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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新訊報導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研究組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於 2020年 2月 25至 27日召開會議。會中

討論之所有議題及初步決議摘要如下： 

相關議題：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7號「保險合約」之修正 

可歸屬於投資服務之合約服務邊際 

理事會決議： 

1. 對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7號「保險合約」（以下簡稱 IFRS17）之下列

提議修正予以定案：規定個體於辨認不具直接參與特性之保險合約之

保障單位時，除保險保障外，尚須考量投資報酬服務之給付數量及預

期期間（如有時）。 

2. 確認草案第 B119B段所提議就判定保險合約是否可能提供投資報酬服

務所明定之條件，但以「投資報酬」取代該等條件中所提及之「正投

資報酬」。 

3. 規定個體在其進行投資活動係為了對保單持有人增強來自保險保障之

給付（即使個體已作出合約並未提供投資報酬服務之結論）之範圍內，

將與此等投資活動有關之成本作為保險合約界限內之現金流量。 

4. 將所提議對 IFRS17之下列修正予以定案，即規定個體揭露： 

(1) 其預期於何時將報導期間結束日之剩餘合約服務邊際認列於損益

中之量化資訊。 

(2) 用以決定保險保障與投資報酬服務（或投資相關服務）所提供給

付之相對權重之作法。 

5. 確認於 IFRS17 之附錄 A 中新增「保險合約服務」之定義，但不改變

該準則所使用之其他專用術語（亦即，於「保障單位」、「保障期間」

及「剩餘保障負債」之用語中，不以「服務」取代「保障」）。 

彙總層級─對跨世代保單持有人間分攤風險之保險合約按年分組 

理事會決議保留且不改變 IFRS17中按年分組之規定。 

風險緩和選項之適用性─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非衍生金融工具 

理事會決議修正 IFRS17，將對具直接參與特性之保險合約之風險緩和

選項（如 IFRS17第 B115段所列示）之適用範圍擴大，以允許個體於使用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非衍生金融工具緩和 IFRS17第B113段(b)所述

財務風險對履約現金流量之影響時適用該選項。個體須符合 IFRS17 第

B116段所列之條件，始得適用該選項。 

微幅修正 

理事會決議對草案所提議之微幅修正作下列修改後予以定案： 

1. 草案所提議對 IFRS17第 B128段之修正中所述之「標的項目公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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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變動」應為「標的項目價值之變動」。據此，該段將明定「標的項目

價值之變動所造成之保險合約群組衡量之變動（排除增添或提取）係

貨幣時間價值與財務風險之影響及此兩者變動之影響所產生之變動」。

IFRS17第 B134段最後一句應闡明，計入保險合約中之金額，係藉由

考量標的項目所有計入損益中之收益或費用所決定，不論收益或費用

係於損益之何處列報。 

2. IFRS17 第 B96 段(c)之修正亦應適用於對保單持有人之貸款，俾使不

具直接參與特性之保險合約之合約服務邊際不會就下列兩者之差額中

與貨幣時間價值及財務風險相關假設有關之部分所導致之履約現金流

量變動作調整： 

(1) 任何預期於本期成為應付之對保單持有人之貸款；與 

(2) 於本期成為應付之對保單持有人之實際貸款。 

3. IFRS17第 106段(a)及第 B124段之修正應明定個體應將「與當期或過

去服務有關之保費收取之經驗調整」列報為保險收入。 

4. 對 IFRS9「金融工具」第 2.1段（其闡明所持有之保險合約非屬 IFRS9

之範圍）之配套修正作文字修正，以更正草案中遺漏之「發行」兩字。 

額外之特定過渡修改及放寬 

理事會決議修正 IFRS17中之過渡規定，以： 

1. 將修正式追溯法及公允價值法中與原應於開始或原始認列時所作之評

估有關之修改及放寬，擴大適用至對某一投資合約是否符合具裁量參

與特性之投資合約之定義之評估。此擴大適用將使個體得以使用過渡

日（而非於開始或原始認列時）可得之資訊判定投資合約是否符合具

裁量參與特性之投資合約之定義。與修正式追溯法中之其他修改一致，

個體將僅在其無合理且可佐證之資訊適用追溯法之範圍內，適用該擴

大適用之修改。 

2. 修正草案中所提議修正式追溯法針對下列項目之修改：所持有之再保

險合約其標的保險合約係屬虧損性者。該修正將明定，若個體無合理

且可佐證之資訊可辨認所持有之再保險合約是否係於保險合約發行前

或同時取得，該所持有之再保險合約於過渡日將不具有損失回收組成

部分。 

3. 對下列個體新增修正式追溯法中之修改：選擇不改變先前期中財務報

表所作會計估計之處理之個體。個體將在其無合理且可佐證之資訊追

溯適用其所作之會計政策選擇之範圍內適用該修改。適用該修改之個

體將如同其於過渡日前並未編製任何期中財務報表，決定過渡日之合

約服務邊際、損失組成部分及與保險財務收益或費用有關之金額。 

草案回應者所提出之其他主題 

理事會決議： 

1. 修正 IFRS17第B66段(f)以解決其與 IFRS17第B65段(m)間之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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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修正後，個體將適用 IFRS17第 B65段(m)以將依保險合約條款可

向保單持有人特別收取之所得稅支付及收取納入履約現金流量中。 

2. 保留且不改變 IFRS17第 B113段(b)之規定。該段規定個體對具直接參

與特性之保險合約，須就非源自標的項目之貨幣時間價值及財務風險

之影響之變動調整合約服務邊際。 

3. 有關隨時間改變其性質之保險合約之會計處理，不於 IFRS17 中新增

任何新規定或發布教育性素材。 

4. 保留且不改變 IFRS17 中與議程稿 2F附錄 A所討論之其他主題有關之

規定。 

相關議題：銀行同業拆放利率變革及其對財務報導之影響－第二階段 

延伸議題—金融工具之修改 

理事會決議，為闡明何者構成金融工具之修改而提議之修正應僅適用

於就銀行同業拆放利率變革（以下簡稱 IBOR變革）所作之變動。 

風險組成部分之避險—可單獨辨認之條件 

理事會決議對為反映 IBOR變革直接導致之必要修改而作修正之避險

關係提供暫時放寬。適用此放寬時，非合約明定之風險組成部分於且僅於

符合下列條件時，始被視為滿足「可單獨辨認」之條件：  

1. 企業合理預期自替代指標利率就避險會計之目的被指定為風險組成部

分之日起 24 個月內，將滿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或國際會計準

則第 39 號）中該利率於特定市場結構內係可單獨辨認之風險組成部分

之規定1；及 

2. 該風險組成部分自被指定為風險組成部分之日起能可靠衡量。 

第二階段之修正之終止適用及自願或強制適用 

理事會決議第二階段中所提議之修正均應強制適用。理事會亦決議，

由於所提議之修正僅適用於滿足攸關條件之金融工具之修改及避險關係

之變動，故無須明定特定之終止適用規定。 

生效日及過渡規定 

企業應於 2021 年 1 月 1 日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適用所提議之修正，

並得提前適用。 

企業應追溯適用第二階段中所提議之修正。追溯適用係： 

1. 與企業第一次適用所提議之修正之報導期間開始日已存在之項目

（包括與已停止之避險關係有關之累計於現金流量避險準備之金

額）有關。 

2. 包括回復下列避險關係：僅因企業為反映 IBOR 變革直接導致之

必要修改而對避險關係（及相關文件）所作之必要變動而於其第

一次適用所提議之修正前已停止之避險關係。若企業不使用後見

之明亦能證明倘若所提議之修正於當時已可得則該避險關係將不

                                                      
1 詳見 IFRS9第 6.3.7及 B6.3.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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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停止，企業必須回復此等避險關係。 

理事會亦決議，企業於第一次適用所提議之修正之報導期間，無須列

報國際會計準則第 8 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動及錯誤」第 28 段(f)規

定之揭露。 

 

相關議題：揭露倡議─針對性之準則層級揭露規定檢討 

公允價值衡量之變動之動因 

理事會決議修改 2019 年 9月份及 11月份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新訊報

導中，與公允價值衡量之變動之動因之特定揭露目的有關之三項初步決議。

理事會決議： 

1. 企業須符合揭露讓使用者能了解造成公允價值衡量於一報導期間

變動之「重要」動因之特定目的。 

2. 為符合 1.所述之目的，企業須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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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其期初餘額至期末餘額之調節。 

3. 對被歸類在公允價值層級中第 3 等級以外之公允價值衡量之變動

之重要動因之任何說明，將被辨認為企業為符合 1.所述之目的可

能（但非必須）揭露之資訊之例。 

於測試所草擬指引之過程中所獲取之經驗 

理事會決議更新其所草擬之指引，以明定： 

1. 理事會將使用規範性之用語「應」，以明確規定對符合特定揭露目

的係屬必要之資訊。除此之外，理事會將使用下列較不具規範性

之用語：「下列項目雖非強制性，但可能使企業能符合此目的」。 

2. 高層級之概括性揭露目的將於某一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中攸關之揭

露節之起始處列報。 

 

相關議題：維護與一致適用 

退還之可得性（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14號之修正） 

理事會決議對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14號之提議修正不予定案。 

相關議題：共同控制下之企業合併 

揭露 

理事會決議當採用收購法對共同控制下之企業合併作會計處理時，取

得方將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3號「企業合併」（以下簡稱 IFRS3）之所

有揭露規定，以及在即將發布「商譽及減損」計畫之討論稿中對揭露之所

有初步觀點。 

理事會決議其應就共同控制下之企業合併如何適用 IFRS3及國際會計

準則第 24 號「關係人揭露」之揭露規定提供指引。該指引可能（例如）

未來計畫： 

理事會將於未來會議中討論其提議之草案之適當程序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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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企業需揭露對該合併之財務條款之治理過程之資訊。此即將發布之討

論稿可能就應於哪一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中提供該指引徵求意見。 

此外，理事會決議當採用前手法對共同控制下之企業合併作會計處理

時，取得方將： 

1. 適用 IFRS3之下列揭露規定以及在即將發布「商譽及減損」計畫

之討論稿中對揭露之下列初步觀點： 

(1) 提供資訊以協助財務報表使用者評估某一合併之性質、財務

影響及預期效益之揭露目的（IFRS3第 59段）； 

(2) 被移轉方之名稱及說明、合併日、移轉予取得方之表決權權

益之比例、該合併之主要理由，以及取得方如何取得控制之

描述（IFRS3第 B64段(a)至(d)）； 

(3) 就資產及所承擔負債之每一主要類別所認列之金額，包括就

源自籌資活動之負債及確定福利退休金負債所認列之金額之

資訊（IFRS3 第 B64 段(i)及即將發布「商譽及減損」計畫之

討論稿中之相關初步觀點）； 

(4) 非控制權益之帳面金額（IFRS3第 B64段(o)）； 

(5) 就個別不重大之合併提供彙總資訊之規定（IFRS3 第 B65

段）； 

(6) 對於在報導期間結束日之後但在通過發布財務報表之前發生

之合併之揭露規定（IFRS3第 B66段）； 

(7) 與所取得資產及負債有關之利益或損失之金額與說明，若該

等揭露係對了解合併後個體之財務報表攸關（IFRS3 第 B67

段(e)）；及 

(8) 揭露任何必要之額外資訊以符合適用之揭露目的之規定

（IFRS3第 63段）。 

2. 揭露將所支付對價與所取得資產及負債之帳面金額間之差額認列

於權益中之金額，以及將該差額認列於哪一個權益組成部分。 

理事會決議，對於採用前手法之共同控制下之企業合併，不發展有關

合併前資訊之揭露規定。 

理事會至此完成對報導共同控制下之企業合併之討論。 

 

 

上述所有決議均為暫時性，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未來仍可能變更或修訂目

前決議。讀者若欲了解更詳細之內容可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基金會網站

（網址：http://www.ifrs.org）查詢。 

http://www.ifr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