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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 凡本期交易或其他事項所產生之資產流入或負債清償等 

各種收益或利得者，包括營業收入及營業外收入皆屬之。 

已實現收入之數，記入貸方。各科目貸方餘額，決（結 

算時轉入「3319 本期損益」。 

41 營業收入 凡銷售貨物、供應勞務及金融保險服務等所獲得之收入皆 

屬之。 

4101 銷貨收入 凡各種銷貨收入屬之。 

410101 銷貨收入 凡銷售各種產品（或商品）之收入總額屬之。 

410102 銷貨退回 凡銷售產品（或商品）經顧客退回而未能獲得之收入屬 

之。（本科目係「410101 銷貨收入」之抵銷科目） 

410103 銷貨折讓 凡銷售產品（或商品）給予顧客折扣讓價屬之。（本科目 

係「410101 銷貨收入」之抵銷科目） 

410104 電費收入 凡供售電能、電力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0105 給水收入 凡供應公共給水、民生及工業用水等所發生之收入皆屬 

之。 

4102 勞務收入 凡供應勞務之營建、修造、加工、服務、運輸、港埠及廣 

告收入等屬之。 

410201 營建收入 凡承建營建工程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0202 修造收入 凡修理營造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0203 加工收入 凡代客戶原料或產品加工製造後交付加工品所獲得之收 

入屬之。 

410204 服務收入 凡為客戶服務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0205 管理費收入 凡提供管理服務所計收價金之收入皆屬之。 

410206 客運收入 凡以運輸設備載運旅客之各項收入皆屬之。 

410207 客運收入折讓 凡客運收入之折扣讓價屬之。（本科目係「410206  客運 

收入」之抵銷科目） 

410208 貨運收入 凡載運貨物所獲得之運費收入屬之。 

410209 貨運收入折讓 凡貨運收入之折扣讓價屬之。（本科目係「410208  貨運 

收入」之抵銷科目） 

410210 油運收入 凡承運原油、石油氣所獲得之運費及延滯費等收入屬之。 

410211 油運收入折讓 凡油運收入之折扣讓價屬之。（本科目係「410210  油運 

收入」之抵銷科目） 

410212 軍運收入 凡經營軍運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0213 船舶出租收入 凡經營航舶出租所獲得之租金收入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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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214 船舶出租折讓 凡船舶出租之折扣讓價屬之。（本科目係「410213  船舶 

出租收入」之抵銷科目） 

410215 倉儲收入 凡經營倉儲業務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0216 其他運輸收入 凡不屬以上客運收入及貨運收入等之其他運輸收入屬之。

410217 港灣收入 凡按核定費率以碼頭船席供船舶停泊，或以浮筒供船舶繫 
泊，或以曳船協助停靠，拖離碼頭或為船舶帶纜、解纜所 

得之船舶停泊收入及輸供船用或外售所得之給水收入等 

皆屬之。 

410218 棧埠收入 凡按核定費率，在碼頭區裝卸搬運貨物所收之裝卸管理、 
工具及使用裝卸機械設備等所收之裝卸收入，或在貨櫃場 

裝卸、管理、機械使用、及場地出租等所收之貨櫃業務收 

入、倉儲收入、或以拖船、駁船、拖駁貨物所得之拖船收 

入，駁船收入及其他棧埠收入等皆屬之。 

410219 發行收入 凡因發行報紙、書刊、錄影帶、影片等所得之收入均屬之。
收入之數記貸方，沖轉之數記借方；其貸方餘額，表示發 

行收入之總額。 

410220 廣告收入 凡受客戶委託刊登廣告之收入均屬之。 

410221 書刊收入 凡發行刊物所得書刊費收入均屬之。收入之數記貸方，其 

貸方餘額，表示書刊收入之總額。 

410222 用戶新設給水裝置收入 凡本期為用戶新設給水裝置之收入屬之。 

410223 用戶修理給水裝置收入 凡本期為用戶修理給水裝置之收入屬之。收入之數，記入 

貸方，其貸方餘額，表示為用戶修理給水裝置收入之總額。

410224 表外管裝置收入 凡為裝置表外管所發生之裝置工資、材料等各項收入皆屬 

之。 

410225 觀光遊樂收入 凡觀光遊樂門票收入等皆屬之。 

4103 金融保險收入 凡經營金融保險業務之利息、保費、手續費及佣金等各項 

收入及收回各種準備等屬之。 

410301 利息收入 凡金融保險業融資授信、各種存款及投資金融資產所產生 

之利息收入屬之。 

410302 保費收入 凡經營財產、人身保險、存款保險及再保險所獲得之各項 

保險費收入等屬之。 

410303 轉再保攤回再保佣金 凡依原再保條件分出轉再保而攤回之佣金收入屬之。 

410304 攤回再保賠款與給付 凡分出再保險而攤回之各種賠款、理賠費用與給付屬之。

410305 收回責任準備 凡依規定收回各險責任準備屬之。 

410306 特別保費收入 凡依存款保險條例收取之特別保險費收入。 

410307 收回未滿期保費準備 凡依規定收回各險未滿期保費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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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308 收回特別準備 凡依規定收回各險特別準備屬之。 

410309 收回賠款準備 凡依規定收回之賠款準備屬之。 

410310 收回輸出保險準備 凡輸出保險業務之保費收入、收回保費準備及未決賠款準 

備，不足支應保險賠款、提存保費準備及未決賠款準備，

依規定收回原提存之輸出保險準備屬之。 

410311 手續費收入 凡代辦各項手續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0312 收回負債適足準備 凡依規定收回各險負債適足準備屬之。 

410313 收回其他準備 凡依規定收回各險其他準備屬之。 

410314 收回保費不足準備 凡依規定收回之保費不足準備屬之。 

410315 出售證券利益 凡證券商出售營業證券所獲得之利益屬之，以出售證券收 

入減出售證券成本之淨利列示。 

410316 投資利益 凡以投資為營業項目者，其金融資產、金融負債及採權益 
法認列之投資等評價所認列之利益（份額）、處分之利益、

減損迴轉利益，及由金融資產、金融負債所獲得之股息紅

利、利息收入等，應列入本期損益者屬之。 

410317 證券經紀及承銷收入 凡證券商辦理證券經紀及承銷業務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0318 分離帳戶保險商品收益 凡分離帳戶保險商品之各項收益總和屬之。 

410319 兌換利益 凡外幣資產或負債因匯率變動實際兌換或評價之利益。 

410320 信託投資利益 凡委託國內外金融機構從事各種投資運用之收益屬之。 

410321 生金銀利益 凡生金銀兌出兌入之利益屬之。 

410322 其他金融保險收入 凡不屬於以上各項之金融保險收入屬之。 

4198 其他營業收入 凡投資性不動產收入、租賃收入、代理收入及處分投資性 

不動產利益等屬之。 

419801 投資性不動產收入 凡出租投資性不動產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9802 租賃收入 凡出租投資性不動產以外資產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9803 代理收入 凡受託代辦或代理之各項收入屬之。 

419804 政府補助收入 凡依配合政府政策由政府補助之收入，依收入與成本配合 

原則宜列為營業收入者屬之。 

419805 什項營業收入 凡不屬以上各項之其他營業收入屬之。 

419806 撥入徵收收入 凡政府依法令規定撥入徵收款項之收入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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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807 處分投資性不動產利益 凡處分投資性不動產所獲得之利益屬之。 

4199 內部損益 凡各部門或分支機構之內部損益屬之。 

419901 內部損益 凡實施內部盈虧獨立計算之機構，其各部門或分支機構之 

收入屬之。 

49 營業外收入 凡正常業務營運範圍以外之各項收入皆屬之。 

4901 財務收入 凡投資理財之利息收入、兌換利益、租賃收入及投資收益 

等屬之。 

490101 利息收入 凡非以投資為營業項目者，其各種存款、貸出款項及投資 

金融資產所產生之利息收入屬之。 

490102 兌換利益 凡外幣資產或負債因匯率變動實際兌換或評價之利益屬 

之。 

490103 投資收益 凡非以投資為營業項目者，其金融資產、金融負債及採權 
益法認列之投資等評價所認列之利益（份額）、處分之利 

益、減損迴轉利益，及由金融資產、金融負債所獲得之股 

息紅利、利息收入等，應列入本期損益者屬之。 

4998 其他營業外收入 凡不屬以上各項之營業外收入屬之。 

499801 投資性不動產收入 凡非以從事出租投資性不動產為主要營運項目者，其出租 

投資性不動產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99802 租賃收入 凡出租投資性不動產以外資產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99803 財產交易利益 凡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投資性不動產、礦產資源、生物資 

產及無形資產變賣、交換等所獲得之利益屬之。 

499804 資產減損迴轉利益 凡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投資性不動產、無形資產、生物資 

產等資產，存有證據顯示以前期間所認列之減損損失，已 

不存在或減少時，於已認列損失範圍內迴轉利益屬之。 

499805 賠償收入 凡資產或權益受損所獲賠償超過帳面價值部分及各種罰 

款收入屬之。 

499806 代理收入 凡受託代辦或代理各項業務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99807 當期原始認列農產品之利益 凡自生物資產收成之農林漁牧等農產品，以收成點之公允 

價值減出售成本所產生之利益屬之。 

499808 什項收入 凡不屬以上各項之其他營業外收入屬之。 

5 支出 凡本期交易或其他事項所產生之資產流出或負債發生等 
各種費用或損失者，包括營業成本、營業費用及營業外費 

用。發生之數，記入借方。各科目借方餘額，決（結）算 

時轉入「330204 本期損益」。 

51 營業成本 凡銷售貨物、提供勞務及金融保險業務等各項成本皆屬 

之。 

5101 銷貨成本 凡銷售貨物之直接及間接生產費用等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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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101 銷貨成本 凡銷售各種產品（或商品）之生產（或進貨）成本屬之。

510102 直接材料 凡直接用於產品製造之主要材料成本屬之。 

510103 直接人工 凡直接用於產品製造之人工成本屬之。 

510104 製造費用 除直接材料、直接人工外，凡生產部門及供應部門之各項 

費用屬之。 

510105 已分配製造費用 凡依標準成本分配之製造費用屬之。 

510106 少（多）分配製造費用 凡依標準成本分配製造費用之少（多）分配差額屬之。 

510107 水力發電費用 凡水力發電所發生之各項費用屬之。 

510108 火力發電費用 凡火力發電所發生之各項費用屬之。 

510109 核能發電費用 凡核能發電所發生之各項費用屬之。 

510110 再生能源發電費用 凡利用再生能源（如風力、地熱、太陽光電、潮汐等）發 

電所發生之各項費用屬之。 

510111 購入電力 凡購入電力所發生之各項費用屬之。 

510112 輸電費用 凡輸電所發生之各項費用屬之。 

510113 配電費用 凡配電所發生之各項費用屬之。 

510114 原水費用 凡從水源取得原水輸送至淨水場進水口前所發生之成本 

皆屬之。 

510115 淨水費用 凡淨水場進水口至清水池間為淨化地下水或地面水所發 

生之成本皆屬之。 

510116 供水費用 凡自淨水場清水池出口起輸送自來水所發生之成本皆屬 

之。 

510117 水庫維護費用 凡水源暨水庫維護所發生之費用皆屬之。 

5102 勞務成本 凡供應勞務之營建、修造、加工、服務、運輸、港埠及廣 

告等費用等屬之。 

510201 營建費用 凡承建營造工程所耗用之材料、人工及費用屬之。 

510202 修造費用 凡承修改造所耗用之材料、人工及費用屬之。 

510203 加工費用 凡代客戶原料或產品加工製造所耗用之人工、費用及其他 

材料屬之。 

510204 服務費用 凡為客戶提供服務所耗用之材料、人工及費用屬之。 

510205 運輸費用 凡航運業以外之各項運輸費用屬之。 

510206 航行費用 凡航運業承載貨物運輸及維持設備於適航狀態所發生之 

各項費用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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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207 待航費用 凡營運船舶待航或維修期間所發生之各項費用屬之。 

510208 站務費用 凡為管理車輛調度提供旅客之購票、上車、服務等所發生 

之各項費用皆屬之。 

510209 倉儲費用 凡經營倉儲業務所發生之各項費用屬之。 

510210 維持費用 凡站務及港埠之維護等所發生之各項費用皆屬之。 

510211 行車費用 凡為營業客車行駛營運路線提供運輸動能及辦理營運區 

域業務所發生之各項費用皆屬之。 

510212 港灣費用 凡辦理港灣業務如供船舶進出、船席調度、碼頭管理暨因 

船舶繫泊，駛離碼頭或浮筒所發生之帶解纜費用，以及使 

用拖船，協助船舶靠離碼頭所發生之曳船費用，或因供應 

船舶淡水所發生之給水等費用皆屬之。 

510213 棧埠費用 凡辦理棧埠業務如碼頭船上裝卸業務及貨物搬運所發生 
之裝卸費用，及通棧倉儲業務所發生之費用，整理費用，

機械設備費用，損害賠償費用，設備租金或使用拖駁船拖

載貨物所發生之拖駁費用皆屬之。 

510214 發行費用 凡因發行報紙、錄影帶、影片等所需各項編輯、印製及推 

廣等費用屬之。 

510215 廣告費用 凡廣告所需之各項成本均屬之。 

510216 書刊費用 凡發行書刊所需各項成本均屬之。 

510217 用戶新設給水裝置成本 凡本期為用戶新設給水裝置之成本皆屬之。 

510218 用戶修理給水裝置成本 凡本期為用戶修理給水裝置之成本皆屬之。發生之數，記 

入借方，其借方餘額，表示為用戶修理給水裝置成本之總 

額。 

510219 表外管裝置成本 凡為裝置表外管所發生之裝置工資、材料等各項成本皆屬 

之。 

510220 觀光遊樂費用 凡辦理觀光遊樂業務，提供觀光遊樂設施及其他各項服務 

所發生之費用屬之。 

5103 金融保險成本 凡經營金融保險業務所發生之利息、保費、佣金等各項費 

用及提存各種準備等屬之。 

510301 利息費用 凡收受存款或舉借其他債務及金融負債所發生之各項利 

息費用屬之。 

510302 保險費用 凡經營各種保險及再保險所支付之各項保險費屬之。 

510303 承保費用 凡承保或再保各種保險所發生之各項費用屬之。 

510304 佣金費用 凡承保各種保險支付之佣金及分入再保佣金屬之。 

510305 保險賠款與給付 凡承保各種保險所發生之賠款與給付屬之。 

510306 提存責任準備 凡辦理保險業務依規定提存之責任準備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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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307 提存未滿期保費準備 凡辦理保險業務依規定提存之未滿期保費屬之。 

510308 提存特別準備 凡辦理保險業務依規定提存之特別準備屬之。 

510309 安定基金支出 凡辦理保險業務依規定計算提撥之保險安定基金支出屬 

之。 

510310 提存賠款準備 凡依規定提存之賠款準備屬之。 

510311 提存輸出保險準備 凡輸出保險業務依規定按輸保收支剩餘提存備供彌補日 

後輸保入不敷出之準備屬之。 

510312 手續費用 凡委託辦理各項手續所發生之費用屬之。 

510313 提存負債適足準備 凡辦理保險業務依規定提存負債適足準備屬之。 

510314 提存其他準備 凡辦理保險業務依規定提存其他準備屬之。 

510315 具金融商品性質之保險契約 

準備變動數 

具金融商品性質之保險契約準備本期變動數列入損益者 

屬之。 

510316 提存外匯價格變動準備 凡辦理保險業務依規定提存外匯價格變動準備屬之。 

510317 提存保費不足準備 凡依規定提存之保費不足準備屬之。 

510318 證券自營費用 凡證券商辦理證券自營業務所發生之各項費用屬之。 

510319 出售證券損失 凡證券商出售營業證券收入小於營業證券成本時之差額 

屬之，以出售證券收入減出售證券成本之淨損列示。 

510320 投資損失 凡以投資為營業項目者，其投資金融資產、金融負債及採 

權益法之投資等評價所認列之損失（份額）、處分之損失 

及減損損失等，應列入本期損益者屬之。 

510321 證券經紀及承銷費用 凡證券商辦理證券經紀及承銷業務所發生之各項費用屬 

之。 

510322 分離帳戶保險商品費用 凡分離帳戶保險商品之各項費用總和屬之。 

510323 兌換損失 凡外幣資產或負債因匯率變動實際兌換、評價之損失及中 

央銀行買賣遠期外匯折價攤銷屬之，惟中央銀行依法對外 

匯評價所產生之兌換差額，應分別作為業主權益調整項目 

及遞延兌換差價損失。 

510324 各項提存 凡金融機構對備抵呆帳、保證責任準備、兌換損失準備、

買賣票券損失準備、違約損失準備、及意外損失準備等各 

項提存屬之。 

510325 呆帳 凡依規定報准轉銷債權超出備抵呆帳或各項準備之數屬 

之。 

510326 現金運送費 凡現金調度所發生之運送費屬之。 

510327 生金銀損失 凡生金銀兌出兌入所發生之損失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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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329 其他金融保險成本 凡不屬於以上各項之金融保險成本屬之。 

5198 其他營業成本 凡投資性不動產費用、租賃成本、代理費用及處分投資性 

不動產損失等屬之。 

519801 處分投資性不動產損失 凡處分投資性不動產所產生之損失屬之。 

519802 投資性不動產費用 凡投資性不動產出租所產生之相關費用等屬之。 

519803 租賃成本 凡出租投資性不動產以外資產所發生之成本屬之。 

519804 探勘費用 凡探勘自然資源所發生之調查、測勘、規劃、研究、施工 

等各項費用屬之。 

519805 代理費用 凡委託代辦或代理各項業務所發生之費用屬之。 

519806 什項營業成本 凡不屬於以上各項之其他營業成本屬之。 

5199 內部損益 凡各部門或分支機構之內部損益屬之。 

519901 內部損益 凡實施內部盈虧獨立計算之機構，其各部門或分支機構之 

成本與費用屬之。 

52 營業費用 凡配合產銷營運所發生之各項營業費用皆屬之。 

5201 行銷費用 凡各項行銷費用屬之。 

520101 行銷費用 凡行銷部門及促進產品銷售所發生之各項費用屬之。 

5202 業務費用 凡各項業務費用屬之。 

520201 業務費用 凡業務部門所發生或攤計之各項費用屬之。 

5203 管理費用 凡各項管理費用屬之。 

520301 管理費用 凡管理部門所發生或攤計之各項費用屬之。 

5298 其他營業費用 凡研究發展、員工訓練及其他營業費用等屬之。 

529801 研究發展費用 凡為研究發展新產品、改進技術、改善製程、節約能源、

防治污染及產品市場調查等有關費用屬之。 

529802 員工訓練費用 凡為推廣業務、加強管理及改進技術等有關訓練員工費用 

屬之。 

529803 什項營業費用 凡不屬以上各項之其他營業費用屬之。 

59 營業外費用 凡正常業務營運範圍以外之各項費用或損失皆屬之。 

5901 財務費用 凡投資理財之利息費用、兌換損失、匯費、手續費及證券 

發行費、投資損失等屬之。 

590101 利息費用 凡非以投資為營業項目者，其舉借各種債務及金融負債所 

產生之利息等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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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102 兌換損失 凡外幣資產或負債因匯率變動實際兌換、評價之損失屬 

之。 

590103 匯費、手續費及證券發行費 凡匯費、公司債發行費、金融機構代發股息紅利及各項代 

辦業務手續費、有價證券發行費屬之。 

590104 投資損失 凡非以投資為營業項目者，其投資金融資產、金融負債及
採權益法之投資等評價所認列之 損失（份額）、處分之
損失及減損損失等，應列入本期損 益者屬之。 

5998 其他營業外費用 凡不屬以上各項之營業外費用或損失等屬之。 

599801 投資性不動產費用 凡投資性不動產出租所產生之相關費用等屬之。 

599802 財產交易損失 凡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投資性不動產、礦產資源、生物 

資產及無形資產變賣、交換等所發生之損失屬之。 

599803 資產報廢損失 凡報廢資產所發生之損失屬之。 

599804 災害損失 凡由於一般天然災害或意外事故等所發生之損失屬之。 

599805 警務費用 凡辦理港務警察業務所發生之業務費用屬之。 

599806 航政費用 凡辦理航政管理業務所發生之費用屬之。 

599807 消防費用 凡辦理港務消防業務所發生之費用屬之。 

599808 資產減損損失 凡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投資性不動產、無形資產、生物資 

產等資產帳面價值超過可回收金額部分屬之。 

599809 停工損失 凡營運上因故暫時停工之損失屬之。 

599810 停航船舶費用 凡由於特殊原因致船舶停航所發生之船員薪資、事務費及 

其他船舶維持費用屬之。 

599811 儲備員工費用 凡為儲備員工及候派船員所發生之各項費用屬之。 

599812 違章處理費用 凡違反規（約）定所發生之賠償、違約金及其他各項處理 

費用屬之。 

599813 補貼及獎勵費用 凡對用戶之補貼及獎勵屬之。 

599814 優存超額利息 凡辦理軍公教退休（伍）金優惠儲蓄存款業務，實際負擔 
之利息扣除按一年期或二年期定期儲蓄存款牌告利率設 

算之利息，及國營事業負擔優惠存款利息扣除正常存款利 

息後之超額利息屬之。 

599815 當期原始認列農產品之損失 凡自生物資產收成之農林漁牧等農產品，以收成點之公允 

價值減出售成本所發生之損失屬之。 

599816 什項費用 凡不屬以上各項之其他營業外費用屬之。 

61 營業毛利（毛損） 凡營業收入減除營業成本後之餘額。其為正數，表示本期 

營業毛利之數；其為負數，表示本期營業毛損之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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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營業利益（損失） 凡營業收入減除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後之餘額。其為正 

數，表示本期營業利益之數；其為負數，表示本期營業損 

失之數。 

63 營業外利益（損失） 凡營業外收入扣除營業外費用後之餘額。其為正數，表示 
本期營業外利益之數；其為負數，表示本期營業外損失之 

數。 

64 稅前淨利（淨損） 凡營業利益（或損失）加上營業外利益（或損失）後之餘 

額屬之。其為正數，表示本期稅前淨利之數；其為負數，

表示本期稅前淨損之數。 

65 所得稅費用（利益） 凡本期稅前淨利（淨損），依所得稅法等有關規定核算應 

認列之所得稅費用（利益）屬之。 

6501 所得稅費用（利益） 凡本期稅前淨利（淨損），依所得稅法等有關規定核算應 

認列之所得稅費用（利益）屬之。 

650101 所得稅費用（利益） 凡本期稅前淨利（淨損），依所得稅法等有關規定核算應 

認列之所得稅費用（利益）屬之。 

66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利（淨 

損） 

凡本期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利（或淨損）扣除所得稅費用 

（或利益）後之餘額屬之。其為正數，表示繼續營業單位 

本期稅後淨利之數；其為負數，表示繼續營業單位本期稅 

後淨損之數。 

67 停業單位損益 凡停業單位之稅後損益，及構成停業單位之資產或處分群 

組於按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衡量時或於處分時所認列之 

稅後利益或損失屬之。其為正數，表示停業單位利益之 

數；其為負數，表示停業單位損失之數。 

6701 停業單位損益 凡停業單位之稅後損益，及構成停業單位之資產或處分群 
組於按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衡量時或於處分時所認列之 

稅後利益或損失屬之。其為正數，表示停業單位利益之 

數；其為負數，表示停業單位損失之數。 

670101 停業單位稅後損益 凡停業單位之稅後損益屬之。其為正數，表示停業單位稅 

後利益之數；其為負數，表示停業單位稅後損失之數。 

670102 停業單位資產或處分群組處 

分損益（稅後） 

凡構成停業單位之資產或處分群組於處分時所認列之稅 
後損益屬之。其為正數，表示停業單位資產或處分群組稅 

後處分利益之數；其為負數，表示停業單位資產或處分群 

組稅後處分損失之數。 

670103 停業單位資產或處分群組按 
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衡量損 

益（稅後） 

凡構成停業單位之資產或處分群組按公允價值減出售成 
本衡量時所認列之稅後損益屬之。其為正數，表示停業單 

位資產或處分群組按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衡量稅後利益 

之數；其為負數，表示停業單位資產或處分群組按公允價 

值減出售成本衡量稅後損失之數。 

68 本期淨利（淨損） 凡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利（或淨損）加計停業單位損益之 
餘額屬之。其為正數，表示本期稅後淨利之數；其為負數，

表示本期稅後淨損之數。 

71 本期其他綜合損益（稅後淨 

額） 

凡本期其他綜合損益（稅後淨額）屬之。 

7101 本期其他綜合損益（稅後淨 凡扣除相關所得稅影響數前之本期其他綜合損益，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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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 綜合損益組成部分相關之所得稅之合計數屬之。 

71010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 

之兌換差額 

凡將國外營運機構之經營結果及財務狀況換算為表達貨 

幣產生之兌換差額屬之。損失時請以負值表示。 

710102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損 

益 

凡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之稅前評價損益屬之。損失時 

請以負值表示。 

710103 現金流量避險中屬有效避險 

部分之避險損益 

凡金融資產現金流量有效避險部分產生之未實現持有稅 

前損益屬之。損失時請以負值表示。 

710104 未實現重估增值 凡土地以外之資產依法令辦理重估增值之數，或土地依規 
定調整而發生之增值扣除估計應付土地增值稅後之差額 

屬之。 

710105 採用權益法認列之其他綜合 

損益份額 

凡投資者按其所享有股權淨值之份額，以權益法認列之其 

他綜合損益屬之。損失時請以負值表示。 

710106 確定福利計畫之再衡量數 凡精算損益、未包含於淨利息之計畫資產報酬及未包含於 

淨利息之資產上限影響數之變動部分屬之。損失時請以負 

值表示。 

710107 與本期其他綜合損益相關之 

所得稅 

凡與其他綜合損益項目相關之所得稅費用（利益）屬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