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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阶段：教学资料
在第 3 阶段的教学中，我们提供的教学资料是一个综合案例，这个案例也是根据
IFRS 对某些非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及报告的要求来编写的。
没有向第 3 阶段的学生们提供非金融资产的笔记（notes）是因为我们假设学生们
已在较早的学习阶段获得了相关笔记。在第 3 阶段的教学中，应该将重点放在提高学
生根据 IFRS 做出估计和判断的能力，这些估计和判断对解释经济现象（交易、状态及
事件）是必要的。要有效地做到这点，教师应在每次课堂讨论中探索那些对学生而言
不大熟悉的对经济现象的会计处理和报告所需的估计和判断。以下的 Open Safari 案例
用于第 3 阶段的课堂中，是一个学习关于资产会计处理的范例，这也是基于框架的资
产教学中的一种典型教学材料。
我们建议教师提供一个有意义的基于框架的学习体验，这有助于更好的理解 IFRS,
为此，教师们应：
(a) 案例学习时用以下问题引起课堂讨论：案例中存在哪些关于特定经济现象（交易、
状态及事件）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投资者、贷款人及其他债权人在进行提供资源的
决策中认为相关的？
(b) 将讨论延伸至考虑最相关的信息是否存在并得到如实反映。如果这些信息不存在或
无法得到如实反映，则要考虑在成本-效益原则下哪些信息能够如实反映，从而满
足财务报告的目标。
(c) 使用概念框架中的资产定义识别实体的资产。
(d) 对于辨认出的每一项资产，推动讨论 IFRS 关于资产的分类问题，这可通过问以下
问题完成：哪个（或哪些）准则可以应用于辨认出来的每一项资产的会计处理？然
后，教师可以推动讨论根据这些准则如何对每一项资产进行会计处理和报告。
(e) 集中讨论主要的判断和估计的问题，这样可以提高同学们做出判断和估计的能力，
而这些能力有助于他们应用 IFRS。
如何从案例学习中取得最大收获

完成 Open Safari 的学习将要求学生们考虑一些关联问题（比如确定实体的功能货
币、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政府补助、外币交易、非金融资产的计量以及非金融负债
的“最佳估计”）。计量问题的讨论包括了相关的融资政策。案例学习将很容易延伸
至管理会计和财务管理的更多方面，比如，要求学生制定实体的财务模型。
本案例同样可以延伸至所得税的会计处理。进而，案例可以延伸至税收问题，比
如，要求学生们讨论实体可能采取的税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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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IASB 考虑修改与案例中信息相关的 IFRS 要求（比如发布一份讨论稿或征求
意见稿）或者 IFRS 解释委员会考虑制定与案例研究相关问题的解释公告，教师可以带
领学生们讨论这些要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提供更符合财务报告目标的信息。
类似地，如果学生们同时学习其他报告框架的话（比如中小企业 IFRS 或当地公认
会计原则），讨论哪一报告框架可以向潜在和现有的投资者、贷款人和其他债权人提
供与他们制定资源配置决策更相关的信息，这可以加强学生们对财务报告的理解。
最后，通过修改案例中的事实基础，教师可以引导，将课堂讨论进一步深化。比
如，教师可以启发学生们讨论租赁问题，要求班级同学思考当 Freelands 是以百年租约
被租入（而不是案例中由 Open Safari 购买）时，他们关于案例的答案会如何改变。
案例学习是一种典型的学习方式，能够帮助检验学生们是否提高了根据 IFRS 对资
产的会计处理做出估计和判断的能力。
当课程时间有限时，讨论可以很容易地分解成不同的部分进行。比如，与每一营
业期间（20X0-20X2，20X3，20X4，20X5-20X8，20X9，以及 20Y0-20Y4）或每一项
资产（Freelands，Sealands，WoXy Safari 的不动产以及医疗机构）相关的会计问题可
以在不同的部分进行讨论。相应地，使用案例所用的表格（译者注：matrices，矩阵，
也就是资料中的方块表格），可以采用从左至右的方式进行，最开始的案例讨论内容
为靠左的列，在以后的讨论中，逐渐转移到表格中靠右的内容上。
第 3 阶段：参考资料
以下是一些可能有用的参考资料：
(a)

IFRS 前言；

(b)

财务报告概念框架（概念框架）；

(c)

IASB 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包括：
(i)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i)

国际会计准则；

(iii)

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委员会之准则解释；以及

(iv)

会计解释常务委员会之解释公告;

(d)

伴随准则，但又不是准则的组成部分的资料（如结论基础、说明性示例以及执行
指南）

(e)

解释委员会议程决定；

(f)

中小企业 IFRS；

(g)

若与 IFRS 不同时，当地的公认会计原则 (特别是当地公认会计原则与 IFRS 有着
相似的概念框架，例如，美国公认会计原则)；

(h)

IASB 发布的讨论稿以及征求意见稿，还有

(i)

相关的已发布的监管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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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阶段：课堂资料
(a) IFRS 的指南（A Guide through IFRS ）（包括了准则全文以及 IASB 发布的带有交
叉索引及其他注释的文件）
(b)

中小企业 IFRS（包括中小企业 IFRS 结论基础）

(c)

解释委员会考虑的问题1；

(d)

IASB 考虑的问题2；

(e)

已发布的相关 IFRS 监管决定；

(f)

相关的 IFRS 媒体报道，以及

(g)

案例学习（如下列案例学习）。

第 3 阶段：案例学习
学习目标

完成 Open Safari 案例的学习后，学生在如下方面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a)

根据 IASB 发布的概念框架中的财务报告目标，评价 IFRS 原则以及其他特定的
关于有形和无形资产会计处理和报告的要求；

(b)

理解按照 IFRS 进行有形和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及报告时应采用的估计，以及做
出的判断；

(c)

更好地理解与有形和无形资产会计处理相关的不同准则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1
2

应该提供给学生以下链接: http://www.ifrs.org/Current-Projects/IFRIC-Projects/Pages/IFRIC-Projects.aspx.
应该提供给学生以下链接:http://www.ifrs.org/Current-Projects/IASB-Projects/IASB-agendaconsultation/Pages/IASB-agenda-consultation.aspxand http://www.ifrs.org/Current-Projects/IASBProjects/Pages/IASB-Work-Pla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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