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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九號「負債準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參考範例草案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九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九號
負債準備、
負債準備
、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
說明：以下範例乃舉例性質，所例舉之交易僅供參考，實際交易內容仍必須符合
相關法令規範。

範例一 衡量負債準備時，
衡量負債準備時，不得考量預期處分資產之利益
不得考量預期處分資產之利益
 本例重點
本例重點：
：衡量負債準備時，
衡量負債準備時，不得考量預期處分資產之利益。
不得考量預期處分資產之利益。
 引用條文：
引用條文：第二十條。
第二十條。
 適用情況：
適用情況：預期有不動產處分利益時。
預期有不動產處分利益時。
在 20X1 年 12 月 31 日，成石公司規劃出詳細之重組計畫並向大眾宣布，該計
畫之內容包括處分某些廠房。處分廠房對成石公司之預期影響如下：
20X2年
直接成本（不包括除役成本）
預期不動產處分利益

20X3年

($100,000)
$20,000

在 20X1 年 12 月 31 日應提列之負債準備為$100,000（由於折現之影響不重大，
故不考慮折現）。處分不動產之預期利益將依與該資產相關之準則所規定之時點認
列。

範例二 通貨膨脹之影響
 本例重點
本例重點：
：受通貨膨脹影響之折現率。
受通貨膨脹影響之折現率。
 引用條文：
引用條文：第十八條。
第十八條。
 適用情況：
適用情況：通貨膨脹之影響。
通貨膨脹之影響。
鄉禮公司估計未來三年每年 12 月 31 日將支付$9,000（現時價格）清償現時義
務。若考量通貨膨脹，假設每年通貨膨脹率為 1.5%，所增加之現金流量將以下表方
式呈現。鄉禮公司名目利率（包含通貨膨脹影響）為 4%。將現金流量折現之淨現值
為$25,724。另計算出之實質折現率為 2.46%（即，為排除通貨膨脹影響後之現金流
量可達到相同淨現值之利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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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現值
調整通貨膨脹每年 1.5%之現金流量
以名目折現率 4%計算之淨現值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 9,135

$ 9,272

$ 9,411

9,000

9,000

9,000

$ 25,724

排除通貨膨脹之現金流量
以實質折現率 2.46%計算之淨現值

25,724

約當實質利率為 2.46%。若將不含通貨膨脹影響之現金流量（即每年$9,000）以
名目利率 4%折現會產生低估之淨現值$24,976，故不得以 4%作為不含通貨膨脹影響
之現金流量之折現率。假設折現率與期望現金流量並未改變（即通貨膨脹顯示確實
如原始認列負債準備時所評估）
，每年以名目利率計算而認列之利息金額如下：
以 4%折現之

現金流量

12 月 31 日

利息金額

帳面金額

1 月 1 日淨現值
第1年

$ 25,724

第2年

17,616

(

第3年

9,049

(

($ 9,135)

$ 17,616

$ 1,027

9,272)

9,049

705

9,411)

－

362

利息成本係由實質利率 2.46%與通貨膨脹因子 1.5%而組成之折現因子 4%（即
〔（1＋2.46%）×（1＋1.5%）－1〕）所產生。該利息成本不應為報導目的而就該等
要素間作拆分，應全數視為借款成本。

範例三 不可取消之放款承諾所認列之負債準備
 本例重點
本例重點：
：若提供不可取消之放款承諾給對方公司，
若提供不可取消之放款承諾給對方公司，應認列為負債準備。
應認列為負債準備。
 引用條文：
第二、
、十三及二十一條及第十五號公報第四十三條。
引用條文：第二
十三及二十一條及第十五號公報第四十三條。
 適用情況：
適用情況：若對方無法償還借款時，
若對方無法償還借款時，應認列為負債準備。
應認列為負債準備。
情況一 承諾產生之放款係由其他方保證時
情況二 放款承諾產生之放款係由抵押品擔保時
亞鈞公司依市場行情提供不可取消之放款承諾給理享公司，該放款承諾不得以
淨額抵銷，且亞鈞公司過去並無在對方動用放款承諾產生資產後旋即出售之紀錄。
亞鈞公司並未將放款承諾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因此，該放款承諾非屬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五號之適用範圍，而應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九號處理。
當符合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九號第八條之條件時，應認列負債準備。因此，若
亞鈞公司在報導期間結束日評估理享公司將無法償還借款時，應認列負債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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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一 承諾產生之放款係由其他方保證時
放款承諾產生之放款係由其他方保證（例如借款企業之母公司或保險人）
，當理
享公司到期無法還款時（即違約時）
，該方將歸墊亞鈞公司所發生之損失。該放款承
諾在報導期間結束日仍然存續，然而亞鈞公司評估理享公司於到期時將無法償還借
款。
亞鈞公司在報導期間結束日對放款承諾之認列如下：
• 應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九號第十三條之規定，以「報導期間結束日清償
現時義務所需支出之最佳估計」衡量負債準備。依據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
九號二十一條之規定，當亞鈞公司評估於報導期間結束日應認列之負債準
備金額時，不應考量母公司或保險人所提供之保證。
• 由母公司或保險人所提供之保證為一項歸墊請求權，因亞鈞公司能尋求另
一方支付清償義務時所需支出之一部分或全部，該保證應認列為一單獨資
產。然而，該資產只有在符合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九號第二十一條之規定
時始應認列，亦即亞鈞公司必須幾乎確定當理享公司到期無法還款時能從
另一方收到歸墊之情況下始應認列該資產。

情況二 放款承諾產生之放款係由抵押品擔保時
放款承諾產生之放款由抵押品擔保，亦即若理享公司到期無法還款，亞鈞公司
將取得該抵押品（例如不動產）之法定所有權，該放款承諾在報導期間結束日仍然
存續，且亞鈞公司評估理享公司於到期時將無法償還借款。
亞鈞公司在報導期間結束日對放款承諾之認列如下：
• 放款時取得之抵押品並非歸墊之請求權，因亞鈞公司並非能尋求另一方支
付清償義務時所需支出之一部分或全部，因此取得抵押品之權利無法與放
款承諾分離，當進行負債準備之會計處理時，應將其視為與單一交易對方
之淨協議，以淨額方式認列負債準備（亦即於衡量負債準備金額時，考量
抵押品之價值）
。
• 負債準備係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九號第十三條之規定衡量，雖然該放款
承諾係屬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九號之適用範圍，但實務上，負債準備係以
資產帳面金額與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折現值間之差額衡量。因此，負債準備
應以其無法回收淨額之現值認列（包含抵押品價值減除取得及出售抵押品
成本）
。

範例四 飛機租賃之負債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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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例重點：
本例重點：飛機租賃之承租人應依其是否具有執行檢查程序之現時義務判
斷是否應認列負債準備。
斷是否應認列負債準備
。
 引用條文
引用條文：
第八條、
第十一條、
第十三條及第十七條。
：第八條
、第十一條
、第十三條及第十七條
。
 適用情況
適用情況：
：
情況一 執行檢查義務之不同情況
情況二 將檢查成本折現，
將檢查成本折現，一次估列負債準備

情況一 執行檢查義務之不同情況
定聯公司以營業租賃方式承租飛機，該飛機每飛行 3,000 小時需接受一項昂貴
之「C 檢查程序」
。
承租人應依租約條款是否規定在租約到期並返還飛機時須執行「C 檢查程序」，
判斷是否應認列負債準備：
1. 若並未要求到期返還飛機時執行最後一次「C 檢查程序」
（亦即，承租人可
以飛行至 2,999 小時，且在返還飛機時無須執行「C 檢查程序」
）
，則無須認
列負債準備，因並無法定義務存在。
2. 若返還飛機時無論已飛行多少小時均須執行一次「C 檢查程序」
，則在租約
開始時，即應針對下一次「C 檢查程序」之成本認列負債準備，並依下一次
3,000 小時或租約到期前累計飛行時數孰短者予以攤銷。
3. 若返還飛機時須依已飛行小時之比例計算應支付之費用（例如飛行 2,250 小
時須支付 75%之成本）
，則在飛機使用時始產生義務，宜依照已飛行時數認
列負債準備。

情況二 將檢查成本折現，
將檢查成本折現，一次估列負債準備
一次估列負債準備
定聯公司以營業租賃方式承租飛機，所簽訂之租賃合約為期十二年且不可取
消，合約規定租期每三年要做一次「C 檢查程序」
。在此情況下，租約一開始就確定
每三年要做一次檢查（不論使用飛機之情形）
，故應將這四次檢查成本折現並於租約
開始時一次估列負債準備。

範例五 已發生而未通報之求償
 本例重點
本例重點：
：已發生而未通報之損失求償，
已發生而未通報之損失求償，如何衡量負債準備。
如何衡量負債準備。
 引用條文：
引用條文：第八條及第十九條。
第八條及第十九條。
 適用情況：
適用情況：當年度發生損失須額外支付費用時。
當年度發生損失須額外支付費用時。無論已通報或未通報。
無論已通報或未通報。
華遠公司持有保險費係按當年度實際發生損失金額調整之保單。例如，若特定
年度損失金額超過保險金額$1,000，則華遠公司必須以額外支付保險費之形式，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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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保險金額之 80%支付予保險公司。
華遠公司應於每一報導期間結束日，針對當年度發生損失（包括已通報及未通
報）須額外支付之保險費認列負債準備。華遠公司於 20X0 年 12 月 31 日估計已發
生而未通報之損失金額$3,000，故衡量此項負債準備時，除已發生且已通報之損失
$30,000 外，華遠公司尚須考慮已發生但未通報之損失$3,000，故應認列負債準備
$25,600（即（$30,000＋$3,000－$1,000）×80%＝$25,600）
。此外，華遠公司應將幾
乎確定可收到之歸墊認列為一單獨資產。

範例六 勞資糾紛之負債準備
 本例重點 :勞資糾紛之負債準備是否認列？
勞資糾紛之負債準備是否認列？如何認列？
如何認列？
 引用條文：
引用條文：第八條及第十三條。
第八條及第十三條。
 適用情況：
適用情況：因過去事項而於本年度負有現時義務，
因過去事項而於本年度負有現時義務，且很有可能造成經濟效
益將流出企業，
故應以須賠償金額之最佳估計認列負債準備。
益將流出企業
，故應以須賠償金額之最佳估計認列負債準備
。
齊心公司雇用三位外籍專家。依海商法之規定，企業應支付額外津貼予已註冊
登記之專家。齊心公司於後續發現所雇用之專家未經註冊登記，因此已支付過多報
酬。齊心公司因而決定減少外籍專家之津貼，三位外籍專家因此提出訴訟。其中一
位贏得訴訟案，獲得$700,000 之補償金。另二位因技術細節而敗訴，但均將提起上
訴。
法庭訴訟結果顯示，齊心公司本年度有義務補償其中一位專家$700,000，因而
存在法定義務，齊心公司應於當年度認列該筆賠償損失$700,000。關於另外二位專
家之上訴案件，依據齊心公司委任之律師評估齊心公司很有可能於上訴案敗訴，由
於齊心公司因過去事項而於本年度負有現時義務，且很有可能造成經濟效益將流出
企業，故齊心公司應以上訴須賠償金額之最佳估計認列負債準備。

範例七 認列與工程合約有關之推定義務
 本例重點 :判斷與工程合約有關之推定義務。
判斷與工程合約有關之推定義務。
 引用條文：
引用條文：第五條、
五條、第八條及第十一條。
第八條及第十一條。
 適用情況：
適用情況：當企業基於過去實務已建立之模式、
當企業基於過去實務已建立之模式、已發布之政策，
已發布之政策，或相當明
確之現有聲明，
確之現有聲明
，使他方對企業將履行該等責任產生有效預期
時。
有平公司係一家營建商，其機器設備存放在 A 營業處並將一些設備與機具（如
起重機）搬運到正在建造飯店之 B 工地。當工程結束時，有平公司須將起重機等設
備從 B 工地運回 A 營業處或其他工地。此情況符合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九號第十一
條所述「獨立存在之過去事項所產生之義務，與企業未來業務經營之作為無關」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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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在 B 工地安裝起重機時即已負有現時義務。
將起重機等設備運回 A 營業處（或下一個工地）之支出應認列負債準備。企業
會計準則公報第九號適用於其他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並未直接規範之負債準備，例如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號「收入」
。
當企業基於過去實務已建立之模式、已發布之政策，或相當明確之現有聲明，
使他方對企業將履行該等責任產生有效預期，則該推定義務應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
第九號第八條之規定認列負債準備。
由於起重機不能留置於 B 工地，有平公司對 B 工地所有權人負有移置該起重機
之推定義務，因此在 B 工地安裝起重機時，有平公司即應將移置起重機回 A 營業所
（或下一個工地）之成本最佳估計認列負債準備。
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八號「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第十條之規定，一項不動
產、廠房及設備成本包括拆卸、移除該項目及復原其所在地點之原始估計成本。就
本例而言，起重機之移置成本係因建造工程完成後之重新調度，該負債準備不得資
本化為起重機之成本。然而該支出可能代表建造合約之合約成本，若是如此，該成
本將包含於相關工程資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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