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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安迪目前手上有$500,000 現金，他需要$1,000,000 的現金支付購屋的自備款，假設安迪將$500,000 存

入銀行可取得7%的利率，則他需要多少年才可以累積超過所需的$1,000,000？（以複利計息） 

(1)9 年  (2)10 年 (3)11 年 (4)12 年 

(1)02.對於財務報表附註揭露的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1)可以從附註揭露得知企業未來明確的經營方向及財務狀況 

(2)可以藉由附註揭露取得無法以貨幣衡量的財務資訊 

(3)可以藉由附註揭露了解財務報表中較細部的資料 

(4)可以藉由附註揭露說明財務報表中的科目性質及定義 

(3)03.在現金流量表裡，屬於投資活動部分的表達應該包括： 

(1)發行普通股取得廠房設備 (2)發給普通股股利 

(3)固定資產的升級 (4)質押應收帳款 

(3)04.下列何種情況需要做會計的追溯調整？ 

(1)折舊資產的使用年限估計改變 (2)壞帳估計變動 

(3)存貨方法改變 (4)以上皆需要追溯調整 

(2)05.李先生以$20,000 資本創業。當年度淨利為$4,000，提領了$1,000 做為個人花用。請問期末時，李先

生資本帳戶餘額為多少元？ 

(1)$24,000  (2)$23,000  (3) $20,000  (4)$19,000 

(4)06.本期已入帳的交際費用中，有$6,000 為業主私人應酬所用，更正時應： 

(1)借：交際費，貸：現金 (2)借：交際費，貸：業主提取 

(3)借：業主提取，貸：現金 (4)借：業主提取，貸：交際費 

(4)07.若公司將支付廣告費$3,000 入帳為借記廣告費$300、貸記現金$300，則將使： 

(1)廣告費高估$3,300  (2)現金高估$3,300  (3)現金低估$2,700  (4)廣告費低估$2,700 

(3)08.帳戶必須進行期末調整之主要原因為： 

(1)在期中，管理當局尚無法決定當年度之財務報導目標 

(2)在期末，會計師查帳時，因報表編制不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乃要求公司進行調整 

(3)有許多企業交易之影響係跨越一個以上的會計期間 

(4)平時記錄交易時，一定會有不可預期的錯誤發生 

(1)09.文新公司購入商品$15,000，因部分品質不合退回賣方$3,000，支付貨款取得折扣$144，則公司享有之

進貨折扣率為： 

(1)1.2%  (2)1%  (3)1.5%  (4)2% 

(4)10.北鯨公司從客戶方收到一張面額$40,000，六個月期，利率10%之票據。在收到兩個月後因需要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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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持該票據向甲銀行貼現，貼現息為12%。請問北鯨公司將自銀行收到多少現金？（假設一年為360 

天） 

(1)$40,780  (2)$40,300  (3)$40,280  (4)$40,320 

(3)11.當物價上漲時，何種方法計算期末存貨成本最接近現時重置成本？ 

(1)個別辨認法 (2)移動平均法 (3)先進先出法 (4)加權平均法 

(3)12.健康公司101 年底期末存貨金額為$25,000，且包含下列項目： 

1.寄銷在外商品$5,000。 

         2.在途進貨$5,500，起運點交貨。 

        3.承銷他人商品$4,000。 

        則該公司 101 年期末存貨正確金額應為多少？ 

(1)$20,000  (2)$19,500  (3)$21,000  (4)$25,000 

(1)13.加德公司於101 年1 月1 日購入一部機器，耐用年限十年，殘值$5,000。102 年該機器之折舊費用為

$10,000，若該公司以雙倍餘額遞減法(Double Decline Balance)計算折舊，則機器成本是多少？ 

(1)$62,500  (2)$60,000  (3)$59,500  (4)$55,000 

(2)14.大樹公司100 年初購入設備一部，成本$150,000，估計可用五年，殘值$30,000，並採年數合計法提列

折舊，則102 年度折舊費用為： 

(1)$32,000  (2)$24,000  (3)$40,000  (4)$28,000 

(2)15.京畿公司於99 年1 月1 日購入設備一部，購買成本為$60,000，估計該設備使用年限為三年，無殘值

，並採直線法提列折舊。假設該公司於100 年1 月1 日將原有之估計使用年限，由三年修改為五年，

請問於修改後，100 年之折舊金額為若干？ 

(1)$8,000  (2)$10,000  (3)$12,000  (4)$14,000 

(1)16.若機器設備已經完全折舊，但仍可繼續使用，則下列何者正確？ 

(1)將機器設備的成本及累計折舊留在會計帳上，但毋須再提列折舊 

(2)將機器設備的成本及累計折舊自會計帳上沖銷 

(3)更改或調整以前年度的折舊費用 

(4)將機器設備的成本及累計折舊留在會計帳上，且繼續提列折舊 

(4)17.寬宏藝術於99 年舉辦「鳳飛飛-30 週年」演唱會，3,000 萬元之票房已於98 年底售罄，請問寬宏藝術

有關上述票房收入應於98 年底列為： 

(1)或有負債 (2)應付費用 (3)應收帳款 (4)預收收入 

(2)18.99 年7 月1 日，SATO 公司向忠孝銀行借款$400,000，並開立一年期，利息5%，面額為$400,000 之票

據一張，到期時本息一併償還，則99 年底SATO 公司帳上有： 

(1)應付票據折價$10,000  (2)流動負債$410,000  

(3)利息費用$20,000  (4)流動負債$420,000 

(2)19.台購公司於100 年7 月1 日發行面額$10,000，5 年期，利率12%之公司債，每年1 月1 日以及7 月1 日付

息，發行價格為$9,400。該公司以直線法攤銷折價，請問100 年12 月31 日攤銷折價之會計處理為： 

(1)借記應付公司債折價$60  (2)貸記應付公司債折價$60  

(3)借記應付公司債折價$30  (4)貸記應付公司債折價$30 

(3)20.大明公司於99 年1 月1 日以$500,000 買入大華公司普通股股份45%，若大華公司在99 年12 月31 日宣

告並發放現金股利$4,000，並報導當年之淨利為$80,000。請問大明公司於99 年12 月31 日對大華公司

之投資帳戶餘額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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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4,000  (2)$536,000  (3)$534,200  (4)$501,800 

(1)21.甲仙公司於89 年底之財務狀況如下：10%應付公司債$1,000,000，99 年12 月31 日到期，未攤銷折價$

30,000，每年1 月1 日及7 月1 日各付息一次，按直線法攤銷債券折價。90 年3 月1 日該公司以97 的價

格加上應計利息贖回$400,000 之公司債，則贖回公司債損益為： 

(1)利得$200  (2)損失$400  (3)利得$400  (4)損失$200 

(2)22.大杜南公司於99 年1 月1 日發行面額$100,000，年息12%，五年期之公司債，發行價格為$92,976，該

公司債每半年付息一次，付息日為7 月1 日及1 月1 日，發行時之有效利率為14%，公司採利息法攤

銷公司債折價，則該公司99 年底公司債之帳面價值為： 

(1)$100,000  (2)$94,028  (3)$94,381  (4)$93,484 

(2)23.畢德公司98 年度銷貨收入$200,000，期末應收帳款餘額為$60,000，備抵呆帳調整前餘額為借餘$1,000

，年底估計應收帳款有4%無法收回，則當年度應提列的呆帳金額為： 

(1) $2,000  (2) $3,400  (3) $2,400  (4)$1,500 

(3)24.下列何者為企業可以自由選擇是否要編製的分錄？ 

(1)結帳分錄 (2)調整分錄 (3)轉回分錄 (4)更正分錄 

(1)25.達利公司於99 年底漏未調整應付薪資$22,500，又100 年底用品盤存$12,500 誤作為費用，則此兩項錯

誤將導致： 

(1)100 年底淨利低估$35,000；100 年底保留盈餘低估$12,500 

(2)99 年度淨利高估$22,500；100 年度淨利低估$12,500 

(3)99 年度淨利及99 年底保留盈餘均各低估$22,500 

(4)100 年度淨利及100 年底保留盈餘均各低估$12,500 

(1)26.在流動資產金額大於流動負債之下，當以現金償還短期應付票據時會造成： 

(1) 營運資金無影響，流動比率增加 (2)營運資金無影響，流動比率減少 

(3)營運資金增加，流動比率無影響 (4)營運資金減少，流動比率無影響 

(3)27.建猩公司100 年度之財務資訊如下：(1)稅後淨利360,000、(2)折舊$35,000、(3)應收帳款增加$30,000、(

4)應付帳款增加$50,000、(5)預付費用增加$18,000、(6)存貨增加$10,000、(7)出售機器利益$26,000、(8)

發放現金股利$15,000，則該年度由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若干？ 

(1)$387,000  (2)$326,000  (3)$361,000  (4)$352,000 

(3)28.有關我國的貨幣總計數，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就涵蓋資產的多寡而言，M1A＞M1B＞M2  (2)就貨幣性的高低而言，M1A＜M1B＜M2 

(3)郵政儲金包括在M2  (4)銀行的庫存現金包括在M1A 

(3)29.有關菲利普曲線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傳統菲利普曲線為一條負斜率的曲線  

(2)在加速論假說下，長期菲利普曲線成為一條垂直線 

(3)伴隨全球化的發展，菲利普曲線將變得陡峭 

(4)傳統菲利普曲線表明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有互為抵換(trade-off)的關係 

(2)30.有關貨幣需求理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傅利德曼認為貨幣需求的變動幅度比所得變動幅度小 

(2)預期通貨膨脹率愈高，貨幣需求愈高 

(3)實質利率愈高，人們的貨幣需求愈小 

(4)所得、利率及預期通貨膨脹率為影響貨幣需求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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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依「資產負債表分析法」分析某一時點或期間貨幣供給額之變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國際收支逆差會使貨幣供給額等額減少 

(2)金融機構購買政府債券，會使貨幣供給額增加 

(3)政府預算盈餘會使貨幣供給額增加 

(4)郵匯局對個人的債權減少，會使貨幣供給額減少 

(3)32.依公司法登記之公司行號，基於合法交易行為所產生之商業票據，商業票據發票人或出售人（持票

人）要向下列何者申請買入額度，方能進行後續商業票據相關發行流程？ 

(1)證券商 (2)銀行 (3)票券商 (4)保險公司 

(4)33.倘若股票上市公司以公司的現金作為股利發放給公司股東，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公司資產減少 (2)累積盈餘減少 (3)公司股本不變 (4)股東權益增加 

(3)34.有關國際金融的「不可能的三角難題」(impossible trinity)，下列何項不包括在內？ 

(1) 國內貨幣政策的自主性 (2)國際資本自由移動 

(3)浮動匯率制度 (4)釘住的匯率目標 

(2))35.第一準備（金）包括庫存現金、在其他銀行或中央銀行的存款等，請問尚包括下列何者在內？ 

(1)銀行承兌匯票 (2)待交換票據 (3)國庫券 (4)可轉讓定期存單 

(3)36.透支是金融機構允許其存款帳戶在帳戶內無存款餘額，或存款餘額不足支付時，得在約定期限及額

度內，先予墊付款項之資金融通方式，請問適用下列何項存款帳戶？ 

(1)匯票存款帳戶 (2)活期存款帳戶 (3)支票存款帳戶 (4).綜合存款帳戶 

(1)37.中央銀行為因應季節性資金需求（例如年節），可以採用下列何種操作？ 
(1)重購回協定操作 (2)防衛性操作 (3)動態操作 (4)互換操作 

(4)38.邊際消費傾向係指消費支出增量佔下列何者增量之比例？ 

(1)國民所得 (2)國民生產毛額 (3)國民生產淨額 (4)可支配所得 

(3)39.貨幣學派將「貨幣供給量變動對利率之影響」的複雜關係，區分為三種效果，下列何者非屬之？ 

(1)所得效果 (2)流動性效果 (3)信用分配效果 (4)價格預期效果 

(3)40.有關貨幣政策之傳遞機能，下列何者非屬能影響投資及消費之效果？ 

(1)利率效果 (2)財富效果 (3)匯率效果 (4)資產選擇效果 

(1)41.近似貨幣對存款貨幣的比率提高，對經濟社會貨幣面向之影響，下列何者正確？ 

(1)貨幣供給減少 (2)實際準備增加 (3)基礎貨幣減少 (4)貨幣乘數變大 

(4)42.倘若中央銀行降低法定準備率時，影響金融機構的準備，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超額準備增加 (2)自由準備增加 (3)法定準備減少 (4)實際準備增加 

(4)43.中央銀行在金融市場買進長期債券，同時賣出相等金額的短期債券，除準備貨幣數量不變外，並有

下列何項結果？ 

(1)長期債券利率上升，短期債券利率下降 (2)短期債券利率上升，長期債券利率上升 

(3)短期債券利率下降，長期債券利率下降 (4)長期債券利率下降，短期債券利率上升 

(4)44.在IS/LM 模型中，有關貨幣政策及財政政策的有效性，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 LM 曲線平坦，貨幣政策較無效 (2) IS 曲線陡峭，財政政策較有效 

(3)貨幣政策? 鬆，LM 曲線向右下方移動 (4)財政政策擴張，IS 曲線向左下方移動 

(2)45.中央銀行辦理重貼現政策的融通期限，以票據到期日為準；其以國庫券及政府公債為擔保品之本票

，其融通期限最長不得超過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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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天 (2)30 天 (3)40 天 (4)10 天 

(3)46.中央銀行操作數量性貨幣政策工具，下列何項相對而言較缺乏伸縮性？ 

(1) 重貼現政策 (2) 公開市場操作政策 

(3)存款準備政策 (4)流動比率政策 

(3)47.當債券供給增加，債券價格下跌，債券利率水準上漲，金融機構準備減少及流動性降低，為了保持

流動性，金融機構減少放款與投資的現象，是下列何種效果？ 

(1)套住效果 (2)差別收入效果 (3)資產結構效果 (4)預期效果 

(2)48.個人為了日常生活所需而持有的交易動機貨幣，在每次債券與貨幣之間互相交換的手續費用提高時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持有交易動機貨幣減少，債券與貨幣之間互相交換總次數減少 

(2)債券與貨幣之間互相交換總次數減少，持有交易動機貨幣增加 

(3)持有交易動機貨幣減少，債券與貨幣之間互相交換總次數增加 

(4)債券與貨幣之間互相交換總次數增加，持有交易動機貨幣增加 

(1)49.個人為了不時之需，而有預防動機性貨幣需求，下列何者是長期的影響因素？ 

(1)社會安全制度 (2)利率水準 (3)機會成本 (4)支付時距 

(1)50.依劍橋學派之現金餘額方程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 以流量分析法分析貨幣需求的影響因素  

(2) 認為個人保有貨幣意願受利率與預期影響 

(3)認為貨幣需求是個人選擇，而非總體需要  

(4)強調貨幣是一種資產，是購買力的暫時貯存所 

(1或2或4)51.依托賓(Tobin)的資產組合餘額模型，若財富持有者屬性為風險趨避者，且個人無差異曲線向

下凸，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欲增加預期報酬，必須冒較大風險 (2)報酬愈多每單位報酬所帶來的效用愈少 

(3)預期報酬率增加，持有債券的數量會增加 (4)低利率時貨幣需求的增加較高利率時為大 

(4)52.中央銀行之公開市場操作，若係以積極改變銀行準備金暨準備貨幣數量為目的者，稱之為： 

(1)互換操作 (2)靜態性操作 (3)防禦操作 (4)動態性操作 

(4)53.貨幣政策有時間上的落後，自運用政策工具到對經濟活動產生影響的時間落後，稱為： 

(1)認知落後 (2)內部落後 (3)行政落後 (4)外部落後 

(1或2或3)54.倘若中央銀行透過金融市場公開買進政府公債，則： 

(1)超額準備率提高 (2)? 力貨幣增加 (3)債券利率下跌 (4)貨幣乘數變大 

(2)55.代理人未載明為本人代理之旨而簽名於票據者： 

(1)由本人負票據責任 (2)由代理人自負票據責任 

(3)由本人與代理人連帶負票據責任 (4)該票據無效 

(3)56.票據喪失時得聲請公示催告，而公示催告程序開始後，其經到期之票據，聲請人於不能提供擔保時

： 

(1)得請求給予新票據 (2)得請求票據金額之支付 

(3)得請求將票據金額依法提存 (4)得請求為除權之判決 

(2)57. 支票之執票人，未於法定期間內提示付款，對何人喪失追索權？ 

(1)所有之前手 (2)發票人以外之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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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發票人 (4)發票人及保證人 

(2)58.票據上之金額有改寫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得由原記載人於交付前改寫，但須簽名負責 

(2)縱由原記載人改寫並簽名，該票據仍無效 

(3)若執票人同意，原記載人於交付前亦得取回改寫 

(4)若執票人同意，原記載人於交付後亦得取回改寫 

(2)59.下列何者為本票之主債務人？ 

(1)付款人 (2)發票人 (3)背書人 (4)承兌人 

(3)60.票據背書若附記條件者： 

(1)因違背票據之無因性，故該票據無效 (2)票據仍有效，但背書行為則無效 

(3)該背書有效，其條件則視為無記載 (4)該背書有效，背書人依所附條件負其責任 

(1)61.見票即付之匯票，其法定提示日為： 

(1)自發票日起6 個月內 (2)自到期日起6 個月內 

(3)自提示日起6 個月內 (4)自承兌日起6 個月內 

(3)62.票據上記載金額之文字與號碼不符時： 

(1)該票據無效 

(2)該票據有效，且應以數字為準 

(3)該票據有效，且直接以文字為準 

(4)該票據有效，如法院不能探求當事人真意時，則以文字為準 

(3)63.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保證為本票特有之制度 (2)承兌為本票特有之制度 

(3)見票為本票特有之制度 (4)保付為本票特有之制度 

(1)64.依票據法之規定，下列何種票據得為到期日期之記載？ 

(1)僅匯票、本票  (2)僅本票、支票 

(3)僅支票、匯票 (4)匯票、本票、支票 

(2)65.關於記名匯票，下列何人得為禁止背書轉讓之記載？ 

(1)發票人及付款人 (2)發票人及背書人 

(3)背書人及付款人 (4)發票人、付款人及背書人 

(1)66.本票執票人於向何人行使追索權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 

(1)發票人 (2)背書人 (3)承兌人 (4)保證人 

(2)67. 匯票未載付款地者，以何者為付款地： 

(1)發票人之營業所或住居所所在地 (2)付款人之營業所或住居所所在地 

(3)執票人之營業所或住居所所在地 (4)參加付款人之營業所或住居所所在地 

(2)68. 關於票據之性質，下列何者不屬之？ 

(1)文義證券 (2)有因證券 (3)金錢證券 (4)要式證券 

(4)69.下列何種承兌方式視為拒絕承兌？ 

(1)略式承兌 (2)參加承兌 (3)一部承兌 (4)附條件承兌 

(2)70.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二人以上共同簽名時，應： 

(1)平均負責 (2)連帶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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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比例負責 (4)應探求當事人真意以決定其責任 

(2)71.有關追索權之行使，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被追索者已為清償時，與執票人有同一權利 

(2)執票人為背書人時，對該背書之前手無追索權 

(3)執票人得不依負擔債務之先後，對於票據債務人之一人或數人或全體行使追索權 

(4)執票人對於債務人之一人或數人已為追索者，對於其他票據債務人，仍得行使追索權 

(1)72.甲簽發匯票一紙予乙，票載金額為新臺幣十萬元整，乙收受匯票後，將票載金額改寫為新臺幣二十

萬元整後背書轉讓給丙，丙背書轉讓給丁，丁再背書轉讓給戊，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甲負新臺幣二十萬元之票據責任 (2)乙負新臺幣二十萬元之票據責任 

(3)丙負新臺幣二十萬元之票據責任 (4)丁負新臺幣二十萬元之票據責任 

(2)73.票據法第22 條第4 項所規定之票據利益償還請求權，請求之對象為何人？ 

(1)發票人或背書人 (2)發票人或承兌人 

(3)承兌人或付款人 (4)背書人或承兌人 

(3)74.在謄本上可以為下列何種票據行為？ 

(1)承兌 (2)參加承兌 (3)背書 (4)平行線 

(2)75.票據上有無行為能力人之簽名時： 

(1)該票據無效 

(2)該無行為能力人之簽名無效，但不影響其他簽名之效力 

(3)該無行為能力人之簽名及其他簽名均有效，因票據行為之文義性 

(4)該無行為能力人之簽名及其他簽名均無效，因違反票據行為之文義性 

(1)76.下列何者非期前追索之原因？ 

(1)票據到期不獲付款 (2)付款人或承兌人死亡 

(3)付款人或承兌人受破產宣告 (4)匯票不獲承兌 

(3)77.依票據法規定，以惡意或重大過失取得票據者： 

(1)不得享有優於前手之權利 (2)不得享有優於後手之權利 

(3)不得享有票據上之權利 (4)該票據效力消滅 

(3)78.本票發票人所負責任，與下列何者相同？ 

(1)匯票發票人 (2)匯票付款人 (3)匯票承兌人 (4)匯票背書人 

(1)79.下列何者為票據主要行為？ 

(1)發票 (2)背書 (3)追索 (4)付款 

(2)80.關於背書之記載，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背書可於票據之背面或黏單上為之 

(2)背書時應記載背書人及被背書人之姓名，否則不具效力 

(3)匯票之最後背書為空白背書者，執票人得於該空白內，記載自己或他人為被背書人，變更為記名  

   背書，再為轉讓 

(4)背書日期縱未記載，仍為有效，並推定其作成於到期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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