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評價準則公報第六號草案「財務報導目的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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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年 11 月 10 日。 

回收徵詢意見日期：民國 99 年 12 月 10 日。 

 

相關條文 來函單位之意見 本會回應 

第三條 
第 2 款 

1. 建議將「『能使』被收購企業在

評價基準日之未來利益流量…」

之「能使」二字刪除。 
2. 本款後段「…，亦即收購者在

『收購交易所』接受之投資報酬

率」之「收購交易所」所指為

何？建請說明或於本條予以明確

定義。 

本款旨在說明收購價格所隱含之內

部報酬率，該報酬率係指使「被收

購企業在評價基準日之未來利益流

量折現值」與「收購價格」相等之

折現率，亦即收購者在收購交易時

所接受之投資報酬率。為避免來函

所述問題，本款文字酌作修改。 

第三條 
第 3 款 

「輸入值：市場參與者於決定資產或

負債之價格時將會採用之假設，包括

與風險有關之假設，例如評價方法之

固有風險與輸入值之固有風險」中，

針對『市場參與者』及『固有風

險』，本公司建議應加以定義。 

關於「市場參與者」之定義，請參

閱本草案第三條第九款。關於所建

議增加「固有風險」之定義，本會

已修改本款用語，請參閱修改後條

文。 

第三條 
第 4 款 
至第 6 款

及第十一

條 

1. 第 4 款規定：「第一層級輸入

值：於評價基準日，與評價標的

相同之資產或負債於活絡市場之

價格」，而第 5 款復規定：「除

『第一層級輸入值』外之其他可

觀察輸入值，例如於評價基準

日，類似資產於活絡市場之價格

1. 第一等級輸入值係指於評價基準

日，與評價標的相同之資產或負

債於活絡市場之價格。企業若能

進入兩個活絡市場，應採用其預

期將使用之市場所存在之價格。

該市場應為企業可進入之主要市

場或最有利市場，若有主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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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文 來函單位之意見 本會回應 

或相同資產於非活絡市場之價

格」。第 4 款所定之價格是否僅

有一種？若有多種，亦請列舉，

否則第 5 款前段「除第一層級輸

入值外之其他可觀察輸入值」即

無法界定。又第 4 款所稱「活絡

市場」所指為何？第 5 款所稱

「類似資產」、「非活絡市場」

又指為何？建請釐清。 
2. 本草案第十一條雖規定：「評價

案件使用之輸入值類別分為可觀

察輸入值（包括第一層級輸入值

及第二層級輸入值）及不可觀察

輸入值（即第三層級輸入值）。

執行財務報導目的之評價時，應

優先採用可觀察輸入值。」惟第

一層級輸入值（第 4 款）、第二

層級輸入值（第 5 款）及第三層

級輸入值（第 6 款）三者關係為

何？適用優先順序為何？又依第

十一條前段規定並未規定第一層

級輸入值及第二層級輸入值之適

用順序，故同時存在第一層級輸

入值及第二層級輸入值時，如何

適用？建請釐清。 
3. 本條第 7 款已規定「可觀察輸入

值」，復於第十一條前段將「第

一層級輸入值」及「第二層級輸

入值」歸入「可觀察輸入值」，

並將「不可觀察輸入值」等同第

三層級輸入值，並於第十一條後

段規定，應優先適用「可觀察輸

入值」。此外，觀諸本草案並未

有其他條文論及第一層級輸入

場，應優先考量主要市場之資

訊，故第一等級輸入值應僅有一

種。請參考本草案第三條第

10、 11 款及第十條之相關規

定。 
活絡市場係指具有下列所有條件

之市場： 
(1) 在該市場內交易之項目具有

同質性； 
(2) 隨時能以正常方式尋得有成

交意願之買方及賣方；且 
(3) 價格資訊可為大眾所取得。

類似資產指與標的資產性質及用

途相似之資產。 
2. 評價方法之輸入值泛指市場參與

者訂定資產或負債之價格時，採

用之各種假設。為提升公允價值

衡量及相關揭露之一致性及可比

性，「公允價值衡量草案」

（IASB 於 2009 年 5 月發布）及

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157 號

（ FAS157 /FASB Codification 
820）按優先順序（重要性）將

評價方法之輸入值分為三個等

級，即第一等級輸入值、第二等

級輸入值與第三等級輸入值，故

輸入值之適用順序為第一等級輸

入值、第二等級輸入值、第三等

級輸入值。本會參酌來函意見，

酌作文字修改。 
3. 本草案並非將「輸入值」作兩種

分類，而是有兩階段之分類，第

一階段之分類為「可觀察輸入

值」與「不可觀察輸入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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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文 來函單位之意見 本會回應 

值、第二層級輸入值及第三層級

輸入值，故本草案將「輸入值」

為二種分類（即分三種層級，以

及「可觀察」、「不可觀察」等

二種）之目的為何？建請說明。 

二階段再將第一階段之「可觀察

輸入值」進一步分為「第一等級

輸入值」與「第二等級輸入

值」，「不可觀察輸入值」則稱

為「第三等級輸入值」。茲以下

列圖示說明： 
 
 
 
 
 
 
 

 

第三條 
第 7 款 

「可由獨立於報導企業之來源取得之

市場資訊」種類為何？建請說明。 
本會參酌來函意見，酌作文字修

改。 

第三條 
第 9 款 

1. 第 3 目所稱「…非被迫進行交

易」，是否指並無民法第 92 條第

1 項前段（亦即無被詐欺或被脅

迫）之情形？建請釐清。 
2. 第 4 目規定「有從事該資產或負

債交易之能力」如何認定？建請

再予明確定義之。 

1. 所稱「被迫進行交易」涵蓋狀況

應超過來函所述「被詐欺或被脅

迫」之情形，因清算或財務困境

而出售亦為「被迫進行交易」之

例。 
2. 本目所稱有從事該資產或負債交

易之「能力」，指合乎法律規

定，可以行使權利、履行義務的

資格，且客觀上具有財務資源以

完成交易。 

第三條 
並未針對第十七條述及「加權平均資

金成本」之用語予以說明，建議增列

相關定義使臻明確。 

本會參酌來函意見，納入「加權平

均資金成本」之定義。 

輸入值 

可觀察輸入值 不可觀察輸入值

第二等級 第一等級 第三等級

輸入值 輸入值 輸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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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文 來函單位之意見 本會回應 

1. 建議將第十九條所提及之「可回

收金額」及「帳面價值」於第三

條中敘明其相關定義。 
2. 執行資產減損時所採用之折現

率、未來現金流量等相關之輸入

值，以及淨公平價值、使用價值

之界定並未明確規範於本公報

中，建議增加相關之規定，以利

評價人員遵循參考。 

1. 關於「可回收金額」及「帳面價

值」之定義，請參考財務會計準

則公報。 
2. 本草案係規範評價人員執行財務

報導目的之評價及出具評價報告

時，應遵循之基本準則，並提供

評價人員常見評價案件（收購價

格分攤及減損測試）之基本指

引。此外，本草案第七條規定，

評價人員執行財務報導目的之評

價時，應優先遵循相關法令及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規定，故來函

所提之相關輸入值，以及淨公平

價值及使用價值之界定，仍須回

歸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規定。 

 

1. 為使評價人員瞭解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有關「收購價格分攤」之定

義，建請增列「收購價格分攤」

之用語定義。 
2. 本公報用語定義之排列順序，建

請配合條文文字出現之順序予以

調整。 
3. 建議將草案第十一條條文有關

「輸入值類別分為可觀察輸入值

（包括第一層級輸入值及第二層

級輸入值）及不可觀察輸入值

（即第三層級輸入值）」，移至

本條條文用語之定義進行說明，

以使條意更加清晰完整。  
調整後如下： 
1.財務報導目的之評價：… 
2.主要市場：… 
3.最有利市場：… 
4.市場參與者：… 

1. 本會參酌來函意見，於本條文中

增列「收購價格分攤」之定義 
2. 關於用語定義之排列順序及文字

調整部分，本會參酌來函意見，

妥為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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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文 來函單位之意見 本會回應 

5.輸入值：市場參與者於決定資產或

債之價格時將會採用之假設負 （含與

險有關之假設，例如評價方法之固

風險與輸入值之固有風險

風

有 ），分為

可觀察輸入值及不可觀察輸入值。 
6.可觀察輸入值：係可由獨立於報導

資

評

企業之來源取得之市場資訊，且該等

訊反映市場參與者將會使用於決定

價標的價格之假設，包括第一層級

輸入值及第二層級輸入值。 
7.第一層級輸入值：… 
8.第二層級輸入值：… 
9.不可觀察輸入值：係反映報導企業

之

於

特

或評價人員自行依據當時情況下可得

最佳資訊，對市場參與者將會使用

決定評價標的價格之假設，所做之

定假設，即第三層級輸入值。 
.收購價格分攤：…10  
.11 收購價格所隱含之內部報酬

率：… 
12.加權平均資產報酬率：… 
13.現金產生單位：… 

 

建議增列貨幣性資產(第 13 條)及收

益基礎法(第 15 條)等之定義。 
關於來函建議，本會已發布之評價

準則公報第四號「評價流程準則」

已對常用之評價方法（包括收益基

礎法）有所說明，故本公報不再重

複。此外，貨幣性資產之定義請參

考財務會計準則公報。 

第五條 

建議修改本條文如下： 
評價人員應依據評價目的及一般公認

委任人及委會計原則之相關規定，與

任人之會計師確認評價基準日。 

已於本草案第六條規定評價人員應

要求委任人與其會計師進行必要討

論，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第六條 
人

員進行評價時，給與評價人員之規

評價準則公報第一號「評價準則總

綱」之評價準則公報訂定之目的與

評價準則公報係公司委託外部評價

2011/5/23                                                        VSB-2-No.6 意見函_網站公告 Page 5 of 14 



相關條文 來函單位之意見 本會回應 

範。惟公司內部自行評價時，內部評

價單位是否同等適用本草案第六條之

規定「評價人員於承接財務報導目的

之評價案件前，應要求委任人與其簽

證會計師進行必要之討論…」？ 

架構中提及，企業外部評價人員執

行評價工作時應遵守準則及指引之

規範，惟企業內部評價人員亦得參

考。故公司內部自行評價時，內部

評價單位是否同等適用本公報之規

定，公司可自行決定。 

第七條 

應優先遵循相關法令及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其中「相關法令」所指為

 所稱｢相關法令｣係指法律及法規

命令，並與會計相關者。 

規範

…

何？範圍為何？與第三條第 1 項第 1
款「財務報導目的之評價」定義不

同，建請予以釐清。 

1.

2. 本草案第三條定義何謂「財務報

導目的之評價」；第七條係

執行財務報導目的之評價時，相

關規定之適用順序。 

本條後段規定：「…評價人員經專業

判斷後，若採用其他評價方法或其他  
層級輸入值較能反映評價標的之價

值，則應改採該方法或該層級輸入

值。」評價人員專業判斷之因素為

何？建請明定，否則徒以「專業判

斷」即變更評價方式，其標準似嫌空

泛，建請再酌。 

本會參酌來函意見，酌作文字修改

並增加揭露之相關規定。

第十二條 
草案第十二條規範定期性評價之評價

方法及層級輸入值原則應一致採用，

本會參酌來函意見，增加揭露之相

關規定。 
若經專業判斷其他評價方法及層級輸

入值較能反映評價標的之價值，則應

改採之；惟考量相關變動之事實、理

由及其對評價結論之影響等，亦屬評

價報告之重要資訊，建議宜於第十二

條增列相關揭露規範，以供報告使用

人參考。 

2011/5/23                                                        VSB-2-No.6 意見函_網站公告 Page 6 of 14 



相關條文 來函單位之意見 本會回應 

第二項規定以編號 2.取代文字說明係

為避免冗長文字說明有混淆閱讀者之

嫌，惟若能將上述編號 2.予以名詞定

義，亦可參酌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25 號「企業合併─購買法之會計處

理」第 17 段中所提及「可辨認淨資

產公平價值」，並套用於編號 2.，應

可使閱讀者更易閱讀與理解，故擬建

議修正第 13 條第二項如下文： 
收購價格分攤時，商譽係不可單獨辨

認之無形資產，其價值依收購價格減

除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後之餘額認

定。下列 1.減除 2.後之餘額認定：1.
上述收購價格，即收購對價之公平價

值。2.上述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

係所有可辨認之有形、無形及貨幣性

資產之公平價值，減除所須承擔負債

之公平價值後之金額。 

草案第十三條中規範商譽之認定，其

用語與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25 號

「企業合併─購買法之會計處理」第

4 條所定義之用語所出入，建議可參

考後者為後續修訂，俾有一致之規

範。 

第十三條 

參考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25 號「企

業合併─購買法之會計處理」及

IFRS3「企業合併」之規範，建議修

改如下： 
收購價格分攤時，商譽係不可單獨辨

認之無形資產，其價值依下列 1.減除

2.後之餘額認定： 
1. 收購價格，即收購對價之公平價

值。 

關於文字修改部分，本會參酌來函

意見，妥為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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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文 來函單位之意見 本會回應 

 2. 於收購日所有可辨認之有形、無

形及貨幣性資產之公平價值，減

除所須承擔應計負債、承諾事項

及或有負債等之公平價值，並考

量應認列之遞延所得稅負債或資

產後之金額。 

 

第十四條 

參考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25 號「企

業合併─購買法之會計處理」及

IFRS3「企業合併」之規範，在某些

情況下，被收購公司之原品牌具有價

值，但收購公司決定於收購後廢棄該

品牌，依企業合併相關會計準則規

定，於辨認收購日所取得之淨資產仍

應按市場參與者立場列記該品牌之價

值，故建議修改如下： 
評價人員執行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規

定收購價格分攤之評價時，應基於市

場參與者立場進行評價，而不應考量

專屬收購者之特定經濟效益或預計使

用用途。 

收購者之預計使用用途即為其專屬

之特定經濟效益，故維持原條文尚

屬妥適。 

第十五條 

建議修改本條文如下： 
評價人員執行因企業合併所取得之無

形資產評價時，應先評估被收購企業

於收益基礎法或其他評價方法下之公

平價值…。 

本會參酌來函意見，增加第二項規

定。 

第十六條

第三項 

1. 第 5 款所稱「特定綜效」所指為

何？建請說明。 
2. 第 6 款：本項序文規定：「當該

價 值 與 收 購 價 格 顯 著 不 相 近

時，…」似已指涉系爭交易乃為

非正常交易或非常規交易，故本

款 規 定 「 該 收 購 非 屬 正 常 交

1. 特定綜效可能包括： 
(1) 公司專屬之綜效（例如營運

成本之減少、規模經濟及商

品組合之能力等）。 
(2) 組織資本（例如整合網絡

等）。 
(3) 未來發展新的可辨認無形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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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文 來函單位之意見 本會回應 

易」，似有循環論證（ circular 
argument, tautology）之虞，建請

再予釐清或更予明確規範。 

產之能力（例如技術、客戶

關係等）。 
(4) 成長機會（例如擴展至不同

市場等）。 
上述內容已納入評價準則公報第

七號「無形資產之評價準則」草

案中。 

2. 本項規定係提醒當採用收益基礎

法評估之被收購企業價值與收購

價格顯著不相近時，應考量是否

應對所使用之財務預測及折現率

進行調整之各種情況，並未意指

當該價值與收購價格顯著不相近

時即代表該收購非屬正常交易或

屬非常規交易。 

1. 第一項有關無形資產以「採用收

益基礎法評估之被收購企業價

值」（以下稱最終之估計值）及

「收購價格」比價，前者估計值

之定義依該公報第 15 條，係包括

「未來利益流量」及「產生該未

來利率之折現率」，實質上該二

項皆屬估計數，易因人為主觀或

操縱而影響最終之估計值。建議

參考收購當時其他市場參與者對

於收購價之出價（如未得標的出

價價格），並與「收購價格」比

較，以維客觀性。 

1. 一般而言，完成交易之價格較其

他市場參與者之出價更具參考

性，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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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文 來函單位之意見 本會回應 

2. 第二項有關評價人員執行因企業

合併所取得之無形資產評價時，

其計算無形資產價值所採用之折

現率，建議應再考慮下列風險因

素：(1)所屬事業性質；(2)獲利能

力之穩定性；(3)經營團隊之穩定

性、經驗、深度與廣度；(4)其他

認為攸關之風險。 

2. 關於評價無形資產時應如何決定

所採用之折現率（方法及考量因

素）已納入評價準則公報第七號

「無形資產之評價準則」草案

中。 

3. 第三項所指該價值與收購價格

「顯著不相近」，建議將該「顯

著不相近」以絕對金額或相對比

率明確定義，較不致成為主觀看

法。 

3. 本會參酌來函意見，酌作文字修

改。 

4. 第四項所指「應決定是否進行必

要之調整」，建議說明何謂必要

之調整，如調整項目或如何調

整，以資明確。 

第四項規定「…應決定是否進行必要

之調整。」建議敘明『是否進行必要

之調整』之項目及規範，以利評價人

員遵循參考。 

4. 第四項規定若有第三項所述任一

款情況時，評價人員應先決定是

否進行必要之調整，包括調整未

來利益流量及折現率。 

 

對於評價方法之採用，評價人員係依

據其專業判斷，選擇最能正確顯現評

價標的價值之評價方法，以估計評價

標的價值，此價值結論已為評價人員

表達評價標的價值之最終估計數，且

評價人員對於不同估得價值間之差異

予以調節或具體說明是否對評價報告

使用人具有實質意義，不無疑問，建

議刪除本條文下列文字： 
在上述情況下，評價人員採用未來利

本項規定係為確保所採之假設參數

之合理性，故維持原條文尚屬妥

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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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文 來函單位之意見 本會回應 

 益流量及折現率作為無形資產評價之

假設參數基礎前，應決定是否進行必

要之調整。 

第伍章減損測試之現金產生單位，是

否適用於所有應進行減損測試之標

的？例如，現行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34 號之持有至到期日金融商品，或

未來採用 IFRS9 之以攤銷後成本衡量

之商品。建議釐清條文之適用範圍。

本會參酌來函意見，酌作文字修

改。 

依據我國會計準則公報第 35 號「資

產減損之會計處理準則」第 3 段「衡

量資產之可回收金額時，所稱資產係

指個別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又國

際評價準則(IVS 201.04，詳附件)有
關 減 損 測 試 評 價 (Valuations for 
Impairment Testing) 提及之評價標

的，亦係指個別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

(an asset or cash-generating unit)，爰

建請增列個別資產為減損測試之評價

標的。 
建議修改如下： 
評價人員執行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規

定資產減損測試之評價時，評價標的

為個別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 

本會參酌來函意見，酌作文字修

改。 

第十八條 

說明欄第二項述及，若採用美國財務

會計準則公報時，其資產減損測試之

評價標的為報導單位，此時評價人員

應依第二十一條說明該情況。但對於

非適用美國財務會計準則之情形者，

並未明確規範，建請妥為敘明，以臻

周延。 

本會參酌來函意見，酌作文字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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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文 來函單位之意見 本會回應 

第十九條 

「…應注意評價標的可回收金額與帳

面價值比較基礎之一致性」，建議敘

明『一致性』之定義。 

本條文最後之例舉（例如，若評價

標的之帳面價值應減除負債，則其

估計之可回收金額亦應減除負

債。），即為一致性之說明，故維

持原條文尚屬妥適。 

草案內容簡介第二條規定：「本公報

係依據評價準則公報第一號「評價準

則總綱」訂定，旨在規範評價人員執

行財務報導目的之評價及出具評價報

告時，應遵循之基本準則，並提供評

價人員執行收購價格分攤及減損測試

之評價時相關之應用指引…。」。惟

因評價項目除第二條內文所述之收購

價格分攤及減損測試外，尚包含員工

認股權、衍生性金融商品等項目之評

價；因此在本號公報建議將相關之評

價項目列入考量。 

1. 財務報導目的之評價係依據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所報導之資產、負

債及業主權益進行評價，惟財務

報導目的之資產項目尚可細分為

動產、不動產及無形資產。因此

評價人員進行資產評價時，如涉

及對不同之資產類別進行評價，

其所採用之評價基礎與方法可能

不同，建議於公報增列動產、不

動產、無形資產與負債之評價原

則與方法。 
2. 並配合上開 1.之建議，就動產、

不動產、無形資產及負債之評價

基礎分別予以定義。 

本會已擬訂有關無形資產之評價準

則（評價準則公報第七號），未來

將針對不同之評價標的訂定相關準

則，屆時將考量來函所述之建議。 

其他 

公報第肆、收購價格分攤及第伍、減 本草案係規範評價人員執行財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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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文 來函單位之意見 本會回應 

損測試部分，係提供評價人員於收購

時執行收購價格分攤、無形資產評價

及後續減損測試之指引，屬該公報之

核心條文，建議以附錄或其他方式增

加釋例說明，以利瞭解。 

導目的之評價及出具評價報告時，

應遵循之基本準則，並提供評價人

員常見評價案件（收購價格分攤及

減損測試）之基本指引。此外，評

價案件須有完整之實際案例，尚無

法以簡單或模擬之釋例例舉。 

本公報係為提供評價人員於執行財務

報導目的之評價案件及出具評價報告

時，應遵循之基本準則，並提供評價

人員於執行收購價格分攤及減損測試

時，相關之應用指引，爰建請於架構

編排上區分為一般準則與應用指引，

俾利使用者閱讀。 
建議如下： 
壹、前言 
貳、定義 
參、基本準則 
肆、評價報告與揭露之規定 
伍、應用指引 
  一、收購價格分攤之評價 
  二、減損測試之評價 
陸、附則 

關於本公報架構之調整，本會參酌

來函意見，妥為處理。 

 

本局前於 96 年 1 月 12 日提供「評價

服務準則」草案之意見時，就評價人

員評價不實之責任，建議應有管理規

範機制。經貴會函復非屬「服務評價

準則」之規範範圍。然為有效規範評

價人員確依評價準則公報執行評價業

務，相關管理規範機制仍有其必要

性，爰建請轉知各評價業務之主管機

關，參考會計師法及不動產估價師

法，評估制訂相關管理規範之必要

性。 

1. 本草案係規範評價人員執行財

務報導目的之評價及出具評價

報告時，應遵循之基本準則，

關於評價人員之管理規範機制

則非本委員會之職責，亦非本

草案之規範範圍。 
2. 本會將來函意見轉知相關主管

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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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意見之單位： 審計部、法務部、行政院主計處、行政院金管會檢查

局、行政院金管會銀行局、行政院金管會保險局、臺灣

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勤業眾信財務諮詢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永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

心、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