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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3正體中文版 

IFRS 3 『企業合併』 
2010年正體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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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3 
非控制權益(NCI)之衡量 
 

(Improvements to IFRS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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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I之衡量 

2010年版 

2011年版 

NCI 

得以下列方式之一衡量 

 公允價值，或 

 對被收購者可辨認淨資產所享有
之比例。 

NCI 

為現時所有權權益，
且其持有者有權於清
算發生時按比例份額
享有企業淨資產者 

所有其他組成部分 

得以下列方式之一衡量 

 公允價值，或 

 對被收購者可辨認淨資產所
享有之比例。 

以其收購日公允價值衡量(除非
IFRSs規定另一衡量基礎) 

 
e.g. 普通股(present 
ownership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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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I之衡量 – 特別股《釋例1》  

• A發行每股面額CU 1 之100股特別股，分類為權益項下。特別股股

東有優先特別股股息，且於A清算時，除有權優先收回每股CU 1外，

特別股股東無其他權利。 

• B收購100% A之普通股並取得控制，A特別股於收購日之公允價值

為CU120 

背景 

• 由於A特別股相關之NCI非屬A清算時，按比例份額享有企業淨資產

之組成部分，因此與A特別股相關之非控制權益不適用衡量方式選

擇，而須以其收購日特別股之公允價值CU120作為衡量金額。 

收購日NCI之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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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譽及負商譽 

d. 被收購者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允價值 

e. 【商譽】或【廉價購買利益】 

7 

b. 非控制權益 (NCI) 之金額 

a. 所移轉之對價 

c. 收購者先前已持有被收購者之權益於收購日之公允價值 

若 > 0，為商譽  若 < 0，為廉價購買利益，即負商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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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I之衡量 – 特別股《釋例2》  

• A發行每股面額CU 1 之100股特別股，分類為權益項下。特別

股股東有優先特別股股息，且於A清算時，特別股股東與普通

股股東擁有相同之權利。 

• B收購100% A之普通股並取得控制，A特別股於收購日之公允

價值為CU160，按比例份額享有被收購者可辨認淨資產之已認

列金額為CU140。 

背景 

• 由於A特別股相關之NCI適用衡量方式選擇，因此B可選擇以

CU160或CU140作為其收購日之衡量金額。 

收購日NCI之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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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I之衡量 –員工選擇權 《釋例3》  

• A為酬勞員工，發行了員工認股權，分類為權益項下並於被收購日當天 (A

爾後被B收購) 全數既得。 

• 此員工認股權既非現時所有權權益，且無權於清算發生時按比例份額享有

企業淨資產者。 

• 此員工認股權於被收購日依IFRS 2衡量之公允價值為CU200.  

• 此員工認股權於被收購日並未失效，亦未被B發行新此員工認股權所取代。 

背景 

• 由於此員工選擇權相關之NCI非屬A清算時，按比例份額享有企業淨資產之

組成部分，因此不適用衡量方式選擇，而須以其收購日依IFRS 2衡量之公

允價值CU200作為衡量金額 

收購日NCI之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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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I之衡量 

其他屬NCI但不
適用衡量選項之
例，像是… 

就只能以其收購日公
允價值/或依IFRS 2規
定衡量，不得選擇採
可辨認淨資產所享有
之比例份額 

可選擇之NCI: 
• 為現時所有權權益，且 
• 其持有者有權於清算發生時

按比例份額享有企業淨資產 

Share 
warrants 

子公司之資本公積-
員工認股權 

子公司複合金融
工具之權益組成
部分 (可轉債) 

Option over 
own shares 



IFRS 3 
自願替代及未替代 
股份基礎給付報酬(SBP) 

(Improvements to IFRS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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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合併中之股份基礎給付報酬(SBP) 

12 

IFRS 3將此種協議稱為
「替代性報酬」 
(replacement award) 

股份基礎給付-員工獎酬 
本公司係於XX年X 月X 日取得對A公司之控
制。為保障員工福利，於XX年X 月X 日日
經董事會通過決議承接A公司已發行之員工
認股權證， 並以本公司股票為其執行員工
認股之標的。 

 被收購者之
SBP 

有義務替代 

無義務替代 
自願替代 

未被替代 

2010正體
中文版 

2011正體
中文版 

2011正體
中文版 

對價 

被收購者可辨
認淨資產之FV 

商譽 合併前勞務 合併後勞務 合併後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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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有義務]? 

當被收購者(acquiree)或其員工有能力強制要求
(ability to enforce)收購者須發行替代性SBP時，收購
者即有義務，如: 

(a) 合併契約書之條件言明替代性酬勞 

(b) 被收購者所發行之SBP條件被收購者; 或 

(c)  相關法令及法規有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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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合併中之股份基礎給付報酬(SBP) 

情況 收購者是否
有義務替代？ 

是否發行
替代性報
酬？ 
 

被收購者所發
行之SBP原條款
是否敘明因合
併而失效？ 

會計處理 

A  
(有義務替
代) 

  NA 分攤為移轉對價(影響商譽) 

&日後酬勞成本 [參閱以下
slides] 

IFRS 3正體
中文版 

情況 
 

收購者是
否有義務
Replace？ 

是否發行替
代性報酬？ 
 

被收購者所
發行之SBP原
條款是否敘
明因合併而
失效？ 

會計處理 

2010 A  
(有義務替
代) 

  NA 分攤為移轉對價
(影響商譽) &日後
酬勞成本 [參閱
以下slides] 

2011 B  
(自願替代) 

X   認列為日後酬勞
成本，不影響商
譽 

2011 C  

(自願替代) 
X  X 比照情況A 

2011 D  

(自願替代) 
X X X 比照情況A分攤，

惟已既得者調整
NCI, 未既得者屬
日後酬勞成本 

接著看..要如何
分攤為移轉對價 

&酬勞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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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之分攤 

15 

 

 

屬於合併前勞務 

金額 

Acquiree’s award之公允價值 

屬於合併後勞務 增額報酬金額 

分攤 

影響商譽 屬於合併後勞務之替代性報酬 處理方式 

於收購日依
IFRS 2之規定

衡量 

Acquirer’s award之公允價值 

收購日 



報酬之分攤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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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合併前勞務之
替代性報酬 

時間 

既得期間 原始既得期間 

影響商譽 

已完成之既得期間 

新既得期間 

總既得期間 

已完成之既得期間 

取高者 
總既得期間 

原始既得期間 

合併後財務報表中認列為
酬勞成本(損益) 

給與日 收購日 原始既得日 新既得日 

Acquirer’s award之公允價值 

屬於合併前勞務之
替代性報酬 

Acquiree’s 
award之公
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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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釋例1》 

17 

 

• P公司收購Q公司 

• P公司於收購日發行替代性報酬交
換收購日之Q公司員工所持有之
SBP。替代性報酬要求員工於收購
後必須提供額外一年服務 

• Q公司之獎酬要求員工提供四年服
務，於收購日時Q公司員工已服務
兩年 

• P公司於收購日發行替代性報酬
(公允價值$120)，交換Q公司之
SBP(收購日公允價值$110) 

Q 

P 

釋例 (情況A) 



報酬《釋例1》(續)  

18 

  

屬於合併前勞務
之替代性報酬 

時間 

既得期間 原始既得期間 (4年) 

影響商譽 

已既得期間 (2年) 

總既得期間 (3年) 

已完成之既得期間 (2年) 

取高者 
總既得期間 (3年) 

原始既得期間 (4年) 

合併後財務報表中認列為
酬勞成本(損益)  
$65 

給與日 收購日 原始既得日 

新既得日 

Acquirer’s award之公允價值 

$120 

屬於合併前勞務之
替代性報酬 

$55 

釋例 

Acquiree’s 
award之公

允價值 
$110 

$55 

新既得期間(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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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釋例2》 

19 

• P公司於20X3年1月1日收購Q公司 

• Q公司於20X1年1月1日給與員工SBP，
該獎酬要求員工提供五年服務，於收
購日時Q公司員工已服務兩年 

• 收購合約中並未要求P公司替代該SBP，
P公司亦決定不予替代 

• 該Q公司之SBP於收購日之市價基礎衡
量金額為$100 

Q 

P 

釋例 (情況D) 

收購日 

20X1.1.1 20X3.1.1 

既得日 

20X6.1.1 

給與日 
既得期間5年 



報酬《釋例2》(續)  

20 

  

屬於合併前勞務
之替代性報酬 

時間 

既得期間 原始既得期間 (5年) 

影響NCI->
商譽 

已既得期間 (2年) 

總既得期間 (5年) 

已完成之既得期間 (2年) 

取高者 
總既得期間 (5年) 

原始既得期間 (5年) 

合併後財務報表中認列為
酬勞成本(損益)  
$60 

給與日 收購日 原始既得日 

Acquiree’s award之公允價值 

$100 

屬於合併前勞務之
替代性報酬 

$40 

釋例 

Acquiree’s 
award之公

允價值 
$100 

$40 

Dr. 商譽 
Cr. NCI 



IFRS 10, IFRS 11, IFRS 12, IAS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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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10, 11, 12與IAS 28之關係 

是否具控制? 

依IFRS 10進行合併 是否具聯合控制? 

依IFRS 12揭露 
確認屬IFRS 11聯
合協議之類型 

依IFRS 11認列與聯
合營運權益有關之資
產、負債、收入及費
損份額 

依IFRS 12揭露 

是否具重大影響? 

依IAS 28處理 依IFRS 9/ 
IAS 39處理 

依IFRS 12揭露 

Yes No 

Yes No 

Yes 

No 
聯合營運 合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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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子公司、關聯企業及聯合協議 

23 

權益類型 

合併財務報表 

會計處理 揭露 

子公司(subsidiaries) IFRS 10 

IFRS 12 

關聯企業(associates) 

IAS 28(2011) 

聯合協議 

合資(joint 
venture) 

IFRS 11 
聯合營運
(joint 
operation) 

未合併結構型個體
(unconsolidated entities) IFRS 9/IAS 39 



 
• 2012年正體中文版 (金管會尚未認可) 
• IASB 於2011年5月發布，適用於2013.1.1以後開始之年

度期間 
• 取代IAS 27 「合併及單獨財務報表」及SIC-12「合併：

特殊目的個體」 

IFRS 10  
合併財務報表 

IAS 27 
(2008) 

合併財務報表 

單獨財務報表 

SIC-21 合併-SIC 

IAS 27 
(2011) 

IFRS 10 



背景 

25 

Criticisms:  
既有會計準則 

實務應用分歧 
• IAS 27 (著重控制)與SIC 12(著

重風險及報酬)既存之不一致 
• 實務應用上不一致之疑義 

金融危機 
• 對結構型個體(structured 

entities)之指引是否足夠？ 
• 揭露規定是否不適當？ 

 

Solution:  
IFRS 10 & IFRS 12 

－建立單一來源且具權威性之
合併會計指引 

－提供較明確之「控制」定義，
並包含提供額外應用指引 
 

－對SPE之合併提供更多指引 
－強化揭露，特別是未合併結

構型個體(unconsolidated 
structured entities)[規範於IFRS 
12] 

©2012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IFRS 10與現行IAS 27對以下之規定相同： 
• 母公司除符合有限情況外均應編製合併財務報表 
• 編製合併財務報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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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單一控制模式 

26 

控制之評估係基於所有事實與情況 
當以上三要素有變動之跡象時，需進行重評估 

以控制為單一合併基礎，適用於所有企業 

對被投資者
之權力
(power) 

來自對被投資

者之參與之變

動報酬之暴險

或權利 

使用權力以影響
報酬之能力 

權力 報酬 

權力及

報酬之

連結 

控制 

權力源自於權利(rights) 
~表決權、潛在表決權、
任免主要管理階層之權
利、或是由合約所賦予
的決策權等 

報酬可能為正值或負值
(e.g.  下跌或上漲)，也
可能非量化(e.g. 其他人
無法取得之效益) 

IFRS 10所定義控制
之三項要素就是~ 判斷決策者為agent 

or principal，使用權
力為自已賺取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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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三要素 

27 

對被投資者之控制(control of an investee)： 

 

 當投資者暴露於來自對被投資者之參與之變動報酬
或對該等變動報酬享有權利，且透過其對被投資者
之權力有能力影響該等報酬時，投資者控制被投資
者。 

 



相較於IAS 27之重大變動彙總 

28 

必須辨識出被投資者之

攸關活動 

評估控制時，僅考慮「實

質性權利」，不考慮「保

障性權利」(protective right) 

引入實質控制(De 

facto control)概念 

增加「代理關

係」相關指引 

以「對變動報酬之暴險

或權利」概念取代「風

險與報酬」概念 單一 
控制模式 
 

保障性權利，係指權利被
設計用以保障持有該等權
利者之權益(而不賦予該持
有者有對該等權利所關聯
之個體之權力) 

e.g. 借款違約
時，債權人扣
留抵押資產之

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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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變動-攸關活動&報酬 

IAS 27 and SIC-12 

• IAS 27以控制為合併之基礎，
強調主導某一個體之財務及
營運政策之權力，以從其活
動中獲取利益 

• SIC 12以風險報酬模式來評
估對特殊目的個體(SPE)之控
制 

IFRS 10 

• IFRS 10 使用控制為單一合
併基礎，適用於所有企業 

• 投資者對被投資者是否取
得控制，需評估其是否具
有主導攸關活動之能力 

• 風險報酬模式非決定是否
合併之唯一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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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關活動 

• 攸關活動係指能重大影響被投資者報酬之活動，通常為營運
活動及財務活動，例如： 

 銷售及購買產品或勞務 

 管理金融資產 

 選擇、購置或處分資產 

 新產品或流程之研究及發展 

 決定注資結構或取得資金 

• 與攸關活動有關之決策，例如： 

 建立被投資者營運及資本決策； 

 指派及酬勞被投資者之主要管理階層或服務提供者，及
終止聘僱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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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關活動《釋例1》 

31 

• A及B共同出資設立一C公司，C公司主要活動係在興建廠房後進行營運，並

由A、B分別負責興建及營運活動之決策。 

• 於C公司存續之期間內，營運階段預期將較興建階段有更重大且長久之影響。

此外，C公司完成興建並開使營運之能力，其不確定性極低。 

 

 

 

 

 

問題 

由A主導 由B主導 

興建活動 營運活動 

興建完成 
開始營運 

• 在此案例中，營運活動可能被視為在C公司存續期間內係屬重大影響其報酬

之活動，即便是在興建階段亦同。若此，B公司將自始對C公司具有控制。 

分析 

試問，何者對C公司具有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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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關活動《釋例2》 

32 

• A及B共同出資設立一C公司，專營藥品之發展及行銷。 

 

 

 

 

問題 

皆屬C公司之
攸關活動 

由A主導 由B主導 

發展 製造 行銷 

取得主管機
關之核准 

• 須考量： 

• 被投資者之目的及設計； 

• 決定被投資者利潤、收入及價值以及醫療產品價值之因素； 

• 因每一投資者對前開因素之決策職權，所產生對被投資者報酬之影響；及 

• 投資者對報酬變異性之暴險。 

• 於此例中，亦應考慮： 

• 取得主管機關核准之不確定性及所需之努力；及 

•  一旦發展階段成功，哪一投資者種該項藥品。 

分析 

試問，應如何判斷何者對C公司具有權力? 

哪項攸關活動最能
(most)重大影響被

投資者之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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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變動-實質性權利 

IAS 27 and SIC-12 

• IAS 27 在考量控制時，僅
考慮目前已可行使之潛在
表決權(不論是否為深價外
或相關條件及條款是否具實
質性，且不考量管理階層執
行之意圖及企業之財務能力) 

IFRS 10 

• 潛在表決權僅於該權利
具實質性(substantive)時，
始予考量。(考量條件、
條款、能力等) 

• 為具實質性，當需要作
有關攸關活動方向之決
策時，權利亦須可行使
(並不限於目前已可行使) 

 

 

潛在表決權之例: 
轉換權、認股權、
選擇權、遠期合
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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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表決權是否具實質性之評估 

評估 

行使價格 

行使之財務能
力 

行使期間 

非實質性 
依事實及情況

而定 
實質性 

深價外 

持有人無財
務能力 

尚無法行使 

價外 

持有人將進
行籌資 

於制定決策
前可行使 

價平(FV)或
價內 

持有人已有
資金 

目前已可行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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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表決權《釋例1》 

Investor A Investor B 

Investee C 

70% 30% 

於兩年內可按深價外(並
預期於該兩年之期間仍
然如此)之固定價格行使 

可取得A所持
有半數表決權

之選擇權 (35%) 

背景 

IFRS 10 

• 若A一直在行使其表決權且積極主導被
投資者之攸關活動，A很可能符合「權
力」條件，因其似乎具有現時能力以主
導攸關活動 

• B目前可行之使選擇權若被行使，將賦
予B投資者對被投資者之多數表決權，
但與該等選擇權相關之條款及條件使選
擇權不被認為具實質性。 

IAS 27 

 

 

• B可能控制C，因B持有之
潛在表決權係目前已可
行使，即應納入控制之
評估，除非其缺乏商業
實質(例如，執行價格設
定在一個任何可行情況
下皆不會執行或轉換之
價格)。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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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表決權《釋例2》 

Investor X Investor Y 

Investee Z 

70% 30% 

於25日後可行使且 
係深價內 可取得X所持

有半數表決權
之選擇權 (35%) 

背景 

IFRS 10 

• 若無其他因素，Y很可能
控制Z。 

IAS 27 

 

 

• 若無其他因素，Y不可能
控制Z，因Y持有之潛在
表決權並非目前已可行
使。 

分析 

• 於年度股東會中主導制定攸關活動
之決策。 

• 下次排定之股東會距今尚有8個月。 
• 股東可召開一特別會議以改變對攸

關活動之既有政策，但最快30日後
才能舉行此會議。 

特別會議 

25天 30天 

股東會 

8個月 

選擇權 
可行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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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變動- De facto control 

IAS 27 and SIC-12 

• IAS 27並未明確說明，當持
有未逾半數表決權時，投
資者對被投資者是否具控
制。 

IFRS 10 

• IFRS 10 認為在持有未逾半
數表決權情形下，投資者
對被投資者仍可能具控制
(實質控制 (De facto 
control))，並針對此情形提
供判斷指引。 

 

評估時應考量所有事實
及情況，包括~~其他
股東之多寡及分布、及
先前股東會中其他股東
之表決型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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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facto Power《釋例1》 

• A取得被投資者48%之表決權。剩餘表決權係

由成千之股東所持有，沒有股東個別持有超

過1%之表決權。 

• 沒有股東有諮詢任何其他股東或作集體決策

之任何協議。 

背景 

Investor A 
(48%) 

成千之投資
者個別持股
皆低於 1% 

• 當以其他持股之相對大小為基礎評估所須取得表決權之比例時，

投資者判定48%之權益將足以賦予其控制。 

• 在此情況下，投資者即可以其持股之絕對大小及其他持股之相對

大小為基礎，作出其具有足夠之優勢表決權益以符合權力條件之

結論，而無須考量權力之任何其他證據。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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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facto Power《釋例2》 

• 在此情況下，A投資者表決權益之多寡及其相對於其他持股

之多寡，足以作出A投資者不具有權力之結論。僅須其他兩

位投資者合作，即可阻卻A投資者主導被投資者之攸關活動。 

分析 

• A投資者持有被投資者45%之表決權。其

他兩位投資者各持有被投資者26%之表

決權。剩餘表決權係由其他三位股東所

持有，各持有1%。 

• 沒有影響決策之其他協議。 

背景 

Investor A 
(45%) 

Investor B 
(26%) 

Investor C 
(26%) 

3位股東，
各持股 1% 

Investor C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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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facto Power《釋例3》 

•A投資者斷定，僅依投資者持股之絕對大小及其他持股之相對大小，並無法判定

投資者是否具有足夠權利以賦予其權力。 

•惟A投資者判定其任命、罷黜管理階層及設定其酬勞之合約權利即足以作出對被

投資者具有權力之結論。 

•當評估A投資者是否具有權力時，A投資者可能尚未行使此權利之事實或A投資者

行使其權利以遴選、任命或罷黜管理階層之可能性，不應被考量。 

分析 

Investor A 
(40%) 

12位股東，
各持股 5% 

• A持有被投資者40%之表決權，且其他12位投

資者各持有被投資者5%之表決權。 

• 一項股東協議給予A有任命、罷黜負責主導

攸關活動之管理階層及設定其酬勞之權利。

改變協議須經股東之三分之二多數決。 

背景 



主要變動-代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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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者 

主理人
principal? 

代理人
agent? 

IAS 27 and SIC-12 

• 對涉及代理關係之情況
未有明確指引 

IFRS 10 

•IFRS 10對代理關係提供具
體應用指引 

•屬代理人之決策者，當其
行使被授予之決策權時，
並不控制被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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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 

主理人vs.代理人 

單一方是否握有
罷黜(removal)權
利且能無須理由

罷黜決策者? 

酬勞是否與其所
提供勞務相稱且
基於公平基礎? 

決策職權之範圍 

其他方持有之權利 

對其他權益之報酬
變異性之暴險 

代理人 

主理人 

No 

Yes 

Yes 

No 

如何判斷決策者
是否為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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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經理人係屬代理人或主理人之評估《釋例》 

•基金經理人A必須以所有投資者之最佳利益並依基金治理協議作決策。惟A仍有廣

泛之決策裁量權。 

• A為其勞務而收取等於所管理資產1%及所有基金利潤20%(若達明定之利潤水準時)

之市場基礎之收費。該等收費與所提供之勞務相稱。 

背景 

情
況
一 

情
況
二 

情
況
三 

• A於基金中亦有2%之投資。 
• 投資者可藉由簡單之多數表決權罷黜A，但僅

於其違約時始得為之。 

• A於基金中亦有20%之投資。 
• 投資者可藉由簡單之多數表決權罷黜A，但僅

於其違約時始得為之。 

• A於基金中亦有20%之投資。 
• 該基金設有董事會，其所有成員係由其他投資

者所任命。董事會每年任命基金經理人。若董
事會決定對A之合約不再續約，基金經理人執
行之勞務可能由產業內之其他經理人執行。 

A較可能為

代理人 

A較可能為主

理人 

A較可能為

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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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及過渡規定 

44 

• IFRS 10係適用於2013年1月1日(含)以後開始之年度期
間，並允許提前適用(企業必須同時採用IFRS 11、
IFRS 12、IAS 27(2011)、IAS 28(2011))。 

• 企業亦得選擇依IFRS 12對子公司權益作相關揭露，
而無須提前適用IFRS 12(暨其他四號準則)之規定。 

• IFRS 10規定須依IAS 8追溯適用，而過渡規定將因所
涉及控制之改變而有所不同。 

 

 
IFRS 10等五號準則屬「 2012年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我國企業
應等金管會認可2012年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後才可採用IFR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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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及過渡規定 

45 

• 企業是否應追溯調整比較資訊，係取決於初次適用
日所達成之合併結論。 

• 初次適用日=企業初次適用IFRS 10當年度之開始日 

• 例如，企業於2013年初次適用IFRS 10，則初次適用
日為2013年1月1日。 

 

 

2013.1.1 2013.12.31 

IFRS 10首次適用期間 

初次適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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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規定之彙總說明 

46 

採用前 採用後 會計處理 

未合併 合併  若被投資者符合IFRS 3下業務(business)之定義，應於初

次適用日，衡量原未合併被投資者之資產、負債、非控

制權益，猶如投資者自取得被投資者控制之日起已合併。

 若被投資者不符合IFRS 3下業務(business)之定義，應於

初次適用日，衡量原未合併被投資者之資產、負債及非

控制權益，猶如投資者自取得被投資者控制之日起已合

併(惟不認列商譽)。 

 若實務上不可行，則認定收購日為最早可行期間之開始

日。 

合併 不合併  衡量其對被投資者之權益，猶如IFRS 10自始即生效。 

 若實務上不可行，應於初次適用IFRS 10之報導期間開始

日，依IFRS 10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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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1─由不合併改為合併 

47 

• 自2006/1/1起，A公司持有B公司45%之股權。 

• 於適用IFRS 10之前，A公司依IAS 28以權益法處理對B公司之投資。 

• 在適用IFRS 10之後，A公司依據IFRS 10重新評估控制，並認定其

自2006/1/1已取得對B公司之控制。 

• 假設A公司於2013年初次適用IFRS 10。 

• 試問，其調整分錄為何?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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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1─由不合併改為合併(續) 

48 

• A公司可自行選擇採用2004年版的IFRS 3或2008年版的

IFRS 3。 

• 由於A公司先前依IAS 28採用權益法，故保有與B公司投資

相關之企業合併成本與公允價值資訊。 

• A公司應於2006/1/1開始適用IFRS 10，52%之B公司非控

制權益亦應於當日認列。 

 

 

分析 

B公司於2012/1/1之資產、負債及非控制權益如下: 

資產 300 

負債 (100) 

非控制權益 (102) 

「關聯企業-投資B公司」之現存帳面金額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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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1─由不合併改為合併(續) 

49 

 

 
初次適用日 

1 January 
2013 

31 December 
2013 

初次適用IFRS 10 

1 January 
2012 

適用前一年度 

1 
January 

2006 

依IFRS 10喪失
控制之日 

• 衡量差額調整期初權益 
• 重編2012/1/1之資產

負債表 

重編2012年之綜合損
益表、權益變動表與現

金流量表 重編2012/12/31之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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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1─由不合併改為合併(續) 

50 

 

 
《答案》 

2012/1/1之調整分錄 借 貸 

CU CU 

資產 300 

        負債 100 

        非控制權益 102 

        關聯企業-投資B公司 96 
        保留盈餘 2 

原權益法認列
之投資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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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2─由合併改為不合併 

51 

• 甲公司於2006年1月1日成立S公司，並於2010年1月1日出售S公司

40%之股權。依IAS 27(2008)之規定，甲公司並未喪失對S公司之控

制。 

• 甲公司認定，若IFRS 10自始即生效，其早於2010年1月1日已喪失

對S公司之控制，故相關投資應改依IAS 39按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處理。 

• 於2012年1月1日，S公司剩餘60%股權之公允價值為CU1,150。管

理階層認為當初2010年出售40%股權之價格CU560，應能反映其公

允價值。 

• 2010年1月1日之淨資產為CU1,000，2012年1日1日之淨資產及非

控制權益則分別為CU1,500及CU600。 

• 試問，其調整分錄為何?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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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2─由合併改為不合併(續) 

52 

 

 
初次適用日 

2013/1/1 2013/12/31 

初次適用IFRS 10 

2012/1/1 

適用前一年度 

2010/1/1 
淨資產 1000 
40%售價 560 

依IFRS 10喪失
控制之日 (追溯) 

 衡量差額調整期初權益 
 重編2012/1/1之資產

負債表 

重編2012年之綜合損
益表、權益變動表與現

金流量表 重編2012/12/31之資產負債表 

淨資產 1500 
NCI 600 
剩餘股權60% (A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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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2─由合併改為不合併(續) 

53 

 

 

2012/1/1之調整分錄 借 貸 

CU CU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150 

非控制權益 600   

權益:非控制權益迴轉[560-(1,000*40%)] 
ps: 迴轉出售40% equity transaction之調節 

 160 

保留盈餘  100 

權益(AFS)[1,150-(60%*560/40%)] 310 
淨資產 1,500 

《答案》 

AFS 公允價值變
動之調節 



IFRS 11『聯合協議』 

 
• 2012年正體中文版(金管會尚未認可) 
• IASB 於2011年5月發布，適用於

2013.1.1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 取代IAS 31 「合資權益」及SIC-13「聯

合控制個體：合資控制者之非貨幣性
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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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IAS 31之重大變動彙總 

聯合協議下之 

分類 

聯合協議分類

之判斷 

刪除比例合併

法之選項 

不具聯合控制

之投資者會計

處理 

揭露規定參考
IFRS 12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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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聯合控制 

合約協議是否給予所有協議方(或
一群協議方)對協議之集體控制？ 

與攸關活動有關之決策是否須有
集體控制該協議之所有協議方
（或一群協議方）之一致同意？ 

該協議被聯合控制：該協議屬聯合協議 

非屬IFRS 11之範圍 

非屬IFRS 11之範圍 

No 

No 

Yes 

Yes 

參考IFRS 10控制之概念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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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控制《釋例1》 

假設三方訂立一項協議： 

• A擁有協議中50％之表決權 

• B擁有30％之表決權 

• C擁有20%之表決權。 

A、B及C間之合約協議明訂至少須有75％
之表決權方能制定與該協議之攸關活動有
關之決策。 

 

 

A是否具控制或聯合控制？ 

A公司(50%) 

B公司
(30%) 

Investor C 
(26%) 
C公司
(20%) 

背景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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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控制《釋例2》 

假設三方訂立一項協議： 

• A擁有協議中50％之表決權 

• B擁有25％之表決權 

• C擁有25%之表決權。 

A、B及C間之合約協議明訂至少須有75％
之表決權方能制定與該協議之攸關活動有
關之決策。 

 

 

A是否具控制或聯合控制？ 

A公司(50%) 

B公司
(25%) 

Investor C 
(26%) C公司
(25%) 

背景 

問題 

58 



© 2013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聯合控制《釋例3》 

假設A&B各擁有協議中35％之表決權，而
剩餘之30%表決權則極為分散。 

與攸關活動有關之決策需要多數表決權之
贊成。 

 

 

A&B是否具聯合控制？ 

A公司(35%) 

分散持有
(30%) 

Investor C 
(26%) B公司
(35%) 

背景 

問題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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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 31之分類 

60 

透過法律個體所建構? 

聯合控制營運 聯合控制資產 聯合控制個體 

比例合併 權益法 
按合約協議認列資產、負債、收入及費

損 

Optional 

No Yes 

未具聯合控制之合資投資者應依IFRS 9/IAS 39/IAS 28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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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11聯合協議之分類 

61 

聯合協議之結構 

非透過單獨載具
(separate vehicle)所建

構 

合約協議之條款是否明訂各方對於與該協議有關之資產
具有權利並對與該協議有關之負債負有義務？ 

聯合營運 合資 

透過單獨載具所建構 

該單獨載具之法律形式是否給予各方對於與該協議有關
之資產之權利及與協議有關之負債之義務？ 

 

其他事實及情況 

各方是否設計該協議，致使 
(a)其活動之主要目的為向各方提供產出(即各方對該單獨

載具所持有資產之幾乎所有經濟效益具有權利)且 
(b)其持續倚賴各方清償與透過該協議所進行之活動有關之

負債？ 
 

Yes 

No 

No 

Yes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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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11聯合協議之分類《釋例》 

該協議之目的為製造雙方本身個別製造流程所需之材料。此協議確保雙
方能操作製造符合雙方數量及品質規格之材料之設備。 

雙方同意依50:50之比例購買由C公司生產之所有產出。除非協議之雙方
同意，C公司不得將任何產出售予第三方。由於該協議之目的在提供雙方
所需之材料，此種對第三方之銷售預期並不普遍且亦不重大。 

C個體（公司組織之個體）之法律形式初步顯示C個體所持有之資產及負
債係C個體之資產及負債。雙方間之合約協議並未明訂該雙方對C個體之
資產具有權利或對C個體之負債負有義務。 

產出銷售予雙方之價格係由雙方訂定一水準，該水準係設計以支應C公司
發生之生產成本及管理費用。基於此營運模式，該協議意圖以損益兩平
之水準運作。 

A公司 B公司 

C公司 

50% 50%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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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協議之分類《釋例》 

63 

透過法律個體所建構? 

聯合控制營運 聯合控制資產 聯合控制個體 

比例合併 權益法 
按合約協議認列資產、負債、收入及費

損 

Optional 

No Yes 

依IAS 31分析 

C公司為公司組織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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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協議之分類《釋例》 

64 

聯合協議之結構 

非透過單獨載具所建構 

合約協議之條款是否明訂各方對於與該協議有關之資產具有權
利並對與該協議有關之負債負有義務？ 

聯合營運 合資 

透過單獨載具所建構 

該單獨載具之法律形式是否給予各方對於與該協議有關之資產
之權利及與協議有關之負債之義務？ 

其他事實及情況 

各方是否設計該協議，致使 
(a)其活動之主要目的為向各方提供產出(即各方對該單獨載具

所持有資產之幾乎所有經濟效益具有權利)且 
(b)其持續倚賴各方清償與透過該協議所進行之活動有關之負債？ 

Yes 

No 

No 

Yes 

Yes 

No 

活動進行所透過之C公司之法律形式初步顯示C公
司所持有之資產及負債係C公司之資產及負債。 

雙方間之合約協議並未明訂該雙方對C公司之資
產具有權利或對C公司之負債負有義務。 

 
產出皆出售給A、B公司，售價旨在維持C公司損
益兩平，故C公司仰賴A、B公司以產生足夠現金
流量來清償負債。 

C公司為公司組織個體 

依IFRS 11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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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 31 

聯合控制營運/ 
聯合控制資產 

聯合控制個體 

未具獨立個體 

徒具獨立個體
之形式 

獨立個體實質
存在 

IFRS 11 

聯合營運 

合資 

聯合協議分類之轉變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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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11聯合協議之分類與會計處理 

66 

《聯合營運》 
對協議有關資產具有權利， 
並對協議有關負債負有義務 

《合資》 
對於該協議之淨資產具有權利 

聯合協議 (分類應反映協議各方之由協議所產生之權利及義務) 

聯合營運者 合資控制者 參與聯合營運之一方 參與合資之一方 

聯合營運者認列
資產、負債、收
入及費損及其所
享有之資產、負
債、收入及費損
份額。 

• 若對聯合營運資產
具有權利及負債負
有義務：同聯合營
運者。 

• 其他：依其他IFRSs
處理(IAS 28 or IFRS 
9/IAS 39)。 

權益法 

• 若具重大影響：
權益法。 

• 若不具重大影

響： IFRS 
9/IAS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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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營運者之處理《釋例》 

 

 

 

 

A、B公司簽訂聯合協議，雙方同意依50:50持股比例設立C公司，C公司
擁有之資產負債，及依協議A、B公司對C公司資產之權利/對負債負有之
義務如下。假設此聯合協議判斷為聯合營運，雙方對C具聯合控制。 

A公司 B公司 

C公司 

50% 50% 

背景 

對C公司資產之權利/對負債負有之義務 

C公司資產/負債 A公司 B公司 

土地 100 100% - 

建築物 300 50% 50% 

現金 100 50% 50% 

負債 150 50% 50% 

收入 80 50% 50% 

費用 60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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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營運者之處理《釋例》 

 

 

 

A公司 B公司 

C公司 

50% 50% 

分析 

C公司資產/負
債 

土地 100 

建築物 300 

現金 100 

負債 150 

收入 80 

費用 60 

A公司應認列之 
聯合營運權益 

100 

150 

50 

75 

40 

30 

B公司應認列之 
聯合營運權益 

- 

150 

50 

75 

4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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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及過渡規定 

 

IFRS 11係適用於2013年1月1日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並允許提前適用。 

我國適用時點待金管會公布。 

企業若選擇提前適用，必須同時採用IFRS 10、IFRS 12、IAS 27(2011)、
IAS 28(2011)。 

 

 

過渡規定將因權益(interest)於IAS 31下如何分類而有所不同。 

2012年6月IASB修正IFRS 10, IFRS 11 及 IFRS 12，藉以釐清過渡期間指引。
規定亦於2013年1月1日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當採用IFRS 11而其規定須按會計變動處理時，企業應計算其對前一期間之初
始餘額影響數，並調整前期比較資訊。(2012年6月修正前，準則係要求計算
最早表達期間之初始餘額影響數) 

生效日 

過渡規定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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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IFRS另有其他允許或規定外，企業應揭露報導於當期FS所
有金額之以前期間比較資訊。 

• 至少應列報兩期之財務狀況表、兩期之其他報表及相關附註。 

追溯適用一項會計政策、追溯重編財務報表之項目
或重分類財務報表之項目時，至少應列報： 

• 三期之財務狀況表(含相關附註)，以下列時點表達 

• 當期期末； (e.g. 2013.12.31) 

• 前期期末（此與當期期初相同）(2012.12.31)；及 

• 最早比較期間之期初。(2012.01.01) 

• 兩期之其他財務報表及相關附註。 



© 2013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合併財務報表之過渡規定 

IAS 31 IFRS 11 

聯合控制營運 

聯合營運 

聯合控制資產 

聯合控制個體(比例合併 ) 

合資(權益法) 
聯合控制個體 (權益法) 

特定過渡規定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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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規定一》合併財務報表 

假設企業(曆年制)於2015年首次適用IFRS 11 

Step 1:  

1) 原始投資按先前依比例
合併認列資產及負債之
帳面金額彙總數衡量
(權益法之認定成本) 

2) 投資之初始餘額按IAS 
28(2011)評估減損 

3) 任何減損損失認列為前
一期間之期初保留盈餘
之調整 

2015.12.31 2014.12.31 2014.1.1 

Step 2:  

若彙總所有先前依比例合併之
資產及負債導致淨資產為負數，
企業應評估是否負有與該負淨
資產有關之法定或推定義務： 
 
Yes 認列相對應之負債 
No 不得認列相對應之負債，
應調整前一期間之期初保留盈
餘 

前一期間
之期初 

聯合控制個體 
(比例合併-IAS 31) 

合資 
(權益法-IFRS 11)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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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1》 

 

P公司原採比例合併之聯合控制個體，於IFRS 11生效後改依合資處理，
並改採權益法。P公司享有之相關資產負債份額如下。 

背景 

IAS 31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500 

其他應收款 1,250 

商譽 875 

應付帳款 (625) 

銀行借款 (750) 

淨額 3,250 

IFRS 11 

採權益法之投資 3,000 

對初始餘額評估減損 250 

借：採權益法之投資 3000 
借：應付帳款  625 
借：銀行借款  750 
借：保留盈餘  250 
 貸：其他應收款  1250 
 貸：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500 
 貸：商譽  875 

聯合控制個體 
(比例合併-IAS 31) 

合資 
(權益法-IFRS 11)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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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2》 

 

A公司對投資B公司，依IAS 31規定係分類為聯合控制個體，採比例合併
法處理。採IFRS 11後，投資B公司係分類為合資，採權益法處理。 

A公司享有之相關資產負債份額如下。 

 

背景 

IAS 31 

應收帳款 1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500 

銀行借款 (700) 

淨額 (100) 

IFRS 11 

採權益法之長期投資 0 

A公司具法定義務 
借：採權益法之投資 0 
借：銀行借款  700 
 貸：應收帳款  100 
 貸：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500 
 貸：負債  100 

聯合控制個體 
(比例合併-IAS 31) 

合資 
(權益法-IFRS 11) 

A公司不具法定義務 
借：採權益法之投資 0 
借：銀行借款  700 
 貸：應收帳款  100 
 貸：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500 
 貸：保留盈餘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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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規定二》合併財務報表 

假設企業(曆年制)於2015年首次適用IFRS 11 

1) 先前採權益法之投資金額除列。 
2) 應依合約協議所明定之權利及義務比例決定其對與聯合營

運有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權益。 
• 認列資產&負債之淨額>權益法除列之金額→先調整商

譽，再調整保留盈餘。 
• 認列資產&負債之淨額<權益法除列之金額→調整保留

盈餘。 

2015.12.31 2014.12.31 2014.1.1 

前一期間
之期初 

聯合控制個體 
(權益法-IAS 31) 

聯合營運 
(IFR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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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1》 

 

P公司原為採權益法處理之聯合控制個體。IFRS 11生效後，應改依聯合
營運處理。其由聯合營運所產生之資產及負債如下表所示： 

 

聯合控制個體 
(權益法-IAS 31) 

聯合營運 
(IFRS 11) 

背景 

IAS 31 

採權益法之長期投資 2,750 

先前已認列未分攤之減損損失 (500) 

IFRS 11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500 

其他應收款 1,250 

商譽 875 

應付帳款 (625) 

銀行借款 (750) 

淨額 3,250 借：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500 
借：其他應收款  1250 
借：商譽  375 
 貸：應付帳款  625 
 貸：銀行借款  750 
 貸：採權益法之長投 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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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2》 

 

A公司於2015年開始適用IFRS 11。 

A公司對投資B公司具聯合控制，按IAS 31分類為聯合控制個體，採權益
法處理。採IFRS 11後，投資B公司係分類為聯合營運。 

聯合控制個體 
(權益法-IAS 31) 

聯合營運 
(IFRS 11) 

背景 

IAS 31 

採權益法之投資 0 

因A公司無法定或推定義務代B公司
清償負債，故A公司之權益減至零
後，未繼續認列對B公司損失份額。 

IFRS 11 

對B公司AR之份額(列入A公司AR) 100 

對B公司PPE之份額(列入A公司PPE) 500 

商譽 50 

對B公司負債之份額(列入A公司負債) (750) 

淨額 (100) 

借：應收帳款  100 
借：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500 
借：商譽  50 
借：保留盈餘  100 
 貸：負債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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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12 
『對其他個體權益之揭露』 
Disclosures of interests in other entities 

• 2012 年正體中文版(金管會尚未認可) 
• IASB 於2011年5月發布， 適用於2013.1.1

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 取代IAS 27、IAS  28、IAS 31之揭露規定」 



IFRS 12  對其他個體權益之揭露 

整合揭露規定 related to  

子公司 

聯合協議 

關聯企業 

未合併結構型個體 

目標 規定企業應揭露資訊，俾使其財務報表使用者能評估： 

企業對其他個體之權益之性質與相關風險 

該等權益(interests)對企業財務狀況、財務績效與現金流量
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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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12  對其他個體權益之揭露 

子公司 

聯合協議 關聯企業 

未合併結構型個體 
細節 
(負擔?) 

彙總 
(模糊?) 

e.g. 為何具有de facto 
control? 潛在表決權如何
是具實質性? 持股過半
為何不具控制? 持股未
達20%為何具重大影
響?.......    

揭露有關此等個
體的哪些資訊? 

判斷及假設 
該等權益之性
質及範圍 

與該等權益有
關之風險 

該等權益之財
務影響 

e.g. 名稱、關係之性質、
所受重大限制、持股比
例、NCI對集團活動與現
金流量所擁有之權益…. 

e.g. 提供財務或他資源
(義務或自願)、承諾、
或有負債.損失暴險… 

e.g. 股利、彙總性
財務資訊…. 



生效日及過渡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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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 2012/1/1 2013/1/1 2014/1/1 

無須依 
IFRS 12揭露 

僅須依 
IFRS 12揭露
子公司、聯
合協議及關
聯企業（無
須揭露結構

型個體） 

須依 
IFRS 12完整

揭露 



『投資個體 
(對IFRS 10、IFRS 12及IAS 27之修正)』 



© 2013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投資個體 (Investment Entities) 

定義「投資個

體 」 

引進合併原則

之例外 
額外揭露規定 

一母公司符合「投資個
體」定義者，對特定子
公司應依IAS 39/IFRS 9
之規定以FVTPL衡量，

而非納入合併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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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個體 

「投資個體」：為提供投資管理服務之目的自一個或多個投
資者取得資金； 

向投資者承諾其經營目的僅係為來自資本增值、投資收益，
或兩者之報酬而投入資金；且 

按公允價值基礎衡量及評估其幾乎所有投資之績效。 

「投資個體」之「特性」： 

 其有超過一項投資； 

 其有超過一個投資者； 

 其有非屬該個體關係人之投資者；及 

 其有權益或類似權益形式之所有權權益。 

「若個體未呈現一項或多項典型特性，則顯示需要額外之判
斷以決定個體是否符合投資個體之定義」，但並不一定表示
該個體不符合「投資個體」之定義。 

 



IAS 28(2011)『投資關聯企業及合資』 

 
• 2012年正體中文版(金管會尚未認可) 
• IASB 於2011年5月發布，適用於

2013.1.1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 取代IAS 28(2003)「投資關聯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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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IAS 28(2003)之重大變動彙總 

將合資權益之權益

法處理及SIC-31規

定納入IAS 28(2011) 

分類為待出售關聯企業

與合資權益之會計處理 

投資關聯企業/合

資權益持股變動之

處理 

保留原「潛在表決權」

概念(與IFRS 10不一致) 

創投等組織改列入

權益法衡量豁免規

定 

允許對投資關聯企業部

分持股選擇採透過損益

按公允價值衡量(FVTPL)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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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創投子公司持有之關聯企業權益可豁免採權益法處理 

P母公司 

A子公司 B子公司(創投*) 

C公司 

情況一：10%，採FVTPL 
情況二：20%，採FVTPL或權益法 

控制 控制 

20%， 
採權益法 

*創業投資組織或共同基金、單位信託及類似個體
（包括與投資連結之保險基金）之個體皆適用 背景 

IAS 28(2011) 

• P母公司得選擇於合併財務報表： 

• 對C公司30%(或情況二40%)股權採權益法；或 

• 對B公司持有10%(或情況二20%)採透過損益按
公允價值衡量(FVTPL)，其餘20%採權益法。 

• 即使B公司對C公司採權益法，P公司亦有上述選擇。 

• 投資合資權益無此選擇。 

IAS 28(2003) 

 

 
P母公司合併財務報表
應對C公司總持股
30%(或情況二40%)採
權益法處理。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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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表決權(與IFRS 10概念不同) 

Investor X Investor Y 

Investee Z 

40% 
30% 

於25日後可行使且 
係深價內 可取得X所持

有半數表決權
之選擇權 (20%) 

背景 

IFRS 10 

當Y擁有之選擇權於行
使時可取得對Z之控制，
若無其他因素，Y很可
能控制Z。 

IAS 28(2003&2011) 

 

 

因Y持有之潛在表決權
並非目前已可行使。故
不納入重大影響之判斷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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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表決權 

IAS 28(2011) 

對被投資者之損益及權益變動數所享有之份
額： 

• 原則：以現有所有權權益決定。 

• 例外：若因一項目前使其取得與所有權權
益相關之報酬之交易而於實質上擁有既存
所有權，採權益法時應考量此部分潛在表
決權或衍生工具最終行使後之持股比例。 

IAS 28(2003) 

 

 
• 對被投資者之損益及權益變

動數所享有之份額，係依現
有所有權權益為基礎決定，
不反映潛在表決權可能之執
行或轉換。 

可以$0隨時取
得X所持有15%
股權之選擇權 

Investor X Investor Y 

Investee Z 

30% 
15% 

背景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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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為待出售之關聯企業與合資權益 

 
背景 

IAS 28(2011) 

應按該處分是否符合IFRS 5條件，而非依據是否
喪失聯合控制或重大影響，來決定是否列待出
售 

• 符合IFRS 5條件時： 

• 20%應轉列待出售； 

• 15%繼續採權益法。 

• 處分後：剩餘股權依IFRS 9/IAS 39處理。 

IAS 28(2003) 

 

 
無明確指引。引用IFRS 5
對待出售子公司之規定處
理。 

因將喪失重大影響(屬重大
經濟事件) ，則將投資關
聯企業所有股權列為待出
售。 

分析 

A公司 

B公司 

處分前 

35% 

A公司 

B公司 

處分後 

15% 情況一：出售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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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為待出售之關聯企業與合資權益 

 
背景 

IAS 28(2011) 

應按該處分是否符合IFRS 5條件，而非依據是否
喪失聯合控制或重大影響，來決定是否列待出
售。 

• 符合IFRS 5條件時： 

• 10%應轉列待出售； 

• 25%繼續採權益法。 

• 處分後：剩餘股權繼續依權益法處理。 

IAS 28(2003) 

 

 
無明確指引。引用IFRS 5
對待出售子公司之規定處
理。 

出售後仍維持具重大影響
(非屬重大經濟事件)，故
該出售不按IFRS 5處理。 

分析 

A公司 

B公司 

處分前 

35% 

A公司 

B公司 

處分後 

25% 情況二：出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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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變動 

 關聯企業 

合資權益 

背景 

IAS 28(2011) 

聯合控制→重大影響，或重大影響→聯合控制，
會計處理仍繼續採權益法，集團個體亦未改變，
不對保留權益作公允價值再衡量。 

IAS 28(2003) 

 

 
喪失聯合控制或喪失重大
影響(即使聯合控制→重大
影響，或重大影響→聯合
控制)，皆屬重大經濟事件，
應以公允價值衡量剩餘之
投資。 

分析 

93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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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議題 Q&A 

Q1:  IFRS 10之下是否合併個體會較多? 
A1: 取決於投資者對被投資者權益之性質，IFRS 

10旨在產生更適當之合併~ 基於控制  

Q2:  IFRS 10 & IFRS 12於初次適用時是
否需追溯重編以前年度報表? 

A2: IFRS 10 & IFRS 12訂有若干過渡規定，原則上
係於初次適用日(首次適用IFRS 10之年度期
間開始日)評估合併之結論是否有差異，若
有不同者，應追溯調整(除非實務上不可行) ，
任何調整認列於前一期間期初RE 

Q3:  IFRS 10就企業面之主要影響為何? A3:可能影響包括(但不限於): 
• 使用更多之判斷 (de facto control,潛在表決權, 攸

關活動, 代理關係…) 

• 系統及流程 (其他股東之持股情況,代理關係中報
酬之評估…) 

• 估計與評價 (PPA, NCI, 潛在表決權是否深價外…) 

• 主要財務指標、內控、稅務 (若合併個體有所
不同) 



© 2013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實務議題 Q&A (續) 

Q5:  此等新發布或修正內容TIFRS之下
2013年尚未適用，是否即對2013
年財報無影響? 

A5: IAS 8規定，對於尚未適用某項已發布但尚未

生效準則，企業應揭露變動之性質及首次適
用期間之財務報表可能影響之已知或可合理
估計之攸關資訊。 
故2013 TIFRS年財報應揭露該等資訊，若無
法得知或無法合理估計，說明該事實。 

Q4:  IFRS 3之修正內容是否要追溯適

用，若已於開帳日選擇豁免者，
其影響如何? 

A4: IFRS 3規定該修正內容(NCI & SBP)應自首次適
用IFRS 3之日起推延適用，故若於轉換日選
擇豁免，則應於主管機關所訂此等修正內容
之生效日起，自轉換日開始推延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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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適用準則之揭露釋例 

ASML  2012 Annual Report  

Barclays 2012 Annu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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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發佈】「IFRS動畫會計」App新鮮登場 

為提供非財會領域相關人士快速上手IFRS相關
準則內容，勤業眾信IFRS專業服務團隊特別開
發「IFRS動畫會計」App. 
 
歡迎大家使用QR Code掃描右圖下載使用，讓
您在輕鬆的生活化範例解析中，更了解會計準
則的奧妙。 【Android】 【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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