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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業務活動之現金流量 凡投資、籌資活動及匯率影響以外，列入本期收支計算之交

易及其他事項所產生之現金及約當現金（包括現金及自投資

日起三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券）之流入與流出。 

9001 本期賸餘（短絀） 凡收支餘絀表內之本期賸餘（短絀）數。 

9002 利息股利之調整 凡因取得利息、股利及支付利息之現金流量應單獨揭露，故

須調整列入本期賸餘（短絀）計算內之利息收入、股利收入

及利息費用。 

900201 利息收入 凡列入本期賸餘（短絀）計算內之利息收入，以負值表達。 

900202 股利收入 凡列入本期賸餘（短絀）計算內之股利收入，以負值表達。 

900203 利息費用 凡列入本期賸餘（短絀）計算內之利息費用，以正值表達。 

9003 未計利息股利之本期賸餘

（短絀） 

凡未計利息收入、股利收入及利息費用之本期賸餘（短絀）

數。 

9004 調整項目 凡業務收入於收現時即產生現金流入，業務成本與費用於付

現時即產生現金流出，惟因業務收支認列與現金收支之時間

可能不同，故由收支餘絀表求算由業務產生之現金流量，須

調整不影響現金之收入與支出項目及其餘屬業務活動現金流

量之項目（但不含利息收入、股利收入及利息費用）。 

900401 提存呆帳、醫療折讓及評

價短絀 

凡列入本期收支計算內，應收票據、應收帳款、其他各項應

收款、長期應收票據、長期應收款、催收款項、約當現金以

外之流動金融資產、投資、金融負債等評價所提之備抵呆帳

及短絀，加上實際發生呆帳時，已提備抵呆帳不足沖抵，而

逕列之短絀；並減除沖回備抵呆帳（不含實際發生呆帳之沖

回數）之數。後者大於前二者合計之數，以負值表達。暨列

入本期收支計算之醫療折讓。 

900402 提存各項準備 凡列入本期收支計算，所提之各項準備，減除未支付現金所

沖回之各項準備。後者大於前者之數，以負值表達。 

900403 折舊、減損及折耗 凡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投資性不動產、礦產資源、生物資產

－非流動及其他資產所提之折舊及折耗費用，加計流動金融

資產、投資所提之減損短絀並扣除減損迴轉賸餘之數。 

900404 攤銷 凡攤銷金融債務工具投資溢價或折價、無形資產、遞延資產、

應付債券折價或溢價等之攤銷費用。攤銷金融債務工具投資

折價及應付債券溢價之數，以負值表達。 

900405 兌換短絀（賸餘） 凡資產、負債受匯率變動影響所產生之兌換短絀或賸餘之數。 

900406 處理資產短絀（賸餘） 凡處分約當現金以外之流動金融資產、投資、不動產廠房及

設備、投資性不動產、礦產資源、生物資產－非流動、無形

資產、待處理資產及報廢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投資性不動產

之短絀或賸餘之數。 

900407 債務整理短絀（賸餘） 凡償還、整理債務之短絀或賸餘。 

900408 其他 凡列入本期收支計算，不屬以上各項之不影響本期現金之其

他事項。賸餘之數以負值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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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411 流動資產淨減（淨增） 凡將權責基礎改以現金基礎計算所調整之非現金流動資產淨

增或淨減（不計備抵項目，及轉列兌換餘絀及其他餘絀前之

增減數，暨未實現利息收入、應收利息、應收股利、預付利

息之增減數）。 

900412 流動負債淨增（淨減） 凡將權責基礎改以現金基礎計算所調整之流動負債淨增或淨

減（不計轉列兌換餘絀及其他餘絀前之增減數，暨短期債務、

應付利息、預收利息之增減數）。 

9005 未計利息股利之現金流入

（流出） 

凡未計利息及股利前業務活動之現金流入大於其現金流出，

為未計利息股利之淨現金流入；反之，則為未計利息股利之

淨現金流出。 

9006 收取利息 凡取得利息屬賸餘（短絀）決定之一部分，使本期現金增加

之數。 

9007 收取股利 凡取得股利屬賸餘（短絀）決定之一部分，使本期現金增加

之數。 

9008 支付利息 凡支付利息屬賸餘（短絀）決定之一部分，使本期現金減少

之數。 

91 業務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流出） 

凡業務活動之現金流入大於其現金流出，為業務活動之淨現

金流入；反之，則為業務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92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凡取得及處分約當現金以外之流動金融資產（不計交易目的

流動金融資產之增減數）、投資、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投

資性不動產、礦產資源、生物資產－非流動、無形資產、什

項資產、待處理資產，增加及減少長期應收款、貸墊款、準

備金、遞延資產，取得利息、股利屬投資之報酬，所產生之

現金流入流出。 

9201 減少流動金融資產及短期

貸墊款 

凡減少流動金融資產及短期貸墊款，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20101 減少流動金融資產 凡減少流動金融資產，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20102 減少短期貸款 凡減少短期貸款，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20103 減少短期墊款 凡減少短期墊款，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202 減少投資、長期應收款、

貸墊款及準備金 

凡減少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金，使本期現金增

加之數。 

920201 減少投資 凡減少採權益法之投資、非流動金融資產及其他長期投資，

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20202 減少長期應收款 凡減少長期應收款，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20203 減少長期貸款 凡減少長期貸款，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20204 減少長期墊款 凡減少長期墊款，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20205 減少準備金 凡減少準備金，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203 減少不動產、廠房及設

備、礦產資源 

凡處分不動產、廠房及設備、礦產資源，使本期現金增加之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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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301 減少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凡處分不動產、廠房及設備，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20302 減少礦產資源 凡處分礦產資源，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204 減少投資性不動產 凡處分投資性不動產，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205 減少生物資產－非流動 凡處分消耗性生物資產－非流動及生產性生物資產－非流

動，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206 減少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 凡處分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20601 減少無形資產 凡處分無形資產，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20602 減少其他資產 凡處分其他資產，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207 收取利息 凡取得利息屬投資之報酬，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208 收取股利 凡取得股利屬投資之報酬，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209 其他投資活動之現金流入 凡不屬於以上各項投資活動，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20901 其他投資活動之現金流入 凡不屬於以上各項投資活動，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210 增加流動金融資產及短期

貸墊款 

凡增加流動金融資產及短期貸墊款，使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21001 增加流動金融資產 凡增加流動金融資產，使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21002 增加短期貸款 凡增加短期貸款，使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21003 增加短期墊款 凡增加短期墊款，使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211 增加投資、長期應收款、

貸墊款及準備金 

凡增加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金，使本期現金減

少之數。 

921101 增加投資 凡取得採權益法之投資、非流動金融資產及其他長期投資，

使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21102 增加長期應收款 凡增加長期應收款，使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21103 增加長期貸款 凡增加長期貸款，使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21104 增加長期墊款 凡增加長期墊款，使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21105 增加準備金 凡增加準備金，使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212 增加不動產、廠房及設

備、礦產資源 

凡取得不動產、廠房及設備、礦產資源，使本期現金減少之

數。 

921201 增加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凡取得不動產、廠房及設備，使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21202 增加礦產資源 凡取得礦產資源，使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213 增加投資性不動產 凡取得投資性不動產，使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214 增加生物資產－非流動 凡取得消耗性生物資產－非流動及生產性生物資產－非流

動，使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215 增加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 凡增加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使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21501 增加無形資產 凡取得無形資產，使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21502 增加其他資產 凡取得其他資產，使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216 其他投資活動之現金流出 凡不屬於以上各項投資活動，使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21601 其他投資活動之現金流出 凡不屬於以上各項投資活動，使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3 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流出） 

凡投資活動之現金流入大於其現金流出，為投資活動之淨現

金流入；反之，則為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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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籌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凡增加及減少債務、其他負債、基金、公積，填補短絀、支

付利息及賸餘分配，所產生之現金流入與流出。 

9401 增加短期債務、流動金融

負債及其他負債 

凡增加短期債務、流動金融負債及其他負債，使本期現金增

加之數。 

940101 增加短期債務 凡增加短期債務，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40102 增加流動金融負債 凡增加流動金融負債，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40103 增加其他負債 凡增加其他負債，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402 增加長期負債 凡舉借長期負債，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40201 增加長期債務 凡舉借長期債務，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40202 增加非流動金融負債 凡增加非流動金融負債，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403 增加基金、公積及填補短

絀 

凡增加基金、公積及填補短絀，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40301 增加基金 凡增加基金，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40302 增加公積 凡增加公積，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40303 撥款填補短絀 凡撥款填補短絀，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404 其他籌資活動之現金流入 凡不屬於以上各項籌資活動，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40401 其他籌資活動之現金流入 凡不屬於以上各項籌資活動，使本期現金增加之數。 

9405 減少短期債務、流動金融

負債及其他負債 

凡減少短期債務、流動金融負債及其他負債，使本期現金減

少之數。 

940501 減少短期債務 凡減少短期債務，使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40502 減少流動金融負債 凡減少流動金融負債，使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40503 減少其他負債 凡減少其他負債，使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406 減少長期負債 凡償還長期負債，使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40601 減少長期債務 凡償還長期債務，使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40602 減少非流動金融負債 凡減少非流動金融負債，使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407 減少基金及公積 凡減少基金及公積，使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40701 減少基金 凡減少基金，使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40702 減少公積 凡減少公積，使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408 支付利息 凡取得財務資源須支付利息，使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409 賸餘分配款 凡依賸餘分配程序，將賸餘解繳公庫或其他依法分配款，使

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40901 解繳公庫淨額 凡依賸餘分配程序，將賸餘解繳公庫，使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40902 其他依法分配款 凡依法，按賸餘分配程序，撥付分配款，使本期現金減少數。 

9410 其他籌資活動之現金流出 凡不屬於以上各項籌資活動，使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41001 其他籌資活動之現金流出 凡不屬於以上各項籌資活動，使本期現金減少之數。 

 

95 籌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凡籌資活動之現金流入大於其現金流出，為籌資活動之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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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出） 金流入；反之，則為籌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96 匯率影響數 凡外幣現金餘額按期末結帳匯率換算成新台幣，大於按外幣

收付當時匯率或當期加權平均匯率換算成新台幣之收支差額

者，以正值表達；反之，則以負值表達。 

97 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增

（淨減） 

凡本期業務、投資、籌資活動及匯率影響所產生之現金流入

大於現金流出之數，為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增；反之，則為

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減。 

98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 係本期期初現金及自投資日起三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

券，合計之數。 

99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 係本期期末現金及自投資日起三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

券，合計之數。 

註：第 1 級項目編號為 2 碼，第 2 級項目編號為 2 碼，第 3 級項目編號為 2 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