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IFRS 9 延後實施公報翻譯與適用
項次

1

2

3

4

問題內容
先前公布之 IFRS 7 正體中文版及 IFRS
1 正體中文版，係已參考 IFRS 9 所產
生版本，若 IFRS 9 延後實施，請問金
管會是否會公布參考 IAS 39 之 IFRS 7
正體中文版及 IFRS 1 正體中文版？

回答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目前正儘速
完成 IAS 39 正體中文版之翻譯。
若 IFRS 9 確定延後實施，則 IFRS 7
及 IFRS 1 中有關 IFRS 9 之相關用
語部分將不適用，此部分將視
若接軌 IAS 39，有關揭露的部分，能 IASB 公報發布實際情形配合辦
否及早公佈 IAS 39 所適用之 IFRS7 中 理。
文版，以及早因應。
IFRS 13 公允價值衡量已於 2011 年 5
月公布，並於 2013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
惟國內尚未公布中文翻譯草案，請問
金管會預定國內企業需於何時開始採
用該公報？

目前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已進行
IFRS 13 之翻譯，有關該號公報之
實施時間，將視我國 IFRS 之轉換
情形，再決定該公報何時開始適
用。

2011 年 6 月發布之新版 IAS 19 刪除緩
衝區法之會計處理，僅允許精算損益
一次認列為其他綜合損益。而近年來
金融環境巨變，精算損益可能因市場

修正版 IAS 19（2011 年 6 月發布）
之實施時間，將視我國 IFRS 之轉
換情形，再決定何時開始適用上述
新版公報之日期，相關議題亦將一

利率波動而有劇烈之變動。雖 2011 年 併考量。
6 月發布之新版 IAS 19 非屬我國於
2013 年接軌所適用之公報範圍，惟一
旦開始適用該新版公報，精算損益一
次認列將對企業之股東權益造成極大
之影響。故建請發布我國未來是否將
適用該新版公報以及開始適用之日
期，以利企業及早因應。
若金管會同意於 IFRS 9 實施前，金融 若 IFRS 9 延後實施，則應依 IAS 39

5

工具之認列與衡量可繼續採用國內 34
號公報作法，則於 IFRS 9 正式實施
後，因 34 號公報和 IFRS 9 規定不同
致會計政策改變的部分，諸如「折溢
價攤銷由直線法改為利息法」、「由交
割日會計改為交易日會計」等，是否
必須依公開發行銀行財報報告編製準
則第 6 條規定，將變動之性質、預計
影響數等內容，洽請簽證會計師就合
理性逐項分析並出具複核意見，作成
議案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後，申請金
管會核准？或者主管機關會以行政命
1

相關規定辦理，而不再採行 34 號
公報之規範；另首次適用部分應依
IFRS 1 之規定辦理。

令方式豁免上述繁雜程序？

6

7

8

放款及應收款之 101.1.1 開帳日之帳面 若 IFRS 9 延後實施，則應依 IAS 39
價值，可否主張「實務上不可行」
，不 相關規定辦理；另首次適用部分應
予追溯調整，以 100.12.31 年底帳面價 依 IFRS 1 之規定辦理。
值（不含已提列之備抵呆帳）為 101.1.1
開帳日之攤銷後成本。
若採用 IAS 39 時，首次適用時備供出
售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
產、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仍須追溯
調整至交易日有效利息法？建請原帳

首次適用須依 IFRS 1 之規定辦理
追溯適用 IAS 39 公報，另依 IFRS1
第 D19C，追溯適用有效利息法實
務上不可行(依 IAS8 定義)時 ，則

面價值直接延續，不用追溯調整。

金融資產於轉換日時應以轉換日
之公允價值為新攤銷後成本。
採用 IFRSs 後，金融資產應依 IAS
39 或 IFRS 9 相關規定辦理，而不
再採行 34 號公報之規範。
採用 IFRSs 後，金融資產應依 IAS
39 或 IFRS 9 相關規定辦理，而不
再採行 34 號公報之規範。

建請放寬依現行 34 號公報作法，同類
金融資產採同一會計處理。

9

IAS 39 與 TAS 34 間仍存有差異，在
未來 IFRS9 仍要接軌下，能否先回到
原來的 TAS 34，否則短期內接軌 IAS
39，後又接軌 IFRS 9，短期間內系統
調整二次，增加企業成本與人力負擔。

10

若接軌 IAS 39，台灣首次採用 IFRS
時，是否得於首次轉換日按 IFRS 1 及
IAS 39 規定，重新分類帳列金融資
產，差額追溯調整入保留盈餘，進而
於 2015 年接軌 IFRS 9 時，再度重分
類一次。

2

1. 首次採用 IFRS 時，若依 IAS 39
之規定追溯調整時，其差額應
調整保留盈餘；
2. 2015 年接軌 IFRS 9 時，則須
依 IFRS 9 之規定辦理，追溯調
整保留盈餘。

貳、 公允價值衡量及會計處理實務

項次

1

問題內容

回答

依「銀行從事債券買賣業務之會計處
理方式解釋函：銀行從事債券買賣業
務，其會計處理得於交易日或交割日
入帳，惟應前後一致。當採交割日入
帳處理時，如交易日與交割日分屬不
同會計期間，則應於資產負債表日為
適當評價，若有損失應立即認列。」

1. 仍適用此解釋，因資產負債表
日本應為適當評價，若有損失
應立即認列。
2. 有關銀行業從事債券買賣採用
交易日或交割日會計處理，回
歸適用 IAS 39 或 IFRS 9 之相
關規定。

因是，若 IFRS 9 延後生效，日後採用
IAS 39 是否仍適用此解釋函？
IFRS 9 規定許多金融商品需以公允價 1.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已針對銀
值衡量，尚存有許多疑義未釐清，如
行業適用 IFRS 持有金融資產
依 IFRS9 將金融商品重新分類時之轉
之分類與衡量出具問答集供企
2

換日公允價值應如何訂定、多種金融
業參考。
商品之公允價值無法取得，建請釐清 2. 另臺灣證券交易所已製作銀行
相關問題，並提供一套可供業者參酌
業轉換範例上網供參；
之公平價值衡量方法後再實施 IFRS 3. 會 計 研 究 發 展 基 金 會 已 進 行
IFRS13 公報之翻譯。

9。
3

放款、應收款、存款須揭露公允價值
實難評價。

4

尚待銀行業會計制度範本，修訂債券
如何適用交易日會計，提供業者一致
之會計處理指引，以利進行雙軌期間
作業規劃。
銀行公會前已提出「金融機構適用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已針對銀行
IFRS 持有金融資產之分類與衡量參考 業適用 IFRS 持有金融資產之分類

5

6

方案」（草案），建請主管機關能盡速 與衡量出具問答集並置於該會網
定案並公佈，以利業者規劃與修改「金 站供企業參考。
融商品」相關之資訊系統。
公允價值的取得由交易對手報價或經 依 IAS39AG71 之規定，若可輕易
紀商報價是否符合未來適用公報之規 且經常自交易所、經紀商、承銷
定。
商、產業公會、訂價服務機構或主
管機關取得金融工具之公開報
價，且該價格代表實際且經常發生
之公平市場交易，則該金融工具有
活絡市場公開報價。故自經紀商取
得之報價符合未來公報公允價值
之規定。
3

參、 非自用土地開帳日之轉換
項次

問題內容
對於非自用土地依商業會計法第 51 條
及經濟部 89 年 11 月 27 日經 89 商字第
89034116 號函、86 年 8 月 20 日經 86
商字第 86206009 號函、85 年 6 月 28 日
經 85 商字第 85018942 號函、85 年 4 月
5 日經 85 商字第 85205073 號函不准重
估，然與「公開發行銀行財務報告編製

1

準則修正草案」第 27 條第 1 項第 2 款
規定：「二、非屬前款以公允價值作為
認定成本之投資性不動產、非供投資或
待出售之不動產、設備及無形資產，僅
得選擇先前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重估
價值作為重估價日之認定成本。」抵
觸，建請 貴會協助與經濟部協商修改
相關解釋函，所有土地均可於 100 年辦
理重估。

2

為降低適用 IAS 19 於轉換日對保留盈
餘之衝擊，建請貴會洽相關主管機關研
議開放非自用土地亦可比照自用土地
以公告現值重估，即於今年底前修正
「商業會計法」第 51 條，將條文中「自
用土地得按公告現值調整之。」，修改
為「土地得按公告現值調整之。」

4

回答
依商業會計法第 51 條規定，固定資產
得依法令規定辦理資產重估價。至於
帳列於「固定資產」以外之土地，是
否得於 IFRSs 轉換日前（含當日）
，不
受商業會計法第 51 條及相關函釋之
限制，而按公告現值辦理重估，因屬
商業會計法之解釋適用問題，仍宜由
商業會計法之主管機關（經濟部）予
以釋示。(此部分銀行局已正式函覆銀
行業者)

肆、 稅務議題
項次

1

問題內容

回答

依 財 政 部 96.9.14 台 財 稅 字 第
09604543210 號函所示，信用卡持卡
人以刷卡消費累積之紅利積點兌換
商品或折抵消費款，核屬發卡機構銷
售勞務與信用卡特約商店收取手續
費收入之折讓，可核實沖減當期之銷
售額及營業稅額。此部分日後作法仍
有疑義待協助解決。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係以商
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
會計準則公報編製之財務報表為基
礎，就帳載事項與所得稅法相關規定
之差異項目進行調整，計算其課稅所
得額。導入 IFRSs 係影響上市、上櫃
及公開發行公司編製之財務報表，營
利事業申報所得稅時，原則上仍應按
現行所得稅法相關規定進行帳外調
整，尚不因適用 IFRSs 而影響其依所
得稅法計算之課稅所得額及實質租稅
負擔。金管會將就企業導入 IFRSs 相
關賦稅議題持續與財政部協商。

2

3

導入 IFRSs 係影響上市、上櫃及公開
發行公司編製之財務報表，營利事業
申報所得稅時，原則上仍應按現行所
得稅法相關規定進行帳外調整，尚不
計過渡條款，讓業者減緩於首次適用 因適用 IFRSs 而影響其依所得稅法計
算之課稅所得額及實質租稅負擔。金
時所產生之影響程度。
管會將就企業導入 IFRSs 相關賦稅議
題持續與財政部協商。
導入 IFRS 產生相當多稅務爭議，惟
目前未見修訂相關之稅務法令，建議
主管機關儘早規範明確之指引以利
業者判斷因應方式，並視影響層面設

採用 IFRS 後，銀行員工優惠存款超
額利息支出由現行「利息費用」改列
為「員工福利費用」，屆時應以利息
或薪資列報所得，建請貴會洽財政部
作出明確解釋，以利業者遵循。

金融機構員工適用優惠存款利息制度
已實施多年，稅務處理上，營利事業
按利息費用科目認列，員工按利息所
得課稅，稅法及稽徵實務尚不因 IFRSs
之實施，而改變對員工依優惠存款利
息制度取得利息收入之所得性質，此
外，營利事業申報所得稅之費用科目
並未配合 IFRSs 變更，爰員工優惠存
款利息收入仍適用現行利息所得課稅
規定。

5

伍、 資訊系統議題
項次

1

問題內容
IASB 最後確定 IFRS 9 延期實施，而國內轉
換 IFRS 期程不變，明年雙軌及後年至 2015
年之單軌期間，金融工具是否延用目前國內
34 號公報，或改依據 IAS 39 相關規定辦理？
若為後者，因 IAS 39 至今仍無正體中文版
發布，若金管會俟 10 月份 IASB 決定 IFRS 9
是否延期實施後，方決定國內金融工具要採
行何種會計準則，資訊系統恐難於僅剩 2 個

回答
我國已確定於 2013 年與 IFRSs
接軌，所適用之公報係依 IASB
發布之內容進行，將儘量朝給
予業者充裕之調整時間，降低
成本負擔之方向努力。

月內完成修改。

2

3

4

於上月宣導會上有提及 10 月份才會確定
IFRS 9 是否延後實施，由於距 101 年開帳日
之時程緊迫，故建請相關需配套作修正之法
令能提早著手研議，屆時能立即提供給業者
據以調整。
延後實施 IFRS9 但接軌 IAS39 號公報，因二
號公報間尚有差異需調整，尚需以系統或人
工方式調整，短期內面臨二次接軌挑戰，增
加人力及系統費用負擔，若確定接軌 IAS
39，懇請主管機關提早公佈方案以及早因
應。
（1）相關主管機關(OTC、金管會等)之報表
申報格式因應準則之修改，請提供業者較足
夠之調整時間。
（2）提供各主管機關之法定
資訊能否儘量整合，減少業者重覆提供不同
單位相同資訊之重覆作業。
資訊系統分階段調整，成本及困難度會增

5

6

加，若 IFRS 9 確定實施請儘速公佈，俾配
合修正。抑或可考量將整體 IFRS 之接軌時
程配合 IFRS 9 之一併遞延。
IFRS 與 IAS 各號公報之轉換應或多或少涉
及會計科目之變動，對於高度依賴電腦處理
日常交易的銀行業，實需主管機關及早發佈
適用 IFRS 之會計科目，以便及早因應會
計、業務及表報申報等資訊系統及作業手冊
之修改。

有關銀行業會計項目代碼，現
階段已完成初稿，業已徵詢業
者 意 見， 並預 計於 十一 月 發
布。另本次修正係將國際會計
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認列
與衡量」（IAS 39）及 IFRS 9
相關會計項目，同時納入修訂
範圍，以利業者辦理。

6

陸、 其他議題
項次

1

問題內容
回答
關聯企業會計政策須一致，然若非 IAS 28 亦要求對相似情況下之類似交易
及事件應採用一致之會計政策(IAS
具有控制能力實難要求被投資公
28.26)。若關聯企業對相似情況下之類似
司一致。
交易及事件採用與投資者不同之會計政
策，投資者於採用權益法所用之關聯企業
財務報表應予調整，以使關聯企業之會計
政策符合投資者之會計政策(IAS

28.27)。故此採權益法之公司得以帳外
調整方式調整被投資公司財務報表重大
之會計政策不一致之事項，以配合權益
法認列投資損益之所需。

2

3

IFRS 以合併 財報為 主要申報報 原則上企業仍須依公報規定辦理並由
表，若子公司之總資產及資本額不 公司進行專業判斷。
重大，以成本效益及重大性考量，
是否可免編製合併財報？
依據勞基法公司於次年提供之帶
薪假成本如何估算及後續如何按

須依 IAS19 公報規定辦理，就員工未來
之薪資、休假日數作估計。

季調整，實務上作法為何？
關於公開發行銀行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草案第 27 條規定，不動產若
具有全數非自用且有存在持續及
穩定之租金收入者，得採現金流量
折現估算之公允價值作為認定成
本之上限。惟銀行業受銀行法第
75 條規定限制，自有且出租之不
動產係無法適用編製準則 27 條規
4

各金融特許事業（保險業除外）對於投
資性不動產採用公允價值作為認定成本
之一致性處理原則下，為兼顧銀行依銀
行法第 75 條規定，銀行原則上不得投資
非自用不動產之立法意旨，爰於公開發
行銀行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27 條規定
僅全數非自用且符合一定條件下，始得
以公允價值作為認定成本。

定，僅能以原先成本入帳，將使銀
行之真實價值嚴重低估，無法反應
經濟實質，有礙投資人對銀行之判
斷。故建議回歸經濟實質，對銀行
持有之非自用不動產，屬持續性出
租狀態且能產出長期穩定之租金
者，得以「樓層」或「所有權」為
衡量單位，而非以「棟」為單位，
作為公允價值衡量單位，以增加編
製準則之彈性。

5

請問透過聯合積點平台之積點(如
HAPPY GO 點數)其會計處理？
7

須依照 IFRIC 13 客戶忠誠計畫及相關
公報之規定辦理。

項次

問題內容

6

首次適用 IFRS 產生許多未實現損
益並直接調整保留盈餘，影響巨
大，故有關首次採用 IFRS 產生之
保留盈餘是否應提列法定公積及
特別公積？是否限制分配股利(因
未實現)，及發生負數時之因應方
式（如採過渡性時間調整公司財務
結構等）。亟須主管機關事前規
劃。

7

銀行公會研議之「金融機構適用
IFRS 參考方案」以 100 年 8 月 29
日全內字第 1001000796A 號函送
金管會銀行局卓採，亟須主管機關
儘速惠釋，俾憑辦理。

8

回答
1.依公司法 提列法定 盈餘 公積係屬分
配限制。

2.至於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是否限制
分配股利，會基會刻正就此議題研
議中。

本案已於 100 年 9 月 26 日以銀局(法)第
10000306710 號函函復銀行公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