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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IN1

國際會計準則第 27 號「單獨財務報表」包含當企業編製單獨財務報表時，對投資
子公司、合資或關聯企業之會計及揭露規定。本準則規定編製單獨財務報表之企
業應按成本或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之規定處理該等投資。

IN2

本準則於 2013 年 1 月 1 日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並得提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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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第 27 號
單獨財務報表
單獨財務報表
目的
1

本準則之目的係訂定當企業編製單獨財務報表時，對投資子公司、合資及關聯企
業之會計及揭露規定。

範圍
2

當企業選擇或依
企業選擇或依當地
或依當地法令規定
當地法令規定提出單獨
法令規定提出單獨財務報表
提出單獨財務報表時
財務報表時，其對投資子公司、
投資子公司、合資及
合資及關
聯企業之會計處理，
聯企業之會計處理，應適用本準則
適用本準則。
準則。

3

本準則未強制規定那些企業應編製單獨財務報表。如企業編製遵循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之單獨財務報表，應適用本準則。

定義
4

本準則用語定義如下：
本準則用語定義如下：
合併財務報表係指
合併財務報表係指集團之財務報表
係指集團之財務報表，
集團之財務報表，於其中將母公司及其子公司之資產、
於其中將母公司及其子公司之資產、負債、
負債、
權益、
權益、收益、
收益、費損及現金流量以如同屬
費損及現金流量以如同屬單一經濟個體者
單一經濟個體者表達。
表達。
單獨財務報表係
單獨財務報表係指由母公司（
指由母公司（即對子公司具有控制之投資者）
即對子公司具有控制之投資者）或由對被投資者具
有聯合控制或重大影響之投資者所提出之財務報表，
有聯合控制或重大影響之投資者所提出之財務報表，其投資係
投資係按成本或依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之規定處理者
之規定處理者。

5

下列用語係定義於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0 號「合併財務報表」附錄 A、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第 11 號「聯合協議」附錄 A 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28 號「投資關聯企業及
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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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企業



對被投資者之控制



集團



聯合控制



合資

國際會計準則第 27 號正體中文版草案（2012 年版）

6



合資者



母公司



重大影響



子公司。

單獨財務報表係指除合併財務報表及對投資關聯企業或合資採用權益法處理之財
務報表外，另行提出之財務報表（除第 8 段列示之情況外）。單獨財務報表無須
附加或隨附於該等財務報表。

7

採用權益法之財務報表並非單獨財務報表。同樣地，企業如無子公司、關聯企業
或對合資之合資者權益，其財務報表亦非單獨財務報表。

8

企業如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0 號第 4 段(a)之規定豁免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或依
國際會計準則 28 號（2011 年修正）第 17 段之規定豁免採權益法時，得以單獨財
務報表作為其唯一財務報表。

單獨財務報表之編製
9

除第 10 段之規定外，
段之規定外，單獨財務報表應依所有適用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
單獨財務報表應依所有適用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

10

企業編製單獨財務報表時，
企業編製單獨財務報表時，對投資子公司、
投資子公司、合資及關聯企業之會計處理，
合資及關聯企業之會計處理，應依下
列方式之一：
列方式之一：
(a) 按成本，
按成本，或
(b) 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號之規定。
之規定。
企業對每一投資種
企業對每一投資種類應適用相同之會計處理。
類應適用相同之會計處理。如按成本處理之投資被分類為待出
售（或包括於分類為待出售之處分群組中），
或包括於分類為待出售之處分群組中），則該等投資應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則該等投資應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第 5 號「待出售非流動資產及停業單位」
待出售非流動資產及停業單位」之規定處理。
之規定處理。投資之衡量依國際財務報
投資之衡量依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 9 號規定處理者，
號規定處理者，在此等情況下其會計處理不變。
在此等情況下其會計處理不變。

11

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28 號（2011 年修正）第 18 段之規定，企業如選擇依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第 9 號之規定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其對關聯企業或合資之投資，亦
應於其單獨財務報表中按相同方式處理該等投資。

12

企業應於其收取子公司
企業應於其收取子公司、
子公司、合資或關聯企業股利之權利確立時，
合資或關聯企業股利之權利確立時，將股利認列於其單
獨財務報表之損益中。
獨財務報表之損益中。

13

母公司透過成立一新個體作為其母公司，以改組其集團之結構，若其方式符合下
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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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由新母公司發行權益工具交換原母公司現有之權益工具，以取得對原母公司
之控制；
(b) 改組前與改組後當下，新集團與原集團之資產及負債相同；及
(c) 改組前與改組後當下，改組前之原母公司業主對原集團及新集團淨資產之絕
對及相對權益相同，
且新母公司於其單獨財務報表中對原母公司之投資依第 10 段(a)處理，則新母公司
應按改組日其所享有原母公司單獨財務報表中權益份額之帳面金額衡量其成本。
14

同樣地，非母公司之個體可能透過符合第 13 段條件之方式，成立一新個體作為其
母公司。第 13 段之規定同樣適用於該改組。於該等情況中，前述「原母公司」與
「原集團」即指「原個體」。

揭露
15

企業於其單獨財務報表提供揭露（
企業於其單獨財務報表提供揭露（包括第 16 及 17 段之規定）
段之規定）時，應採用所有適
用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用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16

當母公司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0 號第 4 段(a)之規定選擇不編製合併財務報表而
之規定選擇不編製合併財務報表而
編製單獨財務報表時，
編製單獨財務報表時，應於該等單獨財務報表中揭露：
於該等單獨財務報表中揭露：
(a) 該等財務報表係單獨財務報表之事實；
該等財務報表係單獨財務報表之事實；已行使豁免編製合併財務報表規定之
事實；
事實；已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合併財務報表供大眾使用之企業名稱及主
要營業場所（
要營業場所（及公司註冊地之國家，
及公司註冊地之國家，若不同時）；
若不同時）；以及可取得
）；以及可取得前述合併財務
以及可取得前述合併財務
報表之地址
報表之地址。
之地址。
(b) 對子公司、
對子公司、合資及關聯企業之
合資及關聯企業之重大投資明細
重大投資明細表
明細表，包括：
包括：
(i)

該等被投資者之名稱。
該等被投資者之名稱。

(ii) 該等被投資者之主要營業場所（
該等被投資者之主要營業場所（及公司註冊地之國家，
公司註冊地之國家，若不同時）。
若不同時）。
(iii) 所持有之對該等被投資者所有權權益比例（及其表決權比例，若不同時）
。
若不同時）
(c) 處理上述(b)列示之投資所採用方法之說明
處理上述 列示之投資所採用方法之說明。
列示之投資所採用方法之說明。
17

當母公司（
母公司（非屬第 16 段涵蓋範圍者）
段涵蓋範圍者）或對被投資者具有聯合控制或重大影響之投
資者編製單獨財務報表時
資者編製單獨財務報表時，
編製單獨財務報表時，母公司或投資者應指明財務報表
母公司或投資者應指明財務報表究
應指明財務報表究係依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第 10 號、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1 號或國際會計準則第 28 號（2011 年修正）
年修正）
之規定所編製。
之規定所編製。母公司或投資者亦應於其單獨財務報表中揭露
母公司或投資者亦應於其單獨財務報表中揭露：
其單獨財務報表中揭露：
(a) 該等報表係單獨財務報表之事實，
該等報表係單獨財務報表之事實，以及編製該等報表之理由（
以及編製該等報表之理由（若非法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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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
編製）。
(b) 對子公司、
對子公司、合資及關聯企業之
合資及關聯企業之重大投資明細
重大投資明細表
明細表，包括：
包括：
(i)

該等被投資者之名稱。
該等被投資者之名稱。

(ii) 該等被投資者之主要營業場所（
該等被投資者之主要營業場所（及公司註冊地之國家，
公司註冊地之國家，若不同時）。
若不同時）。
(iii) 所持有之對該等被投資者所有權權益比例（及其表決權比例，若不同時）
。
若不同時）
(c) 處理上述(b)列示之投資所採用方法之說明
處理上述 列示之投資所採用方法之說明。
列示之投資所採用方法之說明。
母公司或投資者亦應指明財務報表
母公司或投資者亦應指明財務報表究
應指明財務報表究係依國際財務報導
係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財務報導準則第 10 號、國際財務報
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 11 號或國際會計準則第 28 號（2011 年修正）
年修正）之規定所編製。
之規定所編製。

生效日及過渡規定
生效日及過渡規定
18

企業應於 2013 年 1 月 1 日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適用本準則，並得提前適用。企業
若提前適用本準則，應揭露該事實，且應同時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0 號、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1 號、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2 號「對其他個體之權益之揭露」
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28 號（2011 年修正）。

提及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
19

若企業適用本準則，但尚未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則對於本準則所有提
及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應視為提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認
列與衡量」。

國際會計準則第 27 號（2008 年）之撤銷
20

本準則與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0 號同時發布。此兩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共同取代國
際會計準則第 27 號「合併及單獨財務報表」（2008 年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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