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固定資產管理篇

亞洲大學 邱紹群 老師整理

資料來源：財務模組應用篇(鼎新電腦)

一、 基本資料的設定與建置
目的

：設定資產取得及折舊的單別，並預設資產出售利得、出售損失會計科目，以利傳票分錄使用。

作業位置 ：固定資產管理系統 → 基本資料管理 → 固定資產參數設定作業。
固定資產
參數設定
P. 6-4

(1) 取得單別："資產資料建立作業"確認後，系統會依據參數作業設定之單別自動產生資產取得單號。
(2) 折舊單別：執行「自動攤提折舊作業」時，會依此設定單別產生每一項固定資產之月折舊單。
(3) 出售利得科目、損失科目：資產出售金額與帳面價值的差異會有利得或損失，可在此預設會計科目，以供後續會計傳票使用。
目的

資產類別
建立作業
P. 6-5

：將固定資產分類以利管理。資產取得時，亦可依類別帶入預設資料，節省輸入時間。

作業位置 ：固定資產管理系統 → 基本資料 → 資產類別建立作業。
(1) 資產類別代號：可依資產會計科目編碼建立，以利資產分類與會計帳對應，於檢核資料時能更簡單而清楚地分辨。
(2) 功用：「資產資料建立作業」新增時，會預設該類別所對應的會計科目、折舊方法及耐用月數等，節省輸入時間。

二、 資產取得流程
(1) 詢價：申請新購資產時，需求單位填寫請購單後由採購單位向廠商進行詢比議價。
(2) 請購：確認採買廠商後須維護請購資料的品項數量及價格，再透過請購資料更新作業，產生資產採購單據。
資產取得
流程
P. 6-6

(3) 編號：資產進貨後，由系統自動賦予編號並將取得之資產產生在「資產資料建立作業」以納入管理
(4) 付款：固定資產進貨後，廠商請款可透過「應付管理系統」進行帳務處理。
(5) 入帳：資產取得確認後，會計人員亦須將資產新購明細切立分錄到會計傳票裡，以確保資產帳務與會計帳冊之一致。
範例

資產資料
建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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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1/5 購入筆記型電腦1 台，成本 NT$45,000，預計使用期限 3 年，採平均法折舊，並依"保管部門"分攤，保管人張明達。

步驟一：新增「資產資料建立作業」。固定資產管理系統 → 基本資料管理 → 資產資料建立作業。按下工具列"新增"鈕。
P. 6-7
A. 按 F2 開窗查詢資產編碼原則，賦予新購資產編號。例如：新購筆記型電腦，可歸屬在「辦公設備-筆記型電腦」類。
(1) 資產編號：
B. 例如：156106002，前6位編碼為資產編碼 156106，後 3 碼為流水號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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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產名稱、規格：當系統自動編號後，會帶出預設的資產名稱、規格，可自行修改。
P. 6-8
A. 意涵：資產根據型態應設定為主件或附件。若該資產為附件，需於「主件編號」輸入資產附屬的主件編號。
(3) 型態：

B. 主件範例：「筆記型電腦」為主件，所以設定其「型態=主件」，而「主件編號」會等同於該資產編號。
C. 附件範例：若電腦配件「滑鼠」須列管，則新增資產時型態將設為附件，對應其主件- 筆記型電腦，以便管理。
A. 意涵：指此資產的所屬分類，後續可依類別檢視報表。

(4) 資產類別：
B. 注意：所有類別資料須先在"資產類別建立作業"設定，例如：「筆記型電腦」類別為「辦公設備」。
A. 必須輸入：新購資產的「數量」及「單位」需輸入，以便異動記錄管理。
(5) 單位、數量：
B. 注意：單頭資產數量須等於單身各部門保管之總數量。
資產資料
建立作業

A. 功能：可應用於內部資產管理及稅務資產帳之區分。
(6) 管理區分：
B. 例如：只列管不列帳的資產可設定一個代號、列管亦列帳者設另一個代號，可依區分代號分別列印資產帳冊報表。
(7) 耐用月數：系依據該資產之類別，由系統自動帶出「資產類別建立作業」設定的「耐用月數」，可修改。
(8) 未攤月數：若為新購資產，則未攤月數會自動預設等於耐用月數，在每月攤提折舊且折舊單確認後，未攤月數會因而遞減。
(9) 取得日期：為資產購買日期，依範例輸入取得日期為「01/05」。
(10) 銷帳日期：待資產銷帳(報廢、 出售、折舊)後，系統會自動回寫，不須手動輸入。
(11) 原幣及本幣「取得成本」：需記錄購買時資產的原幣及本幣之取得成本，如本例「NTD 45,000」。
(12) 改良成本、重估差價、減損差價：由後續異動單據確認回寫。新購資產因尚無改良及其他異動資產狀況，故無須輸入。
A. 部門代號、名稱：「保管部門」資料須先在「部門資料建立作業」設定。本例輸入「部門代號：1000 業務部」。
(13) 單身：
P. 6-9

B. 保管人、人員名稱：資料須在「員工姓名建立作業」設定保管人及其歸屬的部門。本例輸入「保管人：1001 張明達」。
C. 數量、放置地點：手動輸入保管數量及放置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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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平均法」：又稱直線法，就是將折舊成本平均分攤於資產使用期間，這是常用之折舊提列方式。
(14) 折舊方法：

B. 「2：定率遞減法」：以固定比率乘上資產帳面餘額，但 由於帳面餘額的遞減，故每年折舊費用亦會遞減。
C. 列管不列帳的資產：可以設定為「0： 不提折舊」。
A. 「1：依保管部門」：表示公司做利潤中心管理，並根據單身各部門保管資產的數量來分攤折舊費用。

(15) 折舊分攤方式：

B. 「2：依固定比率」：表示公司做利潤中心管理，且依各部門設定的固定分攤費用比率分攤。
C. 「0：不分攤」：表示不做利潤中心管理，因此設定為 「0：不分攤」即可。

A. 功用：折舊的日期設定，會影響當月之殘月折舊費用的計算，若空白不輸入則表示提列全月之折舊。
(16) 開始提列：
B. 例如：開始提列日為 01/05 則 1 月份折舊天數將以 25 天計算。
(17) 累積折舊：不須輸入。攤提折舊後，由「資產折舊建立作業」之折舊費用累加回寫。
資產資料
建立作業

(18) 帳面價值：新購資產時，帳面價值等於取得成本，不須輸入。後續會隨著資產相關帳務的異動而改變。
A. 意涵：指資產在預期使用年限終了加以處分時，估計所能得到的淨現值，亦即估計售價減處分成本之值。
(19) 預留殘值：
B. 若折舊方法採「平均法」：使用者可在「預留殘值」欄位按下 F2 鈕，由系統自動計算。為1年的折舊攤銷。
(20) 平均法月折舊額：若「折舊方法＝平均法，」可按 F2 由系統自動計算。 （參考課本計算範例)
(21) "投資抵減"頁籤：若企業適用投資抵減範圍，新增資產時可在此輸入相關資料。後續亦可利用"資產資料修改"鈕進行維護。
P. 6-10
步驟二：資產資料確認後，取得單號自動產生
P. 6-11
(1) 資產取得單據的建立，是在「資產資料建立作業」輸入並確認後，由系統自動產生取得單號，無須另外建立資產取得單。
步驟三：新購資產之會計傳票產生
P. 6-12
(1) 作業位置：會計總帳管理系統 → 日常異動處理 → 會計傳票建立作業 。
(2) 分錄：借記「辦公設備」、貸記「應付帳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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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產改良流程
資產改良
流程
P. 6-13

(1) 改良：當有費用支出可延長資產耐用年限、改善產品品質及增加服務潛能者，可將成本及改善資料輸入到「資產改良建立作業」裡。
(2) 紀錄：待會計單位檢視確認後，系統自動更新「資產資料建立作業」之相關改良成本欄位，財產目錄清冊亦可見此筆異動紀錄。
範例

：1/25 公司添購 1G RAM 到筆記型電腦(156106002)中，以提升其使用效能，支出金額共計 NT$1,500。

步驟一：新增「資產改良建立作業」。作業位置：固定資產管理系統 → 日常異動處理 → 資產改良建立作業。按下"新增"鈕。
P. 6-14
(1) 單別：選擇單據性質為「C1.改良」之單別代號，系統依設定自動帶出單號。
(2) 單據日期：記錄資產改良發生時間。
(3) 資產編號、名稱、規格：開窗選擇這次要改良的「資產編號」，系統便會自動帶出資產名稱及規格。
(4) 幣別、匯率、稅別碼及原幣改良成本：是記載這次改良資產所衍生的費用成本。
A. 意涵：為匯率換算後的金額，將會更新回寫至該項資產資料建立作業中。
(5) 本幣改良成本：
資產改良
建立作業

B. 功用：待廠商請款時， 可於「應付憑單建立作業」裡擷取此筆改良資料，作為支付費用的來源憑證。
(6) 增減未攤月數：本次改良若可延長資產的耐用年限，則輸入增加的耐用月數。
(7) 增減預留殘值：因改良而增減的資產預留殘值。按 F2 鈕由系統自動計算並回寫。
P. 6-15
(8) 增減月折舊額：因改良而影響資產帳面價值。按 F2 鈕由系統自動計算並回寫。

（參考課本計算範例，必考)

步驟二：資產改良資料存檔與確認
(1) 當資產改良資料輸入完成後，須將單據存檔並確認。確認後，系統自動更新「資產資料建立作業」相關欄位。
步驟三：資產改良之會計傳票產生
P. 6-16
(1) 作業位置：會計總帳管理系統 → 日常異動處理 → 會計傳票建立作業 。
(2) 分錄：借記「辦公設備、進項稅額」、貸記「應付帳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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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產報廢流程
資產報廢
流程
P. 6-18

(1) 報廢：遇有資產不堪使用、遺失狀況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可將欲報廢資產輸入到「資產報廢建立作業」裡。
(2) 紀錄：會計單位檢視確認後，系統自動更新「資產資料建立作業」之相關欄位；財產目錄清冊亦可見此異動紀錄。
範例

：成功科技於 1/31 將 EPSON C7000-印表機(資產編號：156103001)報廢，請利用「資產報廢建立作業」處理此資產。

作業位置 ：固定資產管理系統 → 日常異動處理 → 資產報廢建立作業。按下"新增"鈕。
P. 6-19
(1) 單別：選擇單據性質為「C3.報廢」之單別代號，系統依設定自動帶出單號。
(2) 單據日期：記錄資產報廢歸屬之帳務日期。
A. 開窗選擇這次要報廢的「資產編號」，系統便會自動帶出資產名稱及規格。
(3) 資產編號、名稱、規格：
B. 注意：該資產不可有其他未確認之異動單據，且不可是目前抵押中的資產。
A. 輸入資產編號及報廢數量後，系統自動帶出該資產帳面價值，如取得成本、改良成本、累積折舊及重估差價。
(4) 轉銷：
資產報廢
建立作業

B. 「2：依固定比率」：表示公司做利潤中心管理，且依各部門設定的固定分攤費用比率分攤。
(5) 預留殘值、月折舊額：可按 F2 鈕，由系統自動計算本次因報廢而減少的金額。
(6) 自動銷帳：在單據新增時由系統自動勾選， 表示當資產全數報廢，會更新「資產資料建立作業」的「銷帳日期」。
(7) 單身：已報廢資產不納入帳務保管，故須在單身記載銷帳的保管人及保管部門。最後將單據存檔確認即可。
(8) 資產報廢單確認後，系統自動更新「資產資料建立作業」相關欄位：
P. 6-20
A. 銷帳日期：若全數報廢，則銷帳日期將填入報廢日期。
B. 數量、本幣取得成本、改良成本及累積折舊：將依報廢數量自動更新。
C. 預留殘值及月折舊額：亦會因報廢單而減少。
(9) 會計傳票產生：借記「累積折舊─辦公設備、財產交易損失」、貸記「辦公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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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資產出售流程
(1) 出售：遇有出售資產需求時，將欲出售資產資料輸入到「資產出售建立作業」裡。
資產出售
流程
P. 6-22

(2) 紀錄：會計單位檢視將單據確認後，系統自動更新「資產資料建立作業」相關欄位；財產目錄清冊亦可見此異動紀錄。
(3) 結帳 & 沖帳：將出售資產金額以手動結帳方式建立在"結帳單建立作業"，待收到客戶款項後再以"收款單建立作業"記錄沖帳。
範例

：公司於 1/31 出售雷射切割器（154101002）給客戶第一公司(1001)，出售金額為 NT$650,000。

作業位置 ：固定資產管理系統 → 日常異動處理 → 資產出售建立作業。按下"新增"鈕。
P. 6-23
(1) 單別：選擇單據性質為「C4.出售」之單別代號，系統依設定自動帶出單號。
(2) 單據日期：記錄資產出售歸屬之帳務日期。
A. 開窗選擇這次要出售的「資產編號」，系統便會自動帶出資產名稱及規格。
(3) 資產編號、名稱、規格：
B. 注意：該資產不可有其他未確認之異動單據，且不可是目前抵押中的資產。
(4) 客戶代號：開窗選擇出售對象，用以應收帳款結算及收款進度追蹤。
A. 取得成本、改良成本、重估差價及累積折舊等資料：輸入資產編號後，系統會自動帶出。
(5) "交易資料一"頁籤：
資產出售
建立作業

B. 預留殘值、月折舊額：可按 F2 鈕，由系統自動計算本次因出售而減少的金額。
(6) 單身：已出售資產不納入帳務保管，故須在單身記載銷帳的保管人及保管部門。
A. 本幣出售金額：於選擇幣別、匯率，並輸入原幣出售金額及稅額後，系統自動依匯率換算出。
(a) 計算：指出售金額與資產帳面價值的差異，可按 F2 鈕由系統自動計算。
(7) "交易資料二"頁籤：
P. 6-24

B. 處分損益：
(b) 公式＝(原幣出售金額 x 匯率)－(本幣取得成本+改良成本+重估差價－累積折舊)
C. 自動銷帳：在單據新增時由系統自動勾選，表示當資產全數出售， 會更新資產資料建立作業的銷帳日期。

(8) 資產出售單確認後，系統自動更新「資產資料建立作業」相關欄位：
A. 銷帳日期：若全數出售，則銷帳日期將填入出售日期。

B. 預留殘值及月折舊額：亦會因出售單而減少。

C. 數量、本幣取得成本、改良成本及累積折舊：將依出售數量自動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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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資產移轉流程
資產移轉
流程
P. 6-26

(1) 移轉紀錄：有資產移轉需求時，將資產移轉明細輸入「資產移轉建立作業」。
(2) 資料更新：待保管單位檢視無誤並移交確認後，系統自動更新「資產資料建立作業」相關欄位，例如：保管部門、保管人…等。
範例

：1/31 業務部林慶安將筆記型電腦（編號：156106001）移轉給同部門之黃小玲。

作業位置 ：固定資產管理系統 → 日常異動處理 → 資產移轉建立作業。按下"新增"鈕。
P. 6-27
(1) 單別：選擇單據性質為「C7.移轉」之單別代號，系統依設定自動帶出單號。
(2) 單據日期：記錄資產移轉歸屬之帳務日期。
資產移轉
建立作業

A. 資產編號：可按 F2 鈕單筆選擇資產編號、按 F3 鈕同時複選多筆資產資料，或是按 F4 鈕依保管明細，查詢資產編號。
B. 部門代號：指移轉前之保管部門，可按 F2 鈕查詢所有部門資料，或是 F3 鈕查詢該資產所屬的保管部門
(3) 單身：

C. 保管人：指移轉前之保管人。當輸入上述部門代號後系統會自動帶出「保管人」。
D. 新部門代號、新保管人：表示移轉後的保管明細資料，不可空白。

E. 全部資產移轉：當一保管人的所有資產須同時移轉給新保管人時，可利用"資產整批移轉"功能，以提高輸入效率。
P. 6-28
(4) 資產移轉單確認後，系統自動更新「資產資料建立作業」相關欄位。
七、資產折舊流程
資產折舊
流程
P. 6-30

(1) 產生折舊：每月的資產折舊費用，可於「資產折舊建立作業」手動輸入，或是透過系統「自動攤提折舊作業」產生折舊單據。
(2) 記錄折舊：會計單位檢視無誤並確認後，系統自動更新「資產資料建立作業」相關欄位，財產目錄清冊亦可查詢累積折舊紀錄。
作業位置 ：固定資產管理系統 → 批次作業 → 自動攤提折舊作業 。

方法一
自動攤提
折舊作業

(1) 產生折舊單據：可輸入欲攤提折舊之年月，或「選擇資產類別」或「資產編號」，空白則表示所有資產同時執行折舊攤提。
(2) 輸入攤提折舊單別：係由系統依據「固定資產參數設定作業」預設帶出折舊單別代號。
(3) 注意：當月所有影響資產帳面價值的異動單據，如取得、改良、重估…等須輸入完成並確認後，方可執行「自動攤提折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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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位置 ：固定資產管理系統 → 日常異動處理 → 資產折舊建立作業。按下"新增"鈕。
P. 6-33
(1) 單別：選擇單據性質為「C6.折舊」之單別代號，系統依設定自動帶出單號。
方法二
資產折舊
建立作業

(2) 單據日期：記錄資產折舊歸屬之帳務日期。
(3) 資產編號：以開窗選取資產編號，一張折舊單只能處理一筆資產的折舊費用，故單頭輸入該筆資產當月折舊費用總額。
(4) 單身：記錄的是各保管部門之折舊金額，單身折舊費用加總應等於單頭折舊費用。
A. 選項於單據新增時由系統自動勾選。
(5) 自動銷帳：
B. 當資產折舊攤提完畢時，會將最後一次折舊單據日期回寫資產資料建立作業的銷帳日期，以記載該資產已銷帳。

八、資產盤點流程
範例

：成功科技預計於 3/31 執行資產盤點。

步驟一：執行「盤點資料產生作業」
P. 6-35
作業位置 ：固定資產管理系統 → 資產盤點管理 → 資產盤點資料產生作業。
執行

：自行輸入盤點計劃之底稿編號，以及實際進行的盤點日期。

步驟二：列印「固定資產盤點卡」或「盤點清單」
固定資產
盤點卡
P. 6-36
盤點
清單
P. 6-37

(1) 作業位置：固定資產管理系統 → 資產盤點管理 → 固定資產盤點卡。
(2) 執行：資產盤點卡為一式兩份，提供盤點人員現場實際盤點用。
(1) 作業位置：固定資產管理系統 → 資產盤點管理 → 資產盤點清單 。
(2) 執行：盤點人員亦可依資產盤點清單內容，至現場實際盤點使用。

步驟三：現場實際盤點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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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系統輸入資產實盤結果
作業位置 ：固定資產管理系統 → 資產盤點管理 → 資產盤點資料建立作業。
(1) 開啟「資產盤點資料建立作業」後，按"查詢"鈕找出先前產生之盤點底稿編號。
(2) 單身：為各項資產盤點明細。再按"修改"鈕於單身輸入「盤點數量」。
資產盤點
資料建立
P. 6-38

A. 預設：系統會預設「盤點數量」=「帳面數量」+「外送數量」
B. 手動：若數量不符者則手動輸入實際盤點數量。
(3) 幽靈資產：現場若有盤點到不存在於底稿的資產，則以單身插入一筆資料的方式，自行輸入實盤結果。
(4) 消失資產：實盤人員在現場盤點不到的資產，於底稿須輸入「盤點數量」為「0」，以協助盤點差異分析的進行。

步驟五：盤點帳面量重計
作業位置 ：固定資產管理系統 → 資產盤點管理 → 盤點帳面量重計作業。
(1) 作業目的：在重新計算截至實盤當日系統各筆資產帳面數量。
盤點
帳面量
重計作業
P. 6-39

(2) 理由：資產盤點資料於盤點前產生，在進行盤點期間可能發生異動，並確保盤點資料之正確，故執行此作業。
(3) 注意：列印「盤點差異分析表」前一定要先執行帳面量重計作業，以產生正確的盤盈虧資料。
(4) 執行重計作業前，須將實盤日以前會影響資產數量的異動單據確認完成（如新增、報廢、出售、等），確保帳面量重計的正確性。

步驟六：列印「盤點差異分析表」
P. 6-40
步驟七：執行「資產調整建立作業」

資產調整
資料建立
P. 6-41

作業位置 ：固定資產管理系統 → 資產盤點管理 → 資產盤點差異分析表。

作業位置 ：固定資產管理系統 → 日常異動處理 → 資產調整建立作業。按下"新增"鈕。
P. 6-33
(1) 新增「C5.調整」之單據，根據「盤點差異分析表」選取這次盤差的資產編號，並輸入數量記錄盤點差異(正為盤盈；負為盤虧)。
(2) 系統將依盤盈虧的數量，自動帶出帳面價值須調整之金額，預留殘值、月折舊額的增減可按 F2 鈕由系統自動計算。
(3) 單身：亦須記錄所屬保管人的異動，而調整數量須等同於單頭增減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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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固定資產管理之常用報表
財產目錄
清冊
P. 6-43

(1) 功用：列印一段期間內的財產清冊，該表為會計師審查企業之固定資產及年底稅務申報時的重要報表。
(2) 作業位置：固定資產管理系統 → 清單與明細表 → 財產目錄清冊。
(1) 功用：系統提供四種不同角度的資產清冊，讓資產管理人了解資產分佈明細。

資產分布
清冊
P. 6-45

A. 資產分佈清冊：以資產編號或主件編號角度查詢，各項資產數量及放置地點。
B. 部門/保管人資產清冊：以部門或保管人角度查詢，各項資產數量及保管狀況。
(2) 作業位置：固定資產管理系統 → 清單與明細表 → 資產分佈清冊。

資產購入
清冊
P. 6-46

(1) 功用：列印一段時間企業購買之固定資產數量及金額資料。

資產異動
統計表
P. 6-47

(1) 功用：列印一段時間資產異動數量及金額之增減統計狀況。

資產異動
明細表
P. 6-48

(1) 功用：列印一段時間資產異動數量及金額之增減明細。

第 10 頁

(2) 作業位置：固定資產管理系統 → 清單與明細表 → 資產購入清冊。

(2) 作業位置：固定資產管理系統 → 清單與明細表 → 資產異動統計表 。

(2) 作業位置：固定資產管理系統 → 清單與明細表 → 資產異動明細表 。

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Being glad in hope, quiet in trou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