計師

顧問與公司 IFRS專案成員通力合作，而主導 IFRS轉換計畫與時程表之擬
定，以及參與 IFRS會計政策之選擇與擬定。此外，外部會計師顧問亦是於
「分析與規劃」階段的涉入程度最高，以提供有關擬定 IFRS轉換計畫與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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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表的意見，並協助企業辨認公司現行會計政策與 IFRS之重大差異及對企
業作業流程、財務報導、資訊系統、稅務規劃、內部控制等企業營運層面

之影響，以及辨認須納入合併個體而編合併財務報表之子公司。最後，外

部會計師顧問還要協助企業決定首次採用 IFRS 擬採用之 IFRS 1 會計政策
及之後的 IFRS會計政策。

至於外部系統顧問的主要工作，在於「設計與執行」階段，須依據會

計師顧問就 IFRS 對企業流程、財務報導、稅務議題、內部控制、以及各
部門日常營運之影響，及其所須進行之必要的調整分析，而評估並進行資

訊系統之調整，並在資訊系統調整後，準備相關資料而進行必要之測試，

以評估是否符合採用 IFRS 準則之需求。此外，外部系統顧問於「轉換」
階段，則須協助企業依據調整後的資訊系統，編製 IFRS開帳日之資產負債
表，並協助編製首年份之 IFRS期中簡明財務報表與年度完整之財務報表；
且在 IFRS 及原來的財務會計方法編製的二份報表有差異時，查明原因而
再調整資訊系統，至情況改善為止。

4-4  資訊系統如何因應 IFRS之轉換

4-4-1  IFRS資訊系統轉換策略

在現今企業繁雜業務的情況下，企業的會計作業大都在電腦化資訊

系統來處理，而目前國內外企業也都漸漸採用企業資源規劃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 系統之電腦化資訊系統。企業 ERP 系統因應
IFRS轉換，可能採取如下的策略：

一、資料匯出處理

這是最簡單的因應作法，此係將資料從系統擷取出來，依據 IFRS 與
現有會計處理方法之差異來做調整，而產生符合 IFRS 要求的財務報表。
這是轉換初期，系統還沒調整到位時，可能的因應作法，長久以後，應該

由系統依據 IFRS 的要求來做相關的會計處理，並由系統來產生 IFRS 財務
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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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參數微調

歐洲已自 2005 年即採行 IFRS，所以，ERP 系統是來自歐洲的話，則
其 ERP系統可能已具有 IFRS所要求的功能，導入該 ERP系統的企業，則
有些 IFRS的規定，稍為微調 ERP系統的參數，即可符合要求。

三、外掛程式

企業也可以在原有的 ERP 系統設定參數來符合 IFRS 的要求而仍有不
足的地方，再以外掛程式 (Add-on) 來解決。但若需要外掛的程式太多的
話，則可能要尋求別的方法。

四、系統版本升級

倘若前面的方法要 IFRS 的規定，需要花相當大的功夫才能事竟其功
的話，且原有 ERP 系統廠商已推出符合 IFRS 規定的新版本，或許可以將
ERP系統置換為原有 ERP系統的 IFRS新版本。

五、導入新系統

倘若企業對原有的 ERP 系統早已不甚滿意，要調整為符合 IFRS 規
定，也要花相當大的功夫，則企業或許會考慮導入另一個符合 IFRS要求的
ERP新系統。

如上所介紹的五種 IFRS因應策略，企業可能同時採用兩種策略，只是
程度與範圍有所不同而已，譬如企業原有的 ERP系統可以調整參數即已符
合 IFRS的部分要求，仍有不足的地方，再以外掛程式來補足。即使採用升
級版本或導入新系統的策略，仍有可能須以外掛程式來補其不足之處。

4-4-2  資訊系統與 IFRS財務報表的關係

電腦化資訊系統在編製財務與會計報告所扮演的角色，係於會計循環

中取代人工而快速搜集會計有關之交易資料，並進而將會計資料做相關之

處理，而編製對內與對外之會計報告。在電腦化資訊系統中，ERP系統具
備整合企業所有作業流程、以及即時處理企業所有交易資料的特性，而能

快速編製對內與對外之會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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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企業內部人員如何因應 IFRS之轉換

第 4-1 節已述及，IFRS 對於會計政策、會計及財務報導、稅務規劃、
財務管理與策略、財務預測與預算編製、財務比率及合約限制規定、財務

績效、員工福利及退休金制度、內部控制與流程、內部稽核以及資訊系統

等等各種企業經營層面有所影響。因此，IFRS 將廣泛地影響及改變營運
流程、內部控制、資訊系統、以及內部人員過去的作業習慣。茲說明企業

內部會計人員、內部稽核人員、以及資訊部門人員應如何因應 IFRS 之轉
換。

一、企業會計人員

傳統會計人員角色僅被定義為記帳人員，而 IFRS對會計人員要求是：
所有交易都將回歸經濟實質的判斷，財會人員應瞭解交易全貌及參與前端

作業。IFRS時代變革，必須充分了解大多數會計人員還停滯在傳統會計思
維，著眼於稅務上之需求。因應 IFRS 時代來臨，傳統會計人員思維應從
稅務會計慢慢蛻變為管理會計。

IFRS 的精神希望提升會計人員價值，成為經營者之好幫手。在 IFRS
時代，會計人員不僅應主動重視稅務規劃及建立完善的會計制度，並藉由

稅務會計之帳務內容再增加管理元素，建立企業內部有效之資訊流，從管

理中去提高效率及降低成本。總之，會計人員須由認知 IFRS 與原有會計
政策之差異，引導改變傳統會計思維，以及運用 IFRS連結系統化整合，使
財務會計人員確實協助台灣企業提升內部管理技能，創造企業競爭力。

二、內部稽核人員

IFRS 廣泛地影響及改變營運流程與內部控制，使得 IFRS 不只是財務
與會計問題，也牽涉到企業各部門之重要議題，所以，在 IFRS 轉換的四
個階段，企業內部稽核人員均應參與而為 IFRS 轉換專案小組的成員，於
「分析與規劃」階段，須辨認 IFRS對內部控制八大循環之影響；於「設計
與執行」階段，須重新評估現行每個作業流程的風險與控制，並據以評估

企業內部控制作業所應配合的調整事項，而年度稽核計畫項目應包括母公

司及子公司適用 IFRS之管理、會計專業判斷程序、會計政策與估計變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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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等；於「轉換」階段，依據首份 IFRS財報編製經驗，進行企業作業流
程與內部控制的調整；於「調整與改善」階段，持續依據 IFRS之新規定與
未來新交易型態調整作業流程與內部控制作業，並持續依據稽核結果來調

整內部控制與控制重點。由於 IFRS 強調報導母子公司集團的整體財務報
導，所以，上述之內部控制的設計與調整應包括對子公司經營管理之監督

與管理。

三、企業資訊人員

IFRS的轉換對於企業資訊系統有相當大的影響，而 4-3節已說明資訊
系統應如何因應 IFRS之轉換。企業可能由外部系統顧問來配合外部會計師
顧問，來協助進行資訊系統的調整，但在 IFRS 轉換的四個階段，企業內
部資訊人員仍應全程參與而為 IFRS 轉換專案小組的成員，於「分析與規
劃」階段，須協助辨認 IFRS 對資訊系統的之影響；於「設計與執行」階
段，須協助評估企業資訊系統應配合調整事項，並協助進行資訊系統調整

與測試；於「轉換」階段，依據首份 IFRS 財務報表資料產出及編製流程，
協助辨認是否有更有效率之資訊系統處理流程或方法，而進行資訊系統有

關之調整；於「調整與改善」階段，持續依據 IFRS之新規定與未來新交易
型態調整資訊系統，若有外部系統顧問，則內部資訊人員應於外部系統顧

問離開後，接手資訊系統調整與改善的工作。

四、會計人員須與其他部門人員合作進行 IFRS經濟實質分析與專業
判斷

IFRS主要以「原則基礎」(Principle-based) 的方式來訂定財務報導準
則，而企業會計人員須採用較多的經濟實質分析及專業判斷對所從事之交

易作會計處理，無法單由外部簽證會計師來執行，唯有由每日直接接觸企

業營運、最熟悉企業狀況的企業會計人員配合企業其他部門相關人員提供

資料，才能完全掌握實際狀況而做出正確的判斷。

茲以存貨評價為例，存貨之續後評價須以成本與與淨變現價值孰低法

來衡量，而存貨淨變現價值下跌至低於其成本時，須以其淨變現價值反映

於資產負債表。首先，須由倉管部門人員定期檢視庫存並提供超額、呆滯

或過時存貨明細，而業務部門人員可依據銷售狀況與存貨之售價評估來建

議超額、呆滯或過時存貨之處理方式，對於材料存貨則可由生管人員來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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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其使用價值，而由財會部門人員來綜合各項來源之資料，來判斷超額、

呆滯或過時存貨之剩餘價值，再將相關資料交由總經理簽核。

企業的存貨是否呆滯係由財會、業務、生管等部門人員與總經理共同

來定義與決定其淨變現價值，其須訂定標準作業程序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P)，規範由製造、業務、倉管等部門來提供存貨之使用與儲
存狀況、以及未來銷售機會等資訊，而提列呆滯存貨損失之比例也由這些

部門依據過去經驗來提供數據給財會部門參考，以進行存貨評價之會計處

理。當呆滯存貨的評價越正確，財會部門就能提供正確的、有金額表達的

營運警示訊息給生管部門、業務部門、以及高層主管，以便尋求降低呆滯

存貨的解決方案 (郭士華，2014)。

由以上存貨評價之範例說明可知，很多 IFRS 會計上的專業判斷問題
是以跨部門整合的方式來解決的，而政策之擬訂宜由誇部門溝通來進行，

才能訂出合理、可行而有用之政策與作業流程。這也說明為何 IFRS會影響
企業的作業流程，而須重新擬訂相關的 SOP。

4-6  結語

本章首先說明 IFRS對台灣企業經營各層面之影響，包括對會計政策、
會計及財務報導、稅務規劃、財務管理與策略、財務預測與預算編製、財

務比率及合約限制規定、財務績效、股利政策、股價、員工福利及退休金

制度、內部控制與流程、內部稽核、以及資訊系統等各層面之影響，並舉

金融業、營建業、餐飲、旅館業為例，說明 IFRS對各行業之不同影響。然
後，說明 IFRS轉換的四個階段之工作項目及其執行步驟與程序、產出項目
與各階段專案工作的比重。最後，則說明資訊系統與企業內部人員該如何

因應 IFRS轉換。在資訊系統方面，本章介紹資訊系統轉換策略、描繪資訊
系統與 IFRS 財務報表的關係、以及 ERP 系統符合 IFRS 特色應具備之特
性。為了符合 IFRS 特色要求，ERP 系統應具備多帳本、多折舊方法、多
財務報表版本、多幣別處理、多公司資料處理、同 / 異質資訊系統合併、
部門別完整財報 (彈性集團組織結構 )等等之 ERP特性功能，而在 ERP之
流程整合 (Process Integration)與即時處理 (Real-time Processing)的主要特
性配合下，以便快速編製 IFRS合併財務報表與即時提供財務與會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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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瞭解ERP系統之意義與內涵

 瞭解IFRS＋IT之意義與運用

 瞭解如何建立經營者的思維

 瞭解營運政策範疇

 瞭解公司層級的策略規劃

 瞭解事業層級的策略規劃

 瞭解功能層級的策略規劃

 瞭解集團組織整體ERP系統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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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最大的挑戰在於經營者清楚的選擇做什麼？策略定義是一種近似

「謀略」的定位，更是一種取與捨的抉擇。IFRS 策略規劃體系應該反應
經營者的思維；企業成功的關鍵是經營者能持續檢核策略的可行性及因應

時局變化而機動性調整策略的元素；策略定位清楚後的首要任務，就是重

新審視組織內的流程與作業活動，從中找出符合策略定位與價值的活動。

IFRS的 e化規劃展開模式，由經營企業的管理活動思維展開；從高階主管
的策略規劃，至中階幹部的管理控制，與基層（低階）管理層的作業執行。

如何將策略規劃及管理控制的元素整合至 ERP 系統；IFRS 的 e 化順序是
由非結構化到半結構化至結構化；與企業管理活動，由上而下的經營管理

的對應是一致的；也就是說，由策略規劃對應到非結構化的概念、至管理

層建立相關制度也就是進入所謂 IFRS的半結構之 e化步序；策略規劃與管
理控制步驟確認後再由 IT 人員導入及完成系統後，就進入所謂 IFRS 的結
構化之 e 化步序，並得以正式進入企業營業活動的作業執行。本章將針對
經營者、高階主管角色及 ERP 推動的非結構化的步序為主，探討 IFRS 之
e 化策略規劃的內容。本章內容分為：5-1 ERP 概論，5-2 IFRS ＋ IT 之意
義與運用，5-3 建立經營者的思維，5-4 營運政策的範疇，5-5 公司層級的
策略規劃，5-6 事業層級的策略規劃，5-7 功能層級的策略規劃，5-8 集團
組織整體 ERP系統規劃，5-9結語。

5-1  ERP概論

ERP 系統是工具，不是一般資訊設計人所能想像的，只要你能告訴我
你需要什麼？我就能幫你完成什麼；真正資訊的價值在於工具的運作，不

應該將資訊功能過份放大；因為，不同的產業管理作業有差別，即使相同

的產業不同公司其管理作業也不一定會相同。

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系統考慮很多的管理及整合要
素，不但各公司的管理認知及深度不見得會相同，可能還須夾雜著各公司

的企業文化，所以各企業 ERP 系統運用於各公司一定會有所差異。美國
Gartner Group 於 1990 年代首先提出 ERP 概念一詞，於 1995 年為 ERP 軟
體或 ERP 套裝軟體 (Packages) 提出定義：「ERP 是對企業整體經營資源
作最有計畫與效率的應用」確保 ERP 系統達成效率，企業全部作業流程
整合到單一系統。美國 APICS(American Production and Inventor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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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集團 IFRS＋ IT系統運用模式

集團的定義：集團指母公司及其所有子公司（也就是說：母公司投資

一家以上之子公司則可稱之為集團）。「集團組織」是法人的概念，指母

公司及其所有子公司的組合。

台灣中小型企業有很多公司也具備「集團組織」的型態，就員工人數

而言，母公司在台灣的員工人數僅有數十位，同時在海外有一家以上的子

公司，其員工人數可能數倍於在台灣母公司的員工人數，此種中小型企業

的「集團組織」具備所謂的「母小子大」之集團特色。

集團組織遵循 IFRS法令分為有二：

1. 台灣上市櫃公司及公開發行公司等：母公司在台灣，因營運需求，於海內外設

立生產基地或銷售據點等子公司，母公司必須依據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IFRS)

第 10號的法令要求，定期編製及揭露集團合併財務報表，係對母公司一個體

控制一個或多個其他個體時，建立合併財務報表之表達及編製原則。

2. 台灣的中小型企業：母公司為了符合顧客需求或貼近市場，進行海外投資設廠

及銷售據點等；依據商業會計法第 57條說明 :商業在合併、分割、收購、解散、

終止或轉讓時，其資產之計價依其性質，以公允價值、帳面金額或實際成交價

格為原則。另依據商業會計法第 44條部分說明 :具有控制能力之長期股權投

資，採用權益法處理。母公司編製「合併財務報表」，將集團視作單一經濟個

體編製合併財務報表。

IFRS 10 強調集團母公司以合併財務報表為主體，加強會計理論跟原
則判斷類型的選擇，不應該像以往傳統作業僅重視演算技巧等之展現。因

應 IFRS 時代來臨，建立集團統一的資訊處理系統，已成為一重大議題，
不只是僅編製集團合併財務報表的基礎，也是集團管理制度進化的起點；

ERP系統規劃應該整合集團的營運政策、管理制度及作業績效等面向，與
財務報導之整體性整合的概念，充分發揮 ERP之效益；換言之，資訊系統
係用來將蒐集的資料加以彙整，並將其轉換成攸關資訊，當資料經過分析

和加工變成資訊後，就可以提供企業情報流給各階的管理者使用。

合併財務報表指母公司整合母公司個體及各子公司個體的財務報表，

以編製集團合併財務報表，集團系統的運用，因為企業規模、產業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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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瞭解會計政策展開作業

 瞭解「集團組織」

 瞭解集團交易與關係人交易差異

 瞭解單一公司組織規劃及運用

 瞭解公司的作業流程與內部控制

 瞭解公司的預算與績效評估

 瞭解公允價值評估

 瞭解會計政策對財務報表的影響



6-2 IFRS經營管理e化實務

功能層級的策略規劃包含：「生產」、「銷售」、「人力資源」、「研

發」、「財務會計」、「電腦化資訊系統」（我們簡稱為：產、銷、人、

發、財、資）各別功能層級的發展策略與各部門的管理制度是息息相關的，

所有功能層級的目的都是幫助及實現公司層級與事業層級之整體策略目

標。財會部門在企業組織角色扮演是屬於企業的把關者，本章以 IFRS「會
計政策」為主軸，協助企業重新思考企業工作流程、組織、調整系統等，

也就是進入所謂「IFRS之 e化管理控制面」，此階段通常由中階管理者整
合經營決策，以管理為出發點，設計理念，體現 IFRS的治理精神，作業活
動改善和流程再造等。因此本章內容將分為 6-1會計政策展開作業，6-2釐
清集團組織與執行，6-3集團交易與關係人交易差異，6-4單一公司組織規
劃及運用，6-5 內部作業流程與控制，6-6 預算與績效評估，6-7 公允價值
評估，6-8會計政策對財務報表之影響，6-9結語。

6-1  會計政策展開作業

符合 IFRS會計政策必須緊密結合企業的營運政策，會計政策的展開是
整合「管理」與「控制」的手段與方法來達成企業整體的營運目標。管理

視為一種程序，控制係為一種管理過程，使企業組織得以有效運用資源及

確保資產的安全性並合理達成資訊之可靠性與完整性，也必須遵循政策、

計畫、程序、法令及規章等規定，及有效地達成既定的營運目標。企業個

體必須揭露，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衡量之基礎及每個對理解財務報表具

有攸關性的特定會計政策（IAS 1第 108段）。

「會計政策」的制定範圍包含有企業組織、流程、綜合損益表之收入

與費用會計項目、資產負債表的資產與負債的會計項目。依據商業會計法

第 41-1條 : 資產、負債、權益、收益及費損，應符合下列條件，始得認列
為資產負債表或綜合損益表之會計項目：一、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

或流出商業。二、項目金額能可靠衡量。

「會計政策」分為集團原則性的會計政策，與單一公司的會計政策。

就「集團」而言，組織必須經由公司層級的「集團組織」再展開至事業層

級的「集團績效組織」；「集團組織」重要議題是集團母公司必須編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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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瞭解系統之運用與設計

 系統組成要素 

 集團組織資訊系統化作業

 集團績效組織資訊系統化

 單一公司資訊系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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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的 e 化作業控制，整合非結構化 (unstructured) 的決策制定，以
掌握策略規劃的長期目標及資源分配的政策；及半結構化 (semi-structured)：
介於結構化與非結構化之間的標準解答與主觀判斷的資訊結合，完成組織

目標，資源取得及有效率之運用等；結構化 (structured)：指例行性作業且
重複性，具備高度結構化，可善用電腦工具，提升企業整體之效益，也可

稱之為可程式化作業，換言之，IFRS的 e化作業控制面使責任歸屬者可有
效率及有效果的執行。企業整體系統的考量，必須由建立政策面及管理面

之過程中結合 IT工具所使用的技術，成為具結構化的資訊埋入 ERP系統。
企業整體 ERP 系統規劃，結合 IFRS 的精神，透過經營者思維建立管理當
局的營運政策，及各功能別的高階主管展開產、銷、人、發、財、資（生

產、銷售、人事、研發、財務會計、資訊）之非結構化相關的功能政策，

確認後，運用 IT 的用語，由非結構化的營運政策及各功能別的政策，再
展開至半結構化的各功能別的管理制度，最後整合到結構化之執行面及落

實企業整體 e 化的營業活動。企業資訊系統化將蒐集的資料加以彙整，並
將其轉換成攸關資訊，當資料經過分析和加工後，就可以提供企業情報流

給內部各階層管理者使用。針對 IFRS議題，以財務會計最高主管 (CFO：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制定的會計政策為核心，展開 IFRS 的 e 化專案的
推動。本章議題分為 7-1 系統之設計與使用，7-2系統組成要素， 7-3 集團
組織資訊系統化，7-4 集團績效組織（營運部門）資訊系統化，7-5 單一公
司資訊系統化，7-6結語。

7-1  系統之設計與使用

策略的定義是一種預判與計畫，策略必須是要經常研究與檢討的，策

略最大的挑戰在於清楚的選擇做什麼？有效的善用系統是以管理為出發，

設計理念，體現 IFRS的治理精神；作業活動改善和流程再造，就是重新思
考工作流程、組織、安排人力、調整系統的過程；因此，企業運用系統執

行許多小事業單位，如事業群、利潤中心、成本中心、費用中心等；以責

任中心財務分析為導向，能掌握各利潤中心經營績效結果，產生獨立損益

表、資產負債表或管理報表等。

IFRS 系統化也必須考慮企業資訊系統的能力，確認 IFRS 財務報告範
本，財務報導流程、各部門業務作業及部門間的流程進行有效的修正與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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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及部門之間的流程作業，②了解公司的稅務申報，及會計人員每人所做

的工作項目，③實地去各部門了解工作內容及流程，以利建立「成本制度」

的依據；相同類型的公司，可能因內部組織分工方式的差異，產生不同的

作業模式，④設計制度開始的時候，應先完成一份整體會計作業流程。

7-5-2  組織與會計作業

成本中心與費用中心常常會隨企業組織的需求調整而變動，組織的重

要性在於內部的責任劃分及控管。提供會計資訊給內部管理者，是管理會

計的任務；管理會計係指「協助內部管理者達成組織目標而對其相關資訊

進行辨識、衡量、彙集、分析、編製、解釋與溝通之過程」；也可提供非

結構化決策所需的資訊；以及運用預算控管各部門的成本或預算。另一方

面，管理會計資訊也須仰賴成本會計所提供之各種成本標的之成本資訊，

而成本會計也依賴組織的分類，提供產品有關的存貨管理資訊例 :「原材
料」、「在製品」、「製成品」，與「銷貨成本」等成本資訊，給相關部

門進行控管或績效評估等資訊；也是製造業的財務報表編製之基礎。

7-5-3  管理會計與 ERP系統

管理會計係提供管理決策所需的會計資訊，重點在於提供非結構化決

策所需的資訊，管理會計不僅著重財務性資訊，亦著重非財務性資訊。

ERP系統旨在幫助企業經營管理者，以企業整體資源為規劃主體；ERP對
管理會計之助益，在於可整合所有企業功能之作業與資訊系統，及整合所

有企業功能之資料，具有一致性，即時提供管理決策相關資訊。有了 ERP
系統，使得管理會計的一些想法可獲致實現，譬如管理人員過去要獲知各

地區的營業情況，在 ERP系統協助下，管理者可在辦公室隨時由系統得知
目前各地區、各產品或各行銷通路之銷售量與營收情況。

管理會計技術係遵循一般的控制程序，例如：「標準成本制」(Standard 
Costing) 可用以設定成本控制之標準、「預算編製」(Budgeting) 則是將企
業計畫以財務的方式呈現、「責任會計」(Responsibility Accounting) 係針
對組織圖每一方格所代表之主管，就其可控制之收入與成本來編制責任會

計報告、「績效衡量」(Performance Measurement)可善用會計資訊而依不
同的責任中心而設立不同的財務性或非財務性績效衡量指標、以及建立合

適的「產品訂價」(Product Pricing)策略等。



3
商業會計法與 

經營管理

中小企業成功的定義：精緻小而美的企業，即使規模不大，卻創

造了驚人的價值，穩健及良好的獲利，也可顯示企業「不擴張」也是

一樣能成功。企業想變大，先從小開始！ 堅持「小巨人」的企圖心，
不隨波逐流，找出企業經營的真正定位，穩扎穩打建立企業經營成功

的條件。

中小企業的重要性：台灣中小企業對台灣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

中小企業家數達 133 萬家，占全體台灣企業數 97.64%；就業人數
達 858 萬人，占全國就業人數高達 78.3%。中小企業經營者如何在
有限的資源，建立一套簡易的會計制度及善加運用企業內部的情報

流，隨時檢視企業經營決策與內部管理狀況，逐步提升中小企業的

競爭力。是台灣中小企業的經營者、會計與資訊相關人員等必須具

備的專業知識。

本篇重點針對中小企業的經營者必須具備的基本經營管理知識，

如何建立策略的思維及運用簡易管理，整合 e 系統基本觀念的有效運
用；適合國內中小型企業的經營管理應用實務專書。第 8 章介紹商業
會計法與中小企業的營運管理；第 9 章介紹商業會計法與帳務管理；
第 10章介紹經營決策能力與商業會計法的運用。

P a r t



商業會計法與中小
企業的營運管理

08
C H A P T E R

學習目標

 認識台灣的中小企業

 認識商業會計法

 瞭解企業風險管理與商業會計法

 認識經營者必須認知的企業經營定位

 瞭解經營者具備的管理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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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1 月 1 日施行。本準則共 5 章，有 45 條，如表 8-3 商業會計法匯總
表，相關法令請詳閱附件 B。

表 8-3　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匯總表

商業會計法 商業會計處理準則

章節 章節內容 條文範圍 章節 章節內容 條文範圍

第一章 總則 第 1~13條 第一章 總則 第 1~4條

第二章 會計憑證 第 14~19條 第二章 會計憑證 第 5~8條

第三章 會計帳簿 第 20~26條 第三章 會計帳簿 第 9~13條

第四章 財務報表 第 27~32條 第四章
會計項目及財務報表

之編製
第 1~44條

第五章 會計事務處理程序 第 33~40條 第五章 附則 第 45條

第六章 認列與衡量 第 41~57條

第七章 損益計算 第 58~64條

第八章 決算及審核 第 65~70條

第九章 罰則 第 71~81條

第十章 附則 第 82~83條

8-2-1  商業會計法的真價值

IFRS時代，台灣中小企業落實商業會計法的真價值是將經營者思維融
入財務報表。針對中小型企業的財務報表使用者分別為：管理企業的所有

者、稅局機關及政府當局。稅局機關及政府當局所要求是一般法令的財務

報表，但中小企業經營者應由認識政府機構要求的財務報表，提升去建構

屬於企業內部有效情報流的管理報表，經營者掌握了正確的經營數據才有

機會作出明確的企業決策及運用數字管理改善內部企業條件；經營者更應

該善用會計專業技術，協助建置企業內部的管理資訊，甚至 e 化企業內部
情報流。

8-3  風險管理與商業會計法

風險本身並無所謂好壞之分，是關於企業如何掌握「未來的不確定

性」，企業透過訂定好「目標」洞察企業可承受的風險程度。風險管理最

有效的辦法是如何在事前與目標緊密結合的。風險對企業目標的影響，表



商業會計法與
帳務管理

09
C H A P T E R

學習目標

 運用商業會計法認識會計作業

 瞭解平日會計作業分類及實務演練

 瞭解簡易會計制度及會計作業

 認識調整分錄

 認識結帳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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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商業會計法第 12條說明：商業得依其實際業務情形、會計事務之
性質、內部控制及管理上之需要，訂定其會計制度。

會計作業的目的，是記錄企業的交易活動，其交易過程必須依據企業

的活動力，選定合適企業本身的帳務認定與衡量標準，透過平時對外交易

並取得合法憑證，或內部交易憑證、定時採權責制的帳務處理等，藉由會

計項目製作相關會計分錄作業，並定期統計及結帳所有帳務即可產出企業

的財務報表或相關的管理報表。會計制度係指商業為處理相關會計事務所

訂定的一套辦法。商業應根據政府法令規定，用有系統有組織之理論及技

術，使商業會計事項之辨認、衡量、記錄、分類、彙總及報告等工作有所

依循，以便定期或隨時提供商業經營管理者及外界有關人士所需資訊，使

其明瞭商業實際情況，以利未來決策之參考。會計制度的內容包括會計憑

證、會計帳簿、會計項目、財務報表之設置及使用、會計事務處理準則及

程序等事項。個別商業為滿足其資訊需求，在設計會計制度時，應配合其

業務活動、行業特性及員工之配置與能力，使所設計的會計制度可符合管

理者需求前提下，作為處理會計事務、產生允當表達財務報表之依據。本

章分為 9-1 認識會計作業，9-2 平日外部會計作業及實務演練，9-3 簡易會
計制度及會計作業，9-4 調整分錄 ，9-5 結帳作業，9-6結語 。

9-1  運用商業會計法認識會計作業

就商業會計法第 11 條而言： 凡商業之資產、負債、權益、收益及費
損發生增減變化之事項，稱為會計事項。會計事項涉及商業本身以外之人，

而與之發生權責關係者，為對外會計事項；不涉及商業本身以外之人者，

為內部會計事項。會計事項之記錄，應用雙式簿記方法為之。

 � 會計作業扮演記載企業歷史的角色，透過傳票作業，定時結算「綜合損益表」

以了解企業經營績效及編製「資產負債表」了解企業經營的健康狀況。透過

「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的二份財務報表，將會計事項分為五大分類：

1.資產 2.負債 3.權益 4.收入 5.支出，每一大類皆有其小分類，應了解每一

小分類的會計項目用途及目的；相對的，每次的內外部交易中正確運用會計

項目的借貸法則，製作正確的會計分錄；其過程透過定期明確的帳務處理的

衡量標準作業，才有機會定期產出合理的綜合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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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建立經營者的策略思考能力

 善用財務報表，掌控企業的情報流

 財務報表分析技巧

 認識綜合損益表及運用

 認識資產負債表及運用

 產品訂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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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善用財務報表，洞察企業的情報流

依據商業會計法第 27條：會計項目應按財務報表之要素適當分類，商
業得視實際需要增減之。

如商業會計法第 28 條所述：財務報表包括下列各種：一、資產負債
表。二、綜合損益表。三、現金流量表。四、權益變動表。前項各款報表

應予必要之附註，並視為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剖析財務報表與企業營運直接有關係有三，本書我們暫稱之為「財務

三表」，是運用不同的會計基礎所製訂財務報表；有運用權責制進行會計

帳務處理，分別產出綜合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運用現金基礎的現金流量

表；經營者必須了解不同財務報表的用途、帳務處理與運用的方法及洞察

各財務報表之內容，如表 10-2所示 。經營者才有機會掌握相關的會計作業
及會計制度，有效掌握財務三表（綜合損益表、資產負債表及現金流量表）

之間的來龍去脈及運用；隨時掌握企業的運作才可立於不敗之地。

會計是採權責制的基礎，會計制度是建立企業內部情報流資訊的認

定、衡量、與溝通的程序；企業內部的情報流是動態資訊，應該隨企業的

活動力而變動，經營者善用「數字管理」隨時掌控企業內部的即時資訊系

統 (information system)情報，每個月儘早檢視綜合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
才有機會進行即時性的縝密判斷與決策，以及對企業內部有效的管理。

另一方面，運用「現金流量表」的工具，以現金為基礎，至少每個月

製作及包含未來三個月的預估現金收支狀況，確實掌握資金狀況；儘早發

現企業的資金缺口及危機，有助經營者有充分時間解決資金的問題，避免

企業黑字倒閉的危機。

10-2-1  綜合損益表的功能

如商業會計法第 58 條說明：商業在同一會計年度內所發生之全部收
益，減除同期之全部成本、費用及損失後之差額，為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商業會計法第 28-2條： 綜合損益表係反映商業報導期間之經營績效，其要
素如下：一、收益：指報導期間經濟效益之增加，以資產流入、增值或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