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品資訊

合併報表財務資訊產品介紹
陳和隆∕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徵信部

●

產 品 名 稱 ： F 31 企業合併報表年度財務資訊及比率資訊
F 32 企業合併報表審計資訊及列入未列入公司資訊
F 33 企業合併報表關係人資訊
N 31 公開發行公司合併報表季財務資訊及比率資訊

●

上 線 日 期 ： 99年2月1日

●

查 詢 點 數 ： F 31 ：15點
F 32 ：15點
F 33 ：20點
N 31 ：15點

前言

體狀況，進而控管授信風險。
以下就所開發之各項合併財務資訊類產品

合併報表係指將母公司主體報表和其具

之資料內涵分別介紹：

控制能力之子公司報表合併後所產生之報表，
以充分表達整個集團之實際財務狀況、經營成
果及現金流量。聯徵中心為充實企業信用資料
庫，已蒐集並建置完成合併報表資料，目前已
建置完成至98年度合併報表，並已將建置完成
之合併財務資訊產品化，依其資訊性質及資料
來源分別開發「F31 企業合併報表年度財務資
訊及比率資訊」、「F32 企業合併報表審計資
訊及列入未列入公司資訊」、「F33 企業合併

F31 企業合併報表年度財務資訊及
比率資訊
產品簡介
提供企業當年度及去年同期合併資產負債
表、合併損益表、合併現金流量表及母公司當
年度之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等財
務資訊及其財務比率資訊。

報表關係人資訊」及「N31 公開發行公司合併
報表季財務資訊及比率資訊」等四項合併財務
資料類產品，於99年2月1日起上線開放查詢，
以提供使用者充份瞭解主體公司及其子公司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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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及提供揭露年度
由聯徵中心蒐集建置，並提供自95年度
起之資訊供予查詢。

產品資訊

查詢輸入方式
輸入欲查詢之年度即可查詢，若未輸入年

F32 企業合併報表審計資訊及列入
未列入公司資訊

度，則提供最近年度之產品資訊。

產品簡介
各項資訊欄位說明

提供企業當年度之查核簽證會計師姓名、

1. 行業別：揭露依據行政院主計處所編《中華

事務所名稱、簽證意見與其它概述等審計資訊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所賦編之行業代號及名

以及當年度列入及未列入該合併報表之公司及

稱。

列入或未列入原因等資訊。

2. 財務資訊：提供聯徵中心建置之查詢年度之
合併公司及母公司、查詢年度去年同期之合
併公司之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及現金流量表
之財務資訊；其中，若會計項目金額欄出現
『--』時，表示無值。
3. 財務比率資訊：提供查詢年度之合併及母公
司、去年同期合併之四十六類財務比率，並

資料來源及提供揭露年度
由聯徵中心蒐集建置，並提供自95年度起
之資訊供予查詢。

查詢輸入方式
輸入欲查詢之年度即可查詢，若未輸入年
度，則提供最近年度之產品資訊。

分為財務結構、償債能力、經營效能、獲利
能力、倍數分析、資產負債分析、現金流量

各項資訊欄位說明 （各欄位內容如無資料，

分析等七類，其中經營效能之各項比率以倍

則以『--』表示）

數(T)表示，其餘各項比率皆以百分比(%)表
示。比率中之應付款項、應收款項、存貨、
淨值等四項會計項目係採期初與期末餘額
之平均值計算。 財務比率欄位倘出現『--』
時，表示分母為零或該比率無法計算；倘
出現 (+/-)9999.99% 時，表示該比率值超
過 (+/-)10,000%。各項財務比率名稱與說
明，請參閱「四十六項財務比率計算公式及
說明」。如所查詢企業之淨值為負數，各項
財務比率之意義請自行研判。
4. 其他說明：本項查詢配合會計科目調整，致
使所揭露之財務報表資訊中，部分會計科
目不一致，此一差異於各該年度金額欄以
『--』表示。

1. 審計資訊：
(1) 簽證會計師：簽證會計師公會證號、身
分證號及姓名。
(2) 簽證事務所：簽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統
一編號及名稱。
(3) 簽證報告日期：會計師簽證財務報表之
日期。
(4) 簽證意見：會計師對簽證財務報表之意
見。
(5) 保留及修正項目（代號及名稱）：會計
師簽具保留意見細項分類之原因。
(6) 保留項目/中文名稱：會計師簽具保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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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訊

見細項分類之相關公報編號或會計項目

F33 企業合併報表關係人資訊

之代號及中文名稱。
(7) 會計師評估增減金額：會計師簽具保留
意見中相關會計項目應調整差異金額。
(8) 會計師評估保留金額：會計師簽具保留
意見中相關會計項目應保留金額。
2. 列入合併報表公司資訊：

產品簡介
提供各季受查之企業及其子公司與其關係
人間之交易往來情形，以控管授信風險。

資料來源及提供揭露年度
關係人交易資訊係依會計師簽證或核閱

(1) 子公司統一編號及名稱：列入合併之子

「財務報表暨查核報告書」中據第六號公報

公司中文名稱及統一編號，如為國外公

「關係人交易之揭露」事項維護。季報資訊目

司，以虛擬統編表示。

前僅適用於上市、上櫃公司。由聯徵中心蒐集

(2) 出資或持股比率：列示投資列入之子公
司出資比或持股比資訊。
(3) 原因說明：列入合併報表原因說明。
(4) 資料日期：各期財簽揭露或媒體公告日

建置，並提供自95年度起之資訊供予查詢。

查詢輸入方式
輸入欲查詢之年度即可查詢，若未輸入年
度，則提供最近年度之產品資訊。

期。
(5) 行業代碼及業務性質：提供列入合併之

各項資訊欄位說明 （各欄位內容如無資料，
則以『--』表示）

子公司行業代號及業務性質；若子公司
為製造業，則揭露該行業代號至中類，
其餘則揭露至大類。

1. 關係人統編及名稱：若關係人為法人，則揭
露關係法人之企業名稱及統一編號，如為國
外關係法人，以虛擬統編表示；若關係人為

3. 未列入合併報表公司資訊：
(1) 子公司統一編號及名稱：未列入合併之
子公司中文名稱及統一編號，如為國外
公司，以虛擬統編表示。
(2) 出資或持股比率：列示投資未列入之子
公司出資比或持股比資訊。
(3) 原因說明：未列入合併報表原因說明。
(4) 資料日期：各期財簽揭露或媒體公告日
期。

自然人時，則揭露名稱及身分證號，如無身
分證號者，則單獨列示中文名稱。
2. 與關係人關係：受查合併企業與其關係人之
關係稱謂。
3. 與關係人交易事項：受查合併企業與其關係
人之往來交易事項。
4. 交易事項幣別及金額：受查合併企業與其關
係人交易往來之幣別、金額。
5. 相關科目各期餘額：與關係人交易事項，相
關科目代號及各期期末之餘額。

44

金融聯合徵信雙月刊 第十一期

產品資訊

6. 資料日期：與關係人交易事項於各期財簽揭
露或媒體公告日期。

母公司、去年同期合併公司之三十二類財務
比率，並分為財務結構、償債能力、經營效
能、獲利能力、倍數分析、資產負債分析、

N31 公開發行公司合併報表季財務
資訊及比率資訊

現金流量分析等七類，其中經營效能之各項
比率以倍數(T)表示，其餘各項比率皆以百
分比(%)表示。比率中之應付款項、應收款

產品簡介

項、存貨、淨值等四項會計項目係採期初與

提供公開發行以上公司當季及去年同期合

期末餘額之平均值計算。財務比率欄位倘出

併資產負債表、合併損益表、合併現金流量表

現『--』時，表示分母為零或該比率無法計

及母公司當季之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

算；倘出現 (+/-)9999.99% 時，表示該比率

量表等財務資訊及其財務比率資訊。

值超過 (+/-)10,000%。如所查詢企業之淨值
為負數，各項財務比率之意義請自行研判。

資料來源及提供揭露年度
由證基會取得彙整而成，並提供自95年度
第1季起之資訊供予查詢。

查詢輸入方式

4. 其他說明：本項查詢配合會計科目調整，致
使所揭露之財務報表資訊中，部分會計科
目不一致，此一差異於各該年度金額欄以
『--』表示。

輸入欲查詢之年度及季別即可查詢，若
未輸入年度及季別，則提供最近一季之產品資
訊。

各項資訊欄位說明 （各欄位內容如無資料，
則以『--』表示）
1. 行業別：揭露依據行政院主計處所編《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所賦編之行業代號及名
稱。

結語
近年來惡性倒閉之企業集團（如力霸集團
倒閉案等），皆利用具控制能力之子公司將母
公司之虧損隱藏於其中，或是將資金利用子公
司來進行資金挪用。有鑑於此，合併報表的重
要性已逐漸取代母公司財務報表；因合併報表
之透明度較母公司財務報表為高，未來發展可
能會以合併報表來取代一般報表。

2. 財務資訊：提供證基會取得彙整之查詢當季
之合併公司及母公司、去年同期之合併公司
之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及現金流量表之財務
資訊；其中，若會計項目金額欄出現『--』
時，表示無值。

徵審人員可以利用新開發之合併財務資
訊類產品，對企業集團之財務狀況做一整體評
估，再輔以查詢會計師之簽證意見及保留事
項、保留原因、列入公司為何，其產業與母公
司之關聯性、持股比列及關係人交易事項等資

3. 財務比率資訊：提供查詢當季之合併公司及

訊綜合評估審慎考量後，以降低授信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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