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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 106年 11月 16日出刊之「證券暨期貨月刊」《第三十五卷》第

十一期〞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於民國 103 年發布 IFRS 15「客戶合約之收

入」，改變收入認列之思考模式，改以單一模式規範所有收入認列交易。有鑑於

準則規定發生重大改變，證期局於 103年要求上市櫃、興櫃及公開發行公司針對

適用 IFRS 15之影響進行試算評估，並於 106年 7月發函認可i，正式宣布我國將

於 107年 1月 1日開始適用 IFRS 15。這號大型準則之適用影響範圍涵蓋許多資

產負債表項目及綜合損益表最主要之項目，對於 107年財務報告影響之重大不言

而喻。以下就 IFRS 15之重大規定及實務應用上可能造成之變化，分別說明。 

IFRS 15 簡介 

 

無論工程建造、商品銷售或勞務提供，IFRS 15將以單一原則規範所有客戶

合約之收入認列。針對符合客戶合約條件之合約，企業依合約約定檢視所承諾之

所有商品或勞務，據以辨認合約之履約義務，接著將合約約定或估計之交易價格，

依照相對單獨售價分攤至各項履約義務，於各項履約義務被滿足時分別認列收入。 

107年新挑戰－客戶合約收入(IFRS 15)上路，您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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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現行收入準則亦規定合約可單獨辨認之組成部分應個別處理，惟並無明確

規定應如何決定可單獨辨認之組成部分。IFRS 15明確規定，若客戶能從商品或

勞務本身獲益，或能從該商品或勞務連同其他輕易可得之資源獲益，只要企業移

轉該商品或勞務之承諾能與合約中其他承諾單獨辨認，該商品或勞務即符合「可

區分」（即可單獨辨認）之條件，可區分之單一商品或勞務通常即為一履約義務，

惟若一系列幾乎相同之可區分之商品或勞務，其移轉予客戶之型態相同，則該系

列商品或勞務應視為一履約義務。決定商品或勞務是否可區分時，對企業最大挑

戰在於判斷該商品或勞務移轉承諾是否與其他承諾可單獨辨認。企業必須審慎思

考其承諾之性質係移轉個別商品或勞務，或係承諾移轉一個組合產出。若企業於

履行合約之過程中提供一項重大服務，將合約所承諾之商品或勞務整合成一項組

合產出；又或合約承諾之一項商品或勞務若將另一項商品或勞務進行客製化；又

或承諾之商品或勞務若彼此高度相互依存或相互關聯，則合約承諾之商品或勞務

彼此係不可區分。 

交易價格之決定受到對價的形式影響，企業須考量變動對價、重大財務組成

部分、非現金對價及付給客戶之對價。對於變動對價之考量，舉凡銷售折扣、退

貨權、獎勵金、延遲交貨罰款等，都是企業應考量之範圍，只要變動對價之變動

不確定性消除時，高度很有可能不會造成收入認列產生重大迴轉，該部分變動對

價應納入交易價格。另外應注意的是，決定變動對價時僅考量合約中已承諾移轉

之商品或勞務所產生之變動對價，若金額之變動係取決於客戶未來購買之決策，

則並非變動對價之範圍。舉例來說，若合約約定銷售一台濾水器，並約定未來一

年內，客戶得以低於單獨售價之價格購買濾心。即使基於經濟強迫力之考量，合

理預期客戶會向企業購買濾心，就該合約而言，客戶並無購買濾心之義務，故企

業預期客戶將購買之濾心價格不應視為變動對價納入該合約之交易價格。此外，

一年以上之重大財務組成部分，除了應考量賒銷交易所產生之影響外，預收貨款

之交易模式亦應考量其所產生之重大財務組成部分影響。而決定交易之財務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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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是否重大，企業係以整體合約為考量基礎，舉例來說，若合約約定銷售兩項

產品，其中產品 A於移轉控制時收款，產品 B則採賒銷，若產品 A價值遠大於

產品 B，就整體合約而言，產品 B 產生之財務組成部分可能過小而認定為不重

大。再者，在考量付給客戶之對價是否作為收入之減項時，應考量企業是否取得

客戶之可區分之商品或勞務，舉例來說，廠商付給通路商之上架費，就廠商而言，

上架服務之效益來自於商品於該通路順利銷售，而廠商僅能由購買商品之通路商

取得上架服務效益，顯示通路商所提供之上架服務與其購買之商品彼此無法單獨

區分，因此該上架服務並非可區分之服務，廠商支付之上架費則應視為商品銷售

收入之減項。 

由於現行準則未明確規定分攤方式，企業可能選擇採用剩餘價值法分攤合約

對價，因而使分攤至部分產品之對價金額低於商品成本，而產生銷售毛損，IFRS 

15 規定交易價格應依各履約義務單獨售價分攤，雖可能增加單獨售價估計之挑

戰，分攤之交易價格預計將較能反映應歸屬於各履約義務應有之收入及合理之利

潤。 

企業於移轉各履約義務之控制時滿足履約義務，並據以認列收入，IFRS 15

規定應「隨時間經過」認列收入之條件，若隨著企業履約，客戶同時取得並耗用

企業履約之效益（例如，用戶在上網同時已取得電信公司之行動數據服務），則

企業應隨時間經過認列收入。此外，若企業在創造或強化資產之同時，該資產即

由客戶控制（例如，在建設公司控制之土地上提供建造服務，或於客戶控制之產

品上進行加工），則企業應隨時間經過認列收入。最後，若企業履約所創造之資

產對企業而言「不具其他用途」，且企業對迄今已履約之部分具有「可執行之收

款權利」，則企業應隨時間經過認列收入。在評估可執行之收款權利時，除了應

注意各地區之法律效力（包含法律及相關判例），該收款權利必須包含已發生之

成本加計合理利潤，雖說該合理利潤不一定等於原合約利潤，其仍應能反映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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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類似合約所應產生之利潤。若客戶合約之約定不符合前述任何一種條件，企業

應於某一時點（即商品或勞務之控制移轉予客戶時）認列收入。 

IFRS 15 實務議題探討 

一、IFRS 15控制模式與現行作法究竟有沒有差異！？ 

現行準則規定收入認列與否著重於「重大風險與報酬」移轉之判斷，而 IFRS 

15強調係以商品或勞務之「控制」移轉時點認列收入。由風險報酬模式轉換為控

制模式，實務上是否會造成差異？ 

IFRS 15規定，對資產之控制係指主導該資產之使用並取得該資產之幾乎所

有剩餘效益之能力。控制包括有能力防止其他企業主導資產之使用以及防止其他

企業取得資產之效益。在判斷控制何時移轉時，應以客戶之立場評估控制。此外，

IFRS 15提供五項指標（對款項之現時權利、對資產之法定所有權、實體持有、

重大風險及報酬及客戶是否已接受資產）判斷商品或勞務於何時移轉控制，於結

論基礎中並說明該等指標並非企業在作出已將商品或勞務之控制移轉之結論前

須符合之條件清單，因此，雖然商品或勞務之重大風險及報酬可能並未移轉，企

業可能因為符合其他指標而判斷商品或勞務之控制已移轉予客戶，因而認列收入。 

參考美國上市公司之收入新準則ii適用說明，現行依照風險報酬模式之判斷

下，企業對經銷商之銷售通常於經銷商將商品售予最終消費者時認列收入，主係

因考量商品能否銷售予最終消費者之風險，或考量銷售價格可能因經銷商售予最

終消費者之售價而調整，故判斷尚未移轉商品之重大風險及報酬。若由控制考量，

商品於移轉予經銷商時，經銷商已有能力主導該商品之銷售並掌握其效益，且能

防止其他人使用商品及取得商品之效益，依前述說明，經銷商已取得商品之控制。

此外，價格之調整係屬變動對價之考量，其將影響交易價格之估計，但不應影響

控制之判斷，因此適用收入新準則時，銷售經銷商之交易將提前認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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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另一釋例說明風險報酬模式與控制模式在判斷上可能之差異，假設企業

與客戶約定起運點交貨，惟在商品運送過程若有損害或滅失，依照過去交易實務，

企業通常會負責再提供商品。若僅考量起運點交貨之約定，企業於起運點已將商

品所有權、商品損害滅失風險及商品實體移轉予客戶，無論從風險報酬移轉或控

制移轉之判斷，企業皆可主張於起運點已移轉商品之重大風險與報酬及控制。惟

若考量過去交易實務，企業實際上仍承擔貨物運送中之損害滅失風險，依風險報

酬之判斷，實質上企業在起運點尚未將商品之重大風險與報酬移轉，因而無法認

列收入。若以商品控制之考量，雖然企業額外承擔運送途中之損害滅失風險，客

戶於起運點已取得商品之法定所有權及實體控制，客戶有能力決定該批商品如何

使用，包含自用、再銷售或用於質抵押等，實質上客戶於起運點已取得商品之控

制。至於企業於商品運送過程所承擔之風險，企業應考量是否辨認為另一項履約

義務（可區分之服務類型履約義務）而應單獨認列相關收入。 

在一般情況下判斷控制何時移轉，無論從賣方角度或由買方角度判斷，通常

答案會一致，但在特定情況下，對於商品之控制在賣方或買方，可能有不同答案，

IFRS 15結論基礎說明，企業應以客戶之立場評估控制。舉例來說，企業取得電

影公司授權生產電影 DVD，企業於 DVD 製作完畢時銷售至零售商，惟電影公

司規定零售商須待電影下檔後才能銷售 DVD。企業將 DVD 交付予零售商時，

該產品之重大風險與報酬已移轉予零售商，因此於交付時即認列收入。就控制之

判斷而言，企業已經 DVD實體及法定所有權移轉予零售商，可能亦已取得收款

權利，惟對零售商而言，在電影下檔前，DVD 仍受電影公司規定之銷售限制，

依照 IFRS 15規定須以客戶之立場評估控制，則企業於交付 DVD時，零售商尚

無能力主導 DVD之使用，因此企業不宜於此時點認列收入，應延至銷售限制解

除時認列收入。 

二、適用 IFRS 15會讓收入由總額認列變成淨額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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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收入之認列由風險報酬模式轉為控制模式，主理人與代理人之考量亦有

類似之影響，IFRS 15規定，若「另一方」參與企業提供商品或勞務予客戶，企

業應先辨認將提供予客戶之「特定商品或勞務」為何，接著再評估企業於移轉該

特定商品或勞務予客戶前，對其是否具有控制。判斷是否具控制時，應參考前述

控制之規定，亦即，企業應判斷是否有能力主導該特定商品或勞務之使用並取得

效益，及防止他人使用予取得該特定商品或勞務之效益。倘若依照前述控制之規

定仍無法判斷企業對特定商品或勞務是否具有控制，則可參考 IFRS 15所提供之

指標，包含企業對完成提供特定商品或勞務之承諾是否負有主要責任、特定商品

或勞務移轉予客戶前後是否承擔存貨風險、對特定商品或勞務是否具有訂定價格

之裁量權。該等指標係用於輔助控制之判斷，不得用於推翻前述控制之判斷。此

外，在使用前述指標評估控制時，在不同合約條款及條件下，各指標之攸關程度

可能不同。 

參考美國上市公司之收入新準則適用說明，部分企業主張，由於收入認列與

否將由風險報酬模式改為控制模式，特定供應鏈及運送業務將改採主理人之會計

處理iii。此外，亦有部分企業主張於採用新準則時將改採代理人之會計處理，例

如 Uber 之共乘業務iv及部分旅行社業務v。足見在收入認列之判斷方式改變時，

主理人與代理人之判斷間接可能受到影響。 

此外，現行 IAS 18 提供若干指標來判斷企業是否具有重大風險及報酬（為

主理人），其中關於承擔客戶信用風險、賺取固定費用或固定百分比之指標並未

納入 IFRS 15，原因係該等指標對於判斷是否為主理人（亦即判斷是否具控制）

並不攸關。現行可能有部分企業使用該等指標作為強化主理人判斷之論點，於適

用 IFRS 15須依照控制原則重新判斷，亦可能造成若干企業之會計處理變動。 

首次適用 IFRS 15 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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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適用 IFRS 15時，相關過渡規定相當多元。企業得選擇採用全面追溯法

或修正式追溯法，規定內容彙整如下： 

 
全面追溯法 修正式追溯法 

追溯適用

影響數 

影響數調整比較期間之期初保

留盈餘（或其他適當之權益項

目）。 

影響數調整初次適用日vi之期

初保留盈餘（或其他適當之權

益項目）。 

可選擇之

作法 

IFRS 15提供下列事項之實務

權宜作法，包括： 

 部分已完成之合約得不追

溯適用 IFRS 15。 

 已完成合約之比較期間變

動對價估計。 

 比較期間開始日前之合約

修改。 

 部分比較期間揭露之豁

免。 

 企業得選擇對所有合約追

溯適用 IFRS 15，或僅對

107年 1月 1日尚未完成

之合約追溯適用 IFRS 

15。 

 僅提供合約修改之實務權

宜作法。 

 

107年採用修正式追溯法之企業，在編製 107年財務報告時，比較期間（106

年）資訊將依現行準則（IAS 11或 IAS 18）編製收入揭露，107年則依 IFRS 15

之規定揭露。反觀採用全面追溯法之企業，在編製 107年財務報告時，原則上將

依 IFRS 15之規定提供比較期間（106年）之揭露資訊，惟若選擇對部分已完成

之合約繼續依原準則（IAS 11或 IAS 18）處理，該部分交易則須繼續依原準則

揭露。企業若選擇採用修正式追溯法或選擇全面追溯法但部分交易不追溯適用

IFRS 15，編製 107年財務報告應特別注意，須同時包含依 IAS 11或 IAS 18及

IFRS 15之會計項目、會計政策及相關揭露內容。財務報告使用者亦應詳細閱讀

首次適用 IFRS 15之說明，透過首次適用之影響說明了解新準則對企業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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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IFRS 15不僅改變認列與衡量之規定，對於表達與揭露更是有大幅度之改變。

過去收入之揭露規定有限，IFRS 15則以 20條規定要求各種與收入相關之揭露，

就連期中財報都規定應揭露收入之細分資訊。 

國際間適用 IFRSs之企業將同時在 107年開始適用收入新準則，部分企業之

期中財務報告亦陸續說明新準則對企業之衝擊，包含因採用控制移轉決定收入認

列時點，導致提前認列收入、主理人與代理人會計處理之改變及由某一時點認列

收入改為隨時間經過認列收入等，這些會計處理之轉變也可能發生在我國企業。

在面臨 IFRS 15徹底扭轉交易分析邏輯之情況下，無論是企業或各界閱報表者，

都應以新準則之精神重新檢視對企業之交易是否有尚未考慮周全之影響，以期順

利接軌至新準則。 

IFRS相關資訊，請參閱http://www.ifrs.org.tw   

關於本出版物 

本出版物中的訊息是以常用詞彙編寫而成，僅供讀者參考之用。本出版物內容能否應用於特定情形將視當時的具體情況而定，未經諮詢專業人士不得適用於任

何特定情形。因此，我們建議讀者應就遇到的特別問題尋求適當的專業意見，本出版物並不能代替此類專業意見。勤業眾信在各地的事務所將樂意對此等問題

提供建議。 

儘管在本出版物的編寫過程中我們已盡量小心謹慎，但若出現任何錯漏，無論是由於疏忽或其他原因所引起，或任何人由於依賴本刊而導致任何損失，勤業眾

信或其他附屬機構或關聯機構、其任何合夥人或員工均無須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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