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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獎酬
股份基礎給付費用之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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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條件 員工繼續服務3年

績效條件 員工繼續服務3年且未來3年每年皆達成特定銷售目標

市價條件 員工繼續服務3年且3年後企業股價達到100元

新冠疫情下，服務條件
及績效條件達成之預估

是否改變？



員工獎酬
股份基礎給付合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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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會計處理

有
利
員
工

增加權益工具公允價值 原始公允價值於剩餘期間認列。

增額公允價值：(修改後計畫與原計畫於修改日之公
允價值差)

1) 於既得期間修改者，於修改日至新既得期間認列

2) 於既得後修改，立即認列(除非要求額外服務期間，
則於新既得期間認列)

增加權益工具數量

降低市價條件

降低非市價之條件 以修正後之條件調整衡量交易金額之權益工具數量

縮短服務期間 在新既得期間內分攤



員工獎酬
庫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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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證券交易法第28-2條規定，上市、上櫃公司得經由董事會決議買回本公
司之股份，其適用目的可分為下列三類：

 轉讓給員工或作為員工認股權證行使認股權時所需之股票來源，以激
勵員工士氣留任優秀人才。

 作為附認股權公司債、附認股權特別股、可轉換公司債或可轉換特別股
轉換時所需之股票來源，使公司籌集資金管道多樣化及便利化。

 為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益，亦得以買回並銷除股份。

公司於申報預定買回本公司股份期間屆滿之即日
起算「二個月內」，得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超過二分之一同意，向本會
申報變更原買回股份之目的。



員工獎酬
庫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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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會計處理

購買庫藏
股

Dr:庫藏股票
Cr:現金

給與日 Dr:薪資支出
Cr:資本公積-員工認股權

繳款截止
日

Dr:現金
Dr:資本公積-員工認股權
Dr:保留盈餘

Cr:庫藏股票
Cr:資本公積-庫藏股票交易

Dr:資本公積-員工認股權
Cr:資本公積-已失效認股權

日期 會計處理

購買庫藏
股

Dr:庫藏股票
Cr:現金

註銷庫藏
股

Dr:股本
Dr:資本公積-發行溢價
Dr:保留盈餘

Cr:庫藏股票
Cr:資本公積-庫藏股票交易



員工獎酬
離職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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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產生義務之事項係聘僱之終止而非員工之服務，故並不提供企業
未來經濟效益，且應立即認列為費用。

 當企業認列離職福利時，可能亦須對其他員工福利之計畫修正或縮減
作會計處理。

離職福利係指於下列情況之一提供員工福利以換取對員工聘雇之終止：

(1)企業決定在正常退休日前終止對員工之聘雇；或

(2)員工決定接受企業之福利要約以換取聘雇之終止。

當企業對員工人數作重大裁減時，即發生確定福利計畫之縮減，
因而產生負數之前期服務成本(確定福利義務現值減少數)。應
於發生當期認列為利益。



員工獎酬
離職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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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福利之認列

 員工自願接受福利要約而產生之離職福利：(下列三項取早者)

 當相關重組成本已認列

 當員工接受此要約時

 當對企業撤銷要約能力之限制生效時

 企業決定終止員工聘雇而產生之離職福利：(下列二項取早者)

 當相關重組成本已認列

 企業已與受影響之員工溝通給付，並同時符合下列三條件

a) 完成計畫所需之行動顯示不太可能對計畫作重大改變

b) 計畫辨認將被終止聘僱之員工人數，其工作類別或職能及工作地
點，以及預期聘僱結束日

c) 計畫建立足夠詳細之員工可獲得之離職福利，使員工於聘僱終止
時，能判定其將收取福利之類型及金額



員工獎酬
離職福利

A公司就特定之營運據點進行業務重整，並與該據點之員工達成協議，

於20X1年9月至20X2年2月間減少該據點之員工100名。若在20X2年1月底

以前接受自願性離職方案者，每人可獲得資遺費$5,000，若於20X2年1

月底，沒有足夠員工接受自願離職方案，管理階層將會終止部分員工之

聘雇以達到縮減100人之目標。非自願離職員工，每人可獲得資遣費

$4,000。於20X1年12月31日，管理階層預期有60名員工在上述協議之期

限內接受自願離職方案。

試問，A公司於20X1年12月31日，應估列之離職給付負債金額為何?

會計問題：

A公司於20X1年底，應依照預期接受此方案之員工人數計算並認列離職

給付負債$460,000(5,000X60+4,000X40)，並應揭露若所有100名員工皆

接受自願性離職方案時，須額外支付$40,000(1,000X40))之或有負債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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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獎酬
股份基礎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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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益工具之給與若於既得期間取消或交割(除既得條件未滿足而喪失權利
致取消給與者外)：

企業應將取消或交割按加速既得處理，並立即認列於剩餘既得期間收
取之勞務原應認列之金額。。

於給與取消或交割時對員工所作之任何給付應按權益之買回處理，亦
即作為權益之減項，但該給付超過權益工具於買回日衡量之公允價值
者除外。任何此種超出之部分應認列為費用。

 企業若買回已既得之權益工具，其對員工所作給付之金額應作為權益之
減項處理，但該給付超過所買回權益工具於買回日衡量之公允價值者除
外，任何此種超出之部分應認列為費用。



財務報表表達
違反借款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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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日前違反借款合約之條款

重新考量流動與非流動負債之分類

期後至通過發布財務報表前取得免除函

IFRS:流動負債 EAS:非流動負債



金融工具
金融負債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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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合約剩餘現金流量按原始有
效利率折現之現值(A)

 原金融負債消滅，依公允
價值(市場利率)認列新金
融負債

 差額認列損益
 所發生之成本或費用認列

為損益

新合約現金流量(含所收付費用淨
額)按原始有效利率折現之現值(B)

原合約剩餘現金流量按原始有
效利率折現之現值(A)

 視為原金融負債之延續，
按原始有效利率重新計算
修改後金融負債帳面金額

 差額認列為損益
 發生之成本或費用於剩餘

期間攤銷

> 10% 重大修改 < 10% 無重大修改



金融工具
金融負債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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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甲公司於20X1年1月1日向乙銀行借款$30,000,000，利率固定為5%，

每年12月31日付息一次，該借款於20X4年12月31日到期。甲公司計

算該借款之有效利率為5%，並將其認列為長期借款。

惟甲公司於20X1年第四季因營運情況不佳，財務開始出現困難，已

無力依約按時支付借款利息。



金融工具
金融負債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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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一 債務條款修改導致原始債務合約消滅

乙銀行於20X2年1月1日同意將借款利率降為3%，到期日延至20X7年12月
31日，並免除積欠利息$1,500,000。甲公司為該金融負債修改所發生支
付予乙銀行之費用為$100,000。(當時相同條件借款之市場利率為10%)

B:$30,000,000X3%XP6,5%+$30,000,000Xp6,5%+$100,000=$27,054,585

($31,500,000-$27,054,585)/$31,500,000=14.1%>10%

日期 會計處理

20X2.1.1 Dr:應付利息 1,500,000
Dr:長期借款(舊) 30,000,000

Cr:現金 100,000
Cr:長期借款(新) 20,853,953
Cr:債務整理利益 10,546,047

$30,000,000X3%XP6,10%+$30,000,000Xp6,10%=$20,853,953

20X2.12.31 Dr:利息費用 2,085,395(20,853,953X10%)
Cr:長期借款(新) 1,185,395
Cr:現金 900,000(30,000,000X3%)



金融工具
金融負債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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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二 債務條款修改並未導致原始債務合約消滅

乙銀行於20X2年1月1日同意將借款利率降為4%，到期日不變，並免除積
欠利息$1,500,000。甲公司為該金融負債修改所發生支付予乙銀行之費
用為$100,000。

B:$30,000,000X4%XP3,5%+$30,000,000Xp3,5%+$100,000=$29,283,026

($31,500,000-$29,283,026)/$31,500,000=7.04%<10%

日期 會計處理

20X2.1.1 Dr:應付利息 1,500,000
Dr:長期借款 816,974($30,000,000-29,183,026)

Cr:修改利益 2,316,974
Dr:長期借款 100,000

Cr:現金 100,000
(重新計算之有效利率為5.125%)

20X2.12.31 Dr:利息費用 1,490,505((29,183,026-100,000)X5.125%)
Cr:長期借款(新) 290,505
Cr:現金 1,200,000(30,000,000X4%)



報導期間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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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期間後事項：
係指於報導期間結束日至通過發布財務報表日間，所發生之有利及不利
事項

報導期間後事項 定義 會計處理

報導期間後調整事項 對存在於報導期間結束日
之情況提供佐證之事項

企業應調整認列於財務報
表之金額，以反映報導期
間後調整事項

報導期間後「非」調整事
項

表徵報導期間後發生之情
況之事項

企業不得調整認列於財務
報表之金額。若屬重大，
企業應揭露1)該事項之性
質及2)其財務影響之估計
數，或無法估計之說明。



報導期間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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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31 2020/3/31 2020/12/31

2020/1/30 WHO
宣布發生國際公
共衛生緊急事件

報導期間結束日：2019/12/31
新冠疫情為報導期間後「非」調整事項

[長榮航空2019Q4財務報告]



報導期間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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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31 2020/3/31 2020/12/31

2020/1/30 WHO
宣布發生國際公
共衛生緊急事件

報導期間結束日：2020/3/31 or 2020/12/31
新冠疫情為當期事件，應持續評估其影響，包含報導期間結束日
至通過發布財務報表日間與新冠疫情及政府措施相關事件之後續
發展。



繼續經營
財務報表編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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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當局應考量COVID-19、防控措施、當地政府及銀行所採取措施等

對受查者繼續經營能力之影響

• 當有事項或情況相關之重大不確定性可能對評估企業繼續經營能力產

生重大疑慮，企業應揭露該等不確定性

• 即使期後才發生企業不再是繼續經營個體之情況時，企業亦不得按繼

續經營基礎編製財務報表



繼續經營
財務報表編製基礎

• 更新財務預算-營業收入、毛利率、防疫支出、營運資金等

• 考量各種不利情境下(包含暫時停止營業)造成之財務影響，是否

可能使企業違反借款合約條款

• 至少評估12個月流動性是否足夠

 是否有足夠現金及借款額度以滿足短期資金需求

 管理階層取得足夠資金所採取之行動方案

 是否需要與銀行、供應商、出租人及員工協商

 資本支出是否應予以遞延

 是否已向股東及政府尋求資金支援

管理階層如何評估繼續經營能力

19



繼續經營
財務報表編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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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自民國109年1月起於全球持續擴散，對本集團之營運造成

重大影響，於本報導期間關閉數個位於北美之重要銷售據點，截至民國

109年6月30日之營業收入與去年同期相較減少XX%，導致本期營業淨損

超過$XXX。由於疫情影響，本集團無法繼續符合借款合約所約定之財務

比率目標，帳列之銀行借款$XXX將於債權銀行要求還款時本集團立即具

有清償義務，致使本集團之繼續經營能力具有重大之不確定性。

為因應前述事項，本集團已進行各項籌資活動，以確保本集團有足夠資

金支應營運需求，包括與債權銀行協商還款時程，並向XX銀行取得$XXX

之新借款額度，管理當局判斷上述措施可消除無法繼續經營之重大疑慮，

因此本財務報告係以繼續經營假設基礎編制。

揭露釋例- 繼續經營具重大不確定性



繼續經營
財務報表編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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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飯店集團因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營收大幅下滑，於民國109年3
月25日(發布財務報表日之前)決定結束營業。試問此結束營業之事項，
是否為民國108年度財務報表報導期間後之調整事項？

會計問題：

•是。此事項係報導期間後之調整事項。

•企業管理階層在評估其繼續經營時，應考量經濟情勢改變及政府採取
措施之影響。若於報導期間後決定，其意圖清算該企業或停止營業，或
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則不得按繼續經營基礎編製
其財務報表。

回答:



處分資產
待出售非流動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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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日期 最晚日期

資產達可立即出售狀態

出售交易高度可能於一年度完成

管理當局核准出售計劃

積極尋找買主

以現時公允價值積極洽商交易

極少可能改變計劃

管理當局核
准出售計劃

當6項條件皆符合時，分
類為待出售資產

• 如果條件不再符合時，不可再分類為待出售資產。

2020.09.30 2020.12.31

資產負債表日

2020.06.30



處分資產
待出售非流動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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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或待出售處分群組若不再符合待出售之條件時，企
業不得繼續將其分類為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或待出售處分群組。

 非流動資產若不再分類為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或不再屬於待出售處分群
組時，應以下列二項孰低者衡量：

若該資產未被分類為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或待出售處分群組應有之帳
面價值（即調整其應有之折舊、折耗或攤銷後之金額）。

該資產或群組不再符合待出售條件時，該資產或群組之可回收金額



籌資風險
企業因資金短缺，對於企業履行與其相關之義務將面臨困難
之風險

24



現金及約當現金
約當現金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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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存款

合約現金流量特性:
合約現金流量是否完全為本金及利息(符合SPPI)? FVPLFVPL

FVOCIFVOCI

ACAC

否

是

附註揭露受限制情況 (IFRS 7.14)

IFRS 9
若符合約當現金定義

經營模式: 企業持有
金融資產是否以收取
合約現金流量為目的？

否

是

經營模式: 企業持有金
融資產是否以收取合約
現金流量及出售為目的？

企業是否指定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以消除會計配比不當？

約當現
金

約當現
金

現金若受限制
(e.g. 活存備償戶)

約當現金係指「短期」並具「高度流動性」之投
資，該投資「可隨時轉換成定額現金」且「價值
變動之風險甚小」 。(IAS7.6)

是 是

否

是

否 否

[IFRS 9.4.1.1-IFRS 9.4.1.5]



現金及約當現金
定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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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報附註建議範本：
附註十二- 金融工具之種類

三個月以內未受限定存

• 三個月以內定存
且質押

• 三個月以上定存
• 三個月以上定存

且質押
• 備償戶

持有約當現金之目的在於

「滿足短期現金
承諾」 ，而非為投資

或其他目的。通常只有

「自取得日起三
個月內」到期之投資

可視為約當現金 (IAS 7.7)

持有約當現金之目的在於

「滿足短期現金
承諾」 ，而非為投資

或其他目的。通常只有

「自取得日起三
個月內」到期之投資

可視為約當現金 (IAS 7.7)

押金、保證金等

[IFRS7.8]



現金及約當現金
振興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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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問企業所收到之振興券紙本券是否符合約當現金之定義？

會計問題：

企業(商家)收到的振興三倍券紙本券符合短期且具高度流動性之條件，

自7月23日後可隨時轉換成定額現金，且價值變動之風險甚小，故企業

收到之振興三倍券紙本券符合約當現金之定義。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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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