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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6號號號號 

租賃租賃租賃租賃 

說明：以下釋例乃舉例性質，所例舉之交易僅供參考，實際交易內容仍必須符合

相關法令之規範。 

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6 號「租賃」（以下簡稱 IFRS16）第 9 段之規定，企業

應於合約成立日評估該合約是否係屬（或包含）租賃。釋例一至釋例七說明如何辨

認合約是否係屬（或包含）租賃。下列流程圖說明如何應用 IFRS16 中之規定評估合

約是否係屬（或包含）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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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客戶設計該資產之方式已預先決定其在整個

使用期間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 

考量 IFRS16 第 B24 段(b)(ii)。 

是否有已辨認資產？ 

考量 IFRS16 第 B13 至 B20 段。 

是 

是否客戶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取得來自使用該資

產之幾乎所有經濟效益之權利？ 

考量 IFRS16 第 B21 至 B23 段。 

是 

客戶、供應者或非任何單方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

主導該資產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權利？ 

考量 IFRS16 第 B25 至 B30 段。 

是否客戶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操作該資產之權

利，且供應者並無改變該等操作指示之權利？ 

考量 IFRS16 第 B24 段(b)(i)。 

非任何單方；該資產之使用

方式及使用目的係預先決

定 

否 

是 

合約包含租賃 合約不包含租賃 

否 

否 

供應者 

否 

客戶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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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釋例釋例釋例ㄧㄧㄧㄧ  辨認租賃辨認租賃辨認租賃辨認租賃—火車車廂火車車廂火車車廂火車車廂（（（（IFRS16.9、、、、IFRS16.B9、、、、

IFRS16.B13-IFRS16.B14、、、、IFRS16.B17-IFRS16.B18、、、、

IFRS16.B21、、、、IFRS16.B24-IFRS16.B27及及及及IFRS16.B30）））） 

情況情況情況情況ㄧㄧㄧㄧ 合約中有已辨認合約中有已辨認合約中有已辨認合約中有已辨認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甲公司與乙公司間之合約要求乙公司提供其所擁有的 10 節火車車廂予甲公司

使用 5 年，合約中指定乙公司應提供之車廂。甲公司可決定於何時、何處使用車廂

及使用車廂運輸何項商品。該等車廂未使用時係停放於甲公司之場所。甲公司可依

其選擇為另一目的（例如，倉儲）使用該等車廂。惟合約明定，甲公司不得運輸如

爆裂物等特定類型之貨物。若特定之車廂需進行保養或維修，乙公司須以相同類型

之火車車廂替換。此外，除非甲公司違約，乙公司在這五年期間不可收回車廂。合

約亦明定乙公司應於甲公司要求時提供火車頭及駕駛。乙公司將火車頭置於其場所，

並對司機提供指示以處理甲公司運輸商品之要求。乙公司可選擇多具火車頭中之任

一火車頭滿足甲公司之每一要求，且同一火車頭不僅可用於運輸甲公司之商品，亦

可用於運輸其他客戶之商品（亦即若其他客戶要求運輸商品之目的地與甲公司所要

求之目的地相近，且係於相近之時程內，乙公司可選擇連結至多 100 節火車車廂至

該火車頭上）。 

甲公司評估該合約是否係屬（或包含）租賃： 

1. 合約中是否有已辨認資產（IFRS16.B13-B20） 

合約中有已辨認資產 10 節火車車廂。火車車廂係在合約中被明確指

定。一旦交付予甲公司，該等車廂僅於其需保養或修理時方可替換，依

IFRS16 第 B18 段之規定，此並不妨礙甲公司具有已辨認資產之使用權。用

於運輸火車車廂之火車頭非為已辨認資產，因其既無在合約中被明確指

定，亦無在合約中被隱含指定。 

2. 甲公司是否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取得來自使用已辨認資產之幾乎所有經濟

效益之權利（IFRS16.B21-B23） 

甲公司在整個使用期間（包括該等車廂未用於運輸甲公司之商品時）

專屬使用該等車廂。甲公司在五年之使用期間具有取得來自使用該等車廂

之幾乎所有經濟效益之權利。 

3. 甲公司是否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

（IFRS16.B24-B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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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IFRS16 第 B24 段之規定，客戶僅於符合下列情況之一時，始在整

個使用期間具有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 

(a) 客戶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主導該資產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權利；

或 

(b) 有關該資產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攸關決策係預先決定，且： 

(i) 客戶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操作該資產之權利（或主導他人以客戶

決定之方式操作該資產），且供應者並無改變該等操作指示之權

利；或 

(ii) 客戶設計該資產（或該資產之特定部分）之方式已預先決定其在

整個使用期間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 

合約界定出甲公司對該等車廂之使用權之範圍。在合約對甲公司之使

用權所界定之範圍內，甲公司作出有關該等車廂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

攸關決策（藉由決定於何時、何處使用火車車廂及使用火車車廂運輸何項

商品）。甲公司亦決定該等車廂未用於運輸其商品時，該等車廂是否及如

何使用（例如該等車廂是否或何時用於倉儲）。甲公司在五年之使用期間

具有改變此等決策之權利。合約對該等車廂可運輸貨物之限制係乙公司之

保障性權利。依 IFRS16 第 B30 段之說明，保障性權利通常係界定客戶使

用權之範圍，其本身並不妨礙客戶具有主導資產使用之權利。綜上所述，

甲公司符合 IFRS16 第 B24 段(a)之情況。 

雖然有效率地使用該等車廂需要有火車頭及司機（由乙公司所控制）

加以連結及操作，但乙公司在此方面之決策並未給予其主導該等車廂之使

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權利。因此，乙公司在使用期間並不控制該等車廂之

使用。 

因此，該合約包含火車車廂之租賃，甲公司具有 10 節火車車廂五年之使用權。 

情況二情況二情況二情況二 供應商具有實質性替換權利供應商具有實質性替換權利供應商具有實質性替換權利供應商具有實質性替換權利，，，，故合約中無已辨認資產故合約中無已辨認資產故合約中無已辨認資產故合約中無已辨認資產 

甲公司與乙公司間之合約要求乙公司於五年期間，依指定之時程表使用指定類

型之火車車廂運輸指定數量之商品。該指定之時程表與商品數量等同於甲公司可使

用 10 節指定類型之火車車廂五年。合約明定乙公司應提供火車車廂、司機及火車頭

並敘明運輸商品之性質與數量。乙公司擁有許多可用於滿足合約要求之類似車廂。

同樣地，乙公司可選擇使用多具火車頭中之任一火車頭滿足甲公司之每一要求，且

同一火車頭不僅可用於運輸甲公司之商品，亦可用於運輸其他客戶之商品。當車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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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火車頭未用於運輸商品時，其係放置於乙公司之場所。 

甲公司評估該合約是否係屬（或包含）租賃： 

1. 合約中是否有已辨認資產（IFRS16.B13-B20） 

用於運輸甲公司商品之火車車廂及火車頭非為已辨認資產。乙公司具

有替換火車車廂及火車頭之實質性權利，因 

(1) 乙公司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替換每一車廂及火車頭之實際能力

（見 IFRS16 第 B14 段(a)）。替代之車廂及火車頭係乙公司輕易可

得，且乙公司無須甲公司同意即可替換每一車廂及火車頭。 

(2) 乙公司將由替換每一車廂及火車頭取得經濟效益（見 IFRS16 第

B14 段(b)）。因車廂及火車頭係放置於乙公司之場所，且乙公司

具有許多類似之車廂及火車頭，故替換每一車廂或火車頭之相關

成本（若有時）極小。在此性質之合約中，乙公司自替換每一車

廂或火車頭獲益，因該替換允許乙公司使用，例如靠近商品起運

點之已就定位之車廂或火車頭，或因未被客戶使用而將閒置之車

廂或火車頭。 

該合約中並無已辨認資產，乙公司藉由可選擇用於每一特定運送之火車車廂或

火車頭而主導該車廂及火車頭之使用，且取得來自使用火車車廂及火車頭之幾乎所

有經濟效益。乙公司僅提供貨運運能。該合約不包含租賃。 

釋例二釋例二釋例二釋例二  辨認租賃辨認租賃辨認租賃辨認租賃—光纖電纜光纖電纜光纖電纜光纖電纜（（（（IFRS16.9、、、、IFRS16.B9、、、、

IFRS16.B13 、、、、 IFRS16.B18 、、、、 IFRS16.B21 及及及及

IFRS16.B24-IFRS16.B27）））） 

情況一情況一情況一情況一 資產之部分產能係實體上可區分資產之部分產能係實體上可區分資產之部分產能係實體上可區分資產之部分產能係實體上可區分 

甲公司與乙公司簽訂一 10 年期之合約，以取得使用連結洛杉磯至智利之較大電

纜內之三條已指定、實體上可區分之暗光纖之權利。甲公司藉由連結該等光纖之每

一終端至其電子設備作出該等光纖之使用之決策（即甲公司「點亮」該等光纖，並

決定該等光纖將傳輸何種資料及多少資料）。若該等光纖損壞，乙公司有責任維修。

乙公司擁有額外之光纖，但僅因修理、維護或故障始能使用額外光纖替換甲公司之

光纖（且於此等情況下，負有替換該等光纖之責任）。 

甲公司評估該合約是否係屬（或包含）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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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約中是否有已辨認資產（IFRS16.B13-B20） 

合約有已辨認資產三條光纖。該等光纖被明確指定於合約中且與電纜

內之其他光纖實體上可區分。除因維修或故障，乙公司不可替換該等光纖，

依 IFRS16第B18段之規定，此並不妨礙甲公司具有已辨認資產之使用權。 

2. 甲公司是否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取得來自使用已辨認資產之幾乎所有經濟

效益之權利（IFRS16.B21-B23） 

甲公司在整個使用期間專屬使用該等光纖。甲公司在 10 年之使用期間

具有取得來自使用該等光纖之幾乎所有經濟效益之權利。 

3. 甲公司是否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

（IFRS16.B24-B30） 

依 IFRS16 第 B24 段之規定，客戶僅於符合下列情況之一時，始在整

個使用期間具有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 

(a) 客戶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主導該資產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權利；

或 

(b) 有關該資產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攸關決策係預先決定，且： 

(i) 客戶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操作該資產之權利（或主導他人以客戶

決定之方式操作該資產），且供應者並無改變該等操作指示之權

利；或 

(ii) 客戶設計該資產（或該資產之特定部分）之方式已預先決定其在

整個使用期間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 

甲公司作出有關該等光纖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攸關決策（藉由決

定(1)何時及是否點亮該等光纖與(2)該等光纖何時生產產出及將生產多少

產出（亦即該等光纖將傳輸何種資料及多少資料））。甲公司在 10 年之使

用期間具有改變此等決策之權利。綜上所述，甲公司符合 IFRS16 第 B24

段(a)之情況。 

雖然有效率地使用該等光纖需要乙公司對該等光纖進行修理及維護，

但乙公司在此方面之決策並未給予其主導該等光纖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

的之權利。因此，乙公司在使用期間並不控制該等光纖之使用。 

因此，該合約包含暗光纖之租賃，甲公司具有該三條暗光纖 10 年之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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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二情況二情況二情況二 資產之部分產能係實體上不可區分資產之部分產能係實體上不可區分資產之部分產能係實體上不可區分資產之部分產能係實體上不可區分 

甲公司與乙公司簽訂一 10 年期之合約，以取得使用連結洛杉磯至智利之電纜內

之指定產能之權利。該指定量等同於甲公司使用電纜（該電纜含有 15 條類似產能之

光纖）內三條光纖線之全部產能。乙公司對資料之傳輸作決策（即乙公司「點亮」

該等光纖，並決定使用哪些光纖傳輸甲公司之流量，以及對乙公司所擁有連結至該

等光纖之電子設備作決策）。 

甲公司評估該合約是否係屬（或包含）租賃： 

1. 合約中是否有已辨認資產（IFRS16.B13-B20） 

乙公司對甲公司資料之傳輸作所有決策，對每一客戶，該傳輸僅使用

電纜之部分產能。將提供予甲公司之部分產能與該電纜之其他產能實體上

不可區分，且不代表該電纜之幾乎所有產能（見 IFRS16 第 B20 段）。因此，

該合約中無已辨認資產。 

因此，該合約不包含租賃。 

釋例三釋例三釋例三釋例三  辨認租賃辨認租賃辨認租賃辨認租賃————商場櫃位商場櫃位商場櫃位商場櫃位（（（（IFRS16.9、、、、IFRS16.B9、、、、

IFRS16.B13- IFRS16.B16、、、、IFRS16.B21-IFRS16.B27）））） 

甲公司與乙公司簽訂使用市區某知名購物中心之 A 櫃位三年之合約。 

甲公司被授與 A 櫃位之使用權。乙公司可要求甲公司遷移至另一櫃位，但此時

乙公司必須提供甲公司品質及規格類似於A櫃位之櫃位並支付甲公司之遷移成本。

僅於主要之新租戶以高於市場行情之租金（足以回收遷移該櫃位內甲公司及其他租

戶之成本）租用大部分櫃位時，乙公司始能自遷移甲公司取得經濟效益。惟該等情

況雖然可能發生，但於合約成立時該等情況不太可能發生。 

該合約要求甲公司於購物中心之營業時間使用 A 櫃位以經營其著名之商店品

牌銷售商品。在使用期間，甲公司對該櫃位之使用作所有決策。例如，甲公司決定

該櫃位所售商品之組合及定價與所持存貨之數量。在整個三年使用期間，甲公司亦

控制該櫃位之實體取用。 

該合約要求甲公司支付固定給付及變動給付（係 A 櫃位銷售金額之 5%）予乙

公司。作為合約之一部分，乙公司提供清潔及保全與廣告服務。 

甲公司評估該合約是否係屬（或包含）租賃： 

1. 合約中是否有已辨認資產（IFRS16.B13-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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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位 A 為已辨認資產，其被明確指定於合約中。乙公司有替換該櫃位

之實際能力，但僅於特定情況下始能自替換取得經濟效益。乙公司之替換

權利並不具實質性，因為於合約成立日，不認為該等情況有可能發生（見

IFRS16 第 B16 段）。 

2. 甲公司是否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取得來自使用該資產之幾乎所有經濟效益

之權利（IFRS16.B21-B23） 

甲公司在整個使用期間專屬使用 A 櫃位。在三年之使用期間，甲公司

具有取得來自使用 A 櫃位之幾乎所有經濟效益之權利。雖然源自 A 櫃位銷

售額之現金流量之 5%將自甲公司流入乙公司，此係甲公司為該櫃位之使

用權而支付予乙公司之對價，並未防止甲公司具有取得來自使用櫃位之幾

乎所有經濟效益之權利。 

3. 甲公司是否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

（IFRS16.B24-B30） 

依 IFRS16 第 B24 段之規定，客戶僅於符合下列情況之一時，始在整

個使用期間具有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 

(a) 客戶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主導該資產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權利；

或 

(b) 有關該資產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攸關決策係預先決定，且： 

(i) 客戶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操作該資產之權利（或主導他人以客戶

決定之方式操作該資產），且供應者並無改變該等操作指示之權

利；或 

(ii) 客戶設計該資產（或該資產之特定部分）之方式已預先決定其在

整個使用期間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 

合約對A櫃位可銷售商品及營業時間之限制界定出甲公司對A櫃位之

使用權之範圍。在合約對甲公司之使用權所界定之範圍內，甲公司作出有

關 A 櫃位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攸關決策（藉由能決定，例如，該櫃位

所售產品之組合及該等產品之售價）。甲公司在三年之使用期間具有改變此

等決策之權利。綜上所述，甲公司符合 IFRS16 第 B24 段(a)之情況。 

雖然有效率地使用 A 櫃位需要乙公司提供之清潔、保全及廣告服務，

但乙公司在此方面之決策並未給予其主導A櫃位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

權利。因此，乙公司在使用期間並不控制 A 櫃位之使用，且乙公司之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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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影響甲公司對 A 櫃位之使用之控制。 

因此，該合約包含櫃位之租賃。甲公司具有 A 櫃位三年之使用權。 

釋例四釋例四釋例四釋例四 辨認租賃辨認租賃辨認租賃辨認租賃————球鞋供應合約球鞋供應合約球鞋供應合約球鞋供應合約（（（（IFRS16.9、、、、IFRS16.B9、、、、

IFRS16.B13、、、、IFRS16.B21-IFRS16.B23）））） 

甲公司與乙公司簽訂購買特定款式、品質及數量之球鞋之三年期合約。合約中

指定球鞋之款式、品質及數量。 

乙公司僅有一間工廠可符合甲公司所需。乙公司無法由另一工廠供應球鞋或向

第三方供應者取得球鞋。該工廠之產能超過與甲公司簽訂合約之產出（亦即簽訂之

合約並未包含該工廠之幾乎所有產能）。 

乙公司作有關該工廠營運之所有決策，包括該工廠運作之產量，以及未用於履

行甲公司合約之該工廠產出係用以履行哪些客戶合約。 

1. 合約中是否有已辨認資產（IFRS16.B13-B20） 

該工廠為已辨認資產。該工廠被隱含指定，因乙公司僅可透過使用此

資產而履行合約。 

2. 甲公司是否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取得來自使用已辨認資產之幾乎所有經濟

效益之權利（IFRS16.B21-B23） 

甲公司不控制該工廠之使用，因其不具有取得來自使用該工廠之幾乎

所有經濟效益之權利。此係因乙公司可決定在使用期間使用該工廠以履行

其他客戶合約。 

依甲公司不具有取得來自使用該工廠之幾乎所有經濟效益之權利之事實，甲公

司作成下列結論：該合約不包含租賃。 

釋 例 五釋 例 五釋 例 五釋 例 五  辨 認 租 賃辨 認 租 賃辨 認 租 賃辨 認 租 賃 ———— 船 舶船 舶船 舶船 舶 （（（（ IFRS16.9、、、、 IFRS16.B9、、、、

IFRS16.B13-IFRS16.B14、、、、IFRS16.B21-IFRS16.B22、、、、

IFRS16.B24-IFRS16.B27 及及及及 IFRS16.B30）））） 

情況情況情況情況ㄧㄧㄧㄧ 具有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具有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具有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具有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 

甲公司與乙公司（船舶所有者）簽訂使用指定船舶之五年期合約。該船舶被明

確指定於合約中且乙公司不具有替換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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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約明定之限制下，甲公司決定在整個五年使用期間運輸之貨物為何、該船

舶是否、何時及於何處港口航行。該等限制防止甲公司於海盜風險高之水域航行該

船舶或載運危險物品之貨物。 

乙公司操作並維護該船舶，且負責貨物在船舶上之航程安全。甲公司於合約期

間內不得雇用另一操作者操作該船舶或自行操作該船舶。 

甲公司評估該合約是否係屬（或包含）租賃： 

1. 合約中是否有已辨認資產（IFRS16.B13-B20） 

該合約有已辨認資產。船舶被明確指定於合約中且乙公司不具有替換

該指定船舶之權利。 

2. 甲公司是否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取得來自使用已辨認資產之幾乎所有經濟

效益之權利（IFRS16.B21-B23） 

甲公司在整個使用期間專屬使用該船舶。甲公司在五年之使用期間具

有取得來自使用該船舶之幾乎所有經濟效益之權利。 

3. 甲公司是否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

（IFRS16.B24-B30） 

依 IFRS16 第 B24 段之規定，客戶僅於符合下列情況之一時，始在整

個使用期間具有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 

(a) 客戶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主導該資產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權利；

或 

(b) 有關該資產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攸關決策係預先決定，且： 

(i) 客戶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操作該資產之權利（或主導他人以客戶

決定之方式操作該資產），且供應者並無改變該等操作指示之權

利；或 

(ii) 客戶設計該資產（或該資產之特定部分）之方式已預先決定其在

整個使用期間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 

合約界定出甲公司對船舶之使用權之範圍。在使用權之範圍內，甲公

司在整個五年使用期間作出有關該船舶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攸關決

策，因其決定該船舶是否、於何處及何時航行，以及其運輸之貨物。甲公

司在整個五年使用期間具有改變此等決策之權利。合約對該船舶得於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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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及船舶運輸之貨物之限制係保障乙公司對船舶之投資及乙公司本身之

保障性權利。依 IFRS16 第 B30 段之說明，保障性權利通常係界定客戶使

用權之範圍，其本身並不妨礙客戶具有主導資產使用之權利。綜上所述，

甲公司符合 IFRS16 第 B24 段(a)之情況。 

雖然有效率地使用該船舶需要乙公司對該船舶進行操作與維護，但乙

公司在此方面之決策並未給予其主導船舶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權利。乙

公司之決策係取決於甲公司對船舶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決策。 

因此，該合約包含船舶之租賃。甲公司具有該船舶五年之使用權。 

情況二情況二情況二情況二 不具有主不具有主不具有主不具有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 

甲公司與乙公司簽訂合約，以某指定船舶將貨物自上海運輸至紐約。該船舶被

明確指定於合約中且乙公司不具有替換權利。該貨物占船舶幾乎所有之容量。合約

指定船舶運輸之貨物及取貨日與交貨日。 

乙公司操作並維護該船舶，且負責貨物在船舶上之航程安全。甲公司於合約期

間內不得雇用另一操作者操作該船舶或自行操作該船舶。 

甲公司評估該合約是否係屬（或包含）租賃： 

1. 合約中是否有已辨認資產（IFRS16.B13-B20） 

該合約有已辨認資產。船舶被明確指定於合約中且乙公司不具有替換

該指定船舶之權利。 

2. 甲公司是否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取得來自使用已辨認資產之幾乎所有經濟

效益之權利（IFRS16.B21-B23） 

甲公司在使用期間具有取得來自使用該船舶之幾乎所有經濟效益之

權利。其貨物占該船舶幾乎所有之容量，因而防止其他方取得來自使用該

船舶之經濟效益。 

3. 甲公司是否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

（IFRS16.B24-B30） 

依 IFRS16 第 B24 段之規定，客戶僅於符合下列情況之一時，始在整

個使用期間具有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 

(a) 客戶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主導該資產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權利；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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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關該資產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攸關決策係預先決定，且： 

(i) 客戶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操作該資產之權利（或主導他人以客戶

決定之方式操作該資產），且供應者並無改變該等操作指示之權

利；或 

(ii) 客戶設計該資產（或該資產之特定部分）之方式已預先決定其在

整個使用期間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 

甲公司不具有主導船舶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權利。該船舶之使用

方式及使用目的（亦即於指定時程內將特定貨物自上海運輸至紐約）係預

先決定於合約中。甲公司在使用期間內不具有改變該船舶使用方式及使用

目的之權利。甲公司在使用期間不具有與該船舶之使用有關之其他決策權

（例如，其不具有操作船舶之權利）且該船舶非其所設計。假若有眾多客

戶以該船舶運輸貨物，且甲公司為其中之一，關於該船舶之使用，甲公司

具有與其他客戶相同之權利。 

因此，該合約不包含租賃。 

釋 例 六釋 例 六釋 例 六釋 例 六  辨 認 租 賃辨 認 租 賃辨 認 租 賃辨 認 租 賃 ———— 卡 車卡 車卡 車卡 車 （（（（ IFRS16.9、、、、 IFRS16.B9、、、、

IFRS16.B13-IFRS16.B14、、、、IFRS16.B21-IFRS16.B22 及及及及

IFRS16.B24-IFRS16.B30）））） 

甲公司與乙公司簽訂使用一輛卡車兩週之合約，將貨物自邁阿密運輸至西雅

圖。乙公司不具有替換權利。在合約期間內，僅合約指定之貨物得以該卡車運輸。

合約指定該卡車可行駛之最大距離。甲公司於合約規範內能選擇行程之細節（速

度、路線及休息站等）。甲公司於指定之行程完成後，不具有繼續使用該卡車之權

利。 

合約中指定將運輸之貨物以及於邁阿密取貨與送達西雅圖之時間與地點。甲公

司負責將卡車自邁阿密行駛至西雅圖。 

甲公司評估該合約是否係屬（或包含）租賃： 

1. 合約中是否有已辨認資產（IFRS16.B13-B20） 

該合約有已辨認資產。該卡車被明確指定於合約中，且乙公司不具有

替換該卡車之權利。 

2. 甲公司是否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取得來自使用已辨認資產之幾乎所有經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6號釋例範本覆審草案 

 

 
13 

濟效益之權利（IFRS16.B21-B23） 

甲公司在整個使用期間專屬使用該卡車。甲公司在使用期間具有取得

來自使用該卡車之幾乎所有經濟效益之權利。 

3. 甲公司是否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

（IFRS16.B24-B30） 

依 IFRS16 第 B24 段之規定，客戶僅於符合下列情況之一時，始在整

個使用期間具有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 

(a) 客戶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主導該資產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權利；

或 

(b) 有關該資產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攸關決策係預先決定，且： 

(i) 客戶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操作該資產之權利（或主導他人以客戶

決定之方式操作該資產），且供應者並無改變該等操作指示之權

利；或 

(ii) 客戶設計該資產（或該資產之特定部分）之方式已預先決定其在

整個使用期間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 

該卡車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亦即於指定時程內自邁阿密運輸貨物

至西雅圖）係預先決定於合約中。因甲公司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操作該卡

車（例如，速度、路線及休息站）之權利，甲公司主導該卡車之使用。甲

公司在使用期間透過對該卡車之操作之控制，對卡車之使用作出所有決策。

綜上所述，甲公司符合 IFRS16 第 B24 段(b)(i)之情況，甲公司具有主導該

卡車之使用之權利。 

因此，該合約包含卡車之租賃。甲公司於指定行程之期間具有該卡車之使用權。

惟因合約期間為兩週，此租賃符合短期租賃之定義。 

釋例七釋例七釋例七釋例七  辨認租賃辨認租賃辨認租賃辨認租賃————電力合約電力合約電力合約電力合約（（（（IFRS16.9、、、、IFRS16.B9、、、、

IFRS16.B13-IFRS16.B14、、、、IFRS16.B21-IFRS16.B22 及及及及

IFRS16.B24-IFRS16.B29）））） 

情況一情況一情況一情況一 具有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具有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具有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具有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 

甲公司與乙公司簽訂 30 年之合約，以購買新太陽能電廠生產之所有電力。該太

陽能電廠被明確指定於合約中，且乙公司不具有替換權利。該太陽能電廠係由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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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所擁有，且該能源無法由另一發電廠提供予甲公司。該太陽能電廠係由甲公司於

建造前所設計－甲公司聘請太陽能專家協助決定電廠之位置及所用設備之工程。乙

公司負責按甲公司之規格建造太陽能電廠並操作及維護該電廠。對是否、何時生產

及生產多少電力不會再作出決策，因資產之設計已預先決定該等決策。乙公司將獲

得與建造及擁有太陽能電廠有關之所得稅抵減，同時甲公司獲得來自使用太陽能電

廠所應計之再生能源抵減。 

甲公司評估該合約是否係屬（或包含）租賃： 

1. 合約中是否有已辨認資產（IFRS16.B13-B20） 

該合約有已辨認資產，因太陽能電廠被明確指定於合約中，且乙公司

不具有替換該指定太陽能電廠之權利。 

2. 甲公司是否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取得來自使用已辨認資產之幾乎所有經濟

效益之權利（IFRS16.B21-B23） 

甲公司專屬使用該太陽能電廠，其取得該電廠在 30 年之使用期間所產

生之所有電力與再生能源抵減（使用太陽能電廠之副產品）。雖然乙公司

將以所得稅抵減之方式獲得來自該太陽能電廠之經濟效益，該等來自太陽

能電廠之經濟效益係與太陽能電廠之所有權有關，而與太陽能電廠之使用

無關，因而在此評估中並未納入考量。甲公司在 30 年之使用期間具有取得

來自使用該太陽能電廠之幾乎所有經濟效益之權利。 

3. 甲公司是否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

（IFRS16.B24-B30） 

依 IFRS16 第 B24 段之規定，客戶僅於符合下列情況之一時，始在整

個使用期間具有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 

(a) 客戶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主導該資產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權利；

或 

(b) 有關該資產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攸關決策係預先決定，且： 

(i) 客戶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操作該資產之權利（或主導他人以客戶

決定之方式操作該資產），且供應者並無改變該等操作指示之權

利；或 

(ii) 客戶設計該資產（或該資產之特定部分）之方式已預先決定其在

整個使用期間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6號釋例範本覆審草案 

 

 
15 

甲公司或是乙公司在使用期間內均無法決定太陽能電廠之使用方式及

使用目的，因該等決策已於資產之設計中被預先決定（亦即太陽能電廠之

設計實質上已納入太陽能電廠在整個使用期間內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

任何攸關決策權）。甲公司並不操作該太陽能電廠；乙公司對太陽能電廠

作出操作之決策。惟甲公司對該太陽能電廠之設計給予其主導電廠之使用

之權利。因太陽能電廠之設計已預先決定該資產在整個使用期間之使用方

式及使用目的，甲公司控制該設計與甲公司控制該等決策實質上並無不同。

綜上所述，甲公司符合 IFRS16 第 B24 段(b)(ii)之情況。 

因此，該合約包含太陽能電廠之租賃。甲公司具有太陽能電廠 30 年之使用權。 

情況二情況二情況二情況二 不具有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不具有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不具有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不具有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 

甲公司與乙公司簽訂合約，以購買明確指定之發電廠所生產之所有電力五年。

該發電廠由乙公司所擁有及操作。乙公司無法自另一發電廠提供電力予甲公司。合

約中訂定該發電廠在整個使用期間將產生電力之數量及時點（若無非常情況即不可

變動）。乙公司依產業認可之操作實務以每日為基礎操作及維護發電廠。發電廠係

乙公司於與甲公司簽訂合約之數年前建造時所設計，甲公司並未參與該設計。 

甲公司評估該合約是否係屬（或包含）租賃： 

1. 合約中是否有已辨認資產（IFRS16.B13-B20） 

該合約有已辨認資產，因發電廠被明確指定於合約中，且乙公司不具

有替換該指定發電廠之權利。 

2. 甲公司是否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取得來自使用已辨認資產之幾乎所有經濟

效益之權利（IFRS16.B21-B23） 

甲公司在整個五年使用期間具有取得來自使用該已辨認發電廠之幾乎

所有經濟效益之權利。甲公司在五年使用期間將取得該發電廠產生之所有

電力。 

3. 甲公司是否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

（IFRS16.B24-B30） 

依 IFRS16 第 B24 段之規定，客戶僅於符合下列情況之一時，始在整

個使用期間具有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 

(a) 客戶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主導該資產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權利；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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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關該資產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攸關決策係預先決定，且： 

(i) 客戶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操作該資產之權利（或主導他人以客戶

決定之方式操作該資產），且供應者並無改變該等操作指示之權

利；或 

(ii) 客戶設計該資產（或該資產之特定部分）之方式已預先決定其在

整個使用期間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 

甲公司不具有主導該發電廠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權利。該發電廠

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即發電廠是否、何時生產及生產多少電力）係預

先決定於合約中。甲公司在使用期間內不具有改變發電廠之使用方式及使

用目的之權利。甲公司在使用期間不具有與發電廠之使用有關之其他決策

權（例如，其並不操作發電廠）且該發電廠非其所設計。乙公司係唯一可

在使用期間作出有關如何操作及維護該發電廠之決策之一方。假若該發電

廠有眾多客戶，且甲公司為其中之一，關於該發電廠之使用，甲公司具有

與其他客戶相同之權利。 

因此，該合約不包含租賃。 

釋例八釋例八釋例八釋例八  分攤對價至合約中之租賃及非租賃組成部分分攤對價至合約中之租賃及非租賃組成部分分攤對價至合約中之租賃及非租賃組成部分分攤對價至合約中之租賃及非租賃組成部分

（（（（IFRS16.12‐‐‐‐IFRS16.16及及及及 IFRS16.B32）））） 

甲公司出租一台推土機、一輛卡車及一台長臂挖土機予乙公司四年，供乙公司

使用於採礦之營運。甲公司亦同意在整個租賃期間維護每一設備。合約之對價總額

為$1,200,000（每年分期支付$300,000），以及取決於維護長臂挖土機所執行工作時

數之變動金額。該變動給付訂有上限為長臂挖土機重置成本之 2%。對價包括對每一

設備之維護服務之成本。 

乙公司適用 IFRS16 第 12 段之規定，將非租賃組成部分（維護服務）與每一設

備之租賃分別處理。乙公司未選擇 IFRS16 第 15 段之實務權宜作法。乙公司考量

IFRS16 第 B32 段之規定，並作出推土機之租賃、卡車之租賃及長臂挖土機之租賃各

為單獨租賃組成部分之結論。此係因： 

1. 乙公司可自使用三項設備之每一項本身或連同其他輕易可得之資源獲益

（例如，乙公司可輕易承租或購買替代卡車或挖土機以使用於其營運）；及 

2. 雖然乙公司為同一目的（即從事採礦之營運）而承租所有三項設備，該等

機器並非高度取決於彼此或與彼此高度相互關聯。乙公司向甲公司承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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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承租其他設備之決策，對乙公司自每一設備之租賃產生效益之能力不具

有重大影響。 

因此，乙公司作出結論：合約中有三個租賃組成部分及三個非租賃組成部分（維

護服務）。乙公司適用 IFRS16 第 13 至 14 段之指引，以每一租賃組成部分之相對單

獨價格及非租賃組成部分之彙總單獨價格為基礎，將合約中之對價分攤至三個租賃

組成部分及非租賃組成部分。租賃及非租賃組成部分之相對單獨價格，應以出租人

（或類似供應者）分別對該組成部分（或類似組成部分）收取之價格為基礎決定。 

數個供應者對類似之推土機及類似之卡車提供維護服務。據此，該等兩項租賃

設備之維護服務有可觀察之單獨價格。乙公司能對推土機及卡車之維護建立可觀察

之單獨價格分別為$64,000 及$32,000（在類似於與甲公司之合約之付款條件下）。長

臂挖土機係高度專業且據此其他供應者並未出租類似之挖土機或提供維護服務。然

而，甲公司對向其購買類似長臂挖土機之客戶提供四年之維護服務合約。該等四年

維護服務合約之可觀察對價為固定金額$112,000（於四年間支付）及取決於維護長

臂挖土機所執行工作時數之變動金額。該變動給付訂有上限為長臂挖土機重置成本

之 2%。因此，乙公司估計長臂挖土機維護服務之單獨價格為$112,000 加計任何變動

金額。乙公司能對推土機、卡車及長臂挖土機之租賃建立可觀察之單獨價格分別為

$340,000、$204,000 及$448,000。 

乙公司將所有變動對價分攤至長臂挖土機之維護且因而分攤至合約中之非租賃

組成部分，並將合約中之固定對價（$1,200,000）分攤至租賃及非租賃組成部分如下： 

 推土機推土機推土機推土機 卡車卡車卡車卡車 長臂挖土機長臂挖土機長臂挖土機長臂挖土機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租賃 $340,000 $204,000 $448,000 $992,000 

非租賃 $64,000 $32,000 $112,000 $208,000 

固定對價總額 $1,200,000 

乙公司適用 IFRS16 之指引處理每一租賃組成部分，分攤之對價視為每一租賃組

成部分之租賃給付。 

釋 例 九釋 例 九釋 例 九釋 例 九  租 賃 期 間 之 判 斷租 賃 期 間 之 判 斷租 賃 期 間 之 判 斷租 賃 期 間 之 判 斷 （（（（ IFRS16.18-IFRS16.19 及及及及

IFRS16.B37）））） 

甲公司簽訂承租建築物之 5 年期租賃合約。該合約包含 5 年之不可取消期間及

以固定價格行使租賃延長 2 年之選擇權，且甲公司於行使租賃延長選擇權時無須符

合其他限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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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中有關該選擇權所涵蓋期間之條款及條件如下： 

1. 選擇權涵蓋期間內之租賃給付金額低於租賃開始日之市場費率。 

2. 在選擇權所涵蓋之期間內沒有租賃終止之罰款。 

3. 甲公司可於租賃延長期間之結束日以目前低於市場行情之價格購買該建築

物。 

甲公司於合約期間預期進行重大租賃權益改良，預期當租賃延長之選擇權成為

可行使時，該租賃權益改良對甲公司具有重大經濟效益。此外，該建築物對甲公司

之營運具重要性，且甲公司於終止租賃後須負擔重大遷移成本。 

依 IFRS16 第 18 段之規定，甲公司應決定租賃期間為租賃之不可取消期間，併

同下列兩者： 

(a) 租賃延長之選擇權所涵蓋之期間，若承租人可合理確定將行使該選擇權；

及 

(b) 租賃終止之選擇權所涵蓋之期間，若承租人可合理確定將不行使該選擇

權。 

該合約之租賃不可取消期間為 5 年。甲公司應依 IFRS16 第 19 及 B37 至 B40 段

之規定考量將對其產生經濟誘因以行使（或不行使）租賃延長之選擇權之所有攸關

事實及情況，以評估其是否可合理確定將行使該租賃延長之選擇權。 

釋例十釋例十釋例十釋例十  認列之豁免認列之豁免認列之豁免認列之豁免————短期租賃短期租賃短期租賃短期租賃（（（（IFRS16.5、、、、IFRS16.7 及及及及

IFRS16.B34-IFRS16.B35）））） 

本釋例以問答方式說明 IFRS16 第 5 段「認列之豁免—短期租賃」之判斷： 

情況一情況一情況一情況一  

Q：：：：甲公司（承租人）簽訂承租小型辦公空間之租賃合約。該租賃合約係無限期合

約，惟出租人及承租人皆具有終止租賃之權利。該權利可隨時被行使，但須有

3 個月之通知期間。行使該權利之企業將支付之罰款未超過不重大。該租賃合

約對承租人而言是否符合短期租賃？ 

A：：：： 

1. IFRS16 將短期租賃定義為租賃於開始日，其租賃期間不超過 12 個月者。IFRS16

將租賃期間定義為承租人具有標的資產使用權之不可取消期間，併同下列兩

者：(1)租賃延長之選擇權所涵蓋之期間，若承租人可合理確定將行使該選擇

權；及(2)租賃終止之選擇權所涵蓋之期間，若承租人可合理確定將不行使該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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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權。依 IFRS16 第 B34 段之規定，於決定租賃期間及評估租賃之不可取消期

間之長度時，企業應適用合約之定義，並決定合約可執行之期間。當承租人及

出租人均具有無須另一方同意即可終止租賃之權利，且所支付之罰款未超過不

重大時，該租賃不再係可執行。 

2. 本例中，承租人及出租人雙方皆具有終止租賃之權利，惟須有 3 個月之通知期

間，且行使租賃終止選擇權之企業將支付之罰款未超過不重大。因此，於租賃

開始日，該租賃之租賃期間僅有 3 個月故符合短期租賃。 

情況二情況二情況二情況二 

Q：：：：沿情況一，但僅有承租人有終止租賃之權利。該租賃合約對承租人而言是否符

合短期租賃？ 

A：：：：依 IFRS16 第 B35 段之規定，若僅承租人具有租賃終止之權利，則該權利被視為

承租人之租賃終止之選擇權，其於企業決定租賃期間時將納入考量。租賃期間

取決於承租人是否（或於多久期間內）可合理確定不行使租賃終止之選擇權。

例如，若承租人僅可合理確定於第 12 個月月底前不會行使租賃終止之選擇權

（亦即僅可合理確定於前 9 個月內不會通知），則租賃期間為 12 個月，該合約

符合短期租賃之條件。 

情況三情況三情況三情況三 

Q：：：：沿情況一，但僅出租人有終止租賃之權利。此外，假設該租賃之合約期間為 10

年。該租賃合約對承租人而言是否符合短期租賃？ 

A：：：：若僅出租人具有租賃終止之權利，則租賃之不可取消期間包含該租賃終止之選

擇權所涵蓋之期間（見 IFRS16 第 B35 段）。因此，該租賃期間等於租賃之合

約期間（亦即 10 年），該租賃合約不符合短期租賃之條件。 

釋例十一釋例十一釋例十一釋例十一 低價值資產租賃低價值資產租賃低價值資產租賃低價值資產租賃（（（（IFRS16.6及及及及 IFRS16.B3-IFRS16.B8）））） 

甲公司承租下列資產，該等資產全新時之價值列示如下： 

1. 不動產（辦公室建築物及倉庫），全新時之價值為新臺幣 5 千萬元。 

2. 製造設備，全新時之價值為新臺幣 8 百萬元。 

3. 公司配車（給銷售人員及高階管理階層，且具有不同品質、規格及價值），

每輛車全新時之價值至少為新臺幣 60 萬元。 

4. 用於運送目的且大小與價值不同之卡車及廂型車，每輛車全新時之價值至

少為新臺幣 1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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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供個別員工使用之資訊科技設備（例如筆記型電腦、桌上型電腦、平板電

腦、桌上型印表機及行動電話），每項設備全新時之價值不高於新臺幣 3

萬元。 

6. 伺服器（包括增加該等伺服器儲存容量之許多個別模組）。該等模組已於

甲公司須增加伺服器之儲存容量時，逐步增加至大型主機伺服器，每一伺

服器（含許多個別模組）全新時之價值為新臺幣 20 萬元。 

7. 辦公設備： 

(1) 辦公家具（例如桌椅及辦公室隔板），全新時之價值不超過新臺幣 10

萬元； 

(2) 飲水機，全新時之價值為新臺幣 1 萬元；及 

(3) 高效能之多功能影印設備，全新時之價值為 22 萬元。 

基於個別標的資產全新時係低價值，甲公司判定下列租賃符合作為低價值資產

租賃： 

1. 供個別員工使用之資訊科技設備之租賃；及 

2. 辦公家具及飲水機之租賃。 

甲公司選擇適用 IFRS16 第 6 段之規定處理所有該等租賃。 

雖然伺服器內每一模組若個別考量可能係低價值資產，伺服器內模組之租賃並

不符合作為低價值資產租賃。此係因每一模組與伺服器內其他部分高度相互關聯。

若未承租伺服器，甲公司亦將不承租該等模組。 

因此，甲公司適用 IFRS16 第 22 至 49 段之規定處理下列各項非屬低價值標的資

產之租賃：不動產、製造設備、公司配車、卡車及廂型車、伺服器及高效能之多功

能影印設備。 

釋例十二釋例十二釋例十二釋例十二 組合之適用組合之適用組合之適用組合之適用（（（（IFRS16.B1）））） 

沿前例，甲公司所承租之公司配車係根據一系列總租賃協議。甲公司使用八個

不同類型之公司配車，不同類型之價格不同且以職級及區域為基礎分配予員工。甲

公司對每一不同類型之公司配車各有一總租賃協議。其中，有某一類型之公司配車

係專門分配予高階主管，該總租賃協議內之個別租賃條款隨不同高階主管而異。其

餘總租賃協議內之個別租賃皆類似（包括類似之開始及結束日），但總租賃協議間

之條款及條件通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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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甲公司所承租之卡車及廂型車係根據個別租賃協議，共計有 1,500 項租

賃。所有卡車之租賃皆有類似之條款，所有廂型車之租賃亦有類似之條款。卡車之

租賃通常為五年且包含類似款式之卡車。廂型車之租賃通常為三年且包含類似款式

之廂型車。 

依 IFRS16 第 B1 段之規定，若企業合理預期適用 IFRS16 於具類似特性之租賃

之組合，與適用 IFRS16 於該組合內之個別租賃，對財務報表之影響無重大差異，則

得以該租賃組合適用 IFRS16。當企業以租賃組合作會計處理時，企業應使用反映組

合大小及組成之估計值與假設。 

甲公司判斷公司配車、卡車及廂型車之租賃是否有具類似特性之租賃之組合而

得以組合適用 IFRS16： 

1. 公司配車 

除高階主管配車之總租賃協議內之個別租賃彼此並不類似外，其餘各

總租賃協議內之個別租賃彼此類似，甲公司合理預期適用 IFRS16 之規定

於每一總租賃協議，將不會導致與適用 IFRS16 之規定於總租賃協議內之

每一個別租賃，對財務報表有重大不同之影響。因此，甲公司之結論為除

高階主管配車之總租賃協議外，其能以各總租賃協議作為組合適用 IFRS16

之規定。 

此外，甲公司作出結論，八個總租賃協議中之二個協議係屬類似且涵

蓋類似區域中幾乎相似類型之公司配車。甲公司合理預期將此二個總租賃

協議內之租賃合併為一組合適用 IFRS16，與適用 IFRS16 於合併組合內之

每一租賃，對財務報表無重大不同之影響。甲公司因而作出結論，其能進

一步合併該二個總租賃協議為單一租賃組合。 

2. 卡車及廂型車 

因所有卡車之租賃皆有類似之條款，所有廂型車之租賃亦有類似之條

款。甲公司合理預期，適用 IFRS16 之規定於卡車之租賃及廂型車之租賃

之數個組合（依標的資產之類型、區域及租賃簽訂之年度季別分組），將

不會導致與適用該等規定於每一個別卡車或廂型車之租賃，對財務報表有

重大不同之影響。因此，甲公司適用 IFRS16 之規定於卡車租賃及廂型車

租賃之各個組合，而非適用於 1,500 項個別租賃。 

釋例十三釋例十三釋例十三釋例十三  承租人之會計處理承租人之會計處理承租人之會計處理承租人之會計處理————原始認列及後續衡量原始認列及後續衡量原始認列及後續衡量原始認列及後續衡量

（（（（IFRS16.18‐‐‐‐IFRS16.24、、、、IFRS16.26‐‐‐‐IFRS16.27、、、、

IFRS16.29‐‐‐‐IFRS16.32、、、、IFRS16.36‐‐‐‐IFRS16.43及及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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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16.B34-IFRS16.B41）））） 

情況一情況一情況一情況一 無租賃延長或租賃終止之選擇權無租賃延長或租賃終止之選擇權無租賃延長或租賃終止之選擇權無租賃延長或租賃終止之選擇權 

甲公司於 20X0 年 10 月 1 日簽訂一建築物某樓層之租賃合約，租期為 20X1 年

1 月 1 日至 20Y0 年 12 月 31 日共 10 年。每年租賃給付於合約期間為$150,000，均

於每年年初支付。為取得該租賃，甲公司發生原始直接成本$60,000，其中$45,000

與對仍占用該建築物樓層之前租戶之給付有關，$15,000 則與支付予安排此租賃之不

動產代理人之佣金有關。出租人同意歸墊甲公司之不動產佣金$15,000 以作為促使甲

公司簽訂租賃合約之誘因。 

於 20X1 年 1 月 1 日，甲公司作出結論：租賃期間為 10 年。 

假設租賃隱含利率並非容易確定。甲公司增額借款利率為每年 5%，此反映甲公

司以類似擔保品借入與使用權資產價值相近之金額之 10 年期借款（同一貨幣）之固

定利率。甲公司預期於租賃期間平均耗用使用權資產之未來經濟效益，因此對使用

權資產按直線基礎提列折舊。 

於 20X1 年 1 月 1 日，甲公司支付第一年之租賃給付、發生原始直接成本、自

出租人收取租賃誘因，並以每年 5%之利率折現，衡量剩餘 9 年每年給付$150,000

之租賃負債現值為$1,066,173（$150,000×P9,5%）。 

甲公司於 20X1 年之相關分錄如下： 

20X1/1/1 使用權資產 1,216,173 

 租賃負債  1,066,173

 現金  150,000

 說明：認列使用權資產、租賃負債及第一年之租賃給付。 

   

20X1/1/1 使用權資產 60,000 

 現金  60,000

 說明：將原始直接成本認列為使用權資產。 

   

20X1/1/1 現金 15,000 

 使用權資產  15,000

 說明：將於開始日收取之租賃誘因認列為使用權資產之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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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1/12/31 折舊 126,117 

 累計折舊—使用權資產  126,117

 說明：認列使用權資產之折舊金額$126,117（$1,261,173÷10）。 

   

20X1/12/31 利息費用 53,309 

 租賃負債  53,309

 說明：認列利息費用$53,309（$1,066,173×5%）並增加租賃負債帳面

金額。 

20X1 年至 20Y0 年之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如下： 

  租賃負債  使用權資產 

年度  

期初 

餘額 

 租賃 

給付 

 5%利息 

費用 

 期末 

餘額 
 

期初 

餘額 

 折舊 

費用 

 期末 

餘額 

  

A  B  C=（A＋

B）×5% 

 D=A＋B

＋C 
 

     

20X1 
 

1,066,173  —  53,309  1,119,482 
 

1,261,173  (126,117)  1,135,056 

20X2 
 

1,119,482  (150,000)  48,474  1,017,956 
 

1,135,056  (126,117)  1,008,939 

20X3 
 

1,017,956  (150,000)  43,398  911,354 
 

1,008,939  (126,117)  882,822 

20X4 
 

911,354  (150,000)  38,067  799,421 
 

882,822  (126,117)  756,705 

20X5 
 

799,421  (150,000)  32,471  681,892 
 

756,705  (126,117)  630,588 

20X6 
 

681,892  (150,000)  26,595  558,487 
 

630,588  (126,117)  504,471 

20X7 
 

558,487  (150,000)  20,424  428,911 
 

504,471  (126,117)  378,354 

20X8 
 

428,911  (150,000)  13,946  292,857 
 

378,354  (126,117)  252,237 

20X9 
 

292,857  (150,000)  7,143  150,000 
 

252,237  (126,117)  126,120 

20Y0 
 

150,000  (150,000)  —  — 
 

126,120  (126,120) 1 — 

1 含尾差調整。 

情況二情況二情況二情況二 有租賃延長之選擇權有租賃延長之選擇權有租賃延長之選擇權有租賃延長之選擇權 

沿情況一，惟該合約附有租賃延長 5 年之選擇權。於選擇權所涵蓋期間每年租

賃給付為$165,000，亦於每年年初支付。於 20X1 年 1 月 1 日，甲公司作出結論：該

租賃延長之選擇權之行使並非可合理確定，因此，判定租賃期間為 10 年。20X1 至

20X6 年之會計處理均同情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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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X6 年年底，甲公司收購乙公司。乙公司已承租另一建築物之某樓層。乙

公司簽訂之租賃合約包含乙公司可行使之租賃終止選擇權。收購乙公司後，甲公司

需要一建築物之兩樓層以因應增加之員工。為最小化成本，甲公司簽訂一單獨 8 年

之租賃合約，以承租該棟建築物之另一樓層（將於 20X7 年年底可供使用），且自 20X8

年年初提前終止乙公司所簽訂之租賃合約。 

將乙公司之員工遷移至甲公司所租用之同棟建築物對甲公司產生一經濟誘因，

使其於 10 年不可取消期間之結束日延長其原始租賃。收購乙公司並移置乙公司之員

工係重大事項，該重大事項係在甲公司控制範圍內，且影響甲公司是否可合理確定

將行使先前於決定租賃期間時所未包含之租賃延長之選擇權。此係因相較於以與選

擇權所涵蓋期間之租賃給付類似之金額所能承租之替代資產，原始樓層對甲公司有

較大效用（因此提供較大效益）—倘若於其他建築物承租類似樓層，甲公司將因員

工在不同建築物工作而發生額外成本。因此於 20X6 年年底，因收購及計劃遷移乙

公司，甲公司作出結論：現在可合理確定將行使租賃延長之選擇權以延長其原始租

賃。 

甲公司於 20X6 年年底之增額借款利率為每年 6%，此反映甲公司以類似擔保品

借入與使用權資產價值相近之金額之 9 年期借款（同一貨幣）之固定利率。 

於 20X6 年年底，在對租賃期間變動作會計處理前，租賃負債為$558,487（剩餘

四年每年給付$150,000 之現值，以每年 5%之原始利率折現）。利息費用$26,595 係於

20X6 年認列。甲公司之使用權資產為$504,471。 

甲公司按四年之租賃給付$150,000 及之後五年之租賃給付$165,000 之現值（以

修正後折現率每年 6%折現），再衡量租賃負債為$1,134,521［（$150,000×（1＋P3,6%））

＋（$165,000×（1＋P4,6%））×p4,6%］。甲公司之租賃負債增加$576,034，即為再衡量

後之負債$1,134,521 與其先前帳面金額$558,487 間之差額。為反映額外使用權之成

本，對使用權資產所作之相應調整認列如下： 

20X6/12/31 使用權資產 576,034  

   租賃負債  576,034 

 說明：認列租賃負債再衡量之金額，並相應調整使用權資產。 

甲公司之使用權資產帳面金額於再衡量後為$1,080,505（$504,471+$576,034）。

自 20X7 年年初開始，甲公司以修正後折現率每年 6%計算租賃負債之利息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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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7 年至 20Y5 年之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如下： 

  租賃負債  使用權資產 

年度  

期初 

餘額 

 租賃 

給付 

 6%利息 

費用 

 期末 

餘額 
 

期初 

餘額 

 折舊 

費用 

 期末 

餘額 

  

A  B  C=（A＋

B）×6% 

 D=A＋B

＋C 
 

     

20X7 
 

1,134,521  (150,000)  59,071  1,043,592 
 

1,080,505  (120,056)  960,449 

20X8 
 

1,043,592  (150,000)  53,616  947,208 
 

960,449  (120,056)  840,393 

20X9 
 

947,208  (150,000)  47,832  845,040 
 

840,393  (120,056)  720,337 

20Y0 
 

845,040  (150,000)  41,702  736,742 
 

720,337  (120,056)  600,281 

20Y1 
 

736,742  (165,000)  34,305  606,047 
 

600,281  (120,056)  480,225 

20Y2 
 

606,047  (165,000)  26,463  467,510 
 

480,225  (120,056)  360,169 

20Y3 
 

467,510  (165,000)  18,151  320,661 
 

360,169  (120,056)  240,113 

20Y4 
 

320,661  (165,000)  9,339 1 165,000 
 

240,113  (120,056)  120,057 

20Y5 
 

165,000  (165,000)  —  — 
 

120,057  (120,057) 1 — 

1 含尾差調整。 

釋例十四釋例十四釋例十四釋例十四 承租人之會計處理承租人之會計處理承租人之會計處理承租人之會計處理————取決於某項指數之變動租賃給取決於某項指數之變動租賃給取決於某項指數之變動租賃給取決於某項指數之變動租賃給

付付付付（（（（IFRS16.26-IFRS16.28、、、、IFRS16.36-IFRS16.39

及及及及 IFRS16.42-IFRS16.43）））） 

甲公司於 20X1 年 1 月 1 日簽訂一 6 年期不動產租賃合約，每年租賃給付為

$100,000，於每年年初支付。該合約中明定，租賃給付係以過去 24 個月消費者物價

指數之增加為基礎，每兩年增加一次。20X1 年 1 月 1 日之消費者物價指數為 125，

假設並未發生任何原始直接成本且租賃隱含利率並非容易確定。甲公司增額借款利

率為每年 5%，此反映甲公司以類似擔保品借入與使用權資產價值相近之金額之 6

年期借款（同一貨幣）之固定利率。 

於 20X1 年 1 月 1 日，甲公司支付第一年之租賃給付$100,000，並按剩餘之 5 年

每年給付$100,000 之現值（以每年 5%之利率折現），衡量租賃負債為$432,948

（$100,000×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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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公司原始認列與該租賃有關之資產及負債如下： 

20X1/1/1 使用權資產 532,948  

 租賃負債  432,948 

 現金  100,000 

 說明：認列使用權資產、租賃負債及第一年之租賃給付。 

甲公司預期於租賃期間平均耗用使用權資產之未來經濟效益，因此對使用權資

產按直線基礎提列折舊。 

甲公司於 20X1 年底之相關分錄如下： 

20X1/12/31 利息費用 21,647  

 租賃負債  21,647 

 說明：認列利息費用$21,647（$432,948×5%）並增加租賃負債帳面金

額。 

    

20X1/12/31 折舊 88,825  

 累計折舊—使用權資產  88,825 

 說明：認列使用權資產之折舊金額$88,825（$532,948÷6）。 

甲公司於 20X2 年之相關分錄如下： 

20X2/1/1 租賃負債 100,000  

 現金  100,000 

 說明：支付租賃給付$100,000並減少租賃負債帳面金額。 

    

20X2/12/31 利息費用 17,730 
 

 租賃負債  17,730 

 說明：認列利息費用$17,730［（$432,948＋$21,647－$100,000）×5%］

並增加租賃負債帳面金額。 

    

20X2/12/31 折舊 88,825 
 

 累計折舊─使用權資產  88,825 

 說明：認列使用權資產之折舊金額$88,825（$532,948÷6）。 

於 20X3 年年初，在對未來租賃給付之變動（因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作會計

處理前，以及支付 20X3 年之租賃給付前，租賃負債為$372,325（以每年 5%之利率

將四年每年給付$100,000 折現之現值=$100,000×（1＋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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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X3 年年初，消費者物價指數為 135。 

20X3 年之租賃給付依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為$108,000（$100,000×135÷125）。

因為用於決定未來租賃給付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導致該等給付有變動，甲公司依

IFRS16 第 42 段之規定再衡量租賃負債以反映修正後租賃給付，亦即租賃負債現在

反映四年之每年租賃給付$108,000。 

於 20X3 年年初，甲公司按四年每年租賃給付$108,000 之現值（以每年 5%之原

折現率折現），再衡量租賃負債為$402,111（$108,000×（1＋P3,5%））。承租人之租賃

負債增加$29,786，即再衡量後之負債$402,111 與其先前帳面金額$372,325 間之差額。

甲公司於 20X3 年之相關分錄如下： 

20X3/1/1 使用權資產 29,786  

 租賃負債  29,786 

 說明：認列租賃負債再衡量之金額，並相應調整使用權資產。 

    

20X3/1/1 租賃負債 108,000  

 現金  108,000 

 說明：支付第三年之租賃給付$108,000並減少租賃負債帳面金額。 

    

20X3/12/31 利息費用 14,706 
 

 租賃負債  14,706 

 說明：認列利息費用$14,706［（$402,111－$108,000）×5%］並增加租賃

負債帳面金額。 

    

20X3/12/31 折舊 96,271 
 

 累計折舊─使用權資產  96,271 

 說明：認列使用權資產之折舊金額$96,271［（$355,298＋$29,786）÷4］。 

釋例十五釋例十五釋例十五釋例十五 承租人之會計處理承租人之會計處理承租人之會計處理承租人之會計處理————非取決於指數或費率之變動非取決於指數或費率之變動非取決於指數或費率之變動非取決於指數或費率之變動

租賃給付租賃給付租賃給付租賃給付（（（（IFRS16.26-IFRS16.28、、、、IFRS16.36、、、、

IFRS16.38及及及及 IFRS16.B42）））） 

甲公司於 20X1 年 1 月 1 日簽訂一 3 年期不動產租賃合約，每年租賃給付係按

該不動產於 20X1 年所產生銷售金額之 10%計算，並於隔年 2 月 1 日支付。甲公司

於 20X1 年因該不動產所產生之銷售金額為$1,500,000，故甲公司於 20X1 年年底確

定於租賃期間每年應支付之租賃給付為$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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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租賃開始日租賃隱含利率並非容易確定，甲公司增額借款利率為每年 5%，

此反映甲公司以類似擔保品借入與使用權資產價值相近之金額之 3 年期借款（同一

貨幣）之固定利率。甲公司預期於租賃期間平均耗用使用權資產之未來經濟效益，

因此對使用權資產按直線基礎提列折舊。 

於 20X1 年 1 月 1 日，該變動租賃給付係與未來銷售金額連結，而未符合租賃

給付之定義。因此，該等給付不計入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之原始衡量中。甲公司

於 20X1 年之相關分錄如下： 

【案一】 

20X1/12/31 租金支出 150,000  

 應付租金  150,000 

 說明：認列第一年與銷售金額連結之變動租賃給付。 

    

20X1/12/31 使用權資產 278,912  

 租賃負債  278,912 

 說明：與不動產所產生銷售金額連結之變動租賃給付，其變動性於X1

年底消除，致X2年至X3年之租賃給付成為實質固定給付，故認

列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278,912（$150,000×P2,5%）。 

 

【案二】 

20X1/12/31 使用權資產 428,912  

 租賃負債  428,912 

 說明：與不動產所產生銷售金額連結之變動租賃給付，其變動性於X1

年底消除，致X1年至X3年之租賃給付於X1年年底成為實質固定

給付，故認列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金額$428,912［150,000×

（1+P2,5%）］。 

    

20X1/12/31 折舊 142,971  

 累計折舊  142,971 

 說明：認列使用權資產之折舊金額$142,971（$428,912÷3）。 

釋例十六釋例十六釋例十六釋例十六 分類為融資租賃之轉租分類為融資租賃之轉租分類為融資租賃之轉租分類為融資租賃之轉租（（（（IFRS16.68及及及及 IFRS16.B58）））） 

主租賃—甲公司（轉租出租人）與乙公司（主租賃出租人）於 20X1 年 1 月 1 日簽

訂 5 年期之租賃合約以承租 50 坪辦公室空間（主租賃），每年租賃給付為$300,000，

於每年年底支付。假設租賃隱含利率並非容易確定，甲公司增額借款利率為每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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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租—於 20X3 年年初，甲公司（轉租出租人）將主租賃 50 坪辦公室空間於剩餘三

年轉租予丙公司（轉租承租人），每年租賃給付為$350,000，於每年年底支付。甲

公司以轉租時該使用權資產之公允價值計算，決定該轉租之租賃隱含利率為 7%。 

20X1 年至 20X2 年之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如下： 

  租賃負債  使用權資產 

年度  

期初 

餘額 

 租賃 

給付 

 6%利息 

費用 

 期末 

餘額 
 

期初 

餘額 

 折舊 

費用 

 期末 

餘額 

  

A  B  C=A×6%  D=A＋B

＋C 
 

     

20X1 
 

1,263,709  (300,000)  75,823  1,039,532 
 

1,263,709  (252,742)  1,010,967 

20X2 
 

1,039,532  (300,000)  62,372  801,904 
 

1,010,967  (252,742)  758,225 

甲公司對轉租之分類係根據主租賃所產生之使用權資產。甲公司考量 IFRS16

第 61 至 66 段之規定後，將該轉租分類為融資租賃。 

甲公司於轉租之租賃開始日應除列與主租賃有關之使用權資產（移轉予轉租承

租人者），並認列轉租投資淨額，且將使用權資產與轉租投資淨額間之差額認列於

損益。相關分錄如下： 

20X3/1/1 應收融資租賃款 1,050,000  

 累計折舊—使用權資產 505,484  

 融資租賃之未賺得融資收益  131,489 

 使用權資產轉租利益  160,286 

 使用權資產  1,263,709 

 說明：除列與主租賃有關之使用權資產之成本$1,263,709及累計折舊

$505,484（ $1,263,709×2/5），並認列轉租之應收融資租賃款

$1,050,000（$350,000×3）及融資租賃之未賺得融資收益$131,489

（ $1,050,000－ $350,000×P3,7%），且將轉租投資淨額 $918,511

（$1,050,000－$131,489）與使用權資產淨額$758,225間之差額

$160,286認列於利益。 

於 20X3 年年底，甲公司認列主租賃之利息費用，並同時認列轉租之利息收入。

相關分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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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3/12/31 利息費用 48,114  

 租賃負債  48,114 

 說明：認列主租賃之利息費用$48,114（$801,904×6%）並增加租賃負

債帳面金額。 

    

    

20X3/12/31 租賃負債 300,000  

 現金  300,000 

 說明：認列主租賃所支付之租賃給付$300,000並減少租賃負債帳面金額。 

    

20X3/12/31 融資租賃之未賺得融資收益 64,296  

 利息收入  64,296 

 說明：認列轉租之利息收入$64,296（$918,511×7%）。 

    

20X3/12/31 現金 350,000  

 應收融資租賃款  350,000 

 說明：認列轉租所收取之租賃給付$350,000。 

釋例十七釋例十七釋例十七釋例十七 分類為營業租賃之轉租分類為營業租賃之轉租分類為營業租賃之轉租分類為營業租賃之轉租（（（（IFRS16.B58）））） 

主租賃—甲公司（轉租出租人）與乙公司（主租賃出租人）簽訂 7 年期之租賃合約

以承租 60 坪辦公室空間（主租賃）。 

轉租—於主租賃開始日，甲公司（轉租出租人）將該 60 坪辦公室空間轉租予丙公司

（轉租承租人），為期兩年。 

甲公司對轉租之分類係根據主租賃所產生之使用權資產。甲公司考量 IFRS16

第 61 至 66 段之規定後，將轉租分類為營業租賃。 

甲公司簽訂轉租時，甲公司於其財務狀況表保留與主租賃有關之租賃負債及使

用權資產。 

於轉租期間，甲公司認列使用權資產之折舊費用及租賃負債之利息，並認列來

自轉租之租賃收益。 

釋例十八釋例十八釋例十八釋例十八 租賃修改租賃修改租賃修改租賃修改————屬單獨租賃之修改屬單獨租賃之修改屬單獨租賃之修改屬單獨租賃之修改（（（（IFRS16.44）））） 

甲公司於 20X1 年 1 月 1 日簽訂一 10 年期之租賃合約以承租 100 坪之辦公室空

間。於 20X5 年 10 月，甲公司與出租人同意修改原始租賃，於 20X6 年 1 月 1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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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承租同棟建築物中 150 坪之辦公室空間 5 年，每年租賃給付額外增加$500,000，

於每年年初支付。此額外空間於 20X6 年 1 月 1 日起可供甲公司使用。租賃對價總

額之增加相當於新 150 坪辦公室空間之現時市場費率並調整甲公司取得之折扣（該

折扣反映出租人並未發生但假若將同一空間出租予新租戶則會發生之成本，例如行

銷成本）。假設租賃隱含利率並非容易確定，甲公司之增額借款利率於 20X6 年 1

月 1 日為每年 6%。 

依 IFRS16 第 44 段之規定，甲公司將該修改以單獨租賃處理，與 10 年期之原始

租賃分別處理。此係因該修改授與甲公司額外之標的資產使用權，且租賃增加之對

價相當於額外使用權之調整後（為反映該合約之情況）單獨價格。於此例中，額外

標的資產係新 150 坪辦公室空間。 

據此，於新租賃之開始日（20X6 年 1 月 1 日），甲公司認列與額外 150 坪辦公

室空間之租賃有關之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甲公司並不因為該修改而對 100 坪辦

公室空間之原始租賃之會計處理作任何調整。甲公司於新租賃之開始日認列相關資

產及負債如下： 

20X6/1/1 使用權資產 2,232,553  

 租賃負債  2,232,553 

 說明：認列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2,232,553［$500,000×（1＋P4,6%）］。 

釋例十九釋例十九釋例十九釋例十九 租賃修改租賃修改租賃修改租賃修改————藉由延長合約租賃期間而增加租賃範藉由延長合約租賃期間而增加租賃範藉由延長合約租賃期間而增加租賃範藉由延長合約租賃期間而增加租賃範

圍之修改圍之修改圍之修改圍之修改（（（（IFRS16.44-IFRS16.46）））） 

甲公司於20X1年1月1日簽訂一10年期之租賃合約以承租300坪辦公室空間。

每年租賃給付為$5,000,000，於每年年底支付。假設租賃隱含利率並非容易確定。於

開始日之甲公司增額借款利率為每年 6%。於 20X7 年年初，甲公司與出租人同意以

延長合約租賃期間四年之方式修改原始租賃。每年之租賃給付不變（亦即自第 7 年

至第 14 年，每年年底支付$5,000,000）。於 20X7 年年初之甲公司增額借款利率為

每年 7%。 

於修改生效日（20X7 年年初），甲公司基於下列各項再衡量租賃負債：(1)八

年之剩餘租賃期間，(2)每年給付$5,000,000 及(3)甲公司增額借款利率每年 7%。修

改後租賃負債等於$29,856,493（$5,000,000×P8,7%）。修改前刻之租賃負債（包括認

列至 20X6 年年底之利息費用）為$17,325,528（$5,000,000×P4,6%）。依 IFRS16 第 46

段之規定，甲公司將修改後租賃負債之帳面金額與修改前刻租賃負債之帳面金額間

之差額（$12,530,965）認列為使用權資產之調整。相關分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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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7/1/1 使用權資產 12,530,965  

 租賃負債  12,530,965 

 說明：再衡量租賃負債，並相應調整使用權資產。 

    

20X7/12/31 折舊 3,406,392  

 累計折舊—使用權資產  3,406,392 

 說明：認列使用權資產之折舊金額$3,406,392［（$5,000,000×P10,6%×4/10）

+12,530,965］÷8。 

    

20X7/12/31 利息費用 2,089,955 
 

 租賃負債  2,089,955 

 說明：認列利息費用$2,089,955（$29,856,493×7%）並增加租賃負債帳

面金額。 

    

20X7/12/31 租賃負債 5,000,000  

 現金  5,000,000 

 說明：認列所支付之租賃給付$5,000,000 並減少租賃負債帳面金額。 

釋 例 二 十釋 例 二 十釋 例 二 十釋 例 二 十  租 賃 修 改租 賃 修 改租 賃 修 改租 賃 修 改 ———— 減 少 租 賃 空 間 之 修 改減 少 租 賃 空 間 之 修 改減 少 租 賃 空 間 之 修 改減 少 租 賃 空 間 之 修 改

（（（（IFRS16.44-IFRS16.46）））） 

甲公司於 20X1年 1月 1日簽訂一 10年期之租賃合約以承租 20坪辦公室空間。

每年租賃給付為$300,000，於每年年底支付。假設租賃隱含利率並非容易確定。於

開始日（20X1 年 1 月 1 日）之甲公司增額借款利率為每年 6%。於 20X6 年 1 月 1

日，甲公司與出租人同意修改原始租賃，自 20X6 年 3 月 31 日將空間減少至僅有原

始空間之 10 坪。每年之固定租賃給付（自第 6 年至第 10 年）為$180,000。於 20X6

年 1 月 1 日之甲公司增額借款利率為每年 5%。 

於修改生效日（20X6 年 1 月 1 日），甲公司依 IFRS16 第 45 段之規定，基於下

列各項再衡量租賃負債：(1)五年之剩餘租賃期間(2)每年給付$180,000 及(3)甲公司增

額借款利率每年 5%。再衡量後之租賃負債為$779,306（$180,000×P5,5%）。 

依 IFRS16 第 46 段(a)之規定，對減少租賃範圍之租賃修改，減少使用權資產之

帳面金額以反映租賃之部分或全面終止。該租賃修改使甲公司之租賃空間從 20 坪減

少至 10 坪，甲公司經評估後決定以剩餘租賃空間佔原始租賃空間之比例（亦即 10

坪/20 坪）為基礎衡量剩餘使用權資產，並減少使用權資產帳面金額。修改前使用權

資產之帳面金額$1,104,013（$300,000×P10,6%×5/10）之 50%為$552,007。修改前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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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之帳面金額$1,263,709（$300,000×P5,6%）之 50%為$631,855。因此，甲公司減少

使用權資產帳面金額$552,007，並減少租賃負債帳面金額$631,855。對減少範圍之租

賃修改，甲公司依 IFRS16 第 46 段(a)之規定於修改生效日（20X6 年 1 月 1 日）將

租賃負債減少數與使用權資產減少數間之差額$79,848（$631,855－$552,007）認列

為損益中之利益。相關分錄如下： 

方法一方法一方法一方法一 減少使用權資產減少使用權資產減少使用權資產減少使用權資產 

20X6/1/1 租賃負債 631,855  

 使用權資產  552,007 

 租賃修改利益  79,848 

 說明：認列租賃修改利益$79,848。 

方法二方法二方法二方法二 按比例減少使用權資產及累計折舊按比例減少使用權資產及累計折舊按比例減少使用權資產及累計折舊按比例減少使用權資產及累計折舊 

20X6/1/1 租賃負債 631,855  

 累計折舊—使用權資產 552,006  

 使用權資產  1,104,013 

 租賃修改利益  79,848 

 說明：認列租賃修改利益$79,848。 

註：IFRS16 並未明確規定記錄使用權資產帳面金額減少時使用之會計項目，上述兩種方法對於

資產、負債及損益淨額之影響相同。 

對所有其他之租賃修改，甲公司依 IFRS16 第 46 段(b)之規定，將剩餘租賃負債

$631,855 與修改後租賃負債$779,306 間之差額$147,451 認列為使用權資產之調整，

以反映對租賃所支付對價之變動及修正後折現率。相關分錄如下： 

20X6/1/1 使用權資產 147,451  

 租賃負債  147,451 

 說明：再衡量租賃負債，並相應調整使用權資產。 

  

20X6/12/31 折舊費用 139,891  

 累計折舊—使用權資產  139,891 

 說明：認列使用權資產之折舊金額$139,891［（$1,104,013/2+147,451）

÷5］。 

  

20X6/12/31 利息費用 38,965  

 租賃負債  38,965 

 說明：認列利息費用$38,965（$779,306×5%）並增加租賃負債帳面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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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6/12/31 租賃負債 180,000  

 現金  180,000 

 說明：支付租賃給付$180,000 並減少租賃負債帳面金額。 

釋例二十一釋例二十一釋例二十一釋例二十一 租賃修改租賃修改租賃修改租賃修改————增加租賃空間及減少租賃期間之修增加租賃空間及減少租賃期間之修增加租賃空間及減少租賃期間之修增加租賃空間及減少租賃期間之修

改改改改（（（（IFRS16.44-IFRS16.46）））） 

甲公司於 20X1年 1月 1日簽訂一 10年期之租賃合約以承租 200坪辦公室空間。

每年租賃給付為$1,000,000，於每年年底支付。假設租賃隱含利率並非容易確定。於

開始日（20X1 年 1 月 1 日）之甲公司增額借款利率為每年 6%。於 20X6 年 1 月 1

日，甲公司與出租人同意修改原始租賃為(1)自 20X6 年年初，額外承租同棟建築物

之 150 坪之空間及(2)租賃期間自 10 年減少至 8 年。對該 350 坪之每年固定給付為

$1,500,000，於每年年底支付（第 6 年起至第 8 年）。於 20X6 年 1 月 1 日之甲公司

增額借款利率為每年 7%。 

範圍增加 150 坪空間之對價並非相當於增加範圍之調整後單獨價格（反映該合

約情況而調整）。因此，甲公司不將新增對額外 150 坪空間之使用權之範圍增加以

單獨租賃處理。 

與此租賃有關之修改前使用權資產及修改前租賃負債如下： 

  租賃負債租賃負債租賃負債租賃負債  使用權資產使用權資產使用權資產使用權資產 

年年年年  

期初期初期初期初 

餘額餘額餘額餘額 

 6%利息利息利息利息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租賃租賃租賃租賃 

給付給付給付給付 

 期末期末期末期末 

餘額餘額餘額餘額  

期初期初期初期初 

餘額餘額餘額餘額 

 折舊折舊折舊折舊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期末期末期末期末 

餘額餘額餘額餘額 

X1  $7,360,087  $441,605  ($1,000,000)  $6,801,692  $7,360,087  ($736,009)  $6,624,078 

X2  6,801,692  408,102  (1,000,000)  6,209,794  6,624,078  (736,009)  5,888,069 

X3  6,209,794  372,588  (1,000,000)  5,582,382  5,888,069  (736,009)  5,152,060 

X4  5,582,382  334,943  (1,000,000)  4,917,325  5,152,060  (736,009)  4,416,051 

X5  4,917,325  295,040  (1,000,000)  4,212,365  4,416,051  (736,009)  3,680,042 

X6  4,212,365        3,680,042     

甲公司於修改生效日（20X6 年 1 月 1 日）依 IFRS16 第 45 段之規定，基於下列

各項再衡量租賃負債：(1)三年之剩餘租賃期間(2)每年給付$1,500,000 及(3)甲公司增

額借款利率每年 7%。修改後租賃負債等於 $3,936,474，其中 (1)$1,312,158

（$500,000×P3,7%）係與自 20X6 年起至 20X8 年每年租賃給付之增加$500,000 有關，

而(2)$2,624,316（$1,000,000×P3,7%）係與 20X6 年起至 20X8 年剩餘三年每年租賃給

付$1,000,000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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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期間之減少 

依 IFRS16 第 46 段(a)之規定，對減少租賃範圍之租賃修改，應減少使用權資產

之帳面金額以反映租賃之部分或全面終止。於修改生效日（20X6 年 1 月 1 日），修

改前使用權資產之帳面金額為$3,680,042。甲公司經評估後決定以原始 200 坪辦公室

空間之剩餘使用權資產（亦即剩餘三年租賃期間而非原始五年租賃期間）為基礎，

按比例減少使用權資產帳面金額。原始 200 坪辦公室空間之剩餘使用權資產之帳面

金額為$2,208,025（亦即$3,680,042÷5×3 年）。 

於修改生效日（20X6 年 1 月 1 日），修改前租賃負債之帳面金額為$4,212,365。

原始 200 坪辦公室空間之剩餘租賃負債為$2,673,012（亦即三年之每年租賃給付

$1,000,000 按原始折現率每年 6%折現後之現值）。 

因此，甲公司減少使用權資產帳面金額$1,472,017（$3,680,042－$2,208,025），

並減少租賃負債帳面金額$1,539,353（$4,212,365－$2,673,012）。對減少範圍之租賃

修改，甲公司依 IFRS16 第 46 段(a)之規定於修改生效日（20X6 年 1 月 1 日），將

租賃負債減少數與使用權資產減少數間之差額（$1,539,353－$1,472,017＝$67,336）

認列為損益中之利益。相關分錄如下： 

方法一方法一方法一方法一 減少使用權資產減少使用權資產減少使用權資產減少使用權資產 

20X6/1/1 租賃負債 1,539,353  

 使用權資產  1,472,017 

 租賃修改利益  67,336 

方法二方法二方法二方法二 按比例減少使用權資產及累計折舊按比例減少使用權資產及累計折舊按比例減少使用權資產及累計折舊按比例減少使用權資產及累計折舊 

20X6/1/1 租賃負債 1,539,353  

 累計折舊—使用權資產 1,472,018  

 使用權資產  2,944,035 

 租賃修改利益  67,336 

註：IFRS16 並未明確規定記錄使用權資產帳面金額減少時使用之會計項目，上述兩種方法對於

資產、負債及損益淨額之影響相同。 

甲公司於修改生效日（20X6 年 1 月 1 日）依 IFRS16 第 46 段(b)之規定，對所

有其他之租賃修改，將再衡量剩餘租賃負債之影響數$48,696（$2,673,012－

$2,624,316）認列為使用權資產之調整，以反映修正後折現率每年 7%。相關分錄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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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6/1/1 租賃負債 48,696  

 使用權資產  48,696 

承租空間之增加 

甲公司於承租額外 150 坪空間之開始日（20X6 年 1 月 1 日）依 IFRS16 第 46

段(b)之規定，將與增加範圍有關之租賃負債增加$1,312,158（亦即三年之每年租賃

給付$500,000 按修正後利率每年 7%折現後之現值）認列為使用權資產之調整。相關

分錄如下： 

20X6/1/1 使用權資產 1,312,158  

 租賃負債  1,312,158 

關於修改後租賃，修改後使用權資產及修改後租賃負債如下。 

  租賃負債租賃負債租賃負債租賃負債  使用權資產使用權資產使用權資產使用權資產 

年年年年  

期初期初期初期初 

餘額餘額餘額餘額 

 7%利息利息利息利息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租賃租賃租賃租賃 

給付給付給付給付 

 期末期末期末期末 

餘額餘額餘額餘額  

期初期初期初期初 

餘額餘額餘額餘額 

 折舊折舊折舊折舊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期末期末期末期末 

餘額餘額餘額餘額 

X6  $3,936,474  $275,553  ($1,500,000)  $2,712,027  $3,471,487  ($1,157,162)  $2,314,325 

X7  2,712,027  189,842  (1,500,000)  1,401,869  2,314,325  (1,157,162)  1,157,163 

X8  1,401,869  98,131  (1,500,000)  －  1,157,163  (1,157,163) 1 － 

1 含尾差調整。 

釋例二十二釋例二十二釋例二十二釋例二十二  僅 有 對 價 變 動 之 租 賃 修 改僅 有 對 價 變 動 之 租 賃 修 改僅 有 對 價 變 動 之 租 賃 修 改僅 有 對 價 變 動 之 租 賃 修 改 ———— 承 租 人承 租 人承 租 人承 租 人

（（（（IFRS16.44-IFRS16.46）））） 

甲公司於 20X1 年 1 月 1 日簽訂一 10 年期之租賃合約以承租 20 坪辦公室空間。

於 20X6 年 1 月 1 日，甲公司與出租人同意修改原始租賃，於剩餘五年將租賃給付

自每年$200,000 降低至每年$190,000。假設租賃隱含利率並非容易確定。於開始日

（20X1 年 1 月 1 日）之甲公司增額借款利率為每年 6%。於 20X6 年 1 月 1 日之甲

公司增額借款利率為每年 7%。每年租賃給付於每年年底支付。 

於修改生效日（20X6 年 1 月 1 日），甲公司基於下列各項再衡量租賃負債：(1)

五年之剩餘租賃期間(2)每年給付$190,000 及(3)甲公司增額借款利率每年 7%。甲公

司將修改後負債之帳面金額$779,038（$190,000×P5,7%）與修改前刻租賃負債之帳面

金額$842,473（$200,000×P5,6%）間之差額$63,435 認列為使用權資產之調整。相關分

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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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6/1/1 租賃負債 63,435  

 使用權資產  63,435 

 說明：再衡量租賃負債，並相應調整使用權資產。 

    

20X6/12/31 利息費用 54,533  

 租賃負債  54,533 

 說明：認列利息費用$54,533（$779,038×7%）並增加租賃負債帳面

金額。 

 
 

 

20X6/12/31 租賃負債 190,000  

 現金  190,000 

 說明：支付租賃給付$190,000 並減少租賃負債帳面金額。 

    

20X6/12/31 折舊 134,515  

 累計折舊—使用權資產  134,515 

 說明：認列使用權資產之折舊金額$134,515［（$1,472,017×5/10－

63,435）÷5］。 

釋例二十三釋例二十三釋例二十三釋例二十三  融資租賃融資租賃融資租賃融資租賃－－－－出租人非屬製造商或經銷商出租人非屬製造商或經銷商出租人非屬製造商或經銷商出租人非屬製造商或經銷商

（（（（IFRS16.67-IFRS16.70、、、、IFRS16.75-IFRS16.77

及及及及 IFRS16.89-IFRS16.94）））） 

情況一情況一情況一情況一 出租人非出租人非出租人非出租人非屬製造商或經銷商屬製造商或經銷商屬製造商或經銷商屬製造商或經銷商 

乙公司與甲公司簽訂租賃合約，乙公司自 20X1 年 1 月 1 日將機器一部出租予

甲公司，租期 4 年，每年 1 月 1 日給付租金$357,143，租期屆滿時該機器之未保證

殘值為$350,000。該租賃合約經乙公司評估係屬融資租賃。乙公司為安排該租賃，

發生增額且直接可歸屬之佣金支出$237,370，20X1 年 1 月 1 日之資產帳面金額及公

允價值均為$1,200,000。乙公司之相關分錄如下（為簡化起見，本釋例不考慮應收融

資租賃款之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20X1/1/1 應收融資租賃款 1 1,778,572  

 出租資產  1,200,000 

 現金  237,370 

 融資租賃之未賺得融資收益  341,202 

 說明： 

1. 租賃投資總額（應收融資租賃款）＝$357,143×4+$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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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572。 

2. 租 賃 投 資 淨 額 ＝ $357,143× （ 1+P3,12% ） +$350,000×p4,12% ＝

$1,437,370。 

3. 未賺得融資收益＝租賃投資總額$1,778,572－租賃投資淨額

$1,437,370＝$341,202。 

1 會計項目請參照證交所「一般行業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會計項目及代碼」，企業依實際情

況區分為#119C「應收融資租賃款」（屬流動資產）與#194E「長期應收融資租賃款」（屬非流動

資產）。 

20X1/1/1 現金 357,143  

 應收融資租賃款  357,143 

 說明：收取 20X1 年之租金$357,143。 

 

20X1/12/31 融資租賃之未賺得融資收益 129,627  

 利息收入  129,627 

 說明：各年度收款及未實現利息收入之攤銷。 

 

日期  現金（借）  應收融資租賃

款（貸） 

 

 融資租賃之未

賺得融資收益

（借） 

 利息收入

（貸） 

 租賃投資淨額 

 (1)  (2)  (3)＝期初(5)×12

％ 

 (4)＝(3)  (5)＝期初(5)－本

期(2)+本期(3) 

20X1/1/1          $1,437,370 

20X1/1/1  $357,143  $357,143      1,080,227 

20X1/12/31      $129,627  $129,627  1,209,854 

20X2/1/1 357,143  357,143      852,711 

20X2/12/31     102,325  102,325  955,036 

20X3/1/1 357,143  357,143      597,893 

20X3/12/31     71,747  71,747  669,640 

20X4/1/1 357,143  357,143      312,497 

20X4/12/31     37,503  37,503  350,000 

租賃隱含利率 i 之計算：租賃給付現值（第一期租金$357,143＋後續每期租金

$357,143×3 期利率 i 之年金現值）＋未保證殘值現值（$350,000×4 期利率 i 之複

利現值）＝標的資產公允價值$1,200,000＋出租人原始直接成本$237,370，i＝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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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公司於 20X1 年 12 月 31 日，應收融資租賃款淨額$1,209,854 中屬流動資產者

為$357,143，屬非流動資產者為$852,711（係應收融資租賃款$1,064,286 減融資租賃

之未賺得融資收益$211,575）。 

於 20X1 年度財務報表附註中之揭露： 

…  

重大租賃合約 

本公司簽有機器之出租合約，係屬融資租賃。租賃期間為 20X1 年 1 月 1 日至

20X4 年 12 月 31 日。 

1. 應收融資租賃款明細如下： 

 租賃投資 

總額 

 未賺得融

資收益 

 租賃投資

淨額 

 未保證殘

值現值 

 應收最低租

賃給付現值 

不超過一年 $  357,143  $     ─  $357,143  $     ─  $357,143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二年 357,143  38,265  318,878    318,878 

超過二年但不超過三年 707,143  173,310  533,833  249,123  284,710 

 $1,421,429  $211,575  1,209,854  $249,123  $960,731 

2. 租賃投資淨額於 20X1 年度之利息收入為$129,627。 

3. 融資租賃之未保證估計殘值為$350,000。 

註 1：企業應依 IFRS16 第 91 段之規定，以表格之格式提供 IFRS16 第 90 段所明定

之揭露，除非另一格式更為適當。 

註 2：企業應依 IFRS16 第 92 段(b)之規定揭露其就標的資產所保留權利之風險管理

策略。 

 

情況二情況二情況二情況二 沿情況一沿情況一沿情況一沿情況一，，，，乙公司乙公司乙公司乙公司（（（（出租人出租人出租人出租人））））另於另於另於另於 20X2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31日評估未保證日評估未保證日評估未保證日評估未保證

殘值應為殘值應為殘值應為殘值應為$293,221 

估計未保證殘值減少之分錄： 

20X2/12/31 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45,264  

 融資租賃之未賺得融資收益 11,515  

 應收融資租賃款  56,779 

 說明：未保證殘值估計之減少應立即認列減損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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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現金（借）  應收融資租賃

款（貸） 

 融資租賃之

未賺得融資

收益（借） 

 利息收入

（貸） 

 租賃投資淨額 

  (1)  (2)  (3)＝期初(5)×12

％ 

 (4)＝(3)  (5)＝期初(5) －本

期(2)+本期(3) 

20X3/1/1          $909,772 

20X3/1/1  $357,143  $357,143      552,629 

20X3/12/31      $66,315  $66,315  618,944 

20X4/1/1 357,143  357,143      261,801 

20X4/12/31     31,420 1 31,420  293,221 

1 含尾差調整。 

說明：利息收入應以調整後帳面金額及租賃隱含利率計算。租賃隱含利率係於租賃開

始日時已決定並維持不變。 

釋例二十四釋例二十四釋例二十四釋例二十四  融資租賃融資租賃融資租賃融資租賃 －－－－ 出租人為製造商或經銷商出租人為製造商或經銷商出租人為製造商或經銷商出租人為製造商或經銷商

（（（（IFRS16.71-IFRS16.76）））） 

沿前例，惟乙公司為製造商或經銷商，20X1 年 1 月 1 日之資產帳面金額為

$1,130,000，公允價值為$1,352,549，市場利率為 16%，則相關分錄如下： 

20X1/1/1 應收融資租賃款 1,778,572  

 銷貨成本 936,698  

 佣金支出 237,370  

 存貨－機器設備  1,130,000 

 銷貨收入  1,159,247 

 融資租賃之未賺得融資收益  426,023 

 現金  237,370 

 現金 357,143  

 應收融資租賃款  357,143 

 說明： 

1. 銷貨收入＝應收租賃給付現值$1,159,247（第一期租金$357,143＋

後續每期租金$357,143×租賃開始日市場利率16%之3年期年金現

值2.245890）或公允價值$1,352,549孰低者。 

2. 銷貨成本為帳面金額 $1,130,000－未保證殘值現值 $193,302 

（$350,000×租賃開始日市場利率16%之4年期複利現值0.552291）

＝$936,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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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收融資租賃款現值＝應收租賃給付現值$1,159,247＋未保證殘值

現值$193,302＝$1,352,549。 

 

20X1/12/31 融資租賃之未賺得融資收益 159,265  

 利息收入  159,265 

 說明：各年度收款及未實現利息收入之攤銷。 

 

日期  現金（借）  應收融資租賃

款（貸） 

 融資租賃之未

賺得融資收益

（借） 

 利息收入

（貸） 

 租賃投資淨額 

  (1)  (2)  (3)＝期初(5)×16

％ 

 (4)＝(3)  (5)＝期初(5) －本

期(2)+本期(3) 

20X1/1/1          $1,352,549 

20X1/1/1  $357,143  $357,143      995,406 

20X1/12/31      $159,265  $159,265  1,154,671 

20X2/1/1 357,143  357,143      797,528 

20X2/12/31     127,604  127,604  925,132 

20X3/1/1 357,143  357,143      567,989 

20X3/12/31     90,878  90,878  658,867 

20X4/1/1 357,143  357,143      301,724 

20X4/12/31     48,276  48,276  350,000 

釋例二十五釋例二十五釋例二十五釋例二十五 承租人為低價值租賃承租人為低價值租賃承租人為低價值租賃承租人為低價值租賃／／／／出租人為營業租賃出租人為營業租賃出租人為營業租賃出租人為營業租賃

（（（（ IFRS16.6 、、、、 IFRS16.53 、、、、 IFRS16.81 、、、、

IFRS16.89-IFRS16.92及及及及 IFRS16.95-IFRS16.97）））） 

甲公司於 20X1 年 1 月 1 日向乙公司租用機器十部，租期 2 年，並於每年 1 月 1

日給付租金$75,000，租期屆滿該機器返還乙公司。經甲公司評估，該租賃合約係屬

低價值標的資產之租賃而適用 IFRS16 第 6 段之豁免規定；乙公司評估該租賃合約係

屬營業租賃，對於租賃給付及租賃收益，甲公司及乙公司均按直線基礎於租賃期間

內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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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租賃期間相關之分錄： 

 甲公司－承租人  乙公司－出租人 

20X1/1/1 預付租金 75,000   現金 75,000  

 現金  75,000 預收租金  75,000 

20X1/12/31 租金支出 75,000   預收租金 75,000  

 預付租金  75,000  租金收入  75,000 

20X2/1/1 預付租金 75,000   現金 75,000  

 現金  75,000  預收租金  75,000 

20X2/12/31 租金支出 75,000   預收租金 75,000  

 預付租金  75,000  租金收入  75,000 

釋例二十六釋例二十六釋例二十六釋例二十六 售後租回交易售後租回交易售後租回交易售後租回交易————資產之銷售對價等於資產之公資產之銷售對價等於資產之公資產之銷售對價等於資產之公資產之銷售對價等於資產之公

允價值允價值允價值允價值（（（（IFRS16.98-IFRS16.102）））） 

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於 20X1 年 1 月 1 日以現金$9,000,000 將一建築物出售

予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該建築物於該日之公允價值為$9,000,000。於該交易前

刻，建築物帳面金額為$5,000,000（成本為$6,000,000，累計折舊為$1,000,000）。同

時，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與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簽訂合約，取得該建築物

18 年之使用權，每年給付為$600,000，於每年年底支付。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

及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依 IFRS16 第 99 段之規定，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5

號「客戶合約之收入」（以下簡稱 IFRS15）中判定何時滿足履約義務之規定，判定

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已於 20X1 年 1 月 1 日滿足 IFRS15 銷售資產之規定。據此，

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與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將該交易作為售後租回交易處

理。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將建築物之租賃分類為營業租賃。 

本釋例忽略任何原始直接成本。租賃隱含利率為每年 4.5%（甲公司可容易確定）。

每年給付之現值（18 年之給付$600,000，以每年 4.5%折現）共$7,295,995。 

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 

於租賃開始日（開始日），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對售後租回建築物所產生

之使用權資產，就該建築物之先前帳面金額，按與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所保留

之使用權有關之占比衡量，金額為$4,053,331。此計算為：$5,000,000（建築物之帳

面金額）÷$9,000,000（建築物之公允價值）×$7,295,995（18 年使用權資產折現後之

租賃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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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僅認列與已移轉予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之權利有

關之利益$757,336，該金額之計算如下。出售建築物之利益為$4,000,000（$9,000,000

－$5,000,000），包括： 

(1) 與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所保留建築物使用權有關之金額為$3,242,664

（$4,000,000÷$9,000,000×$7,295,995）；及 

(2) 與 移 轉 予 乙 公 司 （ 買 方 兼 出 租 人 ） 之 權 利 有 關 之 金 額 為 $757,336

［$4,000,000÷$9,000,000×（$9,000,000－$7,295,995）］。 

於開始日，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對該交易之會計處理如下。 

20X1/1/1 現金 9,000,000  

 使用權資產—房屋及建築成本 4,053,331  

 累計折舊—房屋及建築 1,000,000  

 房屋及建築成本  6,000,000 

 租賃負債  7,295,995 

 售後租回移轉權利利益  757,336 

 說明：認列售後租回所產生之使用權資產$4,053,331 及已移轉予乙公司

部分之利益$757,336。 

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 

於開始日，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對該交易之會計處理如下。 

20X1/1/1 房屋及建築成本 9,000,000  

 現金  9,000,000 

 說明：按公允價值$9,000,000 認列購入之建築物。 

釋例二十七釋例二十七釋例二十七釋例二十七 售後租回交易售後租回交易售後租回交易售後租回交易————資產之銷售對價高於資產之公資產之銷售對價高於資產之公資產之銷售對價高於資產之公資產之銷售對價高於資產之公

允價值允價值允價值允價值（（（（IFRS16.98-IFRS16.102）））） 

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於 20X3 年 1 月 1 日以現金$10,000,000 將一建築物出

售予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於該交易前刻，建築物帳面金額為$5,000,000（成本

為$6,000,000，累計折舊為$1,000,000）。同時，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與乙公司

（買方兼出租人）簽訂合約，取得該建築物 18 年之使用權，每年給付為$600,000，

於每年年底支付。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及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依 IFRS16

第 99 段之規定，適用 IFRS15 中判定何時滿足履約義務之規定，判定甲公司（賣方

兼承租人）已於 20X3 年 1 月 1 日滿足 IFRS15 銷售資產之規定。據此，甲公司（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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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兼承租人）與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將該交易作為售後租回交易處理。乙公司

（買方兼出租人）將該建築物之租賃分類為營業租賃。 

情況情況情況情況ㄧㄧㄧㄧ 以銷售對價之公允價值與資產公允價值間之差額以銷售對價之公允價值與資產公允價值間之差額以銷售對價之公允價值與資產公允價值間之差額以銷售對價之公允價值與資產公允價值間之差額，，，，作為按公允價作為按公允價作為按公允價作為按公允價

值衡量銷售價款之調整數值衡量銷售價款之調整數值衡量銷售價款之調整數值衡量銷售價款之調整數（（（（IFRS16.101及及及及 IFRS16.102(a)）））） 

該建築物於出售日之公允價值為$9,000,000，而當時市場年租金水準較不易確定。

因該建築物出售之對價並非公允價值，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與乙公司（買方兼

出租人）將作調整以按公允價值衡量銷售價款。售價超出建築物公允價值之金額

$1,000,000（$10,000,000－$9,000,000）係認列為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對甲公司

（賣方兼承租人）提供之額外融資。 

本釋例忽略任何原始直接成本。租賃隱含利率為每年 4.5%（甲公司可容易確定）。

每年給付之現值（18 年之給付$600,000，以每年 4.5%折現）共$7,295,995，其中

$1,000,000 與額外融資有關而$6,295,995 與租賃有關（分別相當於 18 年之每年給付

$82,237 及$517,763）。 

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 

於租賃開始日（開始日），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對售後租回建築物所產生

之使用權資產，就該建築物之先前帳面金額，按與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所保留

之使用權有關之占比衡量，金額為$3,497,775。此計算為：$5,000,000（建築物之帳

面金額）÷$9,000,000（建築物之公允價值）×$6,295,995（18 年使用權資產折現後之

租賃給付）。 

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僅認列與已移轉予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之權利有

關之利益$1,201,780，該金額之計算如下： 

所出售之建築物公允價值與帳面金額間之差額為$4,000,000（$9,000,000－

$5,000,000），包括： 

(1) 與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所保留建築物使用權有關之金額為$2,798,220

（$4,000,000÷$9,000,000×$6,295,995）；及 

(2) 與移轉予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之權利有關之金額為 $1,201,780

［$4,000,000÷$9,000,000×（$9,000,000－$6,295,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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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始日，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對該交易之會計處理如下。 

20X3/1/1 現金 10,000,000  

 使用權資產—房屋及建築成本 3,497,775  

 累計折舊—房屋及建築 1,000,000  

 房屋及建築成本  6,000,000 

 租賃負債  6,295,995 

 其他長期借款  1,000,000 

 售後租回移轉權利利益  1,201,780 

 說明：認列售後租回所產生之使用權資產$3,497,775 及已移轉予乙公司

部分之利益$1,201,780。 

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 

於開始日，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對該交易之會計處理如下。 

20X3/1/1 房屋及建築成本 9,000,000  

 長期應收款 1
 1,000,000  

 現金  10,000,000 

 說明：按公允價值$9,000,000 認列購入之建築物，並將售價高於公允

價值之金額$1,000,000（18 年之給付$82,237，以每年 4.5%折現）

認列為金融資產。 

於開始日後，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對該租賃之會計處理為，將每年給付

$600,000 中之$517,763 視為租賃給付。自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所收取之剩餘每

年給付$82,237 之會計處理為(1)所收取之給付係用以交割金融資產$1,000,000 及(2)

利息收入。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於 20X3 年年底之分錄如下： 

20X3/12/31 現金 600,000  

 長期應收款 1  37,237 

 利息收入  45,000 

 租金收入  517,763 

 說明：認列租金收入$517,763 及利息收入$45,000（$1,000,000×4.5%），

並交割金融資產$37,237（$600,000－$517,763－$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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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二情況二情況二情況二 以合約租賃給付之現值與按市場費率之租賃給付之現值間之差以合約租賃給付之現值與按市場費率之租賃給付之現值間之差以合約租賃給付之現值與按市場費率之租賃給付之現值間之差以合約租賃給付之現值與按市場費率之租賃給付之現值間之差

額額額額，，，，作為按公允價值衡量銷售價款之調整數作為按公允價值衡量銷售價款之調整數作為按公允價值衡量銷售價款之調整數作為按公允價值衡量銷售價款之調整數（（（（IFRS16.101 及及及及

IFRS16.102(b)）））） 

該建築物於出售日之公允價值不易確定，當時市場年租金水準為$550,000，因

合約之租賃給付每年$600,000 並非市場費率。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與乙公司（買

方兼出租人）將作調整以按公允價值衡量銷售價款。合約租金現值$7,295,995

（$600,000×P18,4.5%）與市場行情租金現值$6,687,995（$550,000×P18,4.5%）間之差額

$608,000 係認列為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對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提供之額外

融資。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建築物銷售價款為$9,392,000（$10,000,000－$608,000）。 

本釋例忽略任何原始直接成本。租賃隱含利率為每年 4.5%（甲公司可容易確定）。

每年給付之現值（18 年之給付$600,000，以每年 4.5%折現）共$7,295,995，其中

$608,000 與額外融資有關而$6,687,995 與租賃有關（分別相當於 18 年之每年給付

$50,000 及$550,000）。 

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 

於開始日，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對售後租回建築物所產生之使用權資產，

就該建築物之先前帳面金額，按與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所保留之使用權有關之

占比衡量，金額為$3,560,474。此計算為：$5,000,000（建築物之帳面金額）÷$9,392,000

（建築物之公允價值）×$6,687,995（18 年使用權資產折現後之租賃給付）。 

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僅認列與已移轉予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之權利有

關之利益$1,264,479，該金額之計算如下： 

所出售之建築物公允價值與帳面金額間之差額為$4,392,000（$9,392,000－

$5,000,000），包括： 

(1) 與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所保留建築物使用權有關之金額為$3,127,521

（$4,392,000÷$9,392,000×$6,687,995）；及 

(2) 與移轉予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之權利有關之金額為 $1,264,479

［$4,392,000÷$9,392,000×（$9,392,000－$6,687,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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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始日，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對該交易之會計處理如下。 

20X3/1/1 現金 10,000,000  

 使用權資產—房屋及建築成本 3,560,474  

 累計折舊—房屋及建築 1,000,000  

 房屋及建築成本  6,000,000 

 租賃負債  6,687,995 

 其他長期借款  608,000 

 售後租回移轉權利利益  1,264,479 

 說明：認列售後租回所產生之使用權資產$3,560,474 及已移轉予乙公司

部分之利益$1,264,479。 

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 

於開始日，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對該交易之會計處理如下。 

20X3/1/1 房屋及建築成本 9,392,000  

 長期應收款 1
 608,000  

 現金  10,000,000 

 說明：按公允價值$9,392,000 認列購入之建築物，並將售價高於公允價

值之金額$608,000（18 年之給付$50,000，以每年 4.5%折現）認

列為金融資產。 

於開始日後，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對該租賃之會計處理為，將每年給付

$600,000 中之$550,000 視為租賃給付。每年自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所收取$50,000

可區分為(1)用以交割金融資產$608,000 及(2)利息收入。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於

20X3 年年底之分錄如下： 

20X3/12/31 現金 600,000  

 長期應收款 1  22,640 

 利息收入  27,360 

 租金收入  550,000 

 說明：認列租金收入$550,000 及利息收入$27,360（608,000×4.5%），

並交割金融資產$22,640（$600,000－$550,000－$27,360）。 

1 此會計項目與證交所公布之「一般行業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會計項目及代碼表」一致，於

代碼表中為#1932「長期應收款」，此非屬來自於銷貨之應收帳款。 

釋例二十八釋例二十八釋例二十八釋例二十八 售後租回交易售後租回交易售後租回交易售後租回交易————資產之銷售對價低於資產之公資產之銷售對價低於資產之公資產之銷售對價低於資產之公資產之銷售對價低於資產之公

允價值允價值允價值允價值（（（（IFRS16.98-IFRS1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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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於 20X5 年 1 月 1 日以現金$8,000,000 將一建築物出售

予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於該交易前刻，建築物帳面金額為$5,000,000（成本為

$6,000,000，累計折舊為$1,000,000）。同時，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與乙公司（買

方兼出租人）簽訂合約，取得該建築物 18 年之使用權，每年給付為$600,000，於每

年年底支付。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及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依 IFRS16 第 99

段之規定，適用 IFRS15 中判定何時滿足履約義務之規定，判定甲公司（賣方兼承租

人）已於 20X5 年 1 月 1 日滿足 IFRS15 銷售資產之規定。據此，甲公司（賣方兼承

租人）與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將該交易作為售後租回交易處理。乙公司（買方

兼出租人）將該建築物之租賃分類為營業租賃。 

該建築物於出售日之公允價值為$9,000,000。因該建築物出售之對價並非公允價

值，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與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將作調整以按公允價值衡

量銷售價款。售價低於建築物公允價值之金額$1,000,000（$8,000,000－$9,000,000）

係作為預付租賃給付處理，甲公司將該建築物交易前刻之帳面金額區分為售後租回

所產生之使用權資產與移轉予乙公司之部分時，須以此差額$1,000,000 作為調整數

將銷售價格調整至公允價值$9,000,000。 

本釋例忽略任何原始直接成本。租賃隱含利率為每年 4.5%（甲公司可容易確定）。

每年給付之現值（18 年之給付$600,000，以每年 4.5%折現）共$7,295,995。 

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 

於租賃開始日（開始日），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對售後租回建築物所產生

之使用權資產，就該建築物之先前帳面金額，按與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所保留

之使用權有關之占比衡量，金額為$4,608,886。此計算為：$5,000,000（建築物之帳

面金額）÷$9,000,000（建築物之公允價值）×［$7,295,995（18 年使用權資產折現後

之租賃給付）+$1,000,000（預付租賃給付）］。 

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僅認列與已移轉予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之權利有

關之利益$312,891，該金額之計算如下： 

所出售之建築物公允價值與帳面金額間之差額為$4,000,000（$9,000,000－

$5,000,000），包括： 

(1) 與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所保留建築物使用權有關之金額為$3,687,109

［$4,000,000÷$9,000,000×（$7,295,995+$1,000,000）］；及 

(2) 與 移 轉 予 乙 公 司 （ 買 方 兼 出 租 人 ） 之 權 利 有 關 之 金 額 為 $312,891

［$4,000,000÷$9,000,000×（$9,000,000－$8,295,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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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始日，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對該交易之會計處理如下。 

20X5/1/1 現金 8,000,000  

 使用權資產—房屋及建築成本 4,608,886  

 累計折舊—房屋及建築 1,000,000  

 房屋及建築成本  6,000,000 

 租賃負債  7,295,995 

 售後租回移轉權利利益  312,891 

 說明：認列售後租回所產生之使用權資產$4,608,886 及已移轉予乙公司

部分之利益$312,891。 

甲公司（賣方兼承租人）於 20X5 年年底之相關分錄如下： 

20X5/12/31 利息費用 328,320  

 租賃負債  328,320 

 說明：認列利息費用$328,320（$7,295,995×4.5%）並增加租賃負債

帳面金額。 

20X5/12/31 租賃負債 600,000  

 現金  600,000 

 說明：支付租賃給付$600,000並減少租賃負債帳面金額。 

20X5/12/31 折舊 256,049  

 累計折舊—使用權資產  256,049 

 說明：認列使用權資產之折舊金額$256,049（$4,608,886÷18）。 

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 

於開始日，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對該交易之會計處理如下。 

20X5/1/1 房屋及建築成本 9,000,000  

 預收租金  1,000,000 

 現金  8,000,000 

 

 

  

說明：按公允價值$9,000,000 認列購入之建築物，並將售價低於公允價

值之金額$1,000,000（18 年之給付$82,237，以每年 4.5%折現）

認列為預收租金。 

於開始日後，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對該租賃之會計處理為，將每年給付

$600,000 加計預收租金$1,000,000 以直線基礎於 18 年租期內攤銷之每年攤銷數

$55,556 後，認列租金收入$655,556。乙公司（買方兼出租人）於 20X5 年年底之分

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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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5/12/31 現金 600,000  

 預收租金 55,556  

 租金收入  655,556 

 說明：將每年租金$600,000及預收租金攤銷數$55,556認列為租金收

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