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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 前言

► 遠東區主要國家執行專業判斷之現況

► 提及專業判斷之相關文獻

► 未來全面採用IFRS後，台灣如何因應專業判斷衍生之挑戰
► 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 附錄 重大專業判斷之流程範例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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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判斷之執行與使用時點

► 專業判斷之執行領域
► 會計

► 審計

► 證券監管機構

► 編製財務報表時作成判斷之種類
► 會計準則之選擇

► 會計準則之施行

► 缺乏可適用之會計準則

► 財務報表之表達

► 入帳時估計金額

► 評估證據之足够性



遠東區主要國家執行專業判斷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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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區主要國家執行專業判斷之現況

► 遠東區主要國家
► 台灣

► 香港

► 大陸

► 澳洲

► 新加坡

► Ernst & Young Far East Area
► 台灣專業發展部 (TW PPD)
► Far East Area Accounting Standards Group (FEA ASG)
► Global P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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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之監理機制

當遇到特定會計問題，或現行未有明確指引之會計問題時，

如何執行專業判斷

►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之財務會計問題研議小組研議後，以解釋函
方式解答疑問或闡釋適當之會計處理方法

► 自74年至98年，25年間發布了約900個解釋函
► 實務上仰賴會研基金會研議小組所發布之解釋函以協助釐清適當
之施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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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之監理機制

當遇到特定會計問題，或現行未有明確指引之會計問題時，

如何執行專業判斷

► 當缺乏可適用之準則時，HKICPA發布Accounting Guidelines闡
述適當之處理（例如：AG 5 Merger Accounting for Common 
Control Combinations即對組織重組之會計議題所發布），但此
種指引之數量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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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之監理機制

當遇到特定會計問題，或現行未有明確指引之會計問題時，

如何執行專業判斷

► 當公司遇到問題時會優先諮詢會計師事務所之意見，以獲得適切
之解答。但若問題非常棘手時，可能即由公司與會計師事務所共
同請示財政部會計司之意見，而財政部亦會發布正式之函文（例
如：財會函[2008]60號）回覆。由於涉及到財政部之回覆速度上
會甚為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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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之監理機制

當遇到特定會計問題，或現行未有明確指引之會計問題時，

如何執行專業判斷

► 澳洲於2005年起全面採用IFRS後，當面臨特定問題時會將相關
問題轉由IASB或IFRIC代為尋求解決

► 澳洲之證券監理機構(ASIC)聲明其不會發布任何與IFRS相關解
釋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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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之監理機制

當遇到特定會計問題，或現行未有明確指引之會計問題時，

如何執行專業判斷

► 新加坡之準則制訂機構(ASC)肯定與IFRS趨同對公司帶來之效益，
惟ASC會仔細考量引用IFRS對本地經濟與企業環境之影響

► ASC會考量是否要完全採用IFRS之條文亦或作適度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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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st & Young Far East Area

► 台灣專業發展部 (TW PPD)
► 涉及台灣當地會計準則，由查核團隊向TW PPD尋求諮詢
► 凡所有諮詢過程皆以備忘錄記載於工作底稿，備忘錄之內容通常包括所有
與諮詢相關之議題、如何解決該問題以及作成該項解釋之原因

► Far East Area Accounting Standards Group (FEA ASG)
► 涉及IFRS相關之議題，由台灣PPD向FEA ASG尋求諮詢

► Global PPD
► 部分IFRS議題，FEA ASG亦會向上至Global PPD尋求諮詢
► Ernst & Young Q&A之形成



提及專業判斷之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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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專業判斷之相關文獻

► 國際會計準則

► SEC Advisory Committee on Improvements to Financial 
Reporting Report

► Principles-based Accounting Standards
► Ernst & Young IGA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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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針對會計政策所作判斷之指引

► 國際會計準則第八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動及錯誤

IAS 8.10
當交易、其他事件或情況並無相關之IFRS可適用，須由管理階
層於發展及適用會計政策時作出判斷，使產生之資訊係：
► 對財務報表使用者之經濟決策需求具攸關性；並

► 具可靠性，因財務報表必須：

► 忠實表達企業之財務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

► 反映交易、其他事件或情況之經濟實質，而非依法律形式

► 中立

► 審慎

► 在所有重要方面係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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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針對會計政策所作判斷之指引 (續)

► 國際會計準則第八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動及錯誤

IAS 8.11 & 12
對會計政策作出判斷時，管理當局應依序考量以下項目為依據：
► IFRS針對類似及相關議題作出之規定及指引；
► IFRS「財務報表編製及表達之架構」中針對資產、負債、收益及費損給予
之定義、認列條件及衡量概念；

► 亦可考量世界其他使用與IFRS類似概念為架構發展會計準則之會計準則委
員會所發布之指引、其他會計文獻、一致接受之產業作法，但不可與前述
兩項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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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 Advisory Committee on Improvements to 
Financial Reporting Report

背景

► 美國證券及交易委員會(‘SEC’)於2007年7月設立財務報導改善顧
問委員會(‘SEC Advisory Committee on Improvements to 
Financial Reporting’)

► 該委員會致力於檢驗及改善美國財務報導系統，以減少不必要之
複雜性及提供投資者更有用及易瞭解之資訊

► 委員會於2008年8月1日向SEC提出建議之正式報告
► 其中一項建議與會計判斷評估程序有關，委員會主張SEC及美國
公開發行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CAOB’)應針對會計及審計判斷
發布政策宣言(‘Policy Statement’) 

► 惟截至2010年7月，未見SEC及PCAOB有任何進一步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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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 Advisory Committee on Improvements to 
Financial Reporting Report (續)

委員會認為針對會計判斷發布指引能協助解決以下問題：

► 消除投資者對會計判斷之不信任感

► 解答財務報表編製者對合理判斷是否會被主管機關尊重之疑慮

► 改善會計判斷之評估原則並無一致認定標準之問題

► 消除原則基礎會計原則(‘principles-based standards’)日益增加
造成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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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 Advisory Committee on Improvements to 
Financial Reporting Report (續)

會計判斷之概念

► 委員會認為會計處理之判斷應由擁有適當程度知識、經驗、客
觀度之人員或團隊，以相關事實及狀況為基礎，依據適用會計
準則形成之意見。亦有可能於合理情況下達成不同之意見

► 會計判斷應依據具批判性及合理性之評估，且於真誠、嚴謹、
周全考量及特意執行之行為下達成

► 委員會建議於評估判斷之合理性時，將以下因素列入考量：
1. 財報編製者對交易進行分析，其中包含交易之實質及商業之目的；

2. 發布財報時可合理取得之重大事實；

3. 財報編製者針對相關文獻之複核及分析，其中包含文獻涉及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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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 Advisory Committee on Improvements to 
Financial Reporting Report (續)

► 委員會建議於評估判斷之合理性時，將以下因素列入考量(續)：
4. 財報編製者針對其他可供選擇之原則或估計作出之分析，其中包含每項可
供選擇方案之利弊得失；

5. 財報編製者作出選擇背後之原因，並將理由連結至投資者之資訊需求及專
業外部人員作出之判斷；

6. 作出選擇之理由與交易實質及商業目的之連結；

7. 專業人員參與選擇過程之程度；

8. 財報編製者針對實務界不同作法，包括作出之選擇及估計之不同，進行之
考量；

9. 財報編製者對類似交易作出一致地選擇或估計；

10. 使用適當及可靠之假設及資料；

11. 考慮及作出判斷耗費之時間及努力之充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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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 Advisory Committee on Improvements to 
Financial Reporting Report (續)

SEC及PCAOB針對委員會報告之最新動態:
► SEC目前尚未針對委員會建議作出具體回應
► PCAOB於2008年10月舉行之會議之會議記錄表示，PCAOB還
在評估委員會提出建議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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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s-based Accounting Standards
(六大白皮書)

► 由國際六大會計師事務所（即BDO International、Deloitte 
Touche Tohmatsu、Ernst & Young、Grant Thornton 
International、KPMG International與PricewaterhouseCoopers
六家事務所）於2008年1月聯合發布之原則基礎會計準則白皮書
“Principles-based Accounting Standards” 
高品質原則基礎之會計準則應具備下列六項特性：
► 忠實表達經濟實質

► 回應財務報表使用者明確與透明之需求

► 與清楚觀念架構一致

► 明確定義會計準則廣濶之適用範圍

► 以簡單明確地文字表達會計處理

► 允許合理使用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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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s-based Accounting Standards (續)

與準則制訂程序相關之另外兩項關鍵要素：
► 持續改善

► 符合所制訂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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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st & Young IGAAP

► 實務界針對特定議題之處理多會參酌下列因素採取適當之處理：
► 特定議題是否已有會計準則或其他正式之文獻對所採用之方式作出解釋？
► 特定議題是否有其他會計準則對相似或相關之議題作出處理？
► 當所使用之方式未有相關之會計準則時，是否有其他國家之準則可合理作
為參考之指引？

► 企業採用之方式是否與報表使用者之需求及財務報導之目標一致？
► 企業採用之方式是否有權威之會計文獻支持？
► 企業採用之方式是否與財務報表編製及表達之架構相符？
► 企業採用之方式是否符合對財報使用者具有用性之品質資訊基本標準？
► 企業採用之方式是否忠實反映交易之經濟實質？
► 企業採用之方式是否與「允當表達」之基本原理相符？
► 其他業界遇到相似情況所採用之方式為何？



未來全面採用IFRS後，台灣如何因應專業判斷衍生之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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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IFRS將會增加會計判斷之重要性

► IFRS是以原則基礎(principles-based)之會計準則，較我國目前
會計準則環境有更多專業判斷之使用

► 可預見之影響為：

► 對交易事項之說明及表達應依據其性質及經濟實質，而不應僅著重其法律
形式

► 企業無法再經由特殊財務架構以達成採用特定會計處理

► 企業需適應不再要求主管機關針對每項未明確界定之會計處理申請解釋函，
及要求查核會計師於挑戰企業做出之會計判斷時，須以解釋函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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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因應專業判斷衍生之挑戰

► 公司與證券監管單位未來不再仰賴準則制訂機構發布解釋函令

► 公司需建置專業判斷之內部控制程序，並同時將所作結論之依據
予以適當之書面記錄

► 公司須分析可供選擇方案間之利弊得失

► 公司須分析所作判斷與業界不同時所採之理由

► 對IFRS之不熟悉，再加上IFRS之增刪變動速度甚快，無法及時
因應此種原則基礎之運作

► 原則基礎之會計準則往往需要額外資訊，衍生額外之成本與溝通
時間，造成公司傾向選擇成本較低與節省時間之運作方式

► 不宜以後見之明(hindsight)評斷較早之前所作之判斷
► 不同專業知識與經驗人士所作之判斷亦有可能不同



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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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 已採用IFRS之國家例如歐盟、澳洲、紐西蘭等均未規範何謂達
成專業判斷之必要程序

► 建議研讀SEC Advisory Committee on Improvements to 
Financial Reporting針對規範專業判斷提出之建議

► 無法依賴檢查表執行與評估判斷；必須制定指引促使企業設置嚴
謹之專業判斷程序

► 企業執行專業判斷時應符合與內部控制相關之規定或指引，例如：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COSO指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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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研究方向

► 密切注意SEC與PCAOB之動態



重大專業判斷備忘錄之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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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專業判斷備忘錄之使用說明

► 使用說明之提醒

► 重大專業判斷備忘錄之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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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之提醒

► 專業判斷之執行係公司管理當局之責任

► 公司對所作之判斷負最終責任，包括及時進行專業判斷、由適當
之人員複核判斷之結果並予以核准

► 本指引僅作舉例之用，各公司仍須視自身之狀況參酌相關之資料
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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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之提醒 (續)

► 公司應將執行專業判斷過程予以文件化記載，其中包括：
► 歷史資料之蒐集

► 相關支持之文件

► 背景陳述

► 問題核心

► 須以透明之方式加以陳述、記載
► 列示參考之條文或依據

► 列示競爭者；產業或其他國家之作法

► 即時覆核及更新

► 需定期檢視作成之結論是否會因為IFRS之變動而需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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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專業判斷備忘錄之使用說明
－會計問題

► 會計問題是重大專業判斷備忘錄所欲討論處理的主要目標，目的
在於引導出一個聚焦討論的方向，並界定一個清楚的評估範圍，
因此選擇適當的會計問題是影響重大專業判斷備忘錄有效性的重
要關鍵

► 為確認討論之方向與範圍係屬適當，負責相關議題之會計人員應
將需執行重大專業判斷之會計政策及會計問題初步界定後，及時
將初步議題內容及需執行重大專業判斷的必要性及理由呈報至議
題討論小組，以取得授權進行議題討論之前置作業

► 為協助議題討論人員得以迅速了解欲討論議題之方向及內容，應
適當地言簡意賅敘述此會計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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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專業判斷備忘錄之使用說明
－問題背景說明

► 負責相關議題之會計人員為清楚敘明會計政策及會計問題之詳細
背景，必須清晰且完整地表示會計交易之條件或攸關合約之條款，
以確保重大專業判斷備忘錄之有效性及可信度

► 為確認會計交易資料及攸關合約之完整性及正確性，負責相關議
題之會計人員應與各相關業務單位(如法務部門/業務部門/資訊
部門等)開會討論本公司相關交易類型之作業模式及經濟實質，
以同時取得相關交易之完整背景，方能作為判斷會計處理之依據

► 為協助議題討論人員得以知悉會計問題的全貌，應彙總並詳實記
載所有相關之背景資料，作為議題討論小組的參考



Page 37 IFRSJuly 2010

重大專業判斷備忘錄之使用說明
－討論及結論

► 負責相關議題之會計人員應透過下列各種方式蒐集並評估各可供
選擇會計政策之適當性與利弊得失：
► 與各相關業務單位(如法務部門/業務部門/資訊部門等)針對會計問題開會
討論相關交易類型之作業模式及經濟實質

► 蒐集相關可能之會計準則、解釋函令或文獻

► 與內部適切同仁討論或諮詢外部專家

► 考量競爭者、國內外產業之作法

► 負責相關議題之會計人員綜合以上各方之討論，以形成初步之建
議。凡所有諮詢及討論之過程皆應記載於重大專業判斷備忘錄中，
備忘錄中並顯示各與會相關業務單位及諮詢者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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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專業判斷備忘錄之使用說明
－討論及結論 (續)

► 為協助議題討論人員得以判斷會計問題，應彙總並詳實記載每一
判斷步驟之思路及其相關準則或文獻依據

► 議題討論小組經討論形成初步結論後，負責相關議題之會計人員
應將重大專業判斷備忘錄交予各相關業務單位及內外部諮詢者閱
讀，各相關業務單位與諮詢者若同意負責相關議題會計人員之意
見則簽名交回給負責相關議題之會計人員；若各相關業務單位及
內外部諮詢者與負責相關議題會計人員之意見不同，或有其個人
之專業看法則應表明以讓負責相關議題之會計人員知悉，通常整
個過程應在重大專業判斷備忘錄確認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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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專業判斷備忘錄之使用說明
－會計處理之相關規定

► 應摘要敘明做成前述結論所參考之會計理論，例如會計準則、解
釋函令、專業文獻或外部專家相關文獻，及如果將文獻應用到所
遭遇狀況之分析時，亦應併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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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專業判斷備忘錄之使用說明
－附件

► 應檢附蒐集內部或外部與問題相關之文件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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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判斷備忘錄範例

專業判斷備忘錄

一、會計問題
【將欲澄清之會計問題於此簡述】

二、問題背景說明
【敘明會計問題之詳細背景，例如摘錄交易之條件或攸關合約之條款，作為判斷
會計處理之依據】

三、討論及結論
【提出對會計問題討論過程之看法及最後之結論】

四、會計處理之相關規定
【敘明作成前述結論之依據基礎】

五、附件
【蒐集內部或外部與問題相關之文件或資料】

編製者： 日期：
複核者： 日期：
核准者：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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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判斷備忘錄釋例
－以判斷功能性貨幣為例

專業判斷備忘錄

一、會計問題
「功能性貨幣」係指個體營運所處主要經濟環境之貨幣。本公司之功能性貨幣為何？

二、問題背景說明
本公司各交易之幣別及決定價格之因素如下：
1.外銷之貨物及勞務，90％以美金計價、10％以新台幣計價
2. 內銷之貨物及勞務，70％以新台幣計價、30％以美金計價
3.產品之主要競爭者A公司（位於台灣）
4. 外購之貨物及勞務，100％以美金計價
5. 內購之貨物及勞務，100％以新台幣計價
6. 商品及勞務之主要相關法規之國家為台灣
7 .預算之編製幣別為新台幣
8.經營模式及定價決策係以新台幣為主要之考量貨幣
9.籌資活動，於台灣證券市場以新台幣募集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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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判斷備忘錄釋例
－以判斷功能性貨幣為例

專業判斷備忘錄

二、問題背景說明（續）
10. 以85％保留新台幣部位現金、10％保留美金部位現金
11. 支付股利之幣別為新台幣
12. 支付所得稅之幣別為新台幣
13. 管理當局檢視組織績效之幣別為新台幣
14. 公司與投資者、分析師及股東溝通營運結果之幣別為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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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判斷備忘錄釋例
－以判斷功能性貨幣為例

專業判斷備忘錄

三、討論及結論
(一)依IAS 21.9(a)本公司分析功能性貨幣為何之考量如下：
1.外銷之貨物及勞務90％以美金計價
2. 內銷之貨物及勞務70％以新台幣計價
3. 預算之編製幣別為新台幣
4. 經營模式及定價決策係以新台幣為主要之考量貨幣
5. 商品及勞務之主要相關法規之國家為台灣
6. 管理當局檢視組織績效之幣別為新台幣
7. 其他
綜合判斷下，主要貨幣為：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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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判斷備忘錄釋例
－以判斷功能性貨幣為例

專業判斷備忘錄

三、討論及結論（續）
(二)依IAS 21.9(b)本公司分析功能性貨幣為何之考量如下：
1.外購之貨物及勞務100％以美金計價
2. 內購之貨物及勞務100％以新台幣計價
3.其他
綜合判斷下，主要貨幣為：新台幣

(三)依IAS 21.10(a)本公司分析功能性貨幣為何之考量如下：
1.籌資活動，於台灣證券市場以新台幣募集普通股
2.其他
綜合判斷下，主要貨幣為：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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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判斷備忘錄釋例
－以判斷功能性貨幣為例

專業判斷備忘錄

三、討論及結論（續）
(四)依IAS 21.10(b)本公司分析功能性貨幣為何之考量如下：
1.以85％保留新台幣部位現金
2.以10％保留美金部位現金
綜合判斷下主要貨幣為：新台幣

(五)其他影響本公司主要經濟環境之考量如下：
1.支付股利之幣別為新台幣
2. 支付所得稅之幣別為新台幣
3. 公司與投資者、分析師及股東之營運結果溝通幣別為新台幣
綜合判斷下主要貨幣為：新台幣

(六)依IAS 21.12本公司判斷最能忠實表達標的交易、事件及情況之經濟效果之
功能性貨幣為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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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判斷備忘錄釋例
－以判斷功能性貨幣為例

專業判斷備忘錄

四、會計處理之相關規定
IAS 21第9至12段規定如下：
9.個體營運所處主要經濟環境通常係指主要產生及支用現金之環境。個體於決定其
功能性貨幣時，應考量下列因素：

(a)該貨幣：(i) 主要影響商品及勞務之銷售價格（通常為商品及勞務計價與交
割之貨幣）；及(ii) 所屬國家之競爭力及法規主要決定商品及勞務銷售價格。

(b)該貨幣主要影響為提供商品或勞務之人工、原料及其他成本（通常為該等
成本計價及清償之貨幣）。

10.下列因素亦可對個體之功能性貨幣提供證據：
(a) 由籌資活動（即發行債務及權益工具）所產生資金之貨幣。
(b) 通常用以保留由營業活動收到之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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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判斷備忘錄釋例
－以判斷功能性貨幣為例

專業判斷備忘錄

四、會計處理之相關規定（續）
11.在決定國外營運機構之功能性貨幣，以及其功能性貨幣是否與報導個體之功能
性貨幣相同時（在此所稱之報導個體係指有國外營運機構為其子公司、分公司、
關聯企業或合資等之個體），應考量下列額外因素：

(a)國外營運機構進行之活動是否為報導個體之延伸，而非高度自主之活動。
前者例如國外營運機構僅出售自報導個體進口之商品，並將所收之價款匯
回報導個體，後者例如營運所累積之現金及其他貨幣性項目、所發生之費
用、所產生之收益及安排之借款等，絕大部分均以當地貨幣進行。

(b)國外營運機構與報導個體間之交易占國外營運機構營運活動比例之高低。
(c) 國外營運機構活動所產生之現金流量是否直接影響報導個體之現金流量，
並且隨時可以匯回給報導個體。

(d)國外營運機構活動所產生之現金流量是否足以支應現有及正常預期之債務，
而不需報導個體提供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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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判斷備忘錄釋例
－以判斷功能性貨幣為例

專業判斷備忘錄

四、會計處理之相關規定（續）
12.當前述各項指標參雜而功能性貨幣並不明顯時，管理階層必須運用判斷以決定
最能夠忠實表達標的交易、事件及情況之經濟效果之功能性貨幣。運用此方法
之一環，係管理階層優先考量第9 段所述之主要指標，繼而考量第10 及11 段之
指標，第10及11 段之指標係為了提供決定個體功能性貨幣之額外佐證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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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判斷備忘錄釋例
－以判斷功能性貨幣為例

專業判斷備忘錄

五、附件
1. 外銷幣別分析表與內銷幣別分析表
2. 產品競爭者分析表
3. 外購幣別分析表
4. 內購幣別分析表
5. 預算表
6. 籌資活動金額分析表
7. 庫存現金分析表



Thank you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