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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Q3「推動我國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研討會 QA 

No 類別 問題內容 回答內容 

1. 取處準

則 

目前取處辦法僅明確指出土地使用權須

適用，請問未來是否會修法將使用權資

產納入規範？ 

採用IFRS 16後，新增之使用權資產須適用取

處準則，至於取處準則是否配合修正，證期局

將進一步研議。 

2. IFRS9 請問 

1. 如選擇不重編 IFRS9 比較期間報

表，則 107年度財報資產負債表等

四大表，其 106年度科目是否維持

用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

日金融資產等 IAS39 科目? 

2. 此是否屬於會計政策之選擇而須適

用編準第六條? 

1.IFRS9 自 107.1.1起適用，倘選擇不重編比較

期間財務報表，106年度財務報表之會計科

目即維持現行 IAS 39 所訂項目。 

2.另編準第六條係規範自願變動會計政策所

應採行之程序，採用新公報非屬編準第六條

之適用範圍。 

3. IFRS9 壽險業銷售分紅保單，若不採用覆蓋

法，則因部分資產不符合支付本金及利

息(SPPI)，於初次適用時需有 AFS 重分

類至 FVPL並調整初始保留盈餘，於此狀

況下是否可同步調整 「特別準備-分紅保

單紅利準備」? 

保險局刻正洽請保險公會研議中。 

4. IFRS16 IFRS16提前適用問題，若開始適用

IFRS15，則可提前適用 IFRS16。 

這是不是代表若有售後租回交易可於

2018年 1 月 1日適用? 

公報原則上允許適用 IFRS15 者可提前適用

IFRS16，但政策上尚未定案。本次問卷亦針對

國內企業在 107 年採用 IFRS15 狀況下，是否

有提前適用 IFRS16 之需求。若政策決定

IFRS16 可提前適用，即表示 IFRS16 整號公報

均可適用。 

5. IFRS16 目前園區土地皆為租賃，園區公司應如

何估計合理之租賃期間？ 

依據 IFRS16 第 18段及 IFRS16 附錄 A用語

定義，租賃期間為承租人具有標的資產使用權

之不可取消期間，併同： 

(a)租賃延長之選擇權所涵蓋之期間，若承租人

可合理確定將行使該選擇權；及 

(b)租賃終止之選擇權所涵蓋之期間，若承租人

可合理確定將不行使該選擇權。 

決定租賃期間所需考量之因素包含：合約相關

條款、資產相關條款、企業營運相關條款及市

場相關條款，較為複雜，建議依 IFRS16. 

B34~B40 進行評估，並依個案與會計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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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FRS16 萬年約租賃期間如何判斷? 一般情況，續租權若須由出租人同意，承租人

無可任意執行的權利，若此，則無所謂萬年租

約。若依準則判斷確實有續租權，則應依 IFRS 

16.B37 所述考量續租租金、所投入之租賃改

良、標的使用想法、續租權長短等要素評估是

否可合理確定行使續租權並決定租賃期間。 

7. IFRS16 同類資產不同時期承租(不同合約)，是否

應包成一包評估?例如:106/1/1 簽約承租

一台公務車，106/11/30 又簽約另一台公

務車。在 106/11/30 評估時，是否須將 1/1

的合約資產併入考量和評估? 

IFRS 16 列有租賃組合之規定，但若承租期間

不同造成組合處理與個別處理差異過大，則不

可一併認列，須分開認列。 

8. IFRS16 承租辦公室或公務車，租約簽約一年，

到期後如出租人願意續約才會重訂租約

(即合約中無須續租權)，惟依過去經驗觀

之，除非公司營業有不同考量，否則皆

會續租，請問是否可豁免適用 IFRS16? 

如租約裡未包含續租權，故按租賃合約執行，

租期為一年到期重訂且無續約權(也無承購)，

符合短期租賃，處理上每年各自認列費用，惟

應注意提供豁免條款的原意是減輕負擔，而非

提供公司濫用。 

9. IFRS16 現行多數公司皆以承租方式租賃土地，

以建置廠房或辦公室，IAS17 有明文規

定，可以營業租賃記帳，而 IFRS16 並無

土地之豁免，請問應如何處理？ 

 

IAS 17.15A 規定，當一項租賃包含土地及建築

物要素時，企業應依 IAS17 第 7 至 13段之規

定（依是否移轉附屬於該項租賃標的物所有權

之幾乎所有風險與報酬，以決定應分類為融資

租賃或營業租賃）分別評估各要素之分類係為

融資租賃或營業租賃。於決定土地要素係為營

業租賃或融資租賃時，一項重要之考量因素為

土地通常具非確定經濟年限。據此，土地租賃

一般被判斷為營業租賃。 

惟於 IFRS 16 規定下，上述規定僅適用於出租

人(IFRS 16.B55)，承租人已無融資租賃或營業

租賃之判斷，而係以單一承租人會計模式，使

承租人對所有租賃以相同方式處理(IFRS 

16.IN8)。雖於 IFRS 16 制定過程中有某些利害

關係人建議長期之土地租賃應自 IFRS 16之範

圍排除，但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經討論後決定

不排除此種租賃。因此，就承租人而言，若係

於租賃期間取得對土地使用之控制權，該合約

以租賃作會計處理，亦即除符合 IFRS 16.5 認

列之豁免(如短期租賃或低價值標的資產之租

賃)外，應於承租土地開始日（租賃開始日）

認列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若該長期土地租

賃(例如：99 年租賃)之租賃給付現值幾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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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公允價值，於此情況下，承租人適用

之會計處理將與購買土地之會計處理類似。若承

租人取得對土地之控制，其應適用 IAS16「不動

產、廠房及設備」（而非適用 IFRS16），將該合

約以購買土地處理。(IFRS 16.BC78 及 IFRS 

16.22) 

10. IFRS16 如公司同時有美金之租賃及新臺幣之租

賃，請問是否可使用相同之增額借款利

率？ 

依據 IFRS16 附錄 A用語定義，承租人增額借

款利率為承租人於類似經濟環境中為取得與

使用權資產價值相近之資產，而以類似擔保品

與類似期間借入所需資金應支付之利率。 

實務上，因美金借款與新台幣借款之利率依據

基礎不同，因此以美金計價之租賃與以新台幣

計價之租賃不宜使用相同之增額借款利率。 

11. IFRS16 1. 合併子公司非台灣公司，借款利率與

母公司(臺灣)公司差異甚大，用以評

估資產、負債之折現率，也是以各公

司之增額借款利率為主嗎?另若以台

灣公司關係人資貸給海外公司，那利

率是用台灣公司借款利率還是海外? 

 

 

 

 

 

2. 增額借款利率公司可否以平均借款

利率或加權平均資金成本(wacc)替

代? 

1. 以折現率來說，承租人應使用增額借款利

率(若無法取得租賃隱含利率)，增額借款

利率為承租人於類似經濟環境中為取得

與使用權資產價值相近之資產，而以類似

擔保品與類似期間借入所需資金應支付

之利率。故各公司應就所租賃事項個別評

估。若集團各公司之融資係以集團統籌處

理，未進行個別融資，則可參考集團對各

該公司融資之利率，惟應注意若為外幣租

賃，折現率亦應為外幣融資之利率。 

2. 增額借款利率須取決於標的資產之性質

與租賃之條款及條件。於決定其租賃增額

借款利率時，或能參照可容易觀察之利率

作為起點（例如：承租人為購買所租賃類

型資產而借款所支付或會支付之利率；或

在決定適用於不動產租賃之折現率時之

不動產收益率）。然而，承租人對該可觀

察利率應作必要調整以決定 IFRS 16中定

義之增額借款利率。WACC 並非企業之借

款利率，因 WACC 尚包含權益成本，故

不宜以其作為租賃之折現率。 

12. IFRS16 簽訂資訊委外服務合約，期間為 5年，

每年服務費依指示標的(資訊設備及軟

體)購價的 1/5 再加上對方維護人員之薪

資成本，請問此合約係為服務合約或租

賃合約? 

須先依 IFRS 16之規定判斷該合約是否符合租

賃(是否有已辨認資產、有主導已辨認資產之

使用之權利)，若判斷後確認包含租賃且承租

人選擇對此合約不進行區分，則整體以租賃處

理；若承租人將租賃及非租賃組成部分進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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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則以按相對單獨價格評估設備(租賃)、軟

體(其他無形資產得選擇是否適用租賃)及其他

維護服務。 

13. IFRS16 營造業將專業工項分包出去，例如：支

援先進工作車（含施工人員）、吊車、吊

塔(高空)、鷹架等。是否也要區分租賃和

勞務承攬? 

若以出租人來看，若合約包含符合租賃之定義

者，須區分為租賃(租賃收入)及非租賃組成部

分(勞務收入)；若為承租人，則可自由選擇。 

14. IFRS16 企業承租一大樓，交付押金一億元，不

另給租金，企業該如何認列資產使用權

及租賃負債? 

若僅支付押金一億元，租期內不支付任何費

用，則押金需去設算，也需考慮當租期屆滿時

之押金退回率及是否無息，假設正常情況是公

司有租賃給付，同時也有押金，則租賃給付須

計算，押金也須設算，押金尚須考慮到折現效

果，折現後金額與名目金額中間之差異數調整

使用權資產之入帳金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