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貴農之會計挑戰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廖阿甚會計師、謝智政會計師、張文珍協理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為響應政府推動我國農企業（「新貴農」）進入資本市場，協助募集資

金暨吸引優秀人才，進而提升產業競爭力，遂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相關單位合作，積

極推動「農業科技業」上櫃及興櫃，並於今年 9 月 5 日新增「農業科技業」類股，以提

升農企業於市場中之辨識度，目前已有 2 家上櫃公司及 8 家興櫃公司歸類於「農業科技

業」1。

股票代號 公司名稱 最新一季每股淨值(元) 市場類別

6508 惠光 25.29 上櫃

4171 瑞基海洋 9.58 上櫃

4193 喬本生醫 26.77 興櫃

6479 瑞寶基因 12.58 興櫃

6534 正瀚生技 17.61 興櫃

6578 達邦蛋白 25.84 興櫃

7421 易宏 19.94 興櫃

8465 德河 13.67 興櫃

8490 台灣利得 9.06 興櫃

8496 台霖 18.19 興櫃

資料來源：證券櫃檯買中心網頁/ 上櫃及興櫃公司資訊/ 2016 年 10 月 31 日之資訊

農業科技業之定義

農業科技業係指運用科學技術或獨特營運模式，提升農業研發、生產與行銷之效率及

產品價值，降低氣候異常或疾病蟲帶來之農產品損失，維護經濟動(植)物營養健康與

生產環境永續，以及保障民生健康安全福祉之產業，如：育種繁殖業、栽培/飼養/養

殖業、疫病蟲害防治資材業、肥料/飼料業、機械/設備/設施/工程業、保存/加工業、

包裝/儲運/行銷業、技術服務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產業等。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公司產業類別劃分暨調整要點

台灣農企業相對於其他產業來得保守，經營者對於資本市場的遊戲規則多不熟悉，欲進

入資本市場的第一步必須有健全的會計制度，方能真實呈現公司財務狀況。本文將探討

農企業普遍將面臨之會計挑戰、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下應如何處理，以及對農企業

財務報表的主要影響，以期農企業能順利前進資本市場、再創台灣綠色經濟奇蹟！

1 櫃買中心指出，未來初次申請上櫃公司或上櫃公司申請為農業科技業類股者，需先取得農委會

之核可，且最近二年度營業收入或最近一年度營業收入來自農業科技項目分別達 50%或 80%

以上者，得劃分為農業科技業類。



農企業普遍面臨之會計挑戰

經檢視目前 10 家已上櫃或興櫃農企業之財務報表，農企業普遍面臨之會計挑戰，包括：

企業合併、農業會計、無形資產及政府補助之會計處理。分述如下：

企業合併

台灣農企業多為中小規模，需透過併購，提升規模及競爭力，並走向國際化。所謂企業

合併，係指企業（收購者）對一個或多個業務2取得控制之交易或其他事項，其會計處理

原則上應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3 號「企業合併」（IFRS 3），採用收購法處理。3

實務上併購的類型及樣態眾多（包含共同控制下之企業合併），且各種交易安排及設

計目的複雜，將使得會計處理更為複雜。此外，併購非完全的吸納，而是要進一步的融

合，如何併購才能夠真正發揮綜效，才是農企業應深思的問題。

收購法─5 步驟

 步驟 1: 辨認參與合併之個體中誰為收購者

對另一個體（被收購者）取得控制之個體即為收購者。企業合併若主要係透過移轉現

金而達成者，收購者通常為移轉現金之個體；企業合併若主要係透過交換權益而達成

者，收購者通常為發行本身權益之個體，其他尚應考量之情況，包括企業合併後個體

中之相對表決權、合併後個體董事會之組成、合併後個體高階管理階層之組成等。

 步驟 2: 決定收購日

收購日係指收購者對被收購者取得控制之日，通常為收購者依法移轉對價、取得被收

購者資產或承擔被收購者負債之日。收購日是哪一天，對會計處理的影響甚為重要，

企業合併之交易即於該日入帳，收購者之移轉對價、取得之資產及承擔之負債原則上

係依該日之公允價值衡量。

 步驟 3: 認列與衡量取得之可辨認資產、承擔之負債及被收購者之非控制權益

收購者應認列收購日所取得之可辨認資產及承擔之負債，該等資產及負債應符合資產

及負債之定義，原則上依收購日之公允價值衡量（認列或衡量原則之例外請詳 IFRS3

第 22 至 31 段）。

 步驟 4: 衡量移轉對價

移轉對價之可能形式包括現金、其他資產、收購者之業務或子公司、或有對價、普通

或特別權益工具、選擇權、認股證等。移轉對價之計算，應為收購者所移轉之資產、

收購者對被收購者之原業主所產生之負債，以及收購者所發行權益工具於收購日之公

2 業務(business)係指能被經營與管理之活動及資產組合，其目的係為直接提供報酬予投資者或

其他業主、社員或參與者，報酬之形式包括股利、較低之成本或其他經濟利益。一項業務包括

投入及處理投入之過程，而有能力創造產出。
3 惟應先檢視是否為共同控制下個體或業務之企業合併，亦即於企業合併前及合併後，所有參與

合併之個體或業務最終均由相同之一方或多方所控制，且該控制並非暫時性。涉及共同控制下

個體或業務之企業合併不適用 IFRS 3，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布之問答集，應採用帳面價

值法入帳。



允價值之總和。

 步驟 5: 認列與衡量商譽或廉價購買利益

移轉對價之公允價值、非控制權益之金額，以及收購者先前已持有被收購者之權益之

公允價值三項金額之彙總數，若超過步驟 3 認列之資產及負債的金額，則認列商譽；

反之，則應認列廉價購買利益。

農業會計

農業科技產業包含多種類型的公司，例如，石斑魚養殖、蘭花栽培、牛樟芝培育及動物

用疫苗研發等。上述類型的公司未必皆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41 號「農業」（IAS 41）之

會計處理。依據 IAS 41 之規定，其適用範圍為與農業活動有關之生物資產，而所謂農業

活動係指企業對生物資產之生物轉化及收成之管理，以供銷售、轉換為農產品或轉換為

額外之生物資產。故石斑魚養殖、蘭花栽培及牛樟芝培育有可能屬 IAS 41 之適用範圍，

而動物用疫苗則不屬 IAS 41 之適用範圍。

生物資產衡量─以公允價值衡量為主

生物資產的特性在於其具有生物轉化之特性，即導致生物資產品質或數量發生改變之成

長、退化、生產及繁殖過程。例如母豬會生小豬，小牛長大為成牛。此特性造成以成本

為基礎之衡量無法反映生物資產的真實價值，故 IAS 41 規定，除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

量之情況外，生物資產應於原始認列時及每一報導期間結束日以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衡

量，因為只有使用公允價值方能將生物轉化反映在財務報表上。然而，在台灣發展農業

科技之環境下，生物資產通常具特殊性而不具活絡市場，故其公允價值如何衡量可能成

為農企業的一項難題。

農業會計未來之發展─生產性植物

生產性植物，例如蘋果樹，其性質與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特性相近，故自民國 106 年

1 月 1 日起，改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6 號「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規定處理，亦即未成

熟之生產性植物之會計處理應與自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相同（不認列生物轉化利益），

而成熟之生產性植物則以成本減累計折舊及減損衡量，不再使用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衡

量。

無形資產

農企業最大的資產即是擁有關鍵技術，例如魚鱗轉化為膠原蛋白、蘭花育種、種苗科技、

基因轉殖及動物用疫苗等，並透過科學或生物技術的加值提高效率及產值，農企業所取

得的專利技術及自行研發的技術，會計上是否可以入帳、該如何衡量？

認列及衡量原則

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38 號「無形資產」（IAS 38）之規定，該等技術必須符合無形資產之

定義，即具可辨認性、對資源之控制及未來經濟效益之存在；以及當可歸屬於無形資產



之預期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企業，且成本能可靠衡量時，企業才能認列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應按成本進行原始衡量。

所謂可辨認性，係指資產可與企業分離或區分且可個別或隨相關合約、可辨認資產或負

債出售、移轉、授權、出租或交換，或是由合約或其他法定權利所產生。若企業有權取

得標的資源所產生之未來經濟效益，且能限制他人取得該效益時，企業可控制該資產。

無形資產所產生之未來經濟效益，可能包括銷售產品或勞務之收入、成本節省或因企業

使用資產而獲得之其他效益。例如，在生產過程中使用智慧財產，可能降低未來生產成

本，而不是增加未來收入。

內部產生之無形資產─自行研發的技術

由於難以辨認及評估內部產生之無形資產是否及何時將產生未來之經濟效益，故通常難

以評估內部產生之無形資產是否符合認列條件。企業對所有內部產生之無形資產，除遵

循上述無形資產之認列及原始衡量之一般規定外，IAS 38 規定應將無形資產之產生過

程分為「研究階段」及「發展階段」。於內部計畫之研究階段，企業無法證明存在將產生

很有可能之未來經濟效益之無形資產，故該支出應於發生時認列為費用。於內部計畫之

發展階段，因計畫之發展階段較研究階段有更進一步之進展，因此，企業在某些情況下

能辨認無形資產，並能證明該資產將產生很有可能之未來經濟效益。

政府補助

政府近年積極培養我國農業產、學、研各界創新研發能力，推動我國農業產業升級。政

府獎勵、補助項目多元，包括科技成果轉化項目、技術改造補助、產業轉型升級引導資

金等，農企業首先應判斷哪些補助屬於國際會計準則第 20 號「政府補助之會計及政府

輔助之揭露」（IAS 20）定義之政府補助，亦即政府透過移轉資源之形式給與企業以換

取企業於過去或未來遵循與營業活動有關之一定條件之輔助。再者，應確認有無企業應

遵循之條件，若有，則於可合理確信企業將遵循政府補助所附加之條件，且將可收到該

項補助時始得認列於財務報表。

關於財務報表之表達，與資產有關之補助（包括以公允價值衡量之非貨幣性補助）應將

補助列為遞延收益，或作為減項以得出該資產之帳面金額；與收益有關之補助則表達為

損益的一部分，可單獨表達，或列入如「其他收益」下表達（或於報導相關費用時將其

減除）。

農企業應如何因應

隨著農業組織的發展，許多以公司型態營運的農企業日益增多，並逐步進入資本市場籌

資，完善的公司治理、健全的會計制度與透明的財務資訊（財務報表）乃勢所必然，相

信亦有助於提升國內、外創投公司投資農企業之意願。

農企業可能面臨的會計挑戰並不少於其他產業，與一般預計 IPO 之公司類似，亟需擴張



規模，有 IFRS 3 併購會計之適用；與生技產業類似，專利技術及研發乃其最大價值，

有 IAS 38 無形資產會計之適用；與文創等新興產業類似，係政府強力扶植之產業，有

IAS 20 政府補助會計之適用；更由於產業的特殊性，而有 IAS 41 農業會計特殊準則之

適用。除了上述特殊會計議題，所有一般產業會遇到之會計議題，農企業皆有可能遇到。

此外，我國農企業多為家族企業，皆由家族內部成員擔任要職，可能並未設置專門財會

人員，多採委外記帳方式。因此，建議農企業應設置專門財會主管及人員，亦可藉由專

業會計師的協助，依其規模及未來發展，導入符合現行會計準則之會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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