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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實務指引第二號草案「評價之不確定性」 

徵求意見函回函彙總資料 

徵詢意見對象：各政府機關、會計師公會、會計師、專業評價機構、評價

相關學術機構暨各大企業。 

徵詢意見發函日期：民國 107年 7月 27日。 

回收徵詢意見日期：民國 108年 8月 27日。 

 

草案條文 來函單位之意見 決議 

第七條 

（指引刪除 

本條文） 

建議： 

本指引用語之定義如下： 

… 

2.公平市場價值：係指具成交意願

及能力，瞭解相關事實，且均非

被迫之不特定市場參與者，於公

開未受限制之市場進行常規正

常交易下，得以達成資產交換或

負債清償之現金或約當現金的

價格。 

... 

說明：  

與評價準則公報第四號用語一

致。 

大會決議刪除指引草案第七條之用

語定義，「公平市場價值」之定義請

參考評價準則公報第四號「評價流程

準則」附錄二之定義。 

建議： 

本指引用語之定義如下： 

… 

5.風險值：在特定信賴水準下，某

一金融資產、負債或投資組合於

特定期間內之可能最大損失。 

說明：  

本指引草案之風險值僅定義資產

部分，惟評價標的亦包含負債項

大會決議修改本指引第四十一條，刪

除風險指標之例舉「風險值」，而以

「系統性風險β值」替代，故併同刪

除風險值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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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條文 來函單位之意見 決議 

目，爰建議酌修文字。 

建議： 

本指引用語之定義如下： 

1.IFRS 公允價值：於衡量日，市

場參與者間在有秩序之交易中

出售資產所能收取或移轉負債

所需支付之價格。 

... 

說明：  

為期各條次（如第五十條）之用

語一致，建議刪除 IFRS等文字。 

大會決議刪除指引草案第七條之用

語定義，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所定義之

「公允價值」請參考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第 13 號「公允價值衡量」中之定

義。 

 

 

第十條 

（指引條文 

第九條） 

建議： 

評價之不確定性不應與風險混

淆。風險係資產之擁有者暴露於

潛在之未來損失。風險可能由影

響資產本身或該資產之交易市場

等各種因素所造成。例如： 

... 

5.資產之技術（功能）或實體或經

濟（外部）之陳舊過時速度高於

目前之預期。 

 

說明：  

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3號「公

允價值衡量」附錄 B第 B9段，陳

舊過時包括實體退化、功能（技

術）及經濟（外部）之陳舊過時，

為利本指引閱讀者明確辨認陳舊

過時之類型，爰建請酌修文字。 

本會參考貴單位意見酌予修改。 

 

 

第十九條 

（指引條文 

第十八條） 

建議： 

造成市場失序之事件可能為總體

經濟層面（例如，972008 年之金

融海嘯）或個體經濟層面（例如，

大會決議修改為「2008年之全球金融

海嘯」，以與國際之通稱相符，且明

確指出係 2008 年次級房貸風暴所產

生之全球金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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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條文 來函單位之意見 決議 

未預期之法令變動或自然災害造

成某一產業之市場或供應鏈之失

序）。 

說明：  

鑑於本指引第五十四條所訂之發

布及實施日期，係以中華民國紀

元年次表達，為期條次用語一

致，建議將第十九條案例所列之

西元年次改以民國紀元年次表

達。 

 

 

第三十條 

（指引條文 

第二十九條） 

建議： 

於判斷評價不確定性是否重大

時，應自以下兩個相互關聯之層

面予以考量： 

1.對價值結論之可能影響是否顯

著。 

2.對評價之預期使用者之攸關性。 

若不確定性同時滿足顯著及攸關

性兩層面，則可視為重大不確定

性。不顯著之不確定性通常極不

可能攸關，而顯著之不確定性則

可能攸關，亦可能非攸關。 

說明：  

原條次未明確規定符合重大性要

件為顯著及攸關性其一或二者，

綜合判斷條次 30 及 32 後，應為

符合二者，故建議新增以上敘述。 

本會參考貴單位意見酌予修改。 

 

第三十五條 

（指引條文 

第三十四條） 

建議： 

明確規範應揭露質性及量化之判

斷標準。 

說明：  

原條次未明確規範質性及量化之

判斷標準，建議增加判斷標準作

為評價人員參考之依據。 

依本指引第三十五條之規定，當所辨

認之不確定性符合重大性條件時，應

提供該評價不確定性之質性描述。第

三十七條至第四十六條對評價不確

定性量化估計之揭露已有相關說

明。評價人員應依其專業判斷決定於

評價報告中僅以質性之方式揭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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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條文 來函單位之意見 決議 

大之評價不確定性，抑或同時提供該

不確定性之量化估計值。維持原條文

應尚屬妥適。 

第四十一條 

（指引條文 

第四十條） 

建議： 

刪除理由一。 

說明：  

此敘述「…不被接受」為不採用

價值結論之結果，未具體說明不

被接受之原因，恐造成閱讀者語

意上的誤解，建議刪除。 

大會決議修改本條文第 1 款為：「就

其他許多評價目的而言，評價人員須

提供單一之價值結論，以採區間表達

之價值結論係不被接受。」 

 

建議： 

就某些評價目的而言，提供價值

之區間估計可能係屬慣例，例

如，對現時或預期協商之合理結

果提供之意見。惟於揭露或量化

重大評價不確定性時，通常不建

議採區間表達之方式，理由如下： 

... 

2.決定區間之範圍可能係不切實

際，因起初造成不確定性之因素

（參見第十六條）很可能意謂先

前所觀察到之價格波動不再攸

關。...。 

... 

說明：  

為使本指引一致表達，參考本指

引第四十二條用語，建請酌修文

字。 

本會參酌貴部意見予以修改。 

第四十三條 

（指引條文 

第四十二條） 

建議： 

明確定義「某些評價目的」所包

含內容。 

說明：  

請於條文詳述內容供評價人員參

本條文主要係說明量化評價不確定

性時須謹慎及量化之可行方式，就某

些評價目的，例如，財務報導目的之

評價下，會計準則可能規定須提供評

價不確定性之量化估計值。評價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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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條文 來函單位之意見 決議 

考。 應依評價案件之實際情況判斷提供

量化之評價不確定性是否適當。 

第五十條 

（指引條文 

第四十九條） 

建議：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3號「公允

價值衡量」具廣泛之揭露規定，

與評價不確定性最為攸關之規定

係於第 93段(h)，其規定如下： 

對於被歸類在公允價值層級中第

3等級之重複性公允價值衡量： 

(i)對於所有此類衡量，…。 

(ii)為遵循該揭露規定，對不可觀

察輸入值變動敏感度之敘述性

描述，至少應包括遵循第 93段

(d)時所揭露之不可觀察輸入值

企業應提供有關用於公允價值

衡量之重大不可觀察輸入值之

量化資訊。企業無須創造量化

資訊以遵循此揭露規定，若量

化之不可觀察輸入值並非企業

於衡量公允價值時所建立（例

如當企業使用不加調整之先前

交易價格或第三方定價資

訊）。惟當提供此揭露時，企業

不能忽略對公允價值衡量具重

大性且為企業合理可得之量化

不可觀察輸入值。 

(iii)(ii)對於金融資產及金融負

債，…。 

說明：  

為利本指引閱讀者瞭解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第 13號「公允價值衡量」

第93段(d)之規範，建請酌修文字。 

 

 

本條文係引述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3號「公允價值衡量」之第 93段(h)

規定，為與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條文

內容一致，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為

明確區分本指引與 IFRS13 之規定，

本會將對格式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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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條文 來函單位之意見 決議 

第五十一條 

（指引條文 

第五十條） 

建議：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3號「公允

價值衡量」已訂定包含第 1等級、

第 2 等級及第 3 等級之「公允價

值層級」。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3

號第93段(h)所規定之揭露僅適用

於使用第 3 等級輸入值之情況。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中將「不可觀

察輸入值」定義為市場資料不可

得之輸入值，且係使用有關市場

參與者對資產或負債定價時會使

用之假設之可得最佳資訊所建立

者。 

說明：  

為使本指引一致表達，參考本指

引第五十條用語，建請酌修文字。 

本會參酌貴部意見予以修改。 

其他 建議： 

於指引中提供衍生性金融商品之

相關釋例，以利相關遵循。 

本指引之釋例係以假設之情境說明

本指引相關條文之應用，無法列出實

務上可能發生之各種情況。評價人員

應依本指引之揭露原則，並考量案件

實際情況作適當之判斷，提供評價不

確定性之揭露。 

提供意見之單位：審計部、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國泰世華銀行、教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