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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以下簡稱“MoF”）於 2020 年 3 月 16 日頒佈第 345/QD-BTC號決定，通過於越南採用

財務報導準則提案，以期達成以下 2 向目標： 

• 規劃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以下簡稱“IFRS”）導入路程與協助其導入工作； 

• 發佈與導入越南財務報導準則（以下簡稱“VFRS”）。 

第 345/QD-BTC 號決定訂定了符合特定條件的企業所需遵守之新合規規定，然而，此時企業

將可選擇 IFRS導入工作進行時間與方式。儘管在經濟未穩定情況下，執行該決定對企業而言

將充滿許多挑戰，但若能適當的進行導入工作，此將為企業人力、流程以及系統方面帶來重

大利益。提早計劃與準備採用 IFRS將為企業帶來許多優勢，企業可按自身情況計劃，同時避

免人力相關問題、增加其競爭力以及吸引更多外國投資。 

不過，此決定不僅是會計上之變動，因其影響層面將涉及企業的其他部門，包括但不限於資

訊科技、財務、規劃、稅務、風險管理等。此外，因個別公司工作程序、行業與報告流程成

熟度之差異，並無⼀體適用的通用方案可使用。企業與相關經驗豐富之諮詢公司，如德勤越

南，的相互合作，有助於企業平穩有效的渡過轉換期。 

下方之關注重點供您參考： 

1. 越南之 IFRS 採用進程 

越南之 IFRS 採用進程將分為 2 個階段，個別適用於以下企業： 

階段 1 – 自願採用 IRFS（2022 至 2025 年） 

• 合併財報： 

‒ 國有企業之⺟公司，且屬於大型企業或有向外國財務機構借貸者； 

‒ 已上市之⺟公司； 

‒ 未上市之大型公開公司； 

‒ 其他⺟公司。 

• 個體財報： 

‒ ⺟公司為外國企業之全外資公司，並有相關需求和足夠的資源。 

階段 2 – 强制採用 IRFS（2025 年起） 

• 合併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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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F 將評估階段 1 的實行結果、企業之需求與準備程度，及考慮具體情況，決定以

下企業類型强制採用 IFRS 之計劃與時程： 

‒ 國有企業之⺟公司； 

‒ 已上市之⺟公司； 

‒ 未上市之大型公開公司； 

‒ 其他大型企業之⺟公司。 

上述未提及但有需求和足夠資源之⺟公司，在自願採用 IFRS編製合併財務報表前，

需預先通知 MoF。 

• 個體財報： 

MoF 將評估階段 1 的實行結果、企業之需求與準備程度，且考慮具體情況，以判斷

對各類型企業强制或自願採用 IFRS 之計劃與時程，以確保效率與可行性。 

2. VFRS 之頒佈與導入 

• 自2025年起，所有企業均須採用VFRS，除了已採用 IFRS的企業、或依132/2018/TT-

BTC 實施細則採用越南會計準則（簡稱 VAS）之微型企業外。 

• MoF 將針對無需求與充足資源以導入 IFRS 和 VFRS 之微型企業，頒佈詳細指引解釋

會計實務規定。 

3. 其他 MoF 頒佈之要求 

• 有需要和足夠資源之企業，在自願採用 IFRS 編製合併財務報表前，需預先通知 MoF。 

• 採用 IFRS 時，企業須確保其提供主管機關的信息之適當性、透明性以及完整性，且

必須了解其對確定國家預算的稅收義務負有法律責任。 

• 企業須列報與揭露財務報表之財稅差異（若有）。企業須根據現行法規申報及繳納

稅負。 

• 强制採用 IFRS 之企業須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已發佈生效之所有 IFRS。 

• 無論係自願或强制採用 IFRS 者，須確保年度内之財務報告採用之準則⼀致。 

 

如有任何疑問，請隨時與我们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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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方式  

 

Pham Hoai Nam 先生 

審計及鑒證合夥人 

直綫： +84 24 7105 0599 

手機： +84 913 222 152 

郵箱： npham@deloitte.com 

Bui Van Trinh 先生 

審計及鑒證合夥人 

直綫： +84 28 7101 4025 

手機： +84 963 933 203 

郵箱： trabui@deloitte.com 

Do Hong Duong 女士 

審計及鑒證副總經理 

直綫： +84 24 7105 0317 

手機： +84 986 662 733 

郵箱： duongdo@deloitte.com  

 

 

Doan Yen Chau 女士  

審計及鑒證經理 

直綫： +84 28 7101 4101 

手機： +84 906 625 975 

郵箱： chaudoan@deloitte.com  

 

 

 

Phan Vo Dang Khoa 先生  

審計及鑒證經理 

直綫： +84 28 7101 4076 

手機： +84 906 625 570  

郵箱： khoaphan@deloitte.com  

 

 

   

台資、港資、陸資企業，請隨時與德勤越南華商服務部聯絡： 

謝有明先生 

執業會計師 

直綫：+84 28 7101 4036 

郵箱：ycheah@deloitte.com 

黃建瑋先生 

華商服務部副總經理 

直綫：+84 28 7101 4357 

郵箱：wchenwei@deloitte.com 

王珮眞女士 

華商服務部經理 

直綫：+84 28 7105 0113 

郵箱：peijwang@deloitte.com 

盧利興先生 

審計協理 

直綫：+84 28 7101 4032 

郵箱：hengloh@deloitte.com 

  

 

 

網頁：www.deloitte.com/vn 

郵箱：deloittevietnam@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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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成員所均為具有獨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實體。德勤有限公司並不向客⼾提供服務。請參閱 www.deloitte.com/about 以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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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的商業挑戰。如欲進⼀步了解德勤全球約 312,000 名的專業人員如何致力成就不凡，歡迎參閱 www.deloitte.com。 

關於德勤亞太 

德勤亞太有限公司（即⼀家擔保有限公司）是德勤有限公司之會員所。德勤亞太有限公司的每⼀家成員及其關聯機構均為具有獨立法律地

位的法律實體，在亞太地區超过過 100 座城市提供專業服務，包括奧克蘭、曼谷、北京、河內、胡志明市、香港、雅加達、吉隆坡、馬尼

拉、墨爾本、大阪、上海、新加坡、雪梨、台北、東京及仰光。 

關於德勤越南 

深耕越南市場近 30 年歷史之德勤越南係越南諮詢審計業之先鋒，並為德勤全球—全球四大專業服務機構之⼀之成員。德勤越南在河內與胡

志明市服務據點共具有 1,000 多名專業人員，並得以整合德勤亞太會員所的全方位資源以服務我們的客⼾。透過德勤的緊密網絡，德勤越

南可為各行各業之私人企業或公開公司提供全面的財務顧問、風險諮詢、稅務及法律、管理顧問、審計及確信，及專業培訓等增值服務。 

  

本通訊中之內容係依⼀般性資訊編寫而成，德勤全球及其會員所與關聯機構（統稱為“德勤聯盟”）不因本通訊而被視為對任何人提供專

業意見或服務。在作成任何決定或採取任何有可能影響企業財務或企業本身的行動前，請先諮詢專業顧問。對信賴本通訊而造成損失之任

何人，德勤聯盟之任⼀個體均不對其損失負任何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