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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34 號「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則」及 36 號

「金融商品之表達與揭露」，自 2006 年起始實施，主要差異為金融資

產評價基礎之改變，除列為以持有到期日為目的者外，金融資產之評價

由成本與市價孰低法改為公平價值法，市價上升及下跌之利益或損失均

須認列，並規定衍生性金融商品須認列入帳，且依公平價值評價，並對

避險會計之會計處理作更嚴謹之規範，同時加強金融商品財務報表附註

揭露，使得企業從事金融商品交易之透明度大增。 台灣自 2002 年引進

有關獨立董事、監察人制度，其中規定董事、監察人之資格，須符合具

有 5 年以上商務、法律、財務或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且其中 1 人



須為會計或財務專業人士。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董事、監察人具有財

務及會計背景，與衍生性金融商品操作績效之關聯性，用以印證台灣上

市櫃公司聘任董事、監察人須具有財務及會計背景之必要性。 本研究係

以 2005 年台灣上市櫃電子業公司營業收入排名前 100 家為對象，蒐集各

公司董事、監察人財務及會計背景資料，與各公司 2006 年第 1 季財務報

表公告首次適用 34 號公報之損益及股東權益影響數等數據，進行實證

研究，探討其關聯性。此外，更進一步探討獨立董事、監察人監督績效

是否會影響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操作績效，藉此實證研究期能提供相關資

訊與建議，供立法者與公司在未來制定法律與聘任董事、監察人時有所

參據。  

摘要

(英) 

The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 Board in Taiwan issue Statements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No.34 and No.36 respectively. Hedge accounting 

users have to qualify a derivative position for hedge accounting, specifying the 

hedged item, identifying the hedging strategy and the derivative, and supporting 

documents by statistical or other means that the hedge to be highly effective in 

offsetting the designated risk exposure. Since 2002, Taiwan introduced the system 

relevant to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 The system has regulation about 

the qualification of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 They must have more then five 

experience about business, law, finance or the field that company need. And one 

of them must be professional of accounting or financ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financial and accounting background of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and derivatives performance. Thus we can prove the 

necessity that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have finance and accounting background, 

when they hired by listed company. We research the listed electronics companies 

in Taiwan and takes the first 100 companies of business income for example. We 

collect background of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of each company. Then we 

compare the data with the finance report of the first season in 2006. Thus, we can 

have the data of the interests loses affected by No.34 criterion Statements and 

influence of shareholders’ right. With thus we can fi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m furthermore, we discus whether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effects of 

supervision by supervisor will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manipulation of 

derivative financial merchandises. According to this proved research, we can 

provide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advices to legislators and companies, when 

legislating or hiring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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