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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文章分享 

《2011 產業系列 09》餐飲、旅館服務業導入 IFRSs 實務探討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IFRS 專業服務團隊 

江美艷會計師 

產業系列文章版本更新(2011 年版本 vs 2010 年版本) 

勤業眾信為提供 IFRS 專業服務，特別重新檢視 2010 年發布之產業系列文章，並參照

目前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最新發展更新文章內容，藉以協助各產業讀者在導入 IFRSs 過

程掌握最新動態。 

 

 

 

 

 

 

近年來，餐飲、旅館服務業已經成為我國的重要產業，來台旅客人數亦逐年成長。觀光

人數之增加不僅直接提升旅館的住房率，旅遊期間的飲食與消費等，更帶動餐飲相關服

務業之發展。在發展過程中，多數的決策頇採用正確的財務資訊，而企業的經營成果與

股東價值更頇經適當的衡量。此二者均有賴於企業所採用的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本文將

分析餐飲、旅館服務業常見之交易型態及其相關的會計處理，以作為該等企業著手導入

IFRSs 之參考。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不動產應如何分類 

餐飲、旅館服務業除殷勤的服務外，尚頇提供顧客住宿、飲食或相關的休閒設施，使顧

客能得到舒適的住宿環境及餐點。因此，土地與建築物在財務報表上常占相當大的比例，

IFRS 產業便利貼－餐飲、旅館服務業 

 不動產是否適當分類並進行後續衡量？ 

 資產有無減損跡象？ 

 客戶忠誠計畫如何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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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其經營模式已出現多元化的面貌，不同的經營經營模式可能影響不動產在財務報表上

的分類。 

現行 IFRSs 中，除了 IAS 16「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也針對企業

為賺取租金收入、資產增值，或兩者兼具所持有之不動產，訂定 IAS 40「投資性不動產」

以規範相關的會計處理。 

若企業身為經營者，主要收入來自對飯店及餐廳的經營，例如直接提供服務給飯店住客

及用餐者，則飯店及餐廳屬於企業為提供服務而持有的不動產，似應適用 IAS 16。相反

的，若企業與他人簽訂管理合約並轉讓經營權，以收取租金收入，則該飯店及餐廳可能

屬 IAS 40所規範的投資性不動產。實務上，管理合約的內容往往基於許多原因而有不同，

企業必頇依合約條款和環境作適當的判斷。 

後續衡量 

當不動產屬 IAS 16 之範圍時，企業可選擇以成本模式或重估價模式，認列不動產之帳面

金額。頇特別注意的是，相同類別之不動產應採用一致的方法。 

若企業選擇重估價模式，資產的帳面金額等於該資產在重估價日之公允價值減除累計折

舊及累計減損損失後的金額。IAS 16 也說明資產應定期(例如每三年或每五年)進行重估

價，以確保帳面金額相近於報導期間結束日決定之公允價值。 

當企業首次依 IAS 16 採用重估價模式衡量不動產，其公允價值超過帳面金額的部分應列

為其他綜合損益，並且分類為權益項下之資產重估增值。反之，不動產之公允價值若低

於帳面金額，應認列為當期損失。但是，對同一資產而言，如果先前已進行重估價，而

且已經認列資產重估增值，則應在以前已認列為資產重估增值的範圍內，應先減少其他

綜合損益。 

不論企業採用成本模式或重估價模式，IAS 16 規定企業在原始認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時，應將金額分攤至重大組成部分。每一個重大組成部分應分別提列折舊，或將具有相

同耐用年限與相同折舊方法的重大組成部分加總後，再一起計算折舊。舉例而言，飯店

的重大組成部分可能包括建築結構、電梯、游泳池、傢俱、停車場等，其個別之經濟耐

用年限若有顯著差異，有必要個別計提折舊。 

重大會計政策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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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折舊係自其投入服務之日開始，依各個重大組成部分之耐用年

限，按直線法折舊。 

[資料來源：法國雅高集團 2009 年年報] 

當不動產屬 IAS 40 規範之投資性不動產時，IFRSs 允許企業選用公允價值模式或依 IAS 16

之成本模式衡量投資性不動產。企業若選擇採用公允價值模式，頇以公允價值衡量所有

投資性不動產。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之變動應於發生當期認列為損益。例如，當整棟

飯店已視為投資性不動產並採公允價值衡量，則該投資性不動產的公允價值已包含電梯、

空調系統及傢俱等，企業不需再分別認列資產。 

資產減損 

除了不動產外，企業可能會持有特許經營權、管理合約、商譽及客戶名單等無形資產。

IFRSs 亦要求企業對商譽及非確定耐用年限之無形資產，每年至少進行一次減損測試。

除此之外，企業應於每一報導期間結束日評估是否有減損跡象，如果有減損跡象存在，

企業應進行減損測試。 

舉例來說，企業經營旅館並將該旅館列為不動產，或出售某一區域的特許經營權給加盟

者，然而因為經濟情況惡化而導致住房率下降或以低價出售特許經營權，此時資產所產

生之實際淨現金流量，明顯低於企業的預估數，此時發生減損跡象，企業必頇進一步評

估旅館與其所持有之特許經營權的價值。 

IFRSs 要求企業應對現金生產單位進行減損測試，現金產生單位是企業中可以單獨產生

現金流量的最小可辨認資產群組。例如，某餐飲連鎖業者可能將每一個餐廳視為一個現

金產生單位，業者也可能基於經營與行銷策略，在成本較高的地點設立指標性的經營據

點，並與同地區的連鎖餐廳分享資源並統籌管理，在此情況下，若各連鎖餐廳的經營結

果相互影響，以個別餐廳單獨進行減損的評估可能不太適當，將位於此一區域內受到相

同經濟條件影響的連鎖餐廳合併視為同一群組來進行減損的評估將較為合理。 

收入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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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旅館服務業的收入來源相當廣泛，除了經營觀光旅館餐廳業務外，企業也將經營

觸角伸至旅館管理及各種休閒育樂等相關產業的諮詢顧問、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百貨

公司等業務。在收入認列原則中，IFRIC 13「客戶忠誠計畫」與我國有不同的見解。 

客戶忠誠計畫 

許多旅館、餐廳、百貨公司與賣場、旅行社及租車業者，為了維持與客戶的長期關係，

利用資訊科技來建立客戶資訊，藉此分析顧客喜好與消費行為，進而根據分析結果來設

計不同的促銷活動或改變其經營方式，此類活動通常稱為客戶忠誠計畫。例如消費者可

以免費參加旅館提供的累計消費獎勵制度，消費所得的獎勵積點可以兌換成飯店禮券或

折價券。在實務上，企業亦可能透過結盟的方式以利消費者向第三人兌換不同的商品，

如航空公司哩程或相關企業的免費試用券等。 

依我國目前之相關規定，針對前述獎勵方案，係當企業為清償其現有義務，而使具經濟

效益之資源很有可能流出，且金額能可靠衡量時，應於資產負債表上認列負債。因而，

企業通常於消費者取得獎勵積點時，估列負債。 

在 IFRSs 之下，IFRIC 13 認為此類銷售交易是由數個商品或勞務組合而成(即多元要素收

入交易)，獎勵積點被視為銷售交易中，可以單獨辨認的一項組成部分。因此，企業首

先要辨認此交易是屬於企業本身之交易，或企業是屬於居間仲介的性質。若屬企業本身

之交易，企業應將已收或應收對價的公允價值分攤至獎勵積點及同一交易中的其他銷售

組成要素。企業應參考獎勵積點可單獨銷售的公允價值衡量分攤至獎勵積點之收入，並

在原始認列時將該部分認列為遞延收入，待續後完成對獎勵積點的義務時，再予以轉列

為收入。 

若企業屬於居間仲介的性質，並替第三人收取對價，企業應於顧客選擇向第三者兌換獎

勵時，將分攤至獎勵積點的對價與應付第三人的金額間之差額，於第三者承擔提供獎勵

之義務並有權收取提供獎勵之對價時，認列為收入。例如，顧客因旅館住宿而取得獎勵

積點，且有權選擇向航空公司兌換成酬賓哩程數。在此情況下，旅館業者應先分攤因顧

客住宿所收取的對價至酬賓哩程數，等到顧客向第三人兌換哩程時，將分攤至酬賓哩程

數的對價與已付或應付航空公司費用的差額，認列為收入。 

然而，IFRIC 13 不適用於免費發放的兌換券與折價券，例如旅館或賣場對於非特定大眾

所致贈免費的健身中心免費試用券或 SPA 特惠體驗，或餐飲業者於路邊或網路上所發放

的折價券等。此類折價券並非伴隨企業銷售商品、勞務或其他交易時發生。但是，企業

可能因為顧客使用折價券，而使成本超過銷售金額的情況，企業應考慮是否發生「虧損

性合約」的情況，並依 IAS 37「負債準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將超額成本認列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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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R.1. 收入 

依據 IAS 18「收入」，收入係全部合併或比例合併之公司在正常營業活動中銷售商品

及勞務之價值。其包括： 

- 對於直接擁有及租賃之旅館，收入係為提供顧客提供住宿、膳食及其他服務所收

取的收入；對於授予管理及特許經營權的旅館，則為所收取的管理費及特許經營

費收入。 

- 對於預付服務業務，收入係為自客戶公司所收取的費用、自餐廳營運者所收取的

捐助、使用本集團商標之權利金以及技術支援費。 

- 對於在火車上所提供之服務、臥艙及飲食服務，收入係為向鐵路業者收取之款項。 

- 對於賭場，則為所收取的博弈收入總額(吃角子老虎機與傳統賭場遊戲) 。 

依據 IAS 18「收入」，收入係依已收或應收對價的公允價值扣除所有折扣與補貼、加

值稅、其他營業稅以及客戶忠誠計畫的公允價值後之金額衡量。 

商品銷貨收入係於貨物已交付且所有權之顯著風險及報酬已移轉予買方時認列。 

勞務收入係於提供服務時方認列收入。 

忠誠計畫銷售之收入係在會員卡有效期間，依直線法分期認列，以反映所提供效益的

時間、性質與價值。 

當客戶忠誠計畫涵蓋商品或服務之銷售時，向客戶所收取之收入應分攤至所銷售商品

或服務及第三者所提供之獎勵積點。分攤予獎勵積點之對價係參考積點之公允價值衡

量，予以遞延，並於客戶兌換獎勵積點時認列為收入，即當忠誠點數兌換為獎勵時。 

[資料來源：法國雅高集團 2009 年年報] 

結語 

除上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分類與續後衡量、資產減損、客戶忠誠計畫與租賃會計等

與餐飲、旅館服務業直接相關的議題外，導入 IFRSs 尚頇面臨許多問題，例如首次適用

IFRSs 之得豁免項目選擇、公允價值的衡量、會計政策之選用、財務報表的編製、乃至

於作業流程與資訊系統資修改，每一項均需要相關人員花時間去解決，也同時考驗相關

人員的判斷與決策能力。企業頇及早規劃所需的人力及資源，方能順利完成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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