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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 41號號號號 

農業農業農業農業 

本版納入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發布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對本準則所作之修正。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於 2001 年 2 月發布國際會計準則第 41 號「農業」。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於 2001 年 4 月決議，依據舊章程所發布之所有準則及解釋於

修正或撤銷前仍應適用。 

國際會計準則第 41 號及其隨附之指引已被下列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修正： 

� 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財務報表之表達」（2003 年 12 月修訂） 

� 國際會計準則第 2 號「存貨」（2003 年 12 月修訂） 

� 國際會計準則第 21 號「匯率變動之影響」（2003 年 12 月修訂） 

�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5 號「待出售非流動資產及停業單位」（2004 年 3 月發布） 

� 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財務報表之表達」（2007 年 9 月修訂）* 

�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改善」（2008 年 5 月發布）∗ 

�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2009 年 11 月發布）。† 

                                                 
* 生效日為 2009 年 1 月 1 日 
†
 生效日為 2013 年 1 月 1 日（得提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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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第 41 號「農業」由第 1 至 60 段條文組成。所有條文均具同等效力。國際會

計準則理事會（IASB）採用本準則時，仍沿用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之準則格式。

閱讀國際會計準則第 41 號時，應考量其目的、結論基礎、「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前言」與

「財務報表編製及表達之架構」之意涵。在無明確指引之情況下，國際會計準則第 8 號「會

計政策、會計估計變動及錯誤」提供如何選擇及適用會計政策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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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IN1  國際會計準則第 41 號訂定與農業活動有關之會計處理、財務報表表達及揭露，此

議題為其他準則所未涵蓋。農業活動係企業對具生命之動物或植物（生物資產）

生物轉化之管理，以供銷售、轉換為農產品或轉換為其他生物資產。 

IN2 此外，國際會計準則第 41 號訂定生物資產於其成長、退化、生產及繁殖期間之會

計處理，以及農產品於收成時點原始衡量之會計處理。其規定生物資產從原始認

列至收成時點，應以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衡量，除非於原始認列時公允價值無法

可靠衡量。惟國際會計準則第 41 號不處理收成後農產品加工之會計；例如，將葡

萄加工成葡萄酒及將羊毛加工成毛線。 

IN3 國際會計準則第 41 號假設生物資產之公允價值能可靠衡量。惟此假設僅生物資產

於原始認列時無法取得其市場決定價格或價值，且決定公允價值之替代估計顯不

可靠時，始可反駁。在此情況下，國際會計準則第 41 號規定生物資產應以其成本

減所有累計折舊及所有累計減損衡量。一旦生物資產之公允價值變為能可靠衡量

時，企業應以其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衡量。在所有情況下，企業於農產品收成時

點，應以其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衡量農產品。 

IN4 國際會計準則第 41 號規定生物資產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之變動，應於發生當期計

入損益。農業活動中，具生命之動物或植物生理屬性之變動，將直接增加或減少

企業之經濟效益。在交易基礎與歷史成本之會計模式下，人造森林之企業可能不

會報導任何收益，直至首次收成並銷售時，這可能是種植後 30 年。相反地，採用

現時公允價值認列與衡量生物成長之會計模式，將報導自種植至收成整個期間之

公允價值變動。 

IN5 國際會計準則第 41 號並未對與農業活動有關之土地訂定任何新原則。企業應視不

同情況適當地遵循國際會計準則第 16 號「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或國際會計準則

第 40 號「投資性不動產」。國際會計準則第 16 號規定土地應以其成本減所有累

計減損衡量，或以重估價金額衡量。國際會計準則第 40 號規定投資性不動產之土

地應以其公允價值衡量，或以其成本減所有累計減損衡量。附著於土地上之生物

資產（例如人造森林之林木）應與土地區分，以其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衡量。 

IN6 國際會計準則第 41 號規定，對接受政府無條件補助且以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衡量

之生物資產，僅於該項政府補助可收取時，始應認列為損益。若接受政府有條件

補助（包括要求企業不得從事某項農業活動之政府補助）之生物資產，則企業僅

於符合該項政府補助之條件時，始應認列為損益。政府補助若與以成本減所有累

計折舊及所有累計減損衡量之生物資產有關，企業應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20號「政

府補助之會計及政府輔助之揭露」之規定。 

IN7 國際會計準則第 41 號適用於會計期間開始日在 2003 年 1 月 1 日以後之年度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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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本準則鼓勵提前適用。 

IN8 國際會計準則第 41 號並未訂定任何特定之過渡規定。適用本準則時，應依國際會

計準則第 8 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動及錯誤」之規定處理。 

IN9 國際會計準則第 41 號隨附之釋例，提供應用本準則之釋例。結論基礎彙整國際會

計準則理事會（IASB）採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41 號所訂規範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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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 41號號號號 

農業農業農業農業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準則之目的係訂定與農業活動有關之會計處理及揭露。 

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1 本本本本準則適用於準則適用於準則適用於準則適用於下列下列下列下列與與與與農業活動農業活動農業活動農業活動有有有有關關關關之事項之事項之事項之事項：：：： 

(1) 生物資產生物資產生物資產生物資產；；；； 

(2) 收成時收成時收成時收成時點點點點之農產品之農產品之農產品之農產品；；；；及及及及 

(3) 第第第第 34及及及及 35段所涵蓋之政府段所涵蓋之政府段所涵蓋之政府段所涵蓋之政府補助補助補助補助。。。。 

2  本準則不適用於： 

(1) 與農業活動有關之土地（見國際會計準則第 16 號「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 40 號「投資性不動產」）；及 

(2) 與農業活動有關之無形資產（見國際會計準則第 38 號「無形資產」）。 

3  本準則僅適用農產品（企業生物資產之收成品）於收成時點之會計。其後，企業

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2 號「存貨」或其他適用準則之規定處理。因此，本準則不

處理收成後農產品加工之會計；例如，製酒商將所種植之葡萄加工成葡萄酒。雖

然此種加工可能是農業活動合理且自然之延伸，且此事件可能與生物轉化具有一

些類似之處，惟此種加工非包括於本準則農業活動之定義內。 

4 下表提供生物資產、農產品及收成後經加工而成之產品之釋例： 

生物資產生物資產生物資產生物資產 農產品農產品農產品農產品 收成後經加工收成後經加工收成後經加工收成後經加工而成而成而成而成之產品之產品之產品之產品 

綿羊 羊毛 毛線、地毯 

人造森林之林木 已砍伐之林木 原木、木材 

農作物 棉花 棉線、衣服 

 已收割之甘蔗 蔗糖 

乳牛 牛奶 乳酪 

豬隻 屠宰後之豬隻 香腸、火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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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木 樹葉 茶葉、菸草 

葡萄樹 葡萄 葡萄酒 

果樹 已摘下之水果 加工後的水果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農業相關定義農業相關定義農業相關定義農業相關定義 

5 本準則用語本準則用語本準則用語本準則用語定定定定義義義義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農業活動農業活動農業活動農業活動係係係係指指指指企業企業企業企業對對對對生物資產生物轉化生物資產生物轉化生物資產生物轉化生物資產生物轉化及收成及收成及收成及收成之管理之管理之管理之管理，，，，以以以以供銷售供銷售供銷售供銷售、、、、轉轉轉轉換換換換為為為為農產品農產品農產品農產品

或或或或轉換為轉換為轉換為轉換為其他生物資產其他生物資產其他生物資產其他生物資產。。。。 

農產品農產品農產品農產品係指係指係指係指企業生物資產之收企業生物資產之收企業生物資產之收企業生物資產之收成品成品成品成品。。。。 

生物資產生物資產生物資產生物資產係係係係指指指指具具具具生命之動物或植物生命之動物或植物生命之動物或植物生命之動物或植物。。。。 

生物轉化生物轉化生物轉化生物轉化係係係係指指指指導致生物資產品質或數量發生改變之導致生物資產品質或數量發生改變之導致生物資產品質或數量發生改變之導致生物資產品質或數量發生改變之成成成成長長長長、、、、退化退化退化退化、、、、生產生產生產生產及及及及繁殖過程繁殖過程繁殖過程繁殖過程。。。。 

出出出出售售售售成本成本成本成本係指直接係指直接係指直接係指直接可可可可歸屬歸屬歸屬歸屬予予予予資產處分之增額成本資產處分之增額成本資產處分之增額成本資產處分之增額成本，，，，但不包括但不包括但不包括但不包括財務成本財務成本財務成本財務成本及所得稅費及所得稅費及所得稅費及所得稅費

用用用用。。。。 

生物資產群組生物資產群組生物資產群組生物資產群組係係係係指指指指類似之類似之類似之類似之具具具具生命動物或植物之生命動物或植物之生命動物或植物之生命動物或植物之集集集集合合合合。。。。 

收成收成收成收成係係係係指指指指將產品從生物資產分離或生物資產生將產品從生物資產分離或生物資產生將產品從生物資產分離或生物資產生將產品從生物資產分離或生物資產生命命命命過程之停止過程之停止過程之停止過程之停止。。。。 

6 農業活動之範圍相當廣泛；例如，牲畜飼養、林業、一年生或多年生作物種植、

果樹栽培、花卉栽培及水產養殖（包括養殖魚類）。農業活動具有下列共同特性： 

(a) 改變之能力。具生命之動物和植物均能進行生物轉化； 

(b) 改變之管理。透過增強（或至少為穩定）生物轉化發生所需條件（例如養分、

溼度、溫度、肥沃度及光照）之管理，能促進生物轉化。此種管理將農業活

動與其他活動作出區分，例如收成未經管理之資源（例如海洋漁業及砍伐原

始森林）非屬農業活動；及 

(c) 改變之衡量。衡量及控管生物轉化或收成所導致品質（例如基因優點、密度、

成熟度、脂肪含量、蛋白質成份及纖維強度）或數量（例如產果量、重量、

體積、纖維長度或直徑及花苞數量）之改變，係為日常管理功能之一部分。 

7 生物轉化產生下列結果： 

(a) 透過(i)成長（動物或植物之數量增加或品質提升）、(ii)退化（動物或植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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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減少或品質降低）或(iii)繁殖（其他具生命動物或植物之創造）而使資產

發生改變；或 

(b) 農產品之生產，例如乳膠、茶葉、羊毛及牛奶。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8 本準則用語本準則用語本準則用語本準則用語定定定定義義義義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活絡市場活絡市場活絡市場活絡市場係係係係指指指指係指符合下列所有條件之市場係指符合下列所有條件之市場係指符合下列所有條件之市場係指符合下列所有條件之市場：：：： 

(1) 在市場交易之商品具有同質性在市場交易之商品具有同質性在市場交易之商品具有同質性在市場交易之商品具有同質性；；；； 

(2) 隨時可於市場中尋得具意願之買賣雙方隨時可於市場中尋得具意願之買賣雙方隨時可於市場中尋得具意願之買賣雙方隨時可於市場中尋得具意願之買賣雙方；；；；且且且且 

(3) 價格資訊可為大眾所取得價格資訊可為大眾所取得價格資訊可為大眾所取得價格資訊可為大眾所取得。。。。 

帳面金額帳面金額帳面金額帳面金額係指係指係指係指資產於資產於資產於資產於財財財財務狀況務狀況務狀況務狀況表表表表中中中中認列之金額認列之金額認列之金額認列之金額。。。。 

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係係係係指指指指在在在在公平交易公平交易公平交易公平交易下下下下，，，，已充分瞭解並有成交意願已充分瞭解並有成交意願已充分瞭解並有成交意願已充分瞭解並有成交意願之雙方之雙方之雙方之雙方據以達成資產交換據以達成資產交換據以達成資產交換據以達成資產交換

或負債清償之金額或負債清償之金額或負債清償之金額或負債清償之金額。。。。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補助補助補助補助如如如如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會計準則會計準則會計準則會計準則第第第第 20號號號號「「「「政府補助之會計及政府輔助之揭露政府補助之會計及政府輔助之揭露政府補助之會計及政府輔助之揭露政府補助之會計及政府輔助之揭露」」」」中中中中所所所所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9 資產之公允價值取決於其目前所在之地點及狀態。因此，牧場中牛隻之公允價值

為該牛隻於相關市場中之價格減除將該牛隻運送至市場之運輸及其他成本（舉例

而言）。 

認列與衡量認列與衡量認列與衡量認列與衡量                                                                                     

10 企業企業企業企業僅於僅於僅於僅於同時符合同時符合同時符合同時符合下列條件時下列條件時下列條件時下列條件時，，，，始應認列始應認列始應認列始應認列生物資產或農產品生物資產或農產品生物資產或農產品生物資產或農產品：：：： 

(a) 企業因過企業因過企業因過企業因過去事去事去事去事件件件件而控制而控制而控制而控制該資產該資產該資產該資產；；；； 

(b) 與與與與該資產該資產該資產該資產相關相關相關相關之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企業之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企業之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企業之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企業；；；；且且且且 

(c) 該資產該資產該資產該資產之之之之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或成本能可靠衡量或成本能可靠衡量或成本能可靠衡量或成本能可靠衡量。。。。 

11 在農業活動中，控制可經由牛隻之法定所有權及牛隻購買、出生或斷奶時之商標

或其他標誌來證明（舉例而言）。未來效益通常透過衡量重要生理屬性之方式來

評估。 

12 除第除第除第除第 30段所述段所述段所述段所述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之情況外無法可靠衡量之情況外無法可靠衡量之情況外無法可靠衡量之情況外，，，，生物資產應生物資產應生物資產應生物資產應於原始認列於原始認列於原始認列於原始認列時時時時及及及及各各各各報報報報

導期間結束日導期間結束日導期間結束日導期間結束日以以以以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減減減減出出出出售售售售成本成本成本成本衡量衡量衡量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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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自企業生物資產收成之農產品自企業生物資產收成之農產品自企業生物資產收成之農產品自企業生物資產收成之農產品，，，，應應應應以以以以收成時收成時收成時收成時點點點點之之之之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減減減減出出出出售售售售成本成本成本成本衡量衡量衡量衡量。。。。前述前述前述前述

衡量即為衡量即為衡量即為衡量即為適用國際適用國際適用國際適用國際會計準會計準會計準會計準則第則第則第則第 2號號號號「「「「存貨存貨存貨存貨」」」」或其他適用或其他適用或其他適用或其他適用準則準則準則準則當當當當日日日日之之之之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14 [已刪除]  

15 將生物資產或農產品依其重要屬性（例如年齡或品質）分類，可能有助於決定生

物資產或農產品之公允價值。企業選擇之屬性應與市場中用以作為訂價基礎之屬

性相符。 

16 企業經常簽訂生物資產或農產品之未來銷售合約。因公允價值係反映有成交意願

之買方和賣方達成交易之現時市場情況，故於決定公允價值時，銷售合約之價格

未必攸關。因此，生物資產或農產品之公允價值並不因合約之存在而有所調整。

在某些情況下，生物資產或農產品之銷售合約可能為國際會計準則第 37 號「負債

準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定義之虧損性合約。虧損性合約應依國際會計準則

第 37 號之規定處理。 

17 若生物資產或農產品於現時地點及狀態下存在活絡市場，則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為決定該資產公允價值之適當基礎。企業若能進入不同之活絡市場，應使用最攸

關之活絡市場。例如，企業若能進入兩個活絡市場，應使用其預期將進入之市場

所存在之價格。 

18 若未存在活絡市場，企業可使用下列一種或多種方式決定公允價值（若可取得時）： 

(a) 自交易日至報導期間結束日間經濟環境無重大變化之情況下，最近之市場交

易價格； 

(b) 調整差異後之類似資產市價；及 

(c) 行業基準，例如以每出口貨櫃、每蒲式耳或每公頃表達之果園價值及以每公

斤肉品表達之牛隻價值。 

19 在某些情況下，依第 18 段所列之資訊來源決定之生物資產或農產品公允價值可能

不一致。企業應考量造成前述差異之原因，以使企業可於相對較小之合理估計區

間內，決定公允價值之最可靠估計數。 

20 在某些情況下，企業可能無法取得生物資產於現時狀態下之市場決定價格或價

值。在此等情況下，企業將該資產預期淨現金流量按現時市場決定利率折現，以

決定公允價值。 

21 計算預期淨現金流量現值之目的，係為決定生物資產於現時地點及狀態下之公允

價值。企業於決定適當折現率及估計預期淨現金流量時，將考量此一目的。企業

於決定預期淨現金流量現值時，應包括市場參與者預期該資產於最攸關市場中產

生之淨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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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企業於估計預期淨現金流量時，不包括任何因融資、稅捐或收成後復育生物資產

（例如林地砍伐後重新種植樹木之成本）之現金流量。 

23 於達成公平交易之價格時，充分瞭解並有成交意願之買方和賣方將考量現金流量

變動之可能性，故公允價值反映了此種變動之可能性。因此，企業將其對現金流

量可能變動之預期，整合至預期現金流量、折現率或兩者之結合。企業於決定折

現率時，所採用之假設應與於估計預期現金流量時所使用者相同，以避免某些假

設之影響被重複計算或被忽略。 

24 成本可能約等於公允價值，特別是在下列情況下： 

(1) 從原始成本發生至今，幾乎沒有發生任何生物轉化（例如在報導期間結束日

前剛種植之果樹幼苗）；或 

(2) 生物轉化對價格之影響預期並不重大（例如為期 30 年之鳳梨生產週期中最初

幾年之成長）。 

25 生物資產經常附著於土地上（例如人造森林之林木）。附著於土地上之生物資產

可能沒有單獨之市場，但該組合資產（亦即將生物資產、土地及土地改良物視為

群組）可能存在活絡市場。企業可使用組合資產之資訊決定生物資產之公允價值。

例如，以組合資產之公允價值減除土地及土地改良物之公允價值後之餘額，作為

生物資產之公允價值。 

利益及損失利益及損失利益及損失利益及損失 

26 源自源自源自源自以以以以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減減減減出出出出售售售售成本成本成本成本原始認列生物資產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原始認列生物資產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原始認列生物資產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原始認列生物資產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以以以以及及及及來自來自來自來自生生生生

物資產物資產物資產物資產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減減減減出出出出售售售售成本成本成本成本之之之之變動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變動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變動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變動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應應應應於發生當期於發生當期於發生當期於發生當期計入計入計入計入損益損益損益損益。。。。 

27 因為公允價值須減除出售成本，故於原始認列生物資產時可能產生損失。於原始

認列生物資產時也可能產生利益，例如當小牛出生時。 

28 源自源自源自源自原始認列農產品原始認列農產品原始認列農產品原始認列農產品以以以以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減減減減出出出出售售售售成本成本成本成本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應應應應於發生當期於發生當期於發生當期於發生當期

計入計入計入計入損益損益損益損益。。。。 

29 因收成農產品而原始認列農產品時可能產生利益或損失。 

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無法可靠衡量無法可靠衡量無法可靠衡量 

30 本本本本準則準則準則準則假設生物資產之假設生物資產之假設生物資產之假設生物資產之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能可靠衡量能可靠衡量能可靠衡量能可靠衡量。。。。惟此惟此惟此惟此假設僅假設僅假設僅假設僅生物資產生物資產生物資產生物資產於原始認列時於原始認列時於原始認列時於原始認列時

無法取得無法取得無法取得無法取得其其其其市場市場市場市場決定決定決定決定價格或價值價格或價值價格或價值價格或價值，，，，且且且且決定決定決定決定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之之之之替代估計替代估計替代估計替代估計顯不可靠顯不可靠顯不可靠顯不可靠時時時時，，，，始可始可始可始可

反駁反駁反駁反駁。。。。在此情況下在此情況下在此情況下在此情況下，，，，生物資產應生物資產應生物資產應生物資產應以以以以其其其其成本減成本減成本減成本減所有所有所有所有累計折舊及累計折舊及累計折舊及累計折舊及所有所有所有所有累計減損衡量累計減損衡量累計減損衡量累計減損衡量。。。。

一旦一旦一旦一旦生物資產之生物資產之生物資產之生物資產之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變為變為變為變為能能能能可靠衡量可靠衡量可靠衡量可靠衡量時時時時，，，，企業應企業應企業應企業應以以以以其其其其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減減減減出出出出售售售售成本成本成本成本衡衡衡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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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量量量。。。。一旦一旦一旦一旦非流動非流動非流動非流動之之之之生物資產生物資產生物資產生物資產依依依依國際財務報導國際財務報導國際財務報導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準則第準則第準則第 5 號號號號「「「「待出售非流動資產及停待出售非流動資產及停待出售非流動資產及停待出售非流動資產及停

業單位業單位業單位業單位」」」」符合符合符合符合分類為待出售分類為待出售分類為待出售分類為待出售（（（（或或或或包括包括包括包括於於於於分類為分類為分類為分類為待出售待出售待出售待出售之之之之處分群組處分群組處分群組處分群組中中中中））））之條件之條件之條件之條件時時時時，，，，

則假設其則假設其則假設其則假設其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能可靠衡量能可靠衡量能可靠衡量能可靠衡量。。。。 

31 第 30 段之假設僅於原始認列生物資產時始可反駁。企業如已按公允價值減出售成

本衡量生物資產，至處分前均應持續以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衡量該生物資產。 

32 在所有情況下，企業於農產品收成時點，應以其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衡量農產品。

本準則認為農產品於收成時點之公允價值均能可靠衡量。 

33 企業於決定成本、累計折舊及累計減損時，應考量國際會計準則第 2 號「存貨」、

國際會計準則第 16 號「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36 號「資產減

損」之規定。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補助補助補助補助                                                                                   

34 對對對對接受政府接受政府接受政府接受政府無條件無條件無條件無條件補助補助補助補助且且且且以以以以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減減減減出出出出售售售售成本成本成本成本衡量衡量衡量衡量之生物資產之生物資產之生物資產之生物資產，，，，僅僅僅僅於於於於該該該該項項項項政府政府政府政府

補助補助補助補助可收可收可收可收取取取取時時時時，，，，始應始應始應始應認列認列認列認列為為為為損益損益損益損益。。。。 

35 若若若若接受政府有條件接受政府有條件接受政府有條件接受政府有條件補助補助補助補助（（（（包括要求企業不得從事某項農業活動包括要求企業不得從事某項農業活動包括要求企業不得從事某項農業活動包括要求企業不得從事某項農業活動之政府補助之政府補助之政府補助之政府補助））））且且且且以以以以

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減減減減出出出出售售售售成本成本成本成本衡量之生物資產衡量之生物資產衡量之生物資產衡量之生物資產，，，，則企業則企業則企業則企業僅僅僅僅於符合該於符合該於符合該於符合該項項項項政府政府政府政府補助補助補助補助之條件時之條件時之條件時之條件時，，，，

始始始始應應應應認列認列認列認列為為為為損益損益損益損益。。。。 

36 政府補助之條款及條件種類眾多。例如，某項補助可能要求企業須在特定地點耕

種五年，若未滿五年則須退還全部之補助。在此情況下，企業於未滿五年之前，

不得將該補助認列為損益。然而，若補助之條款允許企業按時間保留部分之補助，

則企業應依時間經過之比例將該部分認列為損益。 

37 政府補助若與以成本減所有累計折舊及所有累計減損衡量之生物資產有關（見第

30 段），應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20 號之規定。 

38 政府補助若與以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衡量之生物資產有關，或政府補助要求企業

不得從事某項農業活動，則本準則要求採與國際會計準則第 20 號不同之處理。國

際會計準則第20號僅適用與以成本減所有累計折舊及所有累計減損衡量之生物資

產有關之政府補助。 

揭露揭露揭露揭露                                                                                             

39 [已刪除] 

一般揭露一般揭露一般揭露一般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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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企業應揭露當期企業應揭露當期企業應揭露當期企業應揭露當期源自源自源自源自原始認列生物資產原始認列生物資產原始認列生物資產原始認列生物資產及及及及農產品農產品農產品農產品，，，，以以以以及生物資產及生物資產及生物資產及生物資產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減減減減出出出出售售售售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之變動之變動之變動之變動，，，，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總額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總額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總額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總額。。。。 

41 企業應企業應企業應企業應提供每一提供每一提供每一提供每一生物資產群組生物資產群組生物資產群組生物資產群組之之之之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42 第 41 段要求之揭露可採文字或量化描述。 

43 本準則鼓勵企業提供每一生物資產群組之量化描述，於適當時，並區分消耗性與

生產性生物資產，或區分成熟與未成熟生物資產。例如，企業得分組揭露消耗性

生物資產與生產性生物資產之帳面金額。企業得進一步將前述兩組生物資產之帳

面金額再區分為成熟與未成熟生物資產。此等區分所提供之資訊可能有助於評估

未來現金流量之時點。企業應揭露用以區分前述之基礎。 

44 消耗性生物資產係未來將收成為農產品或以生物資產出售者。消耗性生物資產之

釋例，包括意圖用以生產肉品之牲畜、持有供出售之牲畜、養殖之魚類、玉米及

小麥等農作物，以及成長後將作為原木之樹木。生產性生物資產係消耗性生物資

產以外之生物資產；例如，用以生產牛奶之牲畜、葡萄樹、果樹及砍伐後仍保留

樹幹之樹木。生產性生物資產並非農產品，而係具有自行再生能力者。 

45 生物資產可分類為成熟生物資產或未成熟生物資產。成熟生物資產係指已達到可

收成特徵之消耗性生物資產，或可維持規律性收成之生產性生物資產。 

46 下列事項如未包含於隨財務報表公開之其他資訊中下列事項如未包含於隨財務報表公開之其他資訊中下列事項如未包含於隨財務報表公開之其他資訊中下列事項如未包含於隨財務報表公開之其他資訊中，，，，企業應予以揭露企業應予以揭露企業應予以揭露企業應予以揭露：：：： 

(a) 每一每一每一每一生物資產群組相關活動之性質生物資產群組相關活動之性質生物資產群組相關活動之性質生物資產群組相關活動之性質；；；；及及及及 

(b) 下列項目之下列項目之下列項目之下列項目之非財務性非財務性非財務性非財務性衡量衡量衡量衡量或實體數量估計數或實體數量估計數或實體數量估計數或實體數量估計數：：：： 

(i) 期末期末期末期末每一每一每一每一生物資產群組生物資產群組生物資產群組生物資產群組；；；；及及及及 

(ii) 當期農產品產出當期農產品產出當期農產品產出當期農產品產出。。。。 

47 企業應揭企業應揭企業應揭企業應揭露露露露於於於於決定決定決定決定每一每一每一每一農產品群組收成時農產品群組收成時農產品群組收成時農產品群組收成時點點點點之之之之公公公公允價值允價值允價值允價值及及及及每一每一每一每一生物資產群組生物資產群組生物資產群組生物資產群組公允公允公允公允

價值價值價值價值時時時時，，，，所採用之方法及重大假設所採用之方法及重大假設所採用之方法及重大假設所採用之方法及重大假設。。。。 

48 企業應揭露當期收成之農產品企業應揭露當期收成之農產品企業應揭露當期收成之農產品企業應揭露當期收成之農產品於於於於收成時收成時收成時收成時點點點點之之之之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減減減減出出出出售售售售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49 企業應揭露企業應揭露企業應揭露企業應揭露：：：： 

(a) 所有權所有權所有權所有權受限制受限制受限制受限制生物資產生物資產生物資產生物資產之之之之存在存在存在存在與與與與帳面金額帳面金額帳面金額帳面金額，，，，以以以以及及及及供供供供作作作作負債負債負債負債擔保擔保擔保擔保之之之之生物資產生物資產生物資產生物資產帳帳帳帳

面金額面金額面金額面金額；；；； 

(b) 為為為為發展或取得生物資產發展或取得生物資產發展或取得生物資產發展或取得生物資產之之之之承諾金額承諾金額承諾金額承諾金額；；；；及及及及 

(c) 與農業活動有關之財務風險管理策略與農業活動有關之財務風險管理策略與農業活動有關之財務風險管理策略與農業活動有關之財務風險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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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企業應企業應企業應企業應提出提出提出提出當期生物資產期初當期生物資產期初當期生物資產期初當期生物資產期初與與與與期末期末期末期末帳面金額帳面金額帳面金額帳面金額變動之調節變動之調節變動之調節變動之調節，，，，且且且且該調節應包括該調節應包括該調節應包括該調節應包括：：：： 

(a) 因因因因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減減減減出出出出售售售售成本成本成本成本之變動之變動之變動之變動所所所所產生產生產生產生之利益或損失之利益或損失之利益或損失之利益或損失；；；； 

(b) 因購買而增加之金額因購買而增加之金額因購買而增加之金額因購買而增加之金額；；；；  

(c) 可歸屬於可歸屬於可歸屬於可歸屬於出售及出售及出售及出售及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5 號規定號規定號規定號規定分類為待出售分類為待出售分類為待出售分類為待出售（（（（或或或或包括包括包括包括於分於分於分於分

類為類為類為類為待出售待出售待出售待出售之之之之處分群組處分群組處分群組處分群組中中中中））））之之之之生物資產生物資產生物資產生物資產而減少之金額而減少之金額而減少之金額而減少之金額；；；； 

(d) 因收成而減少之金額因收成而減少之金額因收成而減少之金額因收成而減少之金額；；；； 

(e) 源自源自源自源自企業合併企業合併企業合併企業合併而增加之金額而增加之金額而增加之金額而增加之金額；；；； 

(f) 將將將將財務報表換算為財務報表換算為財務報表換算為財務報表換算為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表達表達表達表達貨幣貨幣貨幣貨幣所產生之淨兌換差所產生之淨兌換差所產生之淨兌換差所產生之淨兌換差額額額額，，，，以以以以及及及及將將將將國外營運機構國外營運機構國外營運機構國外營運機構

換算為報導換算為報導換算為報導換算為報導個體個體個體個體之之之之表達表達表達表達貨幣所產生之淨兌換差貨幣所產生之淨兌換差貨幣所產生之淨兌換差貨幣所產生之淨兌換差額額額額；；；；及及及及 

(g) 其他變動其他變動其他變動其他變動。。。。 

51 生物資產之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會因實體變動與市價變動而變動。分別揭露實體

變動與價格變動有助於評估當期績效及未來展望，特別是對生產週期超過一年以

上之生物資產而言。在此情況下，本準則鼓勵企業以分組或其他方式，將計入損

益之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之變動分別揭露屬實體變動與屬價格變動之部分。當生

產週期短於一年時（例如養雞或種植穀類作物），此資訊通常較無幫助。 

52 生物轉化導致各種形式之實體變動─成長、退化、生產及繁殖，每一實體變動係

可觀察及衡量。前述每一實體變動皆與未來經濟效益具直接相關。因收成而導致

之生物資產公允價值變動亦為實體變動。 

53 農業活動經常暴露於氣候、病害及其他自然風險中。事件之發生若產生重大收益

或費損項目，企業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財務報表之表達」之規定，揭露此

項目之性質及金額。該等事件之釋例包括致命疾病之爆發、水災、嚴重之旱災或

霜災，以及蟲害。 

生物資產生物資產生物資產生物資產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之額外揭露無法可靠衡量之額外揭露無法可靠衡量之額外揭露無法可靠衡量之額外揭露 

54 企業於期末企業於期末企業於期末企業於期末若若若若以以以以成本減成本減成本減成本減所有所有所有所有累計折舊及累計折舊及累計折舊及累計折舊及所有所有所有所有累計減損衡量生物資產累計減損衡量生物資產累計減損衡量生物資產累計減損衡量生物資產（（（（見第見第見第見第 30

段段段段），），），），對該等生物資產對該等生物資產對該等生物資產對該等生物資產應應應應揭露揭露揭露揭露：：：： 

(a) 該該該該等等等等生物資產生物資產生物資產生物資產之描述之描述之描述之描述；；；； 

(b) 說明何以說明何以說明何以說明何以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無法可靠衡量無法可靠衡量無法可靠衡量；；；； 

(c) 若可能若可能若可能若可能，，，，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高度可能高度可能高度可能高度可能落入落入落入落入之估計之估計之估計之估計區間區間區間區間；；；； 

(d) 所所所所採採採採用之用之用之用之折舊方法折舊方法折舊方法折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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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所所所所採採採採用之用之用之用之耐用年限或折舊率耐用年限或折舊率耐用年限或折舊率耐用年限或折舊率；；；；及及及及 

(f) 期初與期末之期初與期末之期初與期末之期初與期末之總總總總帳面金額帳面金額帳面金額帳面金額及累計折舊及累計折舊及累計折舊及累計折舊（（（（與與與與累計減損累計減損累計減損累計減損損失損失損失損失加加加加總總總總）。）。）。）。 

55 企業企業企業企業於於於於當當當當期期期期若若若若以以以以成本減成本減成本減成本減所有所有所有所有累計折舊及累計折舊及累計折舊及累計折舊及所有所有所有所有累計減損衡量生物資產累計減損衡量生物資產累計減損衡量生物資產累計減損衡量生物資產（（（（見第見第見第見第 30

段段段段）））），，，，應揭露因處分應揭露因處分應揭露因處分應揭露因處分該該該該等等等等生物資產生物資產生物資產生物資產而認列之利益或損失而認列之利益或損失而認列之利益或損失而認列之利益或損失，，，，且企業且企業且企業且企業依第依第依第依第 50段規定段規定段規定段規定所所所所

提出提出提出提出之調節之調節之調節之調節，，，，應單獨揭露應單獨揭露應單獨揭露應單獨揭露與與與與該該該該等等等等生物資產生物資產生物資產生物資產有關有關有關有關之金額之金額之金額之金額。。。。此外此外此外此外，，，，該該該該調節調節調節調節應應應應揭露揭露揭露揭露下列下列下列下列

包含於損益中包含於損益中包含於損益中包含於損益中與與與與該等該等該等該等生物資產有關生物資產有關生物資產有關生物資產有關之金額之金額之金額之金額：：：： 

(a) 減損損失減損損失減損損失減損損失；；；； 

(b) 減損損失迴轉減損損失迴轉減損損失迴轉減損損失迴轉；；；；及及及及 

(c) 折舊折舊折舊折舊。。。。 

56 若若若若原原原原以以以以成本減成本減成本減成本減所有所有所有所有累計折舊及累計折舊及累計折舊及累計折舊及所有所有所有所有累計減損累計減損累計減損累計減損衡量之生物資產衡量之生物資產衡量之生物資產衡量之生物資產，，，，其其其其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於當期於當期於當期於當期

變為變為變為變為能能能能可靠衡量時可靠衡量時可靠衡量時可靠衡量時，，，，企業企業企業企業對該等生物資產對該等生物資產對該等生物資產對該等生物資產應揭露應揭露應揭露應揭露：：：： 

(a) 該該該該等等等等生物資產生物資產生物資產生物資產之描述之描述之描述之描述；；；； 

(b) 說明何以說明何以說明何以說明何以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變為能可靠衡量變為能可靠衡量變為能可靠衡量變為能可靠衡量；；；；及及及及 

(c) 此項改變之影響此項改變之影響此項改變之影響此項改變之影響。。。。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補助補助補助補助 

57 企業應揭露企業應揭露企業應揭露企業應揭露受受受受本本本本準則準則準則準則規範規範規範規範與與與與農業活動農業活動農業活動農業活動有有有有關關關關之之之之下列下列下列下列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a) 已已已已認列認列認列認列於財務報表之政府於財務報表之政府於財務報表之政府於財務報表之政府補助補助補助補助之性質及範圍之性質及範圍之性質及範圍之性質及範圍；；；； 

(b) 與與與與政府政府政府政府補助補助補助補助有關之有關之有關之有關之尚未履行條件及其他或有事項尚未履行條件及其他或有事項尚未履行條件及其他或有事項尚未履行條件及其他或有事項；；；；及及及及 

(c) 預期預期預期預期政府補助政府補助政府補助政府補助水準水準水準水準之之之之重大減少重大減少重大減少重大減少。。。。 

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及及及及過渡規定過渡規定過渡規定過渡規定                                                                               

58 本準則適用於會計期間開始日在 2003 年 1 月 1 日以後之年度財務報表。本準則鼓

勵提前適用。企業若於 2003 年 1 月 1 日前開始之期間適用本準則，應揭露此一事

實。 

59 本準則並未訂定任何特定之過渡規定。適用本準則時，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8 號

「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動及錯誤」之規定處理。 

60 2008 年 5 月發布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改善」，修正第 5、6、17、20 及 2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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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刪除第 14 段之規定。企業應於 2009 年 1 月 1 日以後開始之年度推延適用該等

修正內容，並得提前適用。若企業提前適用該等修正內容，應揭露此一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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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 41號號號號 

農業農業農業農業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所公布之隨附文件所公布之隨附文件所公布之隨附文件所公布之隨附文件 

本版包括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發布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對本準則所作之修正。 

國際會計準則第 41 號之內容（不含隨附文件）已包含於本版之 A 部分。本準則發布時之生

效日為 2003 年 1 月 1 日，最新修正內容之生效日為 2013 年 1 月 1 日。本部分包括下列隨

附文件： 

結論基礎結論基礎結論基礎結論基礎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之結論基礎之結論基礎之結論基礎之結論基礎  

釋例釋例釋例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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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 41號號號號「「「「農業農業農業農業」」」」之結論基礎之結論基礎之結論基礎之結論基礎 

本結論基礎附於國際會計準則第 41號，但非屬其一部分。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BC1 本結論基礎彙整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於 2008 年 5 月「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之改善」修正國際會計準則第 41 號「農業」時，於達成結論過程中所作之考量。

個別理事對某些因素重視程度高於其他因素。 

BC2 由於理事會之意圖並非重新考量國際會計準則第41號對農業會計所建立之基本方

法，因此本結論基礎不討論理事會對國際會計準則第 41 號尚未重新考量之規範。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對國際會計準則第 41 號之結論基礎，列示於本結

論基礎之後。 

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出出出出售售售售成本成本成本成本（（（（第第第第 5段段段段）））） 

BC3 2008 年 5 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改善」發布前，國際會計準則第 41 號使用「出

售時點成本」之用語。其他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中未於使用該用語。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第 5 號「待出售非流動資產及停業單位」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36 號「無形資產」

中使用「出售成本」之用語。理事會認為，在國際會計準則第 41 號中「出售時點

成本」與「出售成本」之意義相同。「出售成本」定義中之「增額」，排除已包

括於衡量生物資產公允價值之成本，例如運輸成本。其包括因出售而發生之必要

成本，但於其他情況並不會產生者，例如支付予代理商及經銷商之佣金、主管機

關及商品交易市場收取之費用、移轉稅及其他稅捐。上述兩種用語皆與出售時點

發生之交易成本有關。 

BC4 因此，理事會決議以「出售成本」取代「出售時點成本」及「估計之出售時點成

本」之用語，使國際會計準則第 41 號與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5 號及國際會計準則

第 36 號一致。 

認列與衡量認列與衡量認列與衡量認列與衡量                                                                                    

折現率折現率折現率折現率（（（（第第第第 20段段段段）））） 



國際會計準則第 41號翻譯草案 

 
B3 

BC5 2007 年度改善計畫中，理事會重新考量第 20 段以稅前折現率來衡量公允價值之規

定是否適當。理事會指出衡量公允價值時，應將市場參與者於資產或負債訂價時

所考量之屬性（包括租稅屬性）納入考量。 

BC6 理事會注意到，有成交意願之買方會將為取得資產所願意支付予賣方之金額（如

為承擔負債，則為自有成交意願賣方所收取之金額），列入有益於該買方之增額

現金流量考量。該等增額現金流量將因減除依適當稅率（亦即市場參與之買方所

使用之稅率）計算之預計所得稅支付而降低。因此，公允價值係考量市場參與者

因購買該資產（或承擔負債）而預計將支付之未來所得稅，並無須考量企業之特

定租稅情況。 

BC7 因此，理事會決議維持使用現時市場基礎折現率之規定，但於 2008 年 5 月發布之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改善」中刪除第 20 段中提及之稅前折現率。 

進進進進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之之之之生物轉化生物轉化生物轉化生物轉化（（（（第第第第 21段段段段）））） 

BC8 有時資產於現時地點及狀態下公允價值之估計會使用現金流量之現值。第 21 段可

被解讀為該計算不包括來自「進一步生物轉化」所增加之現金流量。由於對該規

定之不同解讀已造成實務之分歧。理事會決議，若不包括該等現金流量，將使帳

面金額對該資產之公允價值不具代表性。理事會指出，企業應考量來自「進一步

生物轉化」現金流量之相關風險，以決定預期之現金流量、折現率或兩者之結合。

因此，理事會決議修正國際會計準則第 41 號，將企業於估計生物資產之公允價值

時，禁止考量來自「進一步生物轉化」現金流量之規定刪除。 

BC9 於 2007 年發布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改善」草案中，理事會建議變更生物轉化

之定義，以包含收成。因為理事會希望能清楚闡明收成將改變生物資產之狀態。

基於收成係屬人為活動而非生物轉化之理由，部分回應者反對此項變動。理事會

贊成前述論點，並決議生物轉化之定義不包含收成。理事會轉而修正本準則於適

當時提及生物轉化或收成，以清楚闡明收成將改變資產之狀態。 

BC10 由於若追溯適用第 BC8 及 BC9 段所述之變動，可能使某些企業須重新衡量生物資

產於過去時點之公允價值，故理事會決議此等修正內容應推延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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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揭露其他揭露其他揭露其他揭露 B80–B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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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國國際際際際會會會會計準則委員會計準則委員會計準則委員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對對對對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 41

號號號號「「「「農業農業農業農業」」」」之結論基礎之結論基礎之結論基礎之結論基礎 

本結論基礎附於國際會計準則第 41號，但非屬其一部分。係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

幕僚於 2000年所編製，未經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核准。本結論基礎彙整委員會對

下列事項之理由： 

(1) 發起及提案制定有關農業之國際會計準則；及 

(2) 接受或拒絕某些觀點。 

個別理事對某些因素重視程度高於其他因素。 

本結論基礎未經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修訂，且專用術語並未配合 2008年 5月發布

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改善」之改變而修正。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B1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委員會」）於 1994 年決定發展農業國際會計

準則，並指派指導委員會協助確定相關議題及發展可能之解決方法。指導委員會

於 1996 年發布原則公報草案（DSOP），預備議題、替代處理及指導委員會對解

決該等議題之提案，並公開徵求意見。共收到 42 封意見函。指導委員會複核該等

意見並修正某些建議事項後，將之呈交委員會。 

B2 委員會於 1999 年 7 月核准草案第 E65 號「農業」，意見截止日為 2000 年 1 月 31

日。委員會共收到超過 62 封對草案第 E65 號之意見函。意見函來自各種國際組織

及 28 個國家。2000 年 4 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幕僚向從事農業活動

之企業發出問卷，以確定草案第 E65 號中所建議公允價值衡量之可靠性，並收到

來自 11 個國家共 20 份之回覆。委員會仔細考量所收到對草案第 E65 號及問卷之

回應意見後，於 2000 年 12 月核准發布國際會計準則第 41 號「農業」（本準則）。

第 B82 段彙總了委員會於本準則定案時對草案第 E65 號所作之修正。 

對農業國際會計準則之需求對農業國際會計準則之需求對農業國際會計準則之需求對農業國際會計準則之需求                                                         

B3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之主要目的係為發展與所有企業一般目的財務報表

攸關之國際會計準則。雖然大多數之國際會計準則適用於企業之所有活動，但部

分國際會計準則（例如國際會計準則第 30 號「銀行及類似金融機構財務報表之揭

露」*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40 號「投資性不動產」）係處理特定活動之議題。國際

                                                 
*
 2005 年 8 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7 號「金融工具：揭露」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 3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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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亦曾進行有關保險及開採業之行業特定計畫。 

B4 基於下列因素，農業活動之會計並不一致： 

(a) 本準則發展前，與農業活動有關之資產及該等資產之變動被排除於下列國際

會計準則之範圍外： 

(i) 國際會計準則第 2 號「存貨」不適用「依已建立之行業慣例，以淨變現

價值衡量之生產者作為存貨之牲畜、農產品及林產品…」； 

(ii) 國際會計準則第 16 號「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不適用「森林及類似之再

生性天然資源」； 

(iii) 國際會計準則第 18 號「收入」不處理因「畜群、農產品及林產品自然增

長」所產生之收入；及 

(iv) 國際會計準則第 40 號「投資性不動產」不適用「森林及類似之再生性天

然資源」； 

(b) 各國準則制定機構對農業活動所發展之會計指引通常係片斷的，係為解決該

國認為重要之某種農業活動形式之特定問題；及 

(c) 農業活動之性質導致採用傳統會計模式時形成不確定性或衝突，尤其係因為

與改變生物資產性質之生物轉化（成長、退化、生產及繁殖）有關之重要事

件，難以按以歷史成本及實現為基礎之會計模式處理。 

B5 從事農業活動之企業組織大多為小型、獨立、重視現金及租稅或家庭經營之業務

單位，通常不要求其提供一般目的財務報表。因此，有些人認為農業之國際會計

準則將不被普遍採用。然而，即使小型之農業企業也會尋求外部資金及補貼（特

別是來自銀行或政府機構），而該等資金提供者對財務報表之需求日益增加。此

外，國際上解除管制之趨勢、越來越多企業跨國掛牌及增加投資，使得農業活動

之規模、範圍及商業化程度逐漸增加。此創造了基於健全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

編製之財務報表之更大需求。基於前述理由，委員會於 1994 年將有關農業之計畫

加入其議程中。 

B6 原則公報草案（DSOP）主要係徵求對發展綜合性之農業國際會計準則可行性之看

法。有些回應者認為，農業活動之多樣化限制了可處理全部農業活動之單一國際

會計準則之發展。有些回應者認為生產週期長短不同之農業活動應適用不同之原

則。有些人則提出發展容易適用及可廣泛適用之國際會計準則之需求。對原則公

報草案（DSOP）之回應者亦指出，在許多國家農業係重要之產業，尤其是在開發

中及新興工業化國家。在該等國家中之多數國家，農業為其最重要之產業。 

B7 委員會於考量對原則公報草案（DSOP）之各項意見後，再次肯定需要制定國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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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準則之結論。委員會相信本準則所制定之原則可被廣泛適用，且提供了明確之

原則。 

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B8 此外，本準則訂定生物資產之會計處理，以及自企業生物資產收成之農產品於收

成時點原始衡量之會計處理。惟本準則不處理收成後農產品加工之會計處理，因

為委員會認為對國際會計準則第 2 號「存貨」（該準則規範歷史成本系統*下存貨

之會計處理）進行部分修訂並不適當。收成後加工之會計處理應依國際會計準則

第 2 號或其他適用國際會計準則之規定處理（例如，若企業決定將收成之原木†用

來建造其自用之建築物，則該等原木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6 號「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之規定處理）。 

B9 有些人可能認為前述加工為農業活動，特別是當加工係由發展該農產品之同一企

業所進行（例如，製酒商將所種植之葡萄加工成葡萄酒）。雖然此種加工可能是

農業活動合理且自然之延伸，且此事件可能與生物轉化具有一些類似之處，惟此

種加工非包括於本準則農業活動之定義內。 

B10 委員會特別考量是否將收成後需要較長存放或成熟過程之情況（例如，從葡萄加

工成葡萄酒及從牛奶加工為乳酪）納入本準則之範圍中。該等認為本準則應涵蓋

前述加工之理由如下： 

(a) 需要較長存放或成熟過程之情況與生物轉化類似，且對評估企業之績效相當

重要；及 

(b) 許多農業企業係垂直整合之企業且同時從事種植及加工，例如生產葡萄及葡

萄酒。 

B11 委員會決議不將前述情況納入本準則之範圍，因為擔心其難以與製造過程（將原

料加工成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 2 號中所定義具市場性之存貨）區分。委員會之結

論為收成後加工之會計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2 號或其他適用國際會計準則之規定

處理。 

B12 委員會亦考量本準則是否處理生物資產或農產品之銷售合約，以及與農業活動有

關之政府補助。該等議題討論如下（見第 B47 至 B54 段及第 B63 至 B73 段）。 

 

                                                 
*
 於 2003 年 12 月國際會計準則第 2 號之修訂版中，已不再使用「歷史成本系統」之用語。 

†
 經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之修正（包含於 2008 年 5 月發布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改善」），「原木」

屬於經加工之產品之釋例，而非未經加工而成之產品之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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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衡量衡量衡量                                                                                             

生物資產生物資產生物資產生物資產 

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與與與與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B13 如同原則公報草案（DSOP）及草案第 E65 號中所建議，本準則規定企業應使用公

允價值法衡量與農業有關之生物資產，除非於原始衡量時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 

B14 支持以公允價值衡量者認為，生物資產公允價值之變動最能反映因生物轉化所發

生改變之影響。其認為生物資產公允價值之變動與企業預期未來經濟效益之變動

有直接之關係。 

B15 支持以公允價值衡量者亦指出，影響生物轉化之交易通常與生物轉化本身僅具微

弱之關係，因而與預期未來經濟效益之關係更小。例如，人造森林之成長型態直

接影響預期未來之經濟效益，但在時間上，成長型態與成本發生之型態呈顯著之

差異。採交易基礎與歷史成本之會計模式，人造森林之企業可能不會報導任何收

益，直至首次收成並銷售時（可能為 30 年）。相反地，採用現時公允價值認列與

衡量生物成長之會計模式，於首次收成前之整個期間都會衡量及報導收益。 

B16 此外，支持以公允價值衡量者認為以公允價值衡量生物資產之預期未來經濟效

益，較按歷史成本衡量更具攸關性、可靠性、可比性及可瞭解性，其提出之理由

如下： 

(a) 許多生物資產係於具可觀察市價之活絡市場進行交易。活絡市場為這些資產

之預期未來經濟效益提供可靠衡量。活絡市場之存在顯著提高以市場價值作

為公允價值指標之可靠性； 

(b) 由於聯產品及聯成本可能產生無法清楚界定投入與產出間關係之情況，因而

導致生物轉化不同結果間成本分攤之複雜且武斷，故衡量生物資產成本，有

時不如衡量公允價值可靠。若生物資產進一步產生其他生物資產（幼獸或幼

苗），且該其他生物資產亦於企業本身之農業活動中使用，則前述成本分攤

將更為武斷； 

(c) 相對較長及連續之生產週期，且生產及市場環境變動較大，意指會計期間通

常未涵蓋全部之週期。因此，每期期末衡量（而非於交易時衡量）對當期財

務績效或狀況之衡量更顯重要。當期收成占總生物轉化越不重大，資產變動

（成長及退化）之每期期末衡量就越重要。相對在週轉率較高、生產週期較

短之情況下，控制程度較高之農業系統（例如肉雞或蘑菇生產）大部分生物

轉化及收成發生於一年內，其成本與未來經濟效益間之關係較為穩定。此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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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之穩定性並不會改變現時市場價值與未來經濟效益之關係，只是使衡量

方法間之差異變得較不重大；及 

(d) 歷史成本法下，重置動物及農作物（自己出產或購買）之來源不同，將導致

不同之成本。對類似資產之未來效益應有類似預期。對類似資產之衡量及報

導如採用相同之基礎，將提高可比性及可瞭解性。 

B17 反對以公允價值衡量者認為以成本衡量較為可靠，因為歷史成本係公平交易下之

結果，故提供交易當時公開市場價值之證據且可獨立驗證。更重要的是其認為公

允價值有時無法可靠衡量，且財務報表表達之數字如基於主觀及無法驗證假設之

公允價值，將誤導使用者。企業可於財務報表之單一數字外提供有關公允價值之

資訊。其認為本準則之範圍過於廣泛。其他論點如下：  

(a) 市價經常變動且有週期性，不適合作為衡量之基礎； 

(b) 要求每一資產負債表日須對公允價值評價可能較為麻煩，特別是須編製期中

報告時； 

(c) 歷史成本慣例已建立許久且普遍使用。使用其他衡量基礎應配合修正國際會

計準則委員會（IASC）之「財務報表編製及表達之架構」（「架構」）。為

與其他國際會計準則及其他活動一致，生物資產應以其成本衡量； 

(d) 成本衡量提供更客觀且一致之衡量； 

(e) 於某些國家中，某些生物資產可能無活絡市場存在。在此情況下，公允價值

無法可靠衡量，特別是成長期間較長之生物資產（例如人造森林之林木）； 

(f) 公允價值衡量導致未實現損益之認列，此與國際會計準則之收入認列原則相

牴觸；及 

(g) 資產負債表日之市價與該資產出售時之價格未必緊密相連，且許多生物資產

並非為供出售而持有。 

B18 「架構」對衡量基礎之選用維持中立，儘管歷史成本最被普遍採用，仍有許多不

同基礎被不同程度地運用及以不同組合之方式運用。被明確指出之選項為歷史成

本、現時成本、變現價值及現值。其他國際會計準則存有公允價值衡量之先例。 

B19 有鑑於農業活動之獨特性質及特徵，委員會作出準則須要求與農業活動有關之生

物資產應採公允價值模式之結論。惟委員會之結論亦認為在某些情況下公允價值

並無法可靠衡量。問卷之部分回應者及草案第 E65 號之部分回應者，對某些生物

資產公允價值衡量之可靠性，表達其重大疑慮，其論點如下： 

(a) 某些生物資產並無活絡市場，特別是成長期間較長之生物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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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由於需要並使用主觀之假設（例如關於天氣），預期淨現金流量之現值通常

為不可靠之公允價值衡量；及 

(c) 公允價值於收成前無法可靠衡量。 

草案第 E65 號之部分回應者建議，本準則應包括無活絡市場情況之可靠性例外。 

B20 委員會決議，需要為無法取得市場決定價格或價值，且決定公允價值之替代估計

數顯不可靠之情況，提供可靠性之例外。在此等情況下，生物資產應以其成本減

所有累計折舊及所有累計減損衡量。企業於決定成本、累計折舊及累計減損時，

應考量國際會計準則第 2 號「存貨」、國際會計準則第 16 號「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36 號「資產減損」之規定。 

B21 委員會拒絕採將公允價值作為基準處理而將歷史成本作為允許之替代處理之作

法，因為在有活絡市場下，強制使用公允價值法可提高可比性及可瞭解性。委員

會亦不滿意國際會計準則中存在替代處理。 

出出出出售時售時售時售時點成本點成本點成本點成本之處理之處理之處理之處理 

B22 本準則規定生物資產應以其公允價值減估計出售時點成本衡量。出售時點成本包

括支付予代理商及經銷商之佣金、主管機關及商品交易市場收取之費用、移轉稅

及其他稅捐。出售時點成本不包括將資產運送至市場之必要運輸及其他成本。該

等運輸及其他成本應於決定公允價值時減除（亦即公允價值係市價減除將資產運

送至市場必要之運輸及其他成本）。 

B23 草案第 E65 號建議，若生物資產將於另一地區之活絡市場出售，決定公允價值時

應減除將資產運送至該市場之出售前處分成本（例如運輸成本）。惟草案第 E65

號並未敘明出售時點成本之處理。部分回應者建議本準則應敘明出售時點成本及

出售前處分成本之處理。 

B24 部分回應者認為不應自公允價值模式中減除出售時點成本。其認為公允價值減估

計出售時點成本將導致未來現金流量市場估計數之偏誤估計，因為若係由購買者

於取得時支付出售時點成本，則實際上出售時點成本將被重複認列為費用；一次

係於原始取得生物資產時，一次則於立即以公允價值減估計出售時點成本衡量

時。即使出售時點成本於未來期間才會發生或對非出售之生產性生物資產而言根

本不會發生，前述情形仍會出現。 

B25 另一方面，部分回應者則認為應自公允價值模式中減除出售時點成本。其認為資

產之帳面金額應代表該資產預期經濟效益之流量，且公允價值減估計出售時點成

本可代表資產負債表日該資產預期流入企業之經濟效益。其亦認為如不減除估計

出售時點成本，則損失將遞延至出售時始認列。 

B26 委員會之結論為生物資產以公允價值減估計出售時點成本衡量較為攸關，並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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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如不減除估計出售時點成本將導致遞延認列損失。 

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衡量層級衡量層級衡量層級衡量層級 

B27 本準則規定生物資產若存在活絡市場，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為決定該資產公允價

值之適當基礎。如未存在活絡市場，企業則使用市場決定價格或價值（若可取得

時），例如最近之市場交易價格。惟在某些情況下，企業可能無法取得生物資產

於現時狀態下之市場決定價格或價值。在此等情況下，本準則指出企業應使用該

資產預期淨現金流量*之現值。 

B28 草案第 E65 號建議，生物資產若存在活絡市場，企業應使用活絡市場之市價。如

未存在活絡市場，草案第 E65 號建議企業應考量其他衡量基礎，例如相同類型資

產最近之市場交易價格、行業基準及預期淨現金流量之現值。草案第 E65 號並未

對無活絡市場之情況制定層級；亦即草案第 E65 號並未指出何種基礎優於其他基

礎。 

B29 委員會考量為無活絡市場之情況制定明確之層級。有些人認為使用市場決定價格

或價值（例如最近之市場交易價格）總是優於預期淨現金流量之現值。另一方面，

有些人則認為使用市場決定價格或價值未必優於預期淨現金流量之現值，特別是

當企業使用調整差異後之類似資產市價。 

B30 委員會之結論為詳細之層級無法提供足夠彈性以適當處理可能發生之所有情況，

並決議不對未存在活絡市場之情況制定詳細之層級。然而，委員會決議明確指出

企業應使用所有可取得之市場決定價格或價值，否則即使可取得有用之市場決定

價格或價值，企業可能會優先使用預期淨現金流量之現值。在回覆問卷之 20 家公

司中，有 6 家公司使用預期淨現金流量之現值作為公允價值之衡量基礎，另外有 2

家公司指出由於無法可靠估計預期淨現金流量之現值（如其必須使用現值作為基

礎），故無法可靠衡量其生物資產。 

B31 企業若能進入不同之市場，本準則指出應使用最攸關之市場。例如，企業若能進

入兩個活絡市場，應使用其預期將進入之市場所存在之價格。有些人認為應使用

可進入市場中之最有利價格。本準則所反映之觀點為使用預期將進入之市場所存

在之價格，可得出最攸關之衡量。 

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衡量之頻率衡量之頻率衡量之頻率衡量之頻率 

B32 有些人認為，考量企業之負擔，應允許企業無須經常按公允價值衡量。委員會拒

絕此種方法，理由如下： 

                                                 
*
 前一版國際會計準則第 41 號第 20 段規定企業使用稅前折現率來衡量公允價值。國際會計準則理

事會於 2008 年 5 月發布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改善」中，決議維持使用現時市場基礎折現率，

但刪除條文中所提及之稅前折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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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生物轉化具有連續性質； 

(b) 財務交易與生物轉化結果之間並無直接之關係；及 

(c) 可靠之公允價值衡量，一般係能以合理成本取得。 

獨立評價獨立評價獨立評價獨立評價 

B33 對原則公報草案（DSOP）之回應者大多指出，如須使用預期淨現金流量之現值來

決定公允價值，應要求外部之獨立評價。委員會拒絕此項建議，因委員會認為某

些農業活動之外部獨立評價並不普及，且要求外部之獨立評價將造成負擔。委員

會認為應由企業自行判斷如何可靠地決定公允價值，包括獨立評價人員需參與之

程度。 

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無法可靠衡量無法可靠衡量無法可靠衡量 

B34 如先前所述，委員會決議本準則對原始認列時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之情況，提

供有關可靠性之例外。本準則假設生物資產之公允價值能可靠衡量。惟此假設僅

生物資產於原始認列時無法取得其市場決定價格或價值，且決定公允價值之替代

估計顯不可靠時，始可反駁。在此情況下，生物資產應以其成本減所有累計折舊

及所有累計減損衡量。一旦生物資產之公允價值變為能可靠衡量時，企業應開始

使用公允價值減估計出售時點成本衡量。 

B35 有些人認為，若企業之前已使用可靠性之例外，該企業不得再開始使用公允價值

衡量（亦即企業應繼續使用成本基礎）。其認為判斷公允價值何時能可靠衡量係

主觀之決定，且該主觀可能造成不一致之應用，以及潛在之濫用。惟委員會指出，

農業活動中隨著生物轉化之發生，公允價值有可能變得更能可靠衡量，且於前述

情況中公允價值衡量係優於成本衡量。因此，委員會決議，公允價值一旦變為能

可靠衡量時，應以公允價值衡量。 

B36 企業如已按公允價值減估計出售時點成本衡量生物資產，本準則規定至處分前企

業均應持續以公允價值減估計出售時點成本衡量該生物資產。有些人認為可靠之

估計可能無法再取得。委員會認為該情況極少發生（即使曾經發生）。因此，委

員會決議禁止企業將其衡量基礎由公允價值改為成本，因為企業於市場衰退時，

可能會以可靠性之例外作為停止採用公允價值會計之藉口。 

B37 若企業適用可靠性之例外，本準則要求企業作額外之揭露。額外之揭露包括期末

所持有生物資產之相關資訊，例如對該資產之描述並說明何以公允價值無法可靠

衡量。額外之揭露尚包括當期因處分以成本減所有累計折舊及所有累計減損衡量

之生物資產所認列之利益或損失，即使該等生物資產未持有至期末。 

利益及損失利益及損失利益及損失利益及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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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8 本準則要求源自原始認列生物資產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以及來自生物資產公允

價值減估計出售時點成本之變動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應於發生當期計入淨損益
*。支持前述處理者認為生物轉化為重大事件，應計入淨損益，理由如下： 

(a) 該事件對瞭解企業之績效係屬重要；且 

(b) 此與應計基礎會計相符。 

B39 原則公報草案（DSOP）及草案第 E65 號之部分回應者認為，上述公允價值之變動

應經由權益變動表直接列入權益，直到實現為止，其論點如下： 

(a) 生物轉化之影響並無法可靠衡量，因此不應報導為損益； 

(b) 唯有當獲利過程完成，始應將公允價值之變動計入淨損益； 

(c) 將未實現利益及損失認列為淨損益，會增加盈餘之波動； 

(d) 生物轉化之結果可能永遠不會實現，特別是如生物資產暴露於風險之下；及 

(e) 在績效報導問題解決前即要求於淨損益中認列公允價值變動，為時過早。 

B40 委員會拒絕將公允價值變動直接列入權益之規定，因為難以找到支持將與農業活

動有關之生物資產直接報導於權益之觀念基礎。「架構」中並未對認列於資產負

債表或認列於損益表作出區分。 

農產品農產品農產品農產品 

B41 本準則規定自企業生物資產收成之農產品，應按收成時點之公允價值減估計出售

時點成本衡量。前述衡量即為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2 號「存貨」或其他適用之國

際會計準則當日之成本。 

B42 委員會指出，農產品於原始認列時通常應適用與從其收成之生物資產相同之衡量

基礎。因為生物資產之公允價值已考量自該生物資產收成農產品之情況，故生物

資產以公允價值衡量而農產品卻以成本衡量之作法並不合邏輯。例如，一隻半長

毛綿羊之公允價值係不同於一隻全長毛類似綿羊之公允價值。如剪下之羊毛以成

本衡量而綿羊卻以公允價值（扣除剪下之羊毛之公允價值）衡量，將使當期績效

之報導產生不一致且扭曲。 

B43 如同先前所述，於適用可靠性之例外時，某些生物資產應以其成本減所有累計折

舊及所有累計減損衡量。有些人認為，可靠性之例外應適用於農產品之衡量。委

員會拒絕此觀點，因為多數人認為可靠性之例外不應適用於農產品之衡量。例如，

農產品相較於生物資產通常更可能存在市場。委員會並指出，自生物資產收成之

                                                 
*
 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財務報表之表達」（2003 年修訂）以「損益」取代「淨損益」之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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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實務上通常無法可靠決定其成本。 

B44 對於收成後之衡量，有人認為農產品應於收成時點，以及於出售、耗用或以其他

方法處分前之每個資產負債表日，均以其公允價值衡量。其認為此種方法可確保

所有類似種類之農產品，不論其收成日是否相同，皆按類似方法衡量，因而可提

高可比性及一致性。 

B45 委員會之結論為收成時點之公允價值減估計出售時點成本，即為適用國際會計準

則第 2 號或其他適用之國際會計準則時之成本，因為此與一般製造過程及其他種

類存貨所適用之歷史成本會計模式一致。 

B46 於達成上述結論時，委員會注意到從事農業活動之企業有時會購買農產品以供再

行出售，而其他企業則常將購入之農產品加工成可消費之產品。如農產品於收成

後以公允價值衡量，為求一致也應對購入之存貨進行重估價，然而此處理與國際

會計準則第 2 號之規定並不一致。委員會認為對國際會計準則第 2 號進行部分修

訂並不適當。 

銷售合約銷售合約銷售合約銷售合約 

B47 企業通常簽訂生物資產或農產品之未來銷售合約。本準則指出決定公允價值時，

銷售合約之價格未必攸關，且生物資產或農產品之公允價值並不因合約之存在而

有所調整。 

B48 草案第 E65 號並未提出如何處理生物資產或農產品之銷售合約。部分回應者建議

訂定銷售合約之會計處理，因為該等銷售合約於某些農業活動中相當普遍。部分

回應者並指出，某些銷售合約非屬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認列與衡量」
*規範之範圍，且其他國際會計準則亦未處理該等合約。 

B49 有些人認為如企業預期將以交付生物資產之方式完成合約交割，應使用合約價格

來衡量相關生物資產，且其認為此作法將產生該生物資產最攸關之帳面金額。其

他人則認為以公允價值衡量生物資產時，銷售合約之價格未必攸關，因為公允價

值係反映有成交意願之買方和賣方達成交易之現時市場情況。 

B50 委員會決議不應使用合約價格來衡量相關生物資產，因為合約價格未必反映有成

交意願之買方和賣方達成交易之現時市場情況，因此未必代表資產之公允價值。

委員會希望維持一致之方式來衡量資產。委員會轉而考量是否規定銷售合約應按

公允價值衡量。與銷售合約有關之生物資產按公允價值衡量，則該銷售合約按公

允價值衡量亦屬合理。 

                                                 
* 國際會計理事會（IASB）於 2009 年 11 月修正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之部分規定，並將該等規定移

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適用於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

範圍內之所有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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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1 惟委員會注意到為達成生物資產與相關銷售合約衡量之對稱性，本準則必須謹慎

地限制以公允價值衡量銷售合約。企業可能會簽訂契約出售將自其生物資產收成

之農產品。委員會之結論為要求以公允價值衡量將出售但尚不存在之農產品（例

如將自乳牛收成之牛奶）之合約並不適當，因為此時對相關資產尚未以公允價值

加以認列或衡量，且此亦超出農業計畫之範圍。 

B52 因此，委員會考慮限制僅銷售企業現有生物資產及農產品之銷售合約能以公允價

值衡量。惟委員會指出，難以區分現有農產品與尚不存在之農產品。例如： 

(a) 如企業簽訂於未來某日銷售完全成熟小麥之合約，而於資產負債表日僅有半

熟之小麥，該合約中將交割之小麥於資產負債表日尚不存在似乎很清楚；但 

(b) 另一方面，如企業簽訂於未來某日銷售成齡牛隻之合約，而於資產負債表日

已有成齡之牛隻，則此可能被認為於資產負債表日已存在將出售之成齡牛

隻。然而，亦可認為於資產負債表日尚不存在將出售之成齡牛隻，因為於資

產負債表日至交付日間，可能發生進一步之生物轉化。 

B53 委員會亦注意到本準則必須規定將於銷售合約中出售之農產品，一旦自企業之生

物資產收成，企業應停止以公允價值衡量該銷售合約，因為除原始衡量外，本準

則並未規定農產品之會計處理，收成後應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2 號或其他適用之

國際會計準則。在農產品以歷史成本衡量之情況下，而銷售合約卻繼續以公允價

值衡量並不合邏輯。委員會注意到若規定企業對銷售合約於存在相關資產時，開

始以公允價值衡量，然後又規定之後停止以公允價值衡量，此作法並不合常理。 

B54 委員會之結論為如不全盤檢視非屬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規範之商品合約之會計，

則不會有實務可行之解決方法。基於前述困難，委員會決議本準則不應涉及非屬

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規範之商品合約之衡量。委員會轉而決議於本準則中包括

述說明：銷售合約可能為國際會計準則第 37 號「負債準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

定義之虧損性合約。 

與農業活動有關之土地與農業活動有關之土地與農業活動有關之土地與農業活動有關之土地 

B55 本準則並未對與農業活動有關之土地訂定任何新原則。企業應視不同情況適當地

遵循國際會計準則第 16 號「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或國際會計準則第 40 號「投

資性不動產」。國際會計準則第 16 號規定土地應以成本減任何累計減損衡量，或

以重估價金額衡量。國際會計準則第 40 號規定投資性不動產之土地應以公允價值

衡量，或以成本減任何累計減損衡量。 

                                                 
* 國際會計理事會（IASB）於 2009 年 11 月修正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之部分規定，並將該等規定移

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適用於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

範圍內之所有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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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6 有些人主張與農業活動有關之生物資產所附著之土地，應以公允價值衡量。其認

為以公允價值衡量土地將與以公允價值衡量生物資產一致。其亦指出有時難以將

生物資產自土地中分離，單獨衡量生物資產之公允價值，因為通常僅組合資產（即

土地和生物資產；例如人造森林中之林木）存在活絡市場。 

B57 委員會拒絕上述方法，主要原因為如規定以公允價值衡量與農業活動有關之土

地，將與國際會計準則第 16 號之規定不一致。 

無形資產無形資產無形資產無形資產 

B58 本準則並未對與農業活動有關之無形資產訂定任何新原則。企業應遵循國際會計

準則第 38 號「無形資產」。國際會計準則第 38 號規定無形資產於原始衡量後，

應以成本減任何累計攤銷及累計減損衡量或以重估價金額衡量。 

B59 草案第 E65 號建議企業於遵循國際會計準則第 38 號之規定時，應鼓勵其選擇以重

估價來衡量與農業活動有關之無形資產，以提高與公允價值衡量生物資產之一致

性。草案第 E65 號之部分回應者不贊同前述建議之鼓勵作法。其認為沒有理由支

持與農業活動有關之無形資產僅能按單一方式處理。 

B60 委員會並未將上述草案第 E65 號建議之鼓勵作法包括於本準則中。委員會之結論

為如同與其他活動有關之無形資產，與農業活動有關之無形資產亦應適用國際會

計準則第 38 號之規定。 

後後後後續續續續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B61 本準則未明確規範如何處理與生物資產有關之後續支出。草案第 E65 號建議生產

及收成生物資產之成本，應於發生時認列為費用；而能夠增加企業所擁有或控制

之生物資產單位數量之成本，則應增加該資產之帳面金額。 

B62 有些人認為在公允價值模式下沒有必要資本化後續支出，且所有後續支出均應認

列為費用。有些人亦認為，有時難以規範那些成本應認列為費用，而那些成本應

予資本化；例如，運送小牛時所支付之獸醫費。委員會決議，本準則不明確規範

與生物資產有關之後續支出之會計處理，因為其認為在公允價值衡量之方法下沒

有必要訂定相關規定。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補助補助補助補助                                                                                     

B63 本準則規定對接受政府無條件補助且以公允價值減出售時點成本衡量之生物資

產，僅於該項政府補助可收取時，始應認列為收益。若接受政府有條件補助（包

括要求企業不得從事某項農業活動之政府補助）之生物資產，則企業僅於符合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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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補助之條件時，始應認列為收益。 

B64 對於上述情況，本準則要求採與國際會計準則第 20 號「政府補助之會計及政府輔

助之揭露」不同之處理。國際會計準則第 20 號僅適用與以成本減所有累計折舊及

所有累計減損衡量之生物資產有關之政府補助。 

B65 國際會計準則第 20 號規定，政府補助應於可合理確信能同時符合下列條件時始得

認列： 

(a) 企業將符合政府補助所附加之條件；及 

(b) 將可收取該項補助。 

國際會計準則第 20 號亦規定，政府補助應與擬補償之相關成本配合，依有系統之

基礎於該期間內認列為損益。與資產有關之政府補助，國際會計準則第 20 號允許

兩種表達方法─將政府補助列為遞延收益或將政府補助作為資產帳面金額之減

項。 

B66 上述第二種表達方法（將政府補助作為資產帳面金額之減項），與公允價值模式

下資產以公允價值衡量及表達並不一致。如企業使用此種作為帳面價值減項之方

法，則首先將自相關資產之帳面金額減除政府補助，然後再以公允價值衡量該資

產。實際上，即使在有條件之政府補助下，企業會立即將政府補助認列為收益。

此與國際會計準則第 20 號之規定相矛盾，國際會計準則第 20 號規定應於可合理

確信企業將符合政府補助所附加之條件時，始得認列政府補助。 

B67 有鑑於上述，委員會之結論為有需要處理以公允價值衡量之生物資產相關之政府

補助。有些人認為，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應對國際會計準則第 20 號進

行更廣泛之檢視，而非於個別國際會計準則中訂定特定規範。委員會瞭解前述作

法也許更為適當，但認為進行該檢視將超出農業計畫之範圍。委員會決議於本準

則中處理政府補助，因為委員會注意到與農業活動有關之政府補助於一些國家中

相當普遍。 

B68 草案第 E65 號建議，企業若接受政府無條件補助且以公允價值衡量之生物資產，

企業應於該項政府補助可收取時，將該項補助認列為收益。草案第 E65 號亦建議，

若係有條件之政府補助，則企業應於合理確信符合該條件時，將該項補助認列為

收益。 

B69 委員會指出，若係有條件之政府補助，企業為符合政府補助所附加之條件，很有

可能須承擔成本及負有持續之義務。經濟效益之流入可能會遠低於政府補助之金

額。基於前述可能性，委員會承認草案第 E65 號中對有條件之政府補助認列收益

之基準（合理確信符合該條件時），可能導致與「架構」中之收益認列不一致。

「架構」指出，未來經濟效益之增加如與資產增加或負債減少有關且能可靠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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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於損益表中認列收益。委員會亦注意到，何時可合理確信符合政府補助之

附加條件，不可避免地為一主觀決定，此種主觀性將導致收益認列不一致。 

B70 委員會考量下列兩種替代方法： 

(a) 企業應於很有可能符合政府補助所附加之條件時，將該有條件之政府補助認

列為收益；及 

(b) 企業應於符合政府補助所附加之條件時，將該有條件之政府補助認列為收益。 

B71 贊成方法(a)者認為，此方法通常會與國際會計準則第 18 號「收入」規定之收入認

列一致。國際會計準則第 18 號規定，在符合其他情況下，收入應於與交易有關之

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企業時加以認列。 

B72 贊成方法(b)者相信，於符合政府補助所附加之條件前，依「架構」之規定應認列

負債而非收益，因為企業存在滿足過去事件所產生條件之現時義務。其亦認為在

方法(a)下，收益認列仍相當主觀且與「架構」中之認列基準不一致。 

B73 委員會決議，認為方法(b)較為適當。委員會並決議，政府補助如要求企業不得從

事某項農業活動，其會計處理應與接受政府有條件補助且以其公允價值減出售時

點成本衡量之生物資產相同。 

揭露揭露揭露揭露                                                                                     

分別分別分別分別揭露實體與價格揭露實體與價格揭露實體與價格揭露實體與價格之之之之變動變動變動變動 

B74 本準則鼓勵但未規定企業對生產週期超過一年以上之生物資產，分別揭露導致其

帳面金額變動之各種因素之影響、實體變動及價格變動。實體變動歸屬於資產本

身之變動，而價格變動歸屬於單位公允價值之變動。 

B75 有些人認為應要求分別揭露，因為該揭露有助於評估與生產、維持及更新生物資

產有關之當期績效及未來展望。其他人則認為分別揭露上述要素於實務上並不可

行，且實體變動與價格變動兩部分無法可靠區分。 

B76 考量實務之可行性，委員會決議無須規定分別揭露。惟委員會決議鼓勵分別揭露，

因為在某些情況下該揭露係有用且於實務上可行。當生產週期短於一年時（例如

養雞或種植穀類作物），則不鼓勵作該分別揭露，因為此資訊通常較無幫助。 

B77 有些人認為實體變動應列入淨損益，而價格變動應經由權益變動表直接列入權

益。委員會拒絕此方法，因為實體變動與價格變動皆能顯示管理階層之績效。 

利益或損失之利益或損失之利益或損失之利益或損失之拆分拆分拆分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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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8 本準則規定企業應揭露當期源自原始認列生物資產及農產品，以及生物資產公允

價值減出售時點成本之變動，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總額。本準則除鼓勵分別揭露

實體變動與價格變動（如前述討論）外，並未規定或鼓勵企業拆分該利益或損失。 

B79 委員會考量是否規定或鼓勵在拆分之基礎下揭露該利益或損失；例如，規定分別

揭露與生物資產有關之利益或損失及與農產品有關之利益或損失。支持拆分利益

或損失者認為，該資訊有助於評估與生物轉化有關之當期績效。其他人則認為，

拆分利益或損失於實務上不可行且涉及主觀。 

其他揭露其他揭露其他揭露其他揭露 

B80 草案第 E65 號建議揭露下列事項： 

(a) 生物資產之帳面金額涉及外部獨立評價人員評價之程度，或若無外部獨立評

價人員評價，則應揭露此一事實； 

(b) 無法持續之活動，以及該活動估計停止之時間； 

(c) 企業農業土地帳面金額之總額及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6 號「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決定該帳面金額之基礎（成本或重估價金額）；及 

(d) 於資產負債表或附註中表達農產品之帳面金額。 

B81 委員會並未將上述揭露規定包括於本準則中。委員會指出上述(a)之規定並不適

當，因為不像某些資產（例如投資性不動產）般，與農業活動有關之資產並未普

遍採用外部獨立評價。委員會亦指出於其他國際會計準則中未有上述(b)之規定，

且僅農業活動有此特定之揭露規定並不合理。上述(c)及(d)之規定已超出本準則之

範圍，應屬其他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 16 號或國際會計準則第 2 號「存

貨」）之範圍。 

草案第草案第草案第草案第 E65號號號號之之之之變變變變動動動動彙總彙總彙總彙總                                                                

B82 本準則對草案第 E65 號之提案所作之主要變動如下： 

(a) 本準則對生物資產於原始認列時提供可靠性之例外。若適用該例外，生物資

產應以其成本減所有累計折舊及所有累計減損衡量（本準則第 30 段）。因此，

本準則包括與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認列與衡量」第 170 段(b)*、

                                                 
*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於 2003 年修訂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認列與衡量」及國際會計

準則第 32 號「金融工具：揭露與表達」時，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第 170 段(b)被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第 90 段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於 2005 年將所有與金融工具有關之揭露規定移至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第 7 號「金融工具：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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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第 40 號「投資性不動產」第 68 段*（本準則第 54 段(a)至(c)及

第 55 段），以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16 號「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第 60 段(b)

至(d)及第 60 段(e)(v)至(vii)†（本準則第 54 段(d)至(f)及第 55 段）規定一致之

揭露規定。 

(b) 若企業已適用可靠性之例外，但之後公允價值變為能可靠衡量，企業因此開

始以公允價值減估計出售時點成本衡量生物資產者，本準則規定該企業應揭

露對該等生物資產之描述、說明何以公允價值變為能可靠衡量，以及此項改

變之影響（第 56 段）。 

(c) 草案第 E65 號並未規範對出售時點成本（例如支付予代理商之佣金）之會計

處理。本準則規定生物資產及農產品應以其公允價值減出售時點成本衡量（第

12 及 13 段）。 

(d) 草案第 E65 號將淨變現價值作為無活絡市場情況下之衡量基礎之一。由於淨

變現價值並非為市場決定價值，故本準則將其自該基礎中刪除。 

(e) 本準則指出若可取得時，應使用市場決定價格或價值。本準則亦指出在某些

情況下，可能無法取得資產於現時狀態下之市場決定價格或價值。在此等情

況下，企業應使用該資產預期淨現金流量之現值（第 18 至 20 段）。 

(f) 本準則增加現值計算之指引（第 21 至 23 段）。 

(g) 草案第 E65 號並未規範對生物資產或農產品銷售合約之會計處理。本準則指

出生物資產或農產品之公允價值並不因合約之存在而有所調整（第 16 段）。 

(h) 草案第 E65 號並未明確指出原始認列農產品時可能產生利益或損失。本準則

闡明原始認列農產品時可能產生利益或損失；例如因收成所產生，且該利益

或損失應於發生當期計入淨損益‡（第 28 至 29 段）。 

(i) 草案第 E65 號建議生產及收成生物資產之成本，應作為發生當期之費用；而

能夠增加企業所擁有或控制之生物資產單位數量之成本，則應增加該資產之

帳面金額。本準則未明確規範與生物資產有關之後續支出會計處理。 

(j) 草案第 E65 號建議，企業應於合理確信符合政府補助之條件時，將該項有條

件之政府補助認列為收益。本準則規定，接受政府有條件補助（包括要求企

業不得從事某項農業活動之政府補助）之生物資產，且以其公允價值減出售

時點成本衡量者，僅於符合該政府補助之條件時始應認列為收益。本準則亦

指出國際會計準則第 20 號「政府補助之會計及政府輔助之揭露」僅適用與以

                                                 
*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於 2003 年修訂國際會計準則第 40 號時，國際會計準則第 40 號第 68 段被第

78 段取代。 
† 於 2003 年修訂國際會計準則第 16 號時，國際會計準則第 16 號第 60 段被第 73 段取代。 
‡
 國際財務會計準則第 1 號「財務報表之表達」（2003 年修訂）以「損益」取代「淨損益」之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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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減所有累計折舊及所有累計減損衡量之生物資產有關之政府補助（第 34

至 35 段及第 37 段）。 

(k) 考量其他國際會計準則中允許之替代處理，草案第 E65 號對從事農業活動之

企業提供下列鼓勵性規範，以與草案第 E65 號中所規範活動之會計處理一致： 

(i) 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財務報表之表達」之規定，按性質分析費用；

及 

(ii) 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38 號「無形資產」之規定，對使用於農業活動之某些

無形資產進行重估價（若存在活絡市場時）。 

委員會並未將上述鼓勵性規範包括於本準則中。委員會指出如同從事其他活

動之企業，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38 號亦應適用於從事農業

活動之企業。 

(l) 新揭露規定包括揭露下列事項： 

(i) 當企業提供每一生物資產群組之量化描述時，用以區分消耗性與生產性

生物資產，或區分成熟與未成熟生物資產之基礎（第 43 段）； 

(ii) 決定每一農產品群組於收成時點公允價值時，所採用之方法及重大假設

（第 47 段）； 

(iii) 當期收成之農產品於收成時點之公允價值減出售時點成本（第 48 段）； 

(iv) 於生物資產帳面金額調節中包括源自企業合併而增加之金額（第 50 段

(e)）；及 

(v) 預期受本準則規範與農業活動有關之政府補助水準之重大減少（第 57

段(c)）。 

(m) 草案第 E65 號建議揭露下列事項： 

(i) 生物資產之帳面金額涉及外部獨立評價人員評價之程度，或若無外部獨

立評價人員評價，則應揭露此一事實； 

(ii) 無法持續之活動，以及該活動估計停止之時間； 

(iii) 企業農業土地帳面金額之總額及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6 號決定該帳面金

額之基礎（成本或重估價金額）；及 

(iv) 於資產負債表或附註中表達農產品之帳面金額。 

本準則並未包括上述揭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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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於國際會計準則第 17 號「租賃」之修正中，清楚闡明國際會計準則第 17 號

不得適用於下列生物資產之衡量： 

(i) 承租人在融資租賃下持有之生物資產；及 

(ii) 出租人在營業租賃下出租之生物資產。 

融資租賃下持有之生物資產或營業租賃下出租之生物資產，應依本準則之規

定衡量，而非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7 號之規定衡量。生物資產之租賃應依國際

會計準則第 17 號之規定分類為融資或營業租賃。若分類為融資租賃，承租人

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7 號之規定認列租賃生物資產，之後則依本準則之規定

衡量及表達。在此情況下，承租人應同時依本準則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17 號之

規定進行揭露。營業租賃下，出租人應依本準則之規定衡量及表達所出租之

生物資產，並應同時依本準則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17 號之規定進行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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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釋例釋例釋例 

本釋例係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幕僚所編製，未經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

核准，本釋例附於國際會計準則第 41號，但非屬其一部分。本釋例已配合國際會計準則第

1號「財務報表之表達」（2007年修訂）及 2008年發布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改善」更

新。 

A1 釋例 1 以乳品業為例，說明實務上如何應用本準則之揭露規定。本準則鼓勵企業

將生物資產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之變動，按實體變動與價格變動分別揭露。釋例 1

表達此種分別揭露。釋例 2 闡釋如何區分實體變動與價格變動。 

A2 釋例 1 之財務報表並未遵循其他準則之所有揭露與表達規定。其他表達與揭露之

方式亦可能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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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釋例釋例釋例 1  XYZ乳品有限乳品有限乳品有限乳品有限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 

XYZ乳品有限公司乳品有限公司乳品有限公司乳品有限公司 

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20X1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31日日日日 

 20X0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31日日日日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乳牛 – 未成熟(a)  52,060  47,730 

乳牛 – 成熟(a)  372,990  411,840 

 小計 – 生物資產 3 425,050  459,57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462,650    1,409,800 

    非流動資產合計非流動資產合計非流動資產合計非流動資產合計  1,887,700  1,869,370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82,950  70,650 

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  88,000  65,000 

現金       10,000       10,000 

    流動資產合計流動資產合計流動資產合計流動資產合計  180,950  145,650 

資產總額資產總額資產總額資產總額    2,068,650    2,015,020 

      

權益及負債權益及負債權益及負債權益及負債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股本  1,000,000  1,000,000 

保留盈餘     902,828     865,000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1,902,828  1,865,000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     165,822     150,020 

    流動負債總額流動負債總額流動負債總額流動負債總額  165,822  150,020 

權益及負債權益及負債權益及負債權益及負債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2,068,650    2,015,020 

﹝a﹞本準則鼓勵但未規定企業提供每一生物資產群組之量化描述，於適當時，並區分消耗性與生產

性生物資產，或區分成熟與未成熟生物資產。企業應揭露用以區分前述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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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
 

XYZ乳品有限公司乳品有限公司乳品有限公司乳品有限公司 

綜合損益綜合損益綜合損益綜合損益表表表表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X1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31日日日日 

之年度之年度之年度之年度 

產出牛奶之公允價值  518,240 

乳牛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之變動利益 3     39,930 

     558,170 

耗用之存貨  (137,523) 

人事成本  (127,283) 

折舊費用  (15,250) 

其他營業費用    (197,092) 

    (477,148) 

營業淨利營業淨利營業淨利營業淨利  81,022 

所得稅費用     (43,194) 

本期淨利本期淨利本期淨利本期淨利/綜合損益綜合損益綜合損益綜合損益      37,828 

                                                 
*
 本綜合損益表對費用之分析係按費用之性質來分類。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財務報表之表達」規

定企業於綜合損益表或附註中，對費用基於性質或於企業之功能加以分類以分析費用。國際會計

準則第 1 號鼓勵企業於綜合損益表中表達對費用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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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變動權益變動權益變動權益變動表表表表 

XYZ乳品有限公司乳品有限公司乳品有限公司乳品有限公司 

權益變動表權益變動表權益變動表權益變動表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X1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31日之年日之年日之年日之年度度度度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保留盈餘保留盈餘保留盈餘保留盈餘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20X1 年 1 月 1 日餘額 1,000,000  865,000  1,865,000 

本期淨利/綜合損益                37,828     37,828 

20X1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31日餘額日餘額日餘額日餘額  1,000,000    902,828   1,902,828 

      

 

現金流量現金流量現金流量現金流量表表表表*
 

XYZ乳品有限公司乳品有限公司乳品有限公司乳品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現金流量表現金流量表現金流量表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X1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31日日日日 

之年度之年度之年度之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銷售牛奶收現  498,027 

銷售乳牛收現  97,913 

支付予供應商及員工之現金  (460,831) 

購買乳牛付現    (23,815) 

  111,294 

所得稅費用付現    (43,194)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68,100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購買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68,100)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68,100) 

本期現金增加數本期現金增加數本期現金增加數本期現金增加數  0 

期初現金餘額期初現金餘額期初現金餘額期初現金餘額     10,000 

期末現金餘額期末現金餘額期末現金餘額期末現金餘額     10,000 

                                                 
* 本現金流量表採直接法報導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國際會計準則第 7 號「現金流量表」規定企業

可採直接法或間接法報導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國際會計準則第 7 號鼓勵企業採用直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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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1 營營營營運運運運及主要活動及主要活動及主要活動及主要活動 

XYZ 乳品有限公司（本公司）從事牛奶生產以供應各種顧客。20X1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飼養 419 頭可生產牛奶之乳牛（成熟生物資產）及 137 頭未來長大後將

供生產牛奶之小乳牛（未成熟生物資產）。本年度本公司共生產 157,584 公斤之牛

奶，其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之金額為 518,240 元（此價值係於牛奶產出時點衡量）。 

2 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 

  牲畜及牛奶牲畜及牛奶牲畜及牛奶牲畜及牛奶 

  牲畜係以其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衡量。牲畜之公允價值依據類似年齡、品種及基

因優點之牲畜之市價而決定。牛奶於產出時之原始衡量係以其公允價值減出售成

本。牛奶之公允價值則依據當地市價決定。 

3 生物資產生物資產生物資產生物資產 

乳牛牲畜乳牛牲畜乳牛牲畜乳牛牲畜帳面金額帳面金額帳面金額帳面金額變動調節表變動調節表變動調節表變動調節表 20X1年年年年 

20X1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1日日日日帳面金額帳面金額帳面金額帳面金額 459,570 

因購買而增加 26,250 

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變動產生之利益─歸屬於實體變動* 15,350 

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變動產生之利益─歸屬於價格變動* 24,580 

因出售而減少   (100,700) 

20X1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31日日日日帳面金額帳面金額帳面金額帳面金額    425,050 

4 財務風險管理策略財務風險管理策略財務風險管理策略財務風險管理策略 

本公司之財務風險源自於牛奶價格之變動。本公司預期於可預見之未來牛奶價格

並不會出現重大下跌，因此並未簽訂任何衍生或其他合約以控管牛奶跌價之風

險。本公司定期檢視對牛奶價格之預期，以考量採取積極財務風險管理措施之必

要性。 

                                                 
* 本準則鼓勵但未規定企業須將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之增加，區分為歸屬於實體變動部分與歸屬於

價格變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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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釋例釋例釋例 2  實體變動與價格變動實體變動與價格變動實體變動與價格變動實體變動與價格變動                                                              

本釋例說明如何區分實體變動與價格變動。本準則鼓勵但未規定企業須將公允價值減出售

成本之變動，區分為歸屬於實體變動部分與歸屬於價格變動部分。 

於 20X1 年 1 月 1 日共飼養 10 隻年齡 2 歲之動物。7 月 1 日以 108 元購入 1 隻年齡 2.5

歲之動物，另有一隻動物於 7 月 1 日出生。本年度無出售或處分任何動物。每隻動物之

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如下： 

 

20X1/1/1 2 歲之動物 100   

20X1/7/1 新出生之動物 70   

 2.5 歲之動物 108   

20X1/12/31 新出生之動物 72   

 0.5 歲之動物 80   

 2 歲之動物 105   

 2.5 歲之動物 111   

 3 歲之動物 120   

  

20X1 年 1 月 1 日畜群之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 (10 x 100)   1,000 

20X1 年 7 月 1 日購買 (1 x 108)   108 

價格變動所導致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之增加：   

 10 × (105 – 100) 50   

 1 × (111 – 108) 3   

 1 × (72 – 70)       2       55 

實體變動所導致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之增加：   

 10 × (120 – 105) 150   

 1 × (120 – 111) 9   

 1 × (80 – 72) 8   

 1 × 70      70      237 

20X1 年 12 月 31 日畜群之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   

 11 × 120 1,320   

 1 × 80      80    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