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財務比率的應用 

企業成長能力分析 

由企業之成長情形，可以探究該企業對事業之經營是否正逐年拓展，或是日

趨萎縮。在做企業成長能力分析時應注意 營業收入淨額 、稅前淨利 及 總

資產 等三者之動態，以及彼此之關係。此三者在正常情形下，理應維持合理之成

長率，否則尚應再進一步追尋其中之原委，分析其是屬內在或外在的因素所造

成。  

計算公式： 

｛（本期金額÷前期金額）-1｝×100% 

分析方式與例子： 

一、自己最近跟自己過去 1 年比（增減法） 

例如： 

借戶 108 年營收 4 億 1,088 萬元，較去（107）年同期 4 億 6,809 萬元 減少 5,721

萬元 或 12.2%，主要因大環境不佳，另因產品遭廠商壓低售價，致營業毛利率

由 9.6%下修至 6.9%，因未達經濟規模，致營業淨利虧損 1,459萬元，且因出售資

產損失 21 萬元 及及匯兌損失 98 萬元，致稅前淨利虧損 1,774 萬元 。 

二、自己最近跟自己過去 1 年比（增減法） 

例如： 

借戶 108 年資產總額 3 億 6,561萬元，較去年同期 3 億 8,008萬元減少 1,447

萬元或 3.8%為，主要為 存貨 較同期減少 666萬元為 1 億 2,134萬元及 應收款

項 較同期減少 455萬元為 3,374萬元所致。 

三、自己跟自己的長期過去比較（趨勢法） 

例如： 



借戶 106 年度~108 年度營收分別為 3 億 8,825 萬元 、4 億 6,809 萬元 及 4 億

1,088 萬元 ，據借戶表示 107 年因新產品上巿效益顯現，且積極開發新客戶，致

營收較 106 年度成長，108 年度因大環境不佳，另因產品遭廠商壓低售價，致營

收較 107 年度衰退，惟本(109)年度因拓展銷售通路，1-6 月營收已達 2 億 6,500 萬

元 ，預估全年度營收應可逾 5 億元，可望維持成長動能。 

  



財務結構分析 

此項分析係以資產、負債、淨值內涵之各項因素，為評估其相關關係之基本

資料，並以分組或分項配合分析，以估算其財務實況或測驗其財務力量，主要有

下列幾項財務比率： 

一、流動資產占總資產之比率 

流動資產代表一企業短期性資產之投資，為企業經營活動中必不可少的資

源。 

應用此項比率可以明瞭該企業財源分佈於短期性或長期性資產的情況。 

計算公式： 

（流動資產÷總資產）×100% 

二、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對權益比率(固定比率) 

此比率如大於 100%表示公司的自有資本不足以支應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等

固定資產的投資，亦即部份固定資產須仰賴外債的挹注。此時應瞭解公司舉債的

方式是否妥當，通常配合固定長期適合率加以分析。 

計算公式：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權益） × 100% 

三、固定長期適合率 

此項比率即在測試公司長期性的資金是否足以支應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等固

定資產及長期投資之用。公司理財的原則之一為：長期資金應用於長期性的投資，

短期資金應作為短期週轉之用。短期資金若作長期性的運用(即以短支長)，容易

發生週轉不靈的現象，故此比率以在 100%以下為宜。 

計算公式：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長期投資）÷（長期負債+權益）｝× 100% 

四、負債比率 

比率越低表示運用他人之資本越少，財務狀況愈穩固。比率越高表示企業負

債壓力大，財務基礎不穩固。 

計算公式： 

（負債總額÷權益(淨值)總額）× 100% 

分析方式與例子： 

一、 自己跟過去 1 年比（比率法） 

例如： 

截至 108 年底，借戶流動資產總額 1 億 7,286 萬元 ，占資產總額 3 億 6,561

萬元之比率約 47.3%，其中又以存貨 1億 2,134萬元為主(約占流動資產之 70.1%，

以 製成品 為主)；次為 應收帳款 3,367 萬元 (約占流動資產之 19.4%)。另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總額 1 億 8,261 萬元，占資產總額約 49.9%，其中又以不動產及廠房 1

億 5,471 萬元 為主，設備 2,790 萬元 居次，當年度固定長期適合率為 121%，顯示

財務結構有以短支長情形發生。 

二、 自己跟過去 1 年比（比率法+同業比較法） 

例如： 

截至 108 年底，借戶資本額為 1 億 9,600 萬元，因累計虧損達 4,541 萬元 (含

108 年稅前淨損 1,774 萬元 )，故權益(淨值)僅為 1 億 5,059 萬元 ，負債總額 2 億

1,502 萬元 占資產總額 3 億 6,561 萬元 之比率為 58.8%(較同業比率 71.2%為低)，

占權益(淨值)之比率為 142.8%(較同業比率 292%為低)。其中借戶營運資金倚賴銀

行借款 1 億 2,994 萬元 及其他負債 6,165 萬元 （即 股東往來 )支應。 

  



償債能力分析 

此項分析是在測知企業長、短期或緊急償債之能力，及清償負債後是否仍有

剩餘之資產可供週轉之用，主要有下列幾項財務比率： 

一、流動比率(短期 償債能力指標) 

此項比率為測知企業短期償債能力之基本指標。 

比率如果高於 100%，表示企業流動資產足以償還現有之流動債務，且有剩

餘供營運週轉之用。 

此率過高的話，可能反映下列四種情形： 

（一） 可能保有超過企業正常經營所需之現金及銀行存款， 造成資金閒

置。 

（二） 應收帳能力低落，以致積壓過鉅之應收款項。 

（三） 是否隱含頗多呆帳。 

（四） 低流動性的流動資產，如存貨或預付款項等為數過多。 

計算公式： 

（流動資產÷流動負債）× 100% 

二、速動比率(短期償債能力指標) 

又稱為酸性測試比率，是用來衡量公司流動性的重要比率之一。只考量可立

即用來償還流動負債的資金科目(如：現金、約當現金、應收帳款及短期投資等資

產)，因此對公司流動性能更精準衡量。速動比率小於 1 的公司，意指其目前無法

償還流動負債。比率愈高，緊急償債能力愈強。 

計算公式： 

（速動資產÷流動負債）× 100% 

 



三、利息保障倍數分析(又稱盈餘對利息支出比率）(長期 償債能力指標) 

此比率用以測試企業可用以付息的正常盈餘資金對利息支出的比率。比率愈

高表示公司償債能力愈強。 

計算公式： 

｛（稅前淨利+利息費用）÷利息費用｝× 100% 

分析方式與例子： 

自己跟過去比較（趨勢法+同業比較法） 

例如： 

借戶流動比率雖由 106 年度 116.9%下修到 108 年度 90.2%，但仍與同業 90%

相近；速動比率則由 106 年度 23.7%提高至 108 年度 29.9%，另借戶 108 年速動比

率提高係因流動負債由 106 年度 1 億 7,553萬元減少 2,216萬元為 1 億 5,338萬元所

致，其中又以短期借款減少 1,538萬元為最多，應注意金融機構對其融資支持度，

本項比率與同業比率 41%相較為弱，應注意其短期償債能力變化。 

  



經營效率分析 

企業之經營，一方面要有健全之財務結構，以維護其償債能力，另方面更須

要有效的經營，才可望創造更大的利潤。透過財務資料之分析，可從營銷收入分

別計算有關項目之週轉次數，以檢討其營運之績效，週轉率愈快，表示其經營之

效果愈佳，主要有下列幾項財務比率衡量： 

一、應收款項週轉率 

此比率用以測知企業「收帳能力」與「放帳程度」，週轉率愈高表示公司收

帳能力較強或銷售條件較佳。當應收款項的週轉期間較長，甚而超過其正常銷售

條件時，宜注意應收款項的內容是否已包括逾期的呆帳，或是公司為求促銷而放

寬其銷售條件。 

計算公式： 

營業收入淨額÷平均應收款項＝應收款項週轉率(次) 365 天÷應收款項週轉次

數=應收款項週轉天數(天) 

小提醒：若按期中報表為計算基礎，當計算各項週轉率時，應將其營業收入淨額、

鎖貨成本及稅前淨利等年度化後再依各項公式計算。 

二、存貨週轉率  

此比率用以測知企業是否保留適當之存貨，以及產品是否有滯銷之現象。一

般而言，此比率愈高表示企業對存貨的運用效率較佳，反之，週轉率低，可能是

產品滯銷，或是產銷未能配合，造成生產過剩，抑或原料採購量超過需要。 

計算公式： 

銷貨成本÷平均存貨＝存貨週轉率(次) 

365 天÷存貨週轉次數=存貨週轉天數(天) 



三、淨值週轉率(自有資本週轉率) 

此項比率在測定自有資本的利用程度，分析時宜與負債比率合併考慮。如果

週轉率高，而負債比率在 100%以下，表示自有資本運用良好，如週轉率高，負

債比率亦高，表示企業有資本不足的現象。 

計算公式： 

營業收入淨額÷淨值＝淨值週轉率(次) 

365 天÷淨值週轉次數=淨值週轉天數(天) 

四、總資產週轉率 

此項比率可作為管理上一般效能之測驗的工具，用以探測 1 元之資產，每年

可產生多少元之營業收入，並據以判斷使用資產之效能以及有無過度投資。如週

轉率低，可能是投資過鉅，或因生產銷售及一般管理效率欠佳，或一般商業情況

不景氣等，分析人員宜深入研討。 

計算公式： 

營業收入淨額÷總資產=總資產週轉率(次) 

365 天÷總資產週轉次數=總資產週轉天數(天) 

分析方式與例子： 

一、自己跟過去比較（趨勢法+同業比較法） 

例如： 

借戶 106 年~108 年應收帳款週轉率分別為 13.6次、13.7次、10.9次(週轉天期

則為 27天、26天及 33天)，與同業 8.3次(44天)相較為佳，查借戶主要售貨對象為

○○公司等公司，收款條件以月結 30 天為主，研判目前收款情形應屬正常。 

其他案況： 



借戶應收帳款週轉率由 107 年度 4.1 次(89 天)下降到 108 年 2.3 次(158 天)，經

了解借戶為拓展業務，放寬下游廠商收款條件，致應收款項週轉天期逐年拉長且

逾同業比率(55 天)，應注意其收穩定度避免資金窘迫情形發生。 

二、自己跟過去比較（趨勢法+同業比較法） 

例如： 

借戶 106 年~108 年度存貨週轉率分別為 2.4次、3.0次及 3.0 次(週轉天期則

為 152天、122天及 122天)，較同業比率之 3.6次(101 天)為長，據借戶表示係銷售

品項眾多，為求營運順暢，須依不同產品別維持一定安全庫存(3~4 個月不等)所致，

惟借戶流動資產以存貨為主，應注意其去化情形。 

其他案況： 

經現場實勘，借戶廠房具大型冷藏設備，現場製成品樣式眾多，惟冷藏食品

易腐壞，借戶似無提列相對損失，存貨價值恐有高估之虞。 

  



獲利能力分析 

企業經營之價值，在於其能從經營活動中獲致相當的利潤。任何營利事業，

如無法創造利潤，必將逐漸萎縮，終致難以繼續生存。亦即企業應要有獲利能力，

債權方有保障。獲利能力之分析，亦為財務分析之重心，主要有下列幾項財務比

率衡量： 

一、營業毛利占營業收入之比率(毛利率) 

不同產業結搆常具有不同的毛利率水準，故毛利率分析中與業界的比較頗為

重要。分析毛利率宜從銷貨成本及銷貨收入兩方面探討，毛利率的提高可能是單

位成本降低，也可能是售價的提高，或兩者兼而有之，毛利率的降低則恰好相反。 

計算公式： 

（營業毛利÷營業收入淨額）× 100% 

二、營業利益占營業收入之比率(營益率) 

此比率為營業收入扣除營業成本（管銷費用）後之獲利情形。此比率的高低

可顯示公司的管理能力，比率愈高愈佳。此比率亦排除營業外收入及財務負擔等

營業外支出對公司的影響程度，用以衡量公司在正常經營狀況下的獲利能力。 

計算公式： 

（營業利益÷營業收入淨額）× 100% 

三、稅前淨利占營業收入之比率(純益率)  

為企業獲利能力的重要指標。與企業有關的債權人、投資者、企業管理經營

人員及股東等，對此比率均極為關切，不過此比率的高低水準，與經濟環境的變

異及各行業的特質有密切的關係，分析時宜注意同業的比較。 

計算公式： 



（純益÷營業收入淨額）×100% 

分析方式與例子： 

一、自己跟過去比較（趨勢法+同業比較法） 

例如： 

借戶 106 年~108 年毛利率分別為 11.6%、9.6%、6.9%，呈現逐年走低，且與

同業 15.7%相較為低，因 108 年度營業費用與 107 年相當約為 4,154萬元，本業呈

現虧損 1,459萬元，當年度稅前虧損 1,774萬元，獲利能力欠佳有待改善。 

其他案況： 

借戶 108 年呈現虧損 1,774萬元，故淨值報酬率為 -11.8% (負數 ），借戶為改善

獲利，於 105 年度已縮編人事降低費用，並計畫於 109 年度辦理增資以改善財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