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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五號 

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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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制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之原始認

列及後續衡量 

⚫ 本例重點：強制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之原始認列及後續衡

量。 

⚫ 引用條文：第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六條及第五十二條。 

⚫ 適用情況：強制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之原始認列及後續衡

量。 

中華公司於 20X1 年 11 月 1 日支付$18,100 購買宏創公司股票之賣權（包含交

易手續費$100），宏創公司係上市公司。此賣權持有人可於 20X2 年 11 月 1 日以每

股$50之價格賣出宏創公司股票 1,000股，中華公司並未指定此衍生工具作為避險工

具，20X1 年 11 月 1 日宏創公司之股票價格為$50（即賣權內含價值為$0）。前述賣

權於 20X1年 12月 31日之公允價值為$25,000。中華公司對此賣權於 20X1 年 11月

1日及 12月 31 日之相關分錄如下： 

20X1/11/1 強制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流動 

18,000 
 

 手續費支出 100  

     現金  18,100 

 說明：認列購入選擇權$18,000，手續費$100認列為當期費用。 

  

20X1/12/31 強制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評

價調整—流動 

7,0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利

益 
 

7,000 

 說明：認列選擇權公允價值上升之利益$7,000（$25,000－$18,000）。 

 
 此參考範例係配合本會於中華民國 110年 7月 27日第二次修訂之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

五號「金融工具」而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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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二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

之原始認列及後續衡量—附息公司債 

⚫ 本例重點：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之原始認列

及後續衡量。 

⚫ 引用條文：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六條、第四十一條及第五十二條。 

⚫ 適用情況：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之原始認列

及後續衡量—附息公司債。 

大成公司於 20X1 年 1 月 1 日支付現金$957,876 購買文南公司發行之 5 年期公

司債，該公司債之票面金額$1,000,000，票面利率為年息 5%，有效利率為年息 6%，

大成公司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二號「財務報表之表達」第三十條之規定將該公司

債分類為非流動資產。文南公司固定於每年 12 月 31 日支付利息。大成公司依企業

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五號「金融工具」（以下簡稱第十五號公報）第九條至第十二條之

規定將所持有文南公司之公司債分類為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

產。該公司債 20X1年 12月 31日之市價為$970,000。於 20X2年 12月 31日，大成

公司於領取利息後，以公允價值$990,000出售該債券。在不考慮減損損失之情況下，

有關該公司債採有效利息法之攤銷及大成公司之相關分錄如下： 

年度  期初總帳

面金額 A 

 利息收入 

B＝A×6% 

 收取之金額 

C＝$1,000,000×5% 

 折價攤銷數 

D＝B－C 

 期末總帳面金

額 

E＝A＋D 

20X1  $957,876  $57,473  $50,000  $7,473  $965,349 

20X2  965,349  57,921  50,000  7,921  973,270 

20X3  973,270  58,396  50,000  8,396  981,666 

20X4  981,666  58,900  50,000  8,900  990,566 

20X5  990,566  59,4341  50,000  9,434  1,000,000 

1含尾差調整。 

 

20X1/1/1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

務工具投資—非流動 

957,876  

     現金 957,876 

 說明：認列購入之公司債$957,876（$50,000×P5,6%＋$1,000,000×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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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1/12/31 現金 50,000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

務工具投資—非流動 

7,473 
 

     利息收入 57,473 

 說明：認列所購入公司債之利息收入$57,473（$957,876×6%），並攤銷公

司債折價$7,473（$57,473－$50,000）。 

  

20X1/12/31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

務工具投資評價調整—非流動 

4,651  

 其他綜合損益—透過其他綜合損益

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

未實現損益 

 4,651 

 說明：調整公司債之公允價值變動$4,651〔$970,000－（$957,876＋ 

$7,473）〕，並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 

  

20X1/12/31 其他綜合損益—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未實現損

益 

4,651  

 其他權益—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未實

現損益 

 4,651 

 說明：將其他綜合損益結轉至其他權益。 

  

20X2/12/31 現金 50,000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

務工具投資—非流動 

7,921  

     利息收入  57,921 

 說明：認列所購入公司債之利息收入$57,921（$965,349×6%），並攤銷公

司債折價$7,921（$57,921－$50,000）。 

  

20X2/12/31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

務工具投資評價調整—非流動 

12,079 
 

 其他綜合損益—透過其他綜合損益

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

未實現損益 

 

1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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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調整公司債之公允價值變動$12,079〔$990,000－（$970,000＋

$7,921）〕，並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 

  

20X2/12/31 現金 990,000  

 其他綜合損益—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未實現損

益—重分類調整 

16,730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債務工具投資—非流動 
 

973,270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債務工具投資評價調整—非流

動 

 

16,730 

 處分投資利益  16,730 

 說明：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將當期

及以前期間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之累計利益或損失重分類至損益

作為重分類調整。 

  

20X2/12/31 其他綜合損益—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未實現損

益 

12,079 

 

 
其他權益—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未實現損益 

4,651 
 

 

其他綜合損益—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

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未

實現損益—重分類調整 

 16,730 

 說明：將其他綜合損益結轉至其他權益。 

  

範例三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 

⚫ 本例重點：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 

⚫ 引用條文：第十五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六條及第五十二條。 

⚫ 適用情況：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 

忠孝公司於 20X1 年 7月 1日購買仁愛公司股票 200,000股，購買時每股之市場

價格為$42，手續費$11,970。忠孝公司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二號「財務報表之表

達」第三十條之規定將該股票分類為非流動資產。忠孝公司截至 20X1 年 12 月 31

日仍持有該股票，該股票當時之市場價格為每股$45。忠孝公司於 20X2年 2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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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股$44賣出仁愛公司 120,000 股之股票，手續費等相關交易成本共計$7,524。忠

孝公司依第十五號公報第十五條之規定將所持有之仁愛公司股票指定為透過其他綜

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忠孝公司相關分錄如下： 

20X1/7/1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

具投資—非流動 1 

8,411,970 
 

     現金  8,411,970 

 說明：認列購入之股票$8,411,970（200,000×$42＋$11,970）。 

 1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之原始認列應以公允價值加計交

易成本衡量。 

    

20X1/12/31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

具投資評價調整—非流動 

588,030 
 

 其他綜合損益—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未實現損

益 

588,030 

 說明：按公允價值衡量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並認列公允價值上升之利益$588,030（200,000×$45－$8,411,970）於

其他綜合損益。 

  

20X1/12/31 其他綜合損益—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未實現損益 

588,030  

 其他權益—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未實現損益 
 

588,030 

 說明：將其他綜合損益結轉至其他權益。 

  

20X2/2/1 其他綜合損益—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未實現損益 

120,000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

益工具投資評價調整—非流動 

 120,000 

 說明：按公允價值衡量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並認列公允價值下跌之損失$120,000〔120,000×（$45－$44）

〕於其他綜合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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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2/2/1 現金 5,272,476  

 手續費支出 7,524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

益工具投資評價調整—非流動 
 

232,818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

益工具投資—非流動 
 

5,047,182 

 說明：除列出售之股票 2。  

  

20X2/2/1 其他權益—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權益工具投資未實現損益 

120,000  

 其他綜合損益—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未實現

損益 

 120,000 

 說明：將其他綜合損益結轉至其他權益。 

  

20X2/2/1 其他權益—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權益工具投資未實現損益 

232,818  

 保留盈餘 232,818 

 說明：就已出售之股票，將當期或以前期間認列於其他權益之金額

$232,818（$588,030÷200,000×120,000－$120,000）結轉至保留

盈餘。 

  

2 有關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時產生之交易成本，企業得將該等交易

成本作為手續費（計入損益中）或評價損益（計入其他綜合損益中）。 

範例四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

之外幣兌換損益 

⚫ 本例重點：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之外幣兌換

損益。 

⚫ 引用條文：第五十三條。 

⚫ 適用情況：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之外幣兌換

損益之計算。 

 台北公司於 20X1年 1月 1日以 US$198,586 購入美國芝加哥公司發行之 5年期

公司債 2 張，每張面額為 US$100,000，票面利率 1.85%，有效利率 2%，每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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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付息。台北公司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二號「財務報表之表達」第三十條之規

定將該股票分類為非流動資產。台北公司依第十五號公報第九條至第十二條之規定

將所持有美國芝加哥公司之公司債分類為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

資產。20X1年 1月 1 日美元對新台幣之匯率$30，20X1年 12月 31日美元對新台幣

之匯率$29.3，年平均匯率$29.5，芝加哥公司公司債 20X1 年 12 月 31 日之市價為

$97.5。在不考慮減損之情況下，台北公司於 20X1 年之公司債相關分錄如下： 

 20X1/1/1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債務工具投資—非流動 

5,957,580 
 

     現金  5,957,580 

 說明：記錄購入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5,957,580 〔（ US$3,700×P5,2% ＋ US$200,000×p5,2% ） ×$30 ＝

US$198,586×$30〕。 

  

20X1/12/31 現金 108,410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債務工具投資—非流動 

8,016 
 

 兌換損失 740  

 利息收入  117,166 

 說明：收到公司債利息$108,410（US$3,700×$29.3），攤銷公司債折價$8,016

〔（US$198,586×2%－US$3,700）×$29.5＝US$271.72×$29.5〕，並記

錄利息收入$117,166（US$198,586×2%×$29.5）及兌換損失$740

〔US$3,700×（$29.5－$29.3）〕。 

    

20X1/12/31 兌換損失 139,065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

非流動 

 

139,065 

    

20X1/12/31 其他綜合損益—透過其他綜合損

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

投資未實現損益 

113,031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評

價調整—非流動 

 

113,031 

 說明：20X1 年 12 月 31 日之公司債公允價值為$5,713,500（$200,000× 

0.975× $29.3），先將因攤銷後成本變動所導致之兌換差額$13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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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198,586×（$30－$29.3）＋US$271.72×（$29.5－$29.3）〕認

列於損益，再將公司債非屬匯率變動之公允價值減少數$113,031

〔$5,713,500－（US$198,586＋US$271.72）×29.3〕認列於其他

綜合損益。 

  

20X1/12/31 其他權益—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

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

未實現損益 

113,031 

 

 其他綜合損益—透過其他綜

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債務工具投資未實現

損益 

 

113,031 

 說明：將其他綜合損益結轉至其他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