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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第第第 10 號號號號 

合併財務報表合併財務報表合併財務報表合併財務報表 

本次修改彙整如下： 

1.刪除 2010 年版的 IAS27 釋例一及釋例二。 

2.沿用 IAS27 釋例三至十五，依 IFRS10 修改引用段號。 

3.修改新釋例一之背景、分錄及處分損益計算方式。 

4.原釋例四拆成兩個釋例變成釋例二及釋例三。 

5.增加新釋例四之背景說明，並依 IFRS10 修改小註 1 之引用段號及

文字。 

6.刪除原釋例十四。 

7.修改原釋例十五情況三之分錄並刪除最後一段文字。 

說明：以下釋例乃舉例性質，所例舉之交易僅供參考，實際交易內容仍必須符合

相關法令規範。 

釋例一釋例一釋例一釋例一 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之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之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之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之減少減少減少減少─喪失控制喪失控制喪失控制喪失控制（（（（IFRS10.25、、、、

IFRS10.B98-B99）））） 

情況一情況一情況一情況一 完全擁有之子公司部分處分後完全擁有之子公司部分處分後完全擁有之子公司部分處分後完全擁有之子公司部分處分後之之之之剩餘投資為關聯企業剩餘投資為關聯企業剩餘投資為關聯企業剩餘投資為關聯企業 

甲公司持有乙公司 100%之股權，甲公司處分乙公司 60%股權並喪失對其之控

制，處分價款為$360，甲公司將除列乙公司並將剩餘 40%股權按權益法處理。於處

分日，該剩餘 40%股權投資之公允價值為$240。甲公司對乙公司長期股權投資之帳

面金額為$500（包含先前取得乙公司所認列之商譽$60）。處分前甲公司來自乙公司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及土地重估增值之其他權益分別為貸餘$10 及$5，甲

公司於喪失對乙公司之控制時，將其他權益－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10 重

分類至損益，並將其他權益－重估增值$5 轉入保留盈餘。本例不考慮稅務影響。 

註：若乙公司於處分前已有減損跡象，甲公司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36 號「資產減損」

（以下簡稱 IAS36）之規定作減損測試。依 IAS36 第 12 段之規定，資產使用或

預期使用之範圍或方式，已於當期（或將於未來短期內）發生不利於企業之重

大變動，係資產可能減損之跡象之一。 

於處分日，甲公司出售 60%股權及保留 40%剩餘投資之個體財務報表相關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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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現金 36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1 240  

 採用權益法認列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備供出售

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重分類調整 

10  

 其他權益－重估增值 2 5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3  500 

 保留盈餘  5 

 處分投資利益  110 

    

（結帳分錄） 其他權益－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 4 10  

 採用權益法認列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備

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重分類調整 

 10 

 
1 借記之「採用權益法之投資」係甲公司認列對乙公司之剩餘投資之公允價值作

為原始認列投資關聯企業之成本）。 

2 此科目於「一般行業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會計項目及代碼」中為#3462「重

估增值－採用權益法之子公司」。 

3
貸記之「採用權益法之投資」係甲公司喪失對乙公司之控制而除列投資子公司

之帳面金額。 

4 此科目於「一般行業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會計項目及代碼」中為#3427「備

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採用權益法之子公司」。 

出售 60%股權投資及保留 40%剩餘投資於綜合損益表認列之損益計算如下： 

 所取得對價之公允價值  $360) 

 減：甲公司出售乙公司 60%股權之帳面金額（$500×60%） (300) 

 甲公司出售乙公司 60%股權之利益(A)  $60) 

 剩餘投資之公允價值  $240) 

 剩餘投資按比例計算之帳面金額（$500×40%）  (200) 

 剩餘投資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利益(B)  $4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重分類至損益(C)  $10) 

 出售股權之利益、剩餘投資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利益

及重分類調整(A+B+C) 

  

$110) 

註：出售股權之利益、剩餘投資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利益及重分類調整之合計數$110

應於財務報表作適當揭露，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表編製準則附表格式二綜合

損益表註三之說明，該金額可列報於綜合損益表之營業外收入及支出項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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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2 號「對其他個體之權益之揭露」（以下簡稱 IFRS12）

第 19 段規定應揭露對剩餘投資按公允價值衡量所產生之損益。 

情況二情況二情況二情況二 非完全擁有之子公司部分處分後非完全擁有之子公司部分處分後非完全擁有之子公司部分處分後非完全擁有之子公司部分處分後之之之之剩餘投資為關聯企業剩餘投資為關聯企業剩餘投資為關聯企業剩餘投資為關聯企業 

甲公司持有乙公司 80%之股權，甲公司處分乙公司 50%股權並喪失對其之控制，

處分價款為$300，甲公司將除列乙公司並將剩餘 30%股權按權益法處理。於處分日，

該剩餘 30%股權投資之公允價值為$180。甲公司對乙公司長期股權投資之帳面金額

為$352，並無商譽。處分前甲公司來自乙公司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及重估

增值之其他權益分別為貸餘$8 及$4，甲公司於喪失對乙公司之控制時，將其他權益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8 重分類至損益，並將其他權益－重估增值$4 轉入

保留盈餘。本例不考慮稅務影響。 

註：若乙公司於處分前已有減損跡象，甲公司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36 號「資產減損」

（以下簡稱 IAS36）之規定作減損測試。依 IAS36 第 12 段之規定，資產使用或

預期使用之範圍或方式，已於當期（或將於未來短期內）發生不利於企業之重

大變動，係資產可能減損之跡象之一。 

於處分日，甲公司出售 50%股權及保留 30%剩餘投資之個體財務報表相關分錄

如下： 

 現金 30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1 
180  

 採用權益法認列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備供出售

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重分類調整 

8  

 其他權益－重估增值 2 4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3 
 352 

 保留盈餘  4 

 處分投資利益  136 

    

（結帳分錄） 其他權益－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 4 8  

 採用權益法認列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備供

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重分類調整 

 8 

 
1 借記之「採用權益法之投資」係甲公司認列對乙公司之剩餘投資之公允價值作

為原始認列投資關聯企業之成本）。 

2 此科目於「一般行業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會計項目及代碼」中為#3462「重

估增值－採用權益法之子公司」。 

3
貸記之「採用權益法之投資」係甲公司喪失對乙公司之控制而除列投資子公司

之帳面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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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科目於「一般行業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會計項目及代碼」中為#3427「備

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採用權益法之子公司」。 

出售 50%股權及保留 30%剩餘投資於綜合損益表認列之損益計算如下： 

 所取得對價之公允價值  $300) 

 減：甲公司出售乙公司 50%股權之帳面金額（$352÷80%×50%） (220) 

 甲公司出售乙公司 50%股權之利益(A)  $80) 

 剩餘投資之公允價值  $180) 

 剩餘投資按比例計算之帳面金額（$352÷80%×30%）  (132) 

 剩餘投資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利益(B)  $48)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重分類至損益(C)  $8) 

 出售股權之利益、剩餘投資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利益

及重分類調整(A+B+C) 

  

      $136 

註：出售股權之利益、剩餘投資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利益及重分類調整之合計數$136

應於財務報表作適當揭露，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表編製準則附表格式二綜合

損益表註三之說明，該金額可列報於綜合損益表之營業外收入及支出項下。此

外，IFRS12 第 19 段規定應揭露對剩餘投資按公允價值衡量所產生之損益。    

釋例二釋例二釋例二釋例二 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之減少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之減少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之減少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之減少────未喪失控制未喪失控制未喪失控制未喪失控制

（（（（IFRS10.23、、、、IFRS10.B94 及及及及 IFRS10.B96）））） 

甲公司將其完全擁有之乙公司之 20%股權以現金出售予外部投資者，出售價款

為$200，甲公司仍持有乙公司 80%之控制權益。甲公司對乙公司長期股權投資之帳

面金額為$600，包含先前取得乙公司所認列之商譽$130。 

於處分日，甲公司出售該 20%股權之相關分錄如下： 

 現金 20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600×20%）  120 

 資本公積－實際取得或處分子公司股權價

格與帳面價值差額 1 

 80 

 
1 此會計項目與證交所公布之「一般行業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會計項目及代碼表」 

一致，於代碼表中為#3230「資本公積─實際取得或處分子公司股權價格與帳面價值

差額」。依代碼表之說明，此項目係在未變動對子公司控制力之前提下，公司實際取

得或處分子公司股權價格與其相對應帳面價值存有差異時適用。代碼表中#3235「資

本公積-認列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變動數」，則係在未變動對子公司控制力之前提

下，認列因子公司權益變動所產生之影響數（例如，子公司現金增資，母公司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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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認購之影響數）。 

上述除列之 20%股權係依甲公司對乙公司長期股權投資帳面金額按出售比例計

算，並作為合併報表中之非控制權益之帳面金額。 

釋例三釋例三釋例三釋例三 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之增加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之增加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之增加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之增加（（（（IFRS10.23、、、、

IFRS10.B94 及及及及 IFRS10.B96）））） 

甲公司在多年前以$3,000 取得乙公司 60%之股權，當時非控制權益以乙公司可

辨認淨資產按非控制權益之比例衡量之金額為$1,200，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為

$3,000（在本例中假設其與帳面金額一致），故所認列之商譽為$1,200〔$3,000－

（$3,000×60%）〕。於 20X5 年 7 月 1 日，甲公司取得乙公司額外之 20%股權，總持

股達 80%，甲公司係支付$2,000 取得該 20%股權，40%非控制權益之帳面金額為

$2,000。 

甲公司取得額外之 20%股權之相關分錄如下：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1,000  

 資本公積－實際取得或處分子公司股權價格與

帳面價值差額 1 

1,000  

 現金  2,000 

 
1 此會計項目與證交所公布之「一般行業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會計項目及代碼表」 

一致，於代碼表中為#3230「資本公積─實際取得或處分子公司股權價格與帳面價值

差額」。依代碼表之說明，此項目係在未變動對子公司控制力之前提下，公司實際取

得或處分子公司股權價格與其相對應帳面價值存有差異時適用。代碼表中#3235「資

本公積-認列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變動數」，則係在未變動對子公司控制力之前提下，

認列因子公司權益變動所產生之影響數（例如，子公司現金增資，母公司未等比例認

購之影響數）。 

該增加之 20%股權（亦即合併報表中減少之 20%非控制權益）係依非控制權益

之帳面金額按比例計算。 

釋例釋例釋例釋例四四四四 相對科目之沖銷相對科目之沖銷相對科目之沖銷相對科目之沖銷（（（（IFRS10.B86）））） 

母公司於 20X1 年 1 月 1 日以$420,000 取得子公司 60%股權。20X1 年 1 月 1 日

子公司之權益包括普通股股本$500,000 及保留盈餘$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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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非

控制權益之比例）衡量。子公司 20X1 年度稅後淨利為$100,000。子公司於 20X1 年

10 月 1 日向母公司借款$10,000，年利率 12%，期限 2 年，付息日為 4 月 1 日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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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母公司編製合併財務報表之沖銷分錄如下：  

○1  普通股股本（子公司） 500,000  

 保留盈餘（子公司） 200,00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母公司）  420,000 

 非控制權益  280,000 

 說明：沖銷子公司普通股業主權益科目與母公司採用權益法之投資科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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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非控制權益之期初餘額）。 

  

○2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損益份額 1（母公司） 60,00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母公司）  60,000 

 說明：沖銷 20X1 年度對子公司認列之損益份額（子公司 20X1 年度稅後

淨利為$100,000，母公司投資股權為 60%，認列之子公司損益份額

為$60,000）。 

 
1 此科目係證交所公布之「一般行業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會計項目及代碼」中

#7375「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利益之份額」及#7770「採用

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之份額」之簡化表達。 

  

○3  應付款項－母公司（子公司） 10,000  

 應收款項－子公司（母公司）  10,000 

 說明：沖銷母、子公司間債權、債務科目。 

  

○4  應付利息（子公司） 300  

 應收利息（母公司）  300 

 說明：沖銷母、子公司認列之應收、應付利息（$10,000×12%×3/12）。 

  

○5  利息收入（母公司） 300  

 利息費用（子公司）  300 

 說明：沖銷母、子公司認列之利息收入、利息費用（$10,000×12%×3/12）。 

  

○6  非控制權益淨利 40,000  

 非控制權益  40,000 

 說明：子公司 20X1 年度稅後淨利$100,000×非控制權益比例 40%＝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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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釋例釋例釋例五五五五 非控制權益認列虧損非控制權益認列虧損非控制權益認列虧損非控制權益認列虧損（（（（IFRS10.B94）））） 

甲公司於 20X1 年 1 月 1 日以$90,000 取得乙公司 90%普通股股權，取得時乙公

司之權益包括普通股股本$50,000 及保留盈餘$50,000，乙公司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允

價值與其帳面金額相等，非控制權益按乙公司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之 10%（非控

制權益之比例）衡量。乙公司 20X2 年度及 20X1 年度淨利（損）如下（本例假設乙

公司 20X2 年度及 20X1 年度均無其他綜合損益項目）：  

  20X2 年度  20X1 年度  

 乙公司淨利（損）  $100,000   ($150,000)

 乙公司淨利（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150,000)×90% / $100,000×90%  $90,000   ($135,000) 

 非控制權益($ 150,000)×10% / $100,000×10% 10,000  (15,000)1 

 

1 依 IFRS10 第 B94 段之規定，子公司綜合損益總額應歸屬於母公司業主及非控制權益，即

使非控制權益因而成為虧損餘額。 

 

20X1 年度 

甲公司之個體財務報表相關分錄如下：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損益份額 
135,00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135,000 

合併沖銷分錄如下（僅列示關於認列子公司淨利（損）部分）：  

○1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135,0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損益份額 
 135,000 

 說明：沖銷 20X1 年度對子公司認列之損益份額。 

  

○2  非控制權益 15,000  

 非控制權益淨損  15,000 

 說明：將子公司 20X1 年度歸屬於非控制權益淨損轉入非控制權益。 

20X2 年度 

甲公司之個體財務報表相關分錄如下：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90,0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損益份額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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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沖銷分錄如下（僅列示關於認列子公司淨利（損）部分）：  

○1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損益份額 
90,00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90,000 

 說明：沖銷 20X2 年度對子公司認列之損益份額。 

  

○2  非控制權益淨利 10,000  

 非控制權益  10,000 

 說明：將子公司 20X2 年度歸屬於非控制權益淨利轉入非控制權益。 

釋例釋例釋例釋例六六六六 長期股權投資長期股權投資長期股權投資長期股權投資（（（（商譽所商譽所商譽所商譽所歸歸歸歸屬現金產生單位屬現金產生單位屬現金產生單位屬現金產生單位））））之減損之減損之減損之減損

測試及於合併財務報表之處理測試及於合併財務報表之處理測試及於合併財務報表之處理測試及於合併財務報表之處理（（（（含非控制權益之情含非控制權益之情含非控制權益之情含非控制權益之情

況況況況）））） 

母公司於 20X1 年 1 月 1 日以$1,600,000 之價款取得子公司 80%股權，子公司當

時之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為$1,500,000，與子公司當時之可辨認淨資產帳面金額相

等，母公司於其合併財務報表認列下列項目： 

1. 非控制權益$300,000：選擇按子公司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之 20%衡量，不含商

譽。 

2. 商譽$400,000：移轉對價加上非控制權益之彙總數（$1,600,000＋$300,000）減除

子公司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1,500,000。 

3. 子公司 20X1 年折舊費用$150,000。 

就母公司而言，子公司為一最小之商譽所歸屬現金產生單位，故須每年定期進

行減損測試。子公司於 20X1 年 12 月 31 日之可回收金額估計為$1,000,000，其減損

測試之計算列示如下： 

20X1 年 12 月 31 日  商譽  可辨認淨資產  合計 

成本  $400,000  $1,500,000  $1,900,000 

累計折舊         －   (150,000)  (150,000) 

帳面金額  $400,000  $1,350,000  $1,750,000 

未認列非控制權益部分
1
    100,000          －    100,000 

名目調整後帳面金額  $500,000   $1,350,000   $1,850,000 

可回收金額   (1,000,000) 

減損損失     $850,000 
1
歸屬至控制權益部分之商譽為 $400,000，故換算非控制權益部分之商譽為 $100,000（

$400,000÷80%×2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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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損損失$850,000（假設子公司帳上已認列$350,000）應先將商譽帳面金額

$500,000 沖減至零，再分攤予各單位資產。但因母公司對子公司之持股比例為 80%，

故母公司應沖減$400,000（$500,000×80%=$400,000），作為商譽減損損失。 

剩餘之減損損失$350,000 應沖減子公司可辨認資產帳面金額，茲列示子公司減

損損失分攤情形如下： 

20X1 年 12 月 31 日  商譽  可辨認淨資產  合計 

成本  $400,000 $1,500,000 $1,900,000 

累計折舊        －   (150,000)   (150,000) 

帳面金額   400,000  1,350,000  1,750,000 

減損損失  (400,000)   (350,000)   (750,000) 

減損後帳面金額  $     － $1,000,000 $1,000,000 

母公司本身認列減損損失之相關分錄如下： 

20X1/12/31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損益份額 
400,000  

 減損損失 400,00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800,000 

 說明：依持股比例認列對子公司之損益份額$400,000＝（$150,000＋

$350,000）×80%及商譽減損金額$400,000。 

母公司於 20X1 年 12 月 31 日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其工作底稿中與上述交易

事項有關之部分列舉如下： 

母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工作底稿（部分） 

20X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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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800,000  
�400,000 
�400,000 

�1,600,000    － 

可辨認淨資產  1,500,000      1,500,000 

減：累計折舊  (150,000)      (150,000) 

減：累計減損  (350,000)      (350,000) 

商譽   �400,000 �400,000    － 

母公司業主權益 (1,600,000)       (1,600,000) 

子公司業主權益 
（1月1日） 

 (1,500,000) �1,500,000      

非控制權益   �100,000 �300,000  (200,000)  (200,000) 

a.採用權益法認列之  
損益份額 400,000   �400,000 －    

第
七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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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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折舊費用  150,000   150,000    

c.減損損失 400,000 350,000 �400,000 �400,000 750,000    

d.非控制權益之損失    �100,000 (100,000)    

淨損(a+b+c+d) 800,000 500,000   800,000   800,000 

合計   3,200,000 3,200,000     

母公司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就相關之交易事項，應作沖銷分錄如下： 

20X1 年 12 月 31 日 

○1  業主權益（子公司） 1,500,000  

 商譽 400,00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母公司）  1,600,000 

 非控制權益  300,000 

 說明：沖銷子公司普通股業主權益科目與母公司對子公司之投資科目期初

餘額，並認列收購而產生之商譽$400,000，非控制權益依收購日衡量

基礎入帳。 

○2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母公司） 400,0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損益份額 
 400,000 

 說明：沖銷對子公司認列之損益份額$400,000（$500,000×80%） 

  

○3  非控制權益 100,000  

 非控制權益淨損  100,000 

 說明：將屬於非控制權益之子公司淨損失轉入「非控制權益」科目$100,000

（$500,000×20%） 

○4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母公司） 400,000  

 減損損失  400,000 

 說明：迴轉母公司帳上認列對子公司長期股權投資之減損損失（依子公司

減損損失分攤情形計算）。 

○5  減損損失－商譽 400,000  

 商譽  400,000 

 說明：以整個合併公司之觀點，認列商譽之減損損失（依子公司減損損失

分攤情形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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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釋例釋例釋例七七七七 長期股權投資長期股權投資長期股權投資長期股權投資（（（（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之減損測試及於合之減損測試及於合之減損測試及於合之減損測試及於合

併財務報表之處理併財務報表之處理併財務報表之處理併財務報表之處理（（（（減損測試後子公司無須提列減減損測試後子公司無須提列減減損測試後子公司無須提列減減損測試後子公司無須提列減

損損失而母公司帳上及合併財務報表中應予提列損損失而母公司帳上及合併財務報表中應予提列損損失而母公司帳上及合併財務報表中應予提列損損失而母公司帳上及合併財務報表中應予提列）））） 

母公司於 20X1 年 1 月 1 日以$1,800,000 之價款取得子公司 80%股權，子公司當

時之可辨認淨資產僅有土地一塊，用作出租營利（為一現金產生單位），其公允價值

為$2,250,000，而帳面金額則為$2,000,000，母公司於其合併財務報表認列： 

1. 子公司可辨認淨資產（土地）$2,250,000。 

2. 非控制權益$450,000：選擇按子公司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 20%衡量，不含商

譽。 

就母公司而言，子公司為一最小現金產生單位，因 20X1 年 12 月 31 日有減損

跡象，故進行減損測試。子公司之可辨認淨資產於 20X1 年 12 月 31 日之可回收金

額經計算為$2,050,000，茲列示其減損測試如下： 

20X1 年 12 月 31 日  可辨認淨資產（土地） 

帳面金額 $2,000,000 

溢價─控制權益部分 200,000 

溢價─非控制權益部分 1     50,000 

名目調整後帳面金額  2,250,000 

可回收金額   2,050,000 

減損損失   $200,000 

1 歸屬至控制權益部分之溢價為$200,000，故換算非控制權益部分之溢價為$50,000（

$200,000÷80%×20%=$50,000）。 

子公司因其可辨認淨資產可回收金額為$2,050,000，超過帳面金額$2,000,000，

故無須提列減損損失，母公司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應認列 $160,000

（$200,000×80%=$160,000）作為對子公司長期股權投資之減損損失，其分錄如下： 

20X1/12/31 減損損失 160,00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160,000 

母公司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應作沖銷分錄如下： 

20X1 年 12 月 31 日 

○1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母公司） 160,000  

 減損損失  160,000 

 說明：迴轉母公司帳上認列對子公司長期股權投資之減損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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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減損損失－土地 200,000  

 累計減損─土地  200,000 

 說明：以整個合併公司之觀點，認列土地之減損損失。 

  

○3  非控制權益 40,000  

 非控制權益淨損  40,000 

 說明：將屬於非控制權益之減損$40,000（$200,000×20%）轉入「非控制權

益」科目。 

釋例釋例釋例釋例八八八八 存貨中含有未實現利益之沖銷存貨中含有未實現利益之沖銷存貨中含有未實現利益之沖銷存貨中含有未實現利益之沖銷－－－－順流銷貨順流銷貨順流銷貨順流銷貨

（（（（IFRS10.B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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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之業主權益包括普通股股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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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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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於 20X2 年度始將此項交易之全部商

品售予第三方。 

20X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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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90%＝$9,000。 

  

20X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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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7 條規定，發行人應依編製準

則第四章之規定編製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故母公司於編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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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季之期中合併財務報表時無須另行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期

中合併財務報表得逕以合併觀點編製而不另作此母公司個體財務

報表之分錄再於合併報表中沖銷。 

 註 2：「未實現銷貨損益」係銷貨毛利之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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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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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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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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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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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未實現銷貨損益於母公司個體財務報表中係銷貨毛利之減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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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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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20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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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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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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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90%＝$9,000。 

  

20X2/12/31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3,000

 已實現銷貨損益 3,000

 說明：20X1 年順流交易之存貨已售予第三方，故認列已實現銷貨利益

$30,000×100%＝$3,000。 

註：「已實現銷貨損益」係銷貨毛利之加項。 

母公司編製 20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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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普通股股本（子公司） 50,000  

 保留盈餘（子公司） 60,00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母公司）  99,000 

 非控制權益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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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已實現銷貨損益（母公司） 3,000  

 銷貨成本（子公司）  3,000 

 說明：沖銷母公司 20X2 年度認列子公司期初存貨之已實現利益。 

註：已實現銷貨損益於母公司個體財務報表中係銷貨毛利之加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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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非控制權益淨利 1,000  

 非控制權益  1,000 

 說明：子公司 20X2 年度淨利$10,000×非控制權益比例 10%＝$1,000。 

釋例釋例釋例釋例九九九九 存貨中含有未實現利益之沖銷存貨中含有未實現利益之沖銷存貨中含有未實現利益之沖銷存貨中含有未實現利益之沖銷－－－－逆流銷貨逆流銷貨逆流銷貨逆流銷貨

（（（（IFRS10.B86）））） 

情況同釋例七，惟將母公司銷貨予子公司，改為子公司銷貨予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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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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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金額計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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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公司編製 20X1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沖銷分錄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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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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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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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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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子公司損益份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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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X1

年度未實現銷貨毛利歸屬於非控制權益之金額（$3,000×1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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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工作底稿（部分） 

20X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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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300   �90,000 
�6,300 

    

其他可辨認淨資產 23,700 110,000      133,700 

母公司業主權益（1月1日） 98,000       98,000 

子公司業主權益（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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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0  �6,300      

銷貨收入 50,000 20,000 �8,000  62,000    

銷貨成本 26,300 10,000  �5,000 31,300    

淨利 30,000 10,000   30,700    

非控制權益淨利   �700  700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淨利     30,000  30,000 30,000 

非控制權益    �10,000 
�700 

 10,700  10,700 

合計   115,000 115,000     

20X2 年度  

20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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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X2/12/31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11,7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損益份額 11,700

 說明：母公司按權益法認列對子公司之損益份額。 

其金額計算如下： 

 母公司認列對子公司 20X2 年度之投資收益

（$10,000×90%） 

$9,000

 加：子公司 20X2 年度已實現銷貨毛利，屬於母公

司之金額（$3,000×90%）   2,700 

 母公司 20X2 年度認列對子公司之損益份額 $ 11,700

  

 

第
七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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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編製 20X2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沖銷分錄如下： 

○1  普通股股本（子公司） 50,000  

 保留盈餘（子公司） 60,00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母公司）  99,000 

 非控制權益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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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母公司） 2,700  

 非控制權益 300  

 銷貨成本（母公司）  3,000 

 說明：沖銷母公司 20X2 年度出售存貨時多認列之銷貨成本。 

  

○3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損益份額（母公司） 11,70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母公司）  11,700 

 說明：沖銷母公司按權益法認列對子公司之損益份額。 

  

○4  非控制權益淨利 1,300  

 非控制權益  1,300 

 說明：子公司 20X2 年度淨利$10,000×非控制權益比例 10%+子公司 20X2

年度已實現銷貨毛利屬於非控制權益之金額（$3,000×10%）＝$1,300 

釋例釋例釋例釋例十十十十 逆流出售不動產逆流出售不動產逆流出售不動產逆流出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並考慮所得稅廠房及設備並考慮所得稅廠房及設備並考慮所得稅廠房及設備並考慮所得稅

（（（（IFRS10.B86）））） 

母公司於 20X1 年 1 月 1 日取得國外子公司 60%股權，投資成本$60,000，當時

國外子公司股本$75,000，保留盈餘$2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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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40%（非控制權益之比例）衡

量。該國外子公司於 20X1 年 1 月 4 日將帳面金額$10,000（原始成本$20,000，累計

折舊$10,000）之設備售予母公司得款$15,000。該設備對母公司尚有5年之耐用年限，

仍繼續採用直線法提列折舊。國外子公司 20X1 年度及 20X2 年度稅前淨利分別為

$32,000 及$20,000（母公司及子公司之所得稅稅率均為 17%）。 

母公司編製 20X1 年度及 20X2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沖銷分錄如下： 

20X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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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通股股本（國外子公司） 75,000  

 保留盈餘（國外子公司） 25,00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母公司）  60,000 

 非控制權益  40,000 

 說明：沖銷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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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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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國外子公司） 5,0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母公司）  5,000 

 說明：沖銷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內部利益。（出售金額$15,000－不

動產、廠房及設備帳面金額$10,000＝$5,000）。 

  

○3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母公司） 10,000  

 累計折舊（母公司）  10,000 

 說明：將處分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調整至處分前之帳面金額及累計折舊。 

  

○4  遞延所得稅資產（國外子公司） 850  

 遞延所得稅費用（國外子公司）  850 

 說明：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未實現利益仍應列入課稅所得計列所得

稅費用，故將此部分之所得稅費用（$5,000×17%）轉列「遞延所得

稅資產」科目。 

○5  累計折舊（母公司） 1,000  

 折舊（母公司）  1,000 

 說明：沖銷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所含內部利益部分之折舊費用。（$5,000÷5

＝$1,000） 

  

○6  遞延所得稅費用（國外子公司） 170  

 遞延所得稅資產（國外子公司）  170 

 說明：列計分錄�有關所得稅費用之調整，$1,000×17%＝$170。 

  

○7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損益份額（母公司） 13,944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母公司）  13,944 

 說明：沖銷母公司按權益法認列對國外子公司之損益份額。 

其金額計算如下： 

（國外子公司 20X1 年度稅前淨利$32,000－國外子公司未實現出

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5,000＋20X1 年度已實現出售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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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及設備利益$1,000）×持股比例 60%×（1－17%）＝$13,944。 

  

○8  非控制權益淨利 9,296  

 非控制權益  9,296 

 說明：將 20X1 年度歸屬於非控制權益之利益轉入「非控制權益」科目。 

其金額計算如下： 

（國外子公司 20X1 年度淨利$32,000－國外子公司未實現處分不

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5,000＋20X1 年度已實現處分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利益$1,000）×非控制權益比例 40%×（1－17%）＝$9,296。 

20X2 年度 

○1  普通股股本（國外子公司） 75,000  

 保留盈餘（國外子公司） 51,560  

 累計折舊（母公司） 1,000  

 遞延所得稅資產（國外子公司） 68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母公司）  5,00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母公司）  73,944 

 非控制權益  49,296 

 說明：沖銷 20X2 年 1 月 1 日母公司長期股權投資（20X1 年 1 月 1 日投

資成本$60,000＋20X1 年度對國外子公司之損益份額$13,944＝

$73,944）與 1 月 1 日國外子公司之普通股業主權益，同時調整 1

月 1 日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內含之未實現利益，及相關遞延所得稅

資產〔（$5,000－$1,000）×17%＝$680〕。 

  

○2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母公司） 10,000  

 累計折舊（母公司）  10,000 

 說明：將處分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調整至處分前之帳面金額及累計折舊。 

  

○3  累計折舊（母公司） 1,000  

 折舊（母公司）  1,000 

 說明：沖銷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所含內部利益部分 20X2 年度之折舊

費用。 

  

○4  遞延所得稅費用（國外子公司） 170  

 遞延所得稅資產（國外子公司）  170 

 說明：列計分錄○3 有關所得稅費用之調整，$1,000×17%＝$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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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損益份額（母公司） 10,458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母公司）  10,458 

 說明：沖銷母公司按權益法認列對國外子公司之損益份額。 

其金額計算如下： 

（國外子公司 20X2年度稅前淨利$20,000＋國外子公司 20X2年已

實現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1,000）×持股比例 60%×（1－

17%）＝$10,458。 

  

○6  非控制權益淨利 6,972  

 非控制權益  6,972 

 說明：將 20X2 年度歸屬於非控制權益之利益轉列「非控制權益」科目。 

其金額計算如下： 

（國外子公司 20X2 年度稅前淨利$20,000＋國外子公司 20X2 年度

已實現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1,000）×持股比例 40%×（1

－17%）＝$6,972。 

釋例十釋例十釋例十釋例十一一一一 子公司發行流通在外之累積特別股子公司發行流通在外之累積特別股子公司發行流通在外之累積特別股子公司發行流通在外之累積特別股，，，，且由非控制且由非控制且由非控制且由非控制

權益持有權益持有權益持有權益持有，，，，並將其列為權益之情況下並將其列為權益之情況下並將其列為權益之情況下並將其列為權益之情況下，，，，合併總損益合併總損益合併總損益合併總損益

之歸屬之歸屬之歸屬之歸屬（（（（IFRS10.B95）））） 

母公司持有子公司 80%之普通股，20X1 年度母公司之個別淨利（不含子公司損

益份額）為$500,000，子公司淨利為$200,000。此外，子公司發行非參加（不論公司

之盈餘多寡及普通股股利之大小，特別股均僅能享有定額之股利）之累積特別股，

並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金融工具：表達」第 AG26 段之規定將累積特別股分類

為權益。每年之特別股股利為$50,000 且母公司並未持有該特別股。本例不考慮收購

日子公司各項可辨認資產及負債公允價值與帳面金額間之差額與集團內個體間交易

之未實現損益。則母公司及其子公司於 20X1 年度合併損益表中合併總損益之歸屬

計算如下： 

合併總損益=（母公司不含子公司損益份額之個別淨利$500,000＋子公

司個別淨利$200,000） =$700,000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損益=母公司不含子公司損益份額之個別淨利$500,000

＋（子公司個別淨利$200,000－特別股股利

$50,000）×母公司持有子公司比例 80% =$6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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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於非控制權益損益=〔（子公司個別淨利$200,000－特別股股利

$50,000）×（1－母公司持有子公司比例

80%）〕＋特別股股利$50,000 =$80,000 

釋例釋例釋例釋例十十十十二二二二 合併綜合損益表中非控制權益之表達合併綜合損益表中非控制權益之表達合併綜合損益表中非控制權益之表達合併綜合損益表中非控制權益之表達

（（（（IFRS10.B94）））） 

XYZ 集團 

綜合損益表 

20X2 及 20X1 年度 

  20X2 年度  20X1 年度 

 …  …   …  

本期淨利本期淨利本期淨利本期淨利 $ 121,250   $ 65,500 

 …  …   …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本期綜合損益總額本期綜合損益總額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107,250    $ 93,500 

淨利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 97,000   $ 52,400 

 非控制權益   24,250    13,100 

   $121,250   $ 65,500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85,800  $74,800 

 非控制權益   21,450    18,700 

   $107,250   $ 93,500 

釋例十釋例十釋例十釋例十三三三三 存貨中含有未實現利益之沖銷存貨中含有未實現利益之沖銷存貨中含有未實現利益之沖銷存貨中含有未實現利益之沖銷－－－－集團內及與關聯集團內及與關聯集團內及與關聯集團內及與關聯

企業間之順逆流銷貨企業間之順逆流銷貨企業間之順逆流銷貨企業間之順逆流銷貨（（（（IFRS10.B86 及及及及 IAS28.22）））） 

情況一情況一情況一情況一 母公司對交易雙方均母公司對交易雙方均母公司對交易雙方均母公司對交易雙方均具有控制具有控制具有控制具有控制 

甲公司於 20X1 年 1 月 1 日以$90,000 取得乙公司 90%普通股股權，取得時乙公

司之業主權益包括普通股股本$50,000 及保留盈餘$50,000，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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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甲公司另以$56,000 取得丙公司 80%普通股股權，取

得時丙公司之業主權益包括普通股股本$40,000 及保留盈餘$30,000，丙公司可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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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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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非控制權益之比例）衡量。甲公司對乙、丙公司均具控制。 

 

 

 

20X1 年度中，甲集團僅有一筆集團內交易，即乙公司於 20X1 年出售商品予丙

公司，售價$8,000，成本$5,000；丙公司於 20X2 年度始將此項交易之全部商品售予

第三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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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公司對乙、丙公司均具有控制，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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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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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金額計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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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X1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應作成下列沖銷分錄： 

○1  普通股股本（乙公司） 50,000  

 保留盈餘（乙公司） 50,00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乙公司（母公司）  90,000 

 非控制權益－乙公司  10,000 

 說明：沖銷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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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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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普通股股本（丙公司） 40,000  

 保留盈餘（丙公司） 30,00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丙公司（母公司）  56,000 

 非控制權益－丙公司  14,000 

乙公司 丙公司 

90% 80% 
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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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沖銷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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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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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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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公司間之進貨、銷貨及丙公司期末存貨隱含之未實現利

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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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公司（母公司）  6,3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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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X1

年度未實現銷貨毛利歸屬於非控制權益之金額（$3,000×10%）＝

$700。 

情況二情況二情況二情況二  母公司母公司母公司母公司對交易之一方對交易之一方對交易之一方對交易之一方具有控制具有控制具有控制具有控制—子公司銷貨予關聯企業子公司銷貨予關聯企業子公司銷貨予關聯企業子公司銷貨予關聯企業 

甲公司於 20X1 年 1 月 1 日以$90,000 取得乙公司 90%普通股股權，取得時乙公

司之業主權益包括普通股股本$50,000 及保留盈餘$50,000，乙公司可辨認淨資產之

公允價值與其帳面金額相等，非控制權益按乙公司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 10%（非

控制權益之比例）衡量，甲公司對乙公司具控制；同時甲公司另以$50,000 取得丙公

司普通股實際發行股數之 20%（如下圖所示），甲公司對丙公司具重大影響。乙公司

於 20X1 年出售商品予丙公司，售價$200,000，成本$120,000；丙公司於 20X2 年度

始將此項交易之全部商品售予第三方。乙、丙公司 20X1 年度稅後淨利分別為

$100,000 及$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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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公司 18,0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損益份額  18,000 

乙公司 丙公司 

90% 20% 
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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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90,000×20%＝$18,000。   

    

20X1/12/31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乙公司 75,6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損益份額  75,600 

 說明：母公司按權益法認列對子公司之損益份額。 

其金額計算如下： 

 母公司認列對乙公司 20X1 年度之投資收益

（$100,000×90%） $90,000 

 減：乙公司 20X1 年度未實現銷貨毛利，歸屬

於母公司之金額（$80,000×20%×90%）  (14,400) 

 母公司 20X1 年度認列對乙公司之損益份額 $7 5,600  

    

20X1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應作成下列沖銷分錄： 

○1  普通股股本（乙公司） 50,000  

 保留盈餘（乙公司） 50,00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母公司）  90,000 

 非控制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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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未實現銷貨損益 16,00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丙公司  16,000 

 說明：認列乙公司對丙公司順流交易之未實現銷貨利益。 

  

○3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損益份額（母公司） 75,60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乙公司（母公司）  75,600 

  

○4  非控制權益淨利 8,400  

 非控制權益  8,400 

 說明：乙公司 20X1 年度淨利$100,000×非控制權益比例 10%－乙公司 20X1

年度未實現銷貨毛利歸屬於非控制權益之金額（$80,000×20%×10%）

＝$8,400。 

 

 

 

 

母公司及其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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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工作底稿（部分） 

20X1年度 

試  算  表 母 公 司 乙 公 司 
沖  銷  分  錄 合併綜合 

損益表 
非控制 
權  益 

保留盈
餘 

合併資產 
負 債 表 借  方 貸  方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乙公司 

165,600   �90,000 
�75,600 

   －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丙公司 

68,000   �16,000    52,000 

其他可辨認淨資產  200,000      200,000 

母公司股東權益 
（1月1日） 

140,000       140,000 

子公司股東權益 
（1月1日） 

 100,000 �100,000      

非控制權益    �10,000 
�8,400 

 

 18,400  18,4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損
益份額－乙公司 

75,600  �75,600  －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損
益份額－丙公司 

18,000    18,000    

銷貨收入  200,000   200,000    

銷貨成本  120,000   120,000    

其他收入  20,000   20,000    

未實現銷貨損益   �16,000  16,000    

淨利 93,600 100,000   102,000    

非控制權益淨利   �8,400  8,400    

歸屬於母公司淨利     93,600  93,600 93,600 

合計   200,000 200,000     

情況三情況三情況三情況三 母公司母公司母公司母公司對交易之一方對交易之一方對交易之一方對交易之一方具有控制具有控制具有控制具有控制—關聯企業銷貨予子公司關聯企業銷貨予子公司關聯企業銷貨予子公司關聯企業銷貨予子公司 

沿情況二，惟將乙公司銷貨予丙公司，改為丙公司銷貨予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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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損益份額  90,000 

 說明：$100,000×90%＝$90,000。   

  

   

乙公司 丙公司 

90% 20% 
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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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1/12/31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丙公司 2,0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損益份額  2,000 

 說明：甲公司按權益法認列對丙公司之損益份額。 

其金額計算如下： 

 甲公司認列對丙公司 20X1 年度之投資收益

（$90,000×20%） $18,000 

 減：丙公司 20X1 年度未實現銷貨毛利，歸屬於

甲公司之金額（$80,000×20%）  (16,000) 

 甲公司 20X1 年度認列對丙公司之損益份額 $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