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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答覆 

依 36 號公報規定，金融商品之發行

人應依合約之經濟實質而非法律形

式將金融商品分類為金融資產、負

債或權益，但 95.1.1 之前發行之金

融商品不得將商品之權益組成要素

分離，且無須計算會計原則變動累

積影響數，但對金融商品之持有人

未有此規定，故若發行之特別股符

合金融負債之規定時，其持有人所

收取之特別股股利應視為股利收入

或利息收入？若應為利息收入時，

是否應將截至 94 年 12 月 31 日止之

應計利息於首次適用時列為會計原

則變動累積影響數？ 

1. 企業投資之特別股若符合金融

負債之規定，所收取之特別股

股利應視為利息收入。 
2. 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四

號第 141 段(3)之規定，企業於

首次適用本公報之會計年度開

始時，應依本公報之規定將應

依公平價值及攤銷後成本評價

之金融資產及金融負債予以適

當分類，並分別以公平價值及

攤銷後成本重新衡量。 
(1) 若所投資之金融商品分類

為以公平價值衡量且公平

價值變動認列為損益之金

融資產或備供出售金融資

產，應依公平價值調整並將

差額認列為會計原則變動

累積影響數或業主權益調

整項目。問題所述未認列之

利息價值將反映於金融資

產公平價值中，故無須作其

他調整。 
(2) 若所投資之金融商品將以

攤銷後成本衡量，則應於首

次適用時將原始帳列金額

之調整列為業主權益調整

項目，不得調整問題所述未

認列之利息。金融商品攤銷

後成本之決定，可參考

Q&A-2005.12.20。 



問題 答覆 

依第三十四號公報第 141 段之規

定，公平價值避險關係中之衍生性

商品於首次適用第三十四號公報

時，應以公平價值重新衡量並將原

始帳列金額調整數列為會計原則變

動累積影響數。則前述公平價值避

險關係中之被避險項目（如存貨），

於首次適用第三十四號公報時，是

否須作類似調整？ 

首次適用第三十四號公報以前之指

定避險交易，若於第三十四號公報

適用後符合公平價值避險之條件

者，應於首次適用第三十四號公報

之會計年度開始時，調整被避險項

目於以前指定避險期間因所規避風

險而產生之利益或損失，並認列為

會計原則變動累積影響數。 

不同公司投資同一債券，可能因公

司之判斷標準而呈現同一債券在不

同公司分別列為有活絡市場債券及

無活絡市場債券，是否接受此結

果？如可接受，則不同公司屬同一

會計師查核時，是否亦可接受此結

果？ 

債券是否具有活絡市場之判斷應屬

大眾之共識，通常不宜有差異。 

公司於 94 年 12 月 31 日以前發行之

轉換公司債，如嵌入其他之衍生性

商品，例如可賣回之轉換公司債，

依 36 號公報之規定，需將該嵌入之

衍生性商品分離並依34號公報之規

定處理，惟首次適用 36 號公報時，

不得將權益要素分離，如依此方式

處理，是否對包含權益要素之債務

商品總價值重新計算有效利率並於

後續期間攤銷？如否，是否進一步

說明如何處理？ 

企業可依下列步驟處理： 
1. 判斷所發行之轉換公司債中是

否嵌入轉換權以外之衍生性商

品。若有，則應依第三十四號公

報之規定，以原始投資時之條件

判斷判斷是否應分別認列。 
2. 得依主契約（未嵌入轉換權之公

司債）及應分離嵌入式衍生性商

品之首次適用當時公平價值比

例，分攤帳列混合商品之帳面價

值，並依其分類以公平價值或攤

銷後成本重新衡量。企業得以主

契約所分攤之帳面價值作為 95
年初之攤銷後成本。惟經判斷後

應與主契約分別認列者，發行公

司亦得不分離所有嵌入於主債

務商品之衍生性商品，並繼續認



問題 答覆 

列應付利息補償金及攤銷折溢

價。 
3. 依所決定之主契約攤銷後成

本，計算適當之有效利率。 
企業若於95年度前以直線法攤銷債

務商品投資或所發行債券之折溢

價，於適用第三十四號公報後，前

述項目攤銷後成本之計算是否可維

持使用直線法，或須依第三十四號

公報之規定，僅於直線法與利息法

攤銷結果差異不大時方得採用直線

法？ 

企業若於95年度前以直線法攤銷債

務商品投資或所發行債券之折溢

價，於適用第三十四號公報後，得

繼續採用直線法計算前述項目攤銷

後成本。 

企業於95年度首次適用第三十四號

公報，依第 23 段(1)之規定判斷嵌入

於主債務商品之利率標的衍生性商

品是否與主契約之經濟特性及風險

緊密關聯時，所採原始報酬率應如

何決定？ 

企業於95年度首次適用第三十四號

公報，依第 23 段(1)之規定判斷嵌入

於主債務商品之利率標的衍生性商

品是否與主契約之經濟特性及風險

緊密關聯時，所採原始報酬率係指

企業初始投資該金融資產時之報酬

率，而非該金融資產於 95 年初之報

酬率。 
企業有多筆外幣應收帳款及外幣應

付帳款而欲適用避險會計時，是否

須逐筆指定為被避險項目？或可應

用第三十四號公報第73段之規定？

企業如對具類似風險特性之一組外

幣資產或一組外幣負債進行匯率風

險避險，須符合第三十四號公報第

73 段之條件，亦即該組內每一個別

項目因被規避風險造成之公平價值

變動，預期與該組因被規避風險所

造成整體公平價值變動宜大致成同

比例。到期日差異不超過 31 天之一

組外幣資產或一組外幣負債，視為

符合前述條件。企業指定一組項目

為公平價值避險之被避險項目時，

一組被避險項目之個別項目仍依第

三十四號公報公平價值避險會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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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處理因所規避匯率風險而產生

之損益。例如，企業持有$1,000,000
美元應收帳款及$500,000 美元應付

帳款，並指定一組合計為$480,000
之美元應收帳款為匯率風險之被避

險項目。該被避險項目共包含三筆

美 元 應 收 帳 款 ， 金 額 分 別 為

$200,000、$160,000 及$120,000，且

其預期到期日差異不超過 31 天。 
現金流量避險之避險有效性如何評

估？ 
企業若採用現金流量避險或國外營

運機構淨投資避險，比較避險工具

及被避險項目之已收付現金流量，

尚不足以評估避險是否高度有效，

企業應以下列二種方式之一評估避

險有效性：  
1. 比較避險工具之公平價值變動

與被避險項目因所規避風險造

成之公平價值變動（即未來現金

流量變動之折現值）。 
2. 比較虛擬避險工具與實際避險

工具之公平價值變動。該虛擬避

險工具係假設一主要條件與被

避險項目完全相同之避險工具

（以交換合約為例，即名目本

金、重訂價日、指標利率等均相

同，且於避險開始時之公平價值

為 0 之合約）。若企業以該虛擬

避險工具進行避險，預期被規避

風險所造成之現金流量變動均

可能被完全抵銷。 
交叉避險得否適用避險會計？ 第三十四號公報並未限制企業使用

交叉避險，惟其避險有效性必須預

期且實際為高度有效，且符合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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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險會計之規定。企業可能藉由比

較避險工具與被避險項目之過去公

平價值或現金流量變動，或展現避

險工具與被避險項目之公平價值或

現金流量具高度統計相關性之方

式，闡明避險預期為高度有效。 
單一避險工具如何用以規避一種以

上之風險？ 
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四號之

規定，單一避險工具若同時符合下

列條件時，可被指定用以規避一種

以上之風險： 
1. 可明確辨認被規避之風險。 
2. 可顯示避險有效性。 
3. 可確定避險工具與被規避風險

部位間之關係。 
以換匯換利合約為例，企業可將其

視為利率交換合約與匯率交換合約

之組合，分別指定為利率現金流量

風險及匯率公平價值風險之避險工

具。 
企業採用組合式選擇權避險，得否

適用第三十四號公報避險會計之規

定？ 

依第三十四號公報之規定，組合式

選擇權若實質上為淨發行選擇權，

則不可作為避險工具。組合式選擇

權若符合下列所有條件，則非屬淨

發行選擇權，而為淨買進選擇權或

零成本選擇權：  
1. 未收取淨權利金。 
2. 各組成選擇權之標的相同。 
3. 各組成選擇權之到期日相同。 
4. 各組成發行選擇權之名目數量

未超過各組成買進選擇權之名

目數量。 
5. 各組成選擇權之名目數量及執

行價格於該選擇權存續期間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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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不變。 
企業若指定組合式選擇權作為避險

工具，且其避險策略敘明避險範圍

僅限於組合式選擇權內含價值受被

規避風險影響之區間者，企業於評

估避險有效性時，可將組合式選擇

權內含價值未變動區間之被避險項

目公平價值變動部分予以排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