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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以間接法編製現金流量表時，當期應付帳款之增加應如何於「營業活動現金流量」進行調整？ 

(1)增加 (2)減少 

(3)不影響 (4)需視當期應付帳款變動數金額是否重大而定 

(4)02.下列何者並非本期淨利之組成項目？ 

(1)利息費用 (2)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益 

(3)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損益份額 (4)其他綜合損益 

(2)03.期末進行折舊費用之調整分錄時，將使會計恆等式(accounting equation)產生下列何種變動？ 

(1)資產減少、負債減少 (2)資產減少、權益減少 

(3)負債減少、權益減少 (4)權益增加、權益減少 

(2)04.某公司以現金購買他公司之債券並分類為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期末資產負債表中若將該項投資歸類

為流動資產，則此項交易在現金流量表中應屬於： 

(1)營業活動 (2)投資活動 (3)籌資活動 (4)公司可任意決定 

(2)05.甲公司2011年初長期性資產之帳面金額為＄80,000（成本＄100,000，累計折舊＄20,000），2011年之

折舊費用為＄10,000，當年度並無長期性資產之購置或處分，惟年底資產之淨公允價值為＄55,000，

使用價值為＄50,000，則2011年12月31日資產之帳面金額為： 

(1)＄50,000 (2)＄55,000 (3)＄70,000 (4)＄80,000 

(2)06.企業設置「零用金」制度時，下列哪一日期無須進行相關之會計記帳處理？ 

(1)設置時  (2)使用時  

(3)撥補時 (4)期末增加零用金額度時 

(1)07.乙公司發行不附息，面額＄10,000，5年期之票據向甲公司借款，簽發票據時市場利率為5%，則可借

得之現金較票面金額：  

(1)低 (2)高 (3)一樣 (4)不一定 

(3)08.丙公司進行以正確餘額為準之銀行存款調節表的編製時，發現下列四項調節事項：未兌現支票

＄35,000，銀行代收票據＄3,000，銀行手續費＄120，銀行代公司支付水電費＄1,600。丙公司應作調

整分錄之相關事項共有幾項？ 

(1)一項 (2)二項 (3)三項 (4)四項 

(3)09.丙公司X3年初購買設備一部，耐用4年，無殘值，X4年底該設備之帳面價值，若採用年數合計法提

列折舊比採用雙倍數餘額遞減法多出$15,000，則設備原始成本應為何？ 

(1)$240,000 (2)$270,000 (3)$300,000 (4)$360,000 

(4)10.當企業對其長期股權投資採用權益法評價時，被投資公司若有淨利，投資公司應： 

(1)借記：股利 (2)借記：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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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貸記：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4)貸記：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投資收益 

(1)11.下列何者屬於權益之會計科目？ 

(1)庫藏股票 (2)應付公司債溢價 (3)累計折舊 (4)備抵呆帳 

(1)12.自公開市場買回公司債，若買回價格較應付公司債之帳面金額為高時，差額應列為： 

(1)當期損失 (2)當期利益 (3)資本公積 (4)股本 

(3)13.公司破產清算分配剩餘財產之順位應為： 

(1)普通股股東、特別股股東、債權人 (2)特別股股東、債權人、普通股股東 

(3)債權人、特別股股東、普通股股東 (4)債權人、普通股股東、特別股股東 

(2)14.丙公司期初存貨＄30,000，本期進貨＄90,000，期末存貨＄35,000，則銷貨成本為： 

(1)＄25,000  (2)＄85,000 (3)＄95,000 (4)＄155,000 

(3)15.丁公司2010年帳列期末存貨發生高估之誤記，則2012年度淨利將因此項存貨錯誤而產生何種影響？ 

(1)低估  (2)高估  

(3)不影響  (4)需視誤記金額是否重大而定  

(2)16.企業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進行存貨續後評價時，其中淨變現價值之衡量基礎為： 

(1)買入價值(entry value) (2)賣出價值(exit value)　 

(3)使用價值(value in use)　 (4)歷史價值(historical value) 

(4)17.下列何者不屬於損益表之營業外收益或費損？  

(1)利息收入 (2)出售設備損失 (3)股利收入 (4)水電費 

(3)18.丁公司購買設備一部，定價為＄100,000，其他相關支出包括：運費及運送途中之保險費＄6,000，安

裝及試車＄8,000，另運送途中因超速支付罰金＄3,000，則該設備成本應為： 

(1)＄100,000 (2)＄106,000 (3)＄114,000 (4)＄117,000 

(3)19.資產成本減去估計殘值後之金額，表示資產將於使用期間耗用之成本，此金額稱為： 

(1)可回收金額(recoverable amount)  (2)帳面金額(carrying value) 

(3)可折舊金額(depreciable cost) (4)淨變現價值(net realizable value) 

(4)20.戊公司2010年1月1日以現金＄100,000購買設備一部，估計耐用年限10年，無殘值，以直線法提列折

舊，戊公司對於該項設備以重估價模式進行續後評價。2010年12月31日設備之公允價值為＄95,000，

則設備於2010年12月31日以重估價模式進行會計處理，將使：  

(1)本期淨利增加＄5,000  (2)本期淨利減少＄5,000 

(3)本期其他綜合淨利減少＄5,000  (4)本期其他綜合淨利增加＄5,000 

(3)21.乙公司部分帳列會計科目包括：應付帳款＄3,000，銀行透支＄1,000，應收帳款＄4,000，存貨

＄2,500，應付所得稅＄2,000，預付費用＄500。其中屬於流動負債共有幾項？ 

(1)一項 (2)二項 (3)三項 (4)四項 

(3)22.某公司採取認購方式發行股票時，係由投資人承諾以一定價格向公司認購股票，此時，因股票尚未

發行，故公司按認購股票面額總和貸記「已認購普通股股本」。「已認購普通股股本」科目應屬

於： 

(1)資產 (2)負債 (3)權益 (4)利益 

(3)23.企業對保留盈餘進行指撥時，將造成權益餘額：  

(1)增加 (2)減少 (3)不變 (4)視指撥原因而定 

(2)24.乙公司2011年度銷貨收入＄110,000，銷貨退回＄10,000，銷貨成本＄60,000，則銷貨毛利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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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2)40％ (3)60％ (4)66％ 

(3)25.丙公司2011年1月1日購買運輸設備一部，成本＄150,000，估計耐用年限5年，無殘值，並以年數合計

法提列折舊，則2012年之折舊費用為： 

(1)＄20,000 (2)＄30,000 (3)＄40,000 (4)＄50,000 

(1)26.以＄250,000購入面額＄200,000之債券並分類為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時，溢價＄50,000之適當處理

為： 

(1)借記：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2)借記：現金  

(3)貸記：應付公司債溢價 (4)貸記：利息收入 

(3)27.企業編製現金流量表之營業活動現金流量時，不應包括： 

(1)支付員工薪資 (2)銷貨收現 (3)購買設備 (4)進貨付現 

(4)28.甲執有乙（住所設於台北市）簽發之支票一紙，發票日為民國（以下同）102年7月1日，未記載發票

地，付款人為台中市A銀行，請問：該紙支票之法定提示期間末日為何？ 

(1)7月7日 (2)7月8日 (3)7月15日 (4)7月16日 

(2)29.丙執有丁簽發之匯票乙紙，發票日為102年1月1日，到期日為同年3月1日，丙於到期日前背書轉讓給

戊，以下關於該匯票之時效期間敘述，何者正確？ 

(1)戊對丁之付款請求權之時效期間自到期日翌日起算，3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  

(2)戊對丙之追索權之時效期間自作成拒絕證書日起算，1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 

(3)戊對丙之追索權之時效期間，若免除作成拒絕證書者，自到期日翌日起算，1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

(3)消滅 

(4)丙對前手之追索權，自為清償之日或被訴之日起算，1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 

(1)30.甲執有乙簽發之本票，甲記名背書轉讓給丙，丙再記名背書轉讓給丁，丁空白背書轉讓給戊，戊故

意塗銷丙之背書，上述背書均於到期日前作成。請問：下列何人應負背書責任？ 

(1)甲 (2)甲丙 (3)丙丁 (4)甲丙丁 

(4)31.丁執有丙簽發之支票乙紙，該支票之付款人為A銀行，正面並劃平行線二道，A銀行於支票記載「照

付」字樣並簽名，以下關於該支票之敘述，何者錯誤？ 

(1)丙免除發票人之責任  (2)A銀行之責任與匯票承兌人相同 

(3)該支票係「保付支票」 (4)若丁遺失該支票時，應向A銀行為止付通知 

(2)32.以下關於參加承兌之敘述，何者錯誤？ 

(1)未記載被參加人者，視為發票人參加承兌  

(2)執票人允許參加承兌者後，仍可於到期日前行使追索權 

(3)被參加人及其前手，仍得於參加承兌後，向執票人支付第九十七條所定金額後，請其交出匯票及

(3)拒絕證書 

(4)預備付款人為參加承兌時，以指定預備付款人之人為被參加人 

(4)33.甲簽發記名匯票乙紙予丙收執，經付款人丁承兌後，丙於到期日請求丁付款，請問：丁得否延期付

款？ 

(1)不可以，依票據文義性，丁須於到期日付款  

(2)不可以，除非得到所有票據關係人同意 

(3)可以，但須經執票人同意並以到期日後三日為限  

(4)可以，但須經執票人同意並以提示後三日為限 

(3)34.下列何種票據不適用票據保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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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匯票 (2)本票 (3)支票 (4)匯票與本票 

(3)35.甲簽發記名支票乙紙交付於丙，甲並於票據正面記載「禁止背書轉讓」並於旁簽名，但於交付丙之

前甲擬將該「禁止背書轉讓」記載塗銷，請問依司法實務見解，甲應如何記載始可合法有效塗銷？  

(1)甲不可塗銷，因票據法未明文允許塗銷 

(2)甲只須在「禁止背書轉讓」記載上加劃兩橫線，亦即「==」，便生塗銷效果 

(3)甲除於「禁止背書轉讓」記載上加劃兩橫線外，尚須簽名　 

(4)甲應使用修正液將「禁止背書轉讓」塗白，使外人無法辨識 

(2)36.丁簽發票面金額50萬元之本票予戊，以支付貨款。戊記名背書轉讓予己，以支付購車價款。己商得

戊同意後將該支票金額更改為500萬元後，記名背書轉讓予不知情之庚以還返500萬元借款，請問：

庚提示付款被拒後，向戊、己追索時，戊、己應負之責任為何？  

(1)50萬元、500萬元. (2)500萬元、500萬元 (3)50萬元、50萬元 (4)500萬元、50萬元 

(4)37.甲簽發票面金額100萬元支票乙紙予丙，丙不慎遺失為丁所拾獲，丁記名背書轉讓予戊以支付貨款

100萬元，請問：戊是否得行使票據上之權利？  

(1)戊不得行使權利，因戊係自無權利之丙所受讓 

(2)戊可行使權利，基於票據行為獨立性原則 

(3)戊不得行使權利，因丙惡意取得票據 

(4)若戊係善意，則可行使票據上之權利 

(1)38.乙持有甲所簽發，並經丙、丁、戊背書之記名支票乙紙，乙之三歲小孩於乙不注意時，在丁之簽名

打X，但丁之簽名仍可辨識，請問：背書人丙、丁、戊是否仍負票據責任？  

(1)丙、丁、戊仍負背書人責任 (2)丁、戊不負背書人責任 

(3)丙、丁、戊均不負背書人責任 (4)丁免除背書責任，丙、戊仍負背書人責任 

(2)39.下列何種票據行為不得一部為之，或縱經執票人同意「一部」為之仍不生效力？ 

(1)保證 (2)背書 (3)付款 (4)承兌 

(3)40.甲擬簽發見票即付，且不記載受款人之本票，依票據法之規定該本票之金額須為： 

(1)三百元以上 (2)四百元以上 (3)五百元以上 (4)六百元以上 

(4)41.依票據法規定，匯票執票人向債務人行使追索權時，可請求之金額不包括以下何者？ 

(1)作成拒絕證書與通知及其他必要費用 (2)自到期日起算之利息 

(3)被拒絕付款或承兌之匯票金額. (4)起訴請求所繳交之裁判費 

(4)42.甲執有丙簽發之匯票乙紙，並於承兌期限向付款人丁請求承兌，丁於承兌時記載「若到期日前收到

丙之資金者則同意承兌」，以下關於該匯票之敘述何者錯誤？ 

(1)丁仍依該記載之條件負其責任 (2)甲得期前追索 

(3)丁之記載視同拒絕承兌 (4)丁之記載不生票據上之效力 

(3)43.丙擬簽發本票乙紙予丁，下列何者不符合票據法所規定之到期日記載？ 

(1)到期日記載為102年7月1日   

(2)發票日記載為102年1月1日，到期日記載為：發票日後2個月付款  

(3)承兌後3個月付款 

(4)僅記載發票日，未記載到期日  

(2)44.甲擬簽發票據予乙以給付貨款，乙為免除將來票據無法兌現時，尚須提起民事訴訟請求給付票款之

困擾，則乙應請甲開立下列何種票據？  

(1)支票 (2)本票 (3)匯票 (4)保證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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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下列何者不是匯票絕對必要記載事項？ 

(1)表明其為匯票之文字 (2)無條件支付之委託 

(3)發票年月日 (4)付款地 

(2)46.甲執有丙(住所設於台北市)所簽發之票載發票日為102年1月1日支票乙紙，位於台北市之A銀行為付

款人，甲背書轉讓給丁，丁於同年1月10日向付款人提示付款被拒。關於甲執有之支票，以下何項敘

述正確？ 

(1)丁對所有前手喪失追索權 

(2)丁應於拒絕付款日或其後五日內請求作成拒絕證書 

(3)丁行使追索權時，如無約定利率者，依年息百分之五計算 

(4)A銀行絕對不得對丁付款，否則應自負其責 

(3)47.甲執有發票日為102年3月31日，此票據為發票日後1個月付款之匯票，請問：該匯票之到期日為何？ 

(1)102年4月28日 (2)102年4月29日 (3)102年4月30日 (4)102年5月1日 

(3)48.以下關於匯票付款人之敘述，何者錯誤？ 

(1)付款人對於背書不連續之匯票而付款者，應自負其責 

(2)付款人對於背書簽名之真偽不負認定之責 

(3)付款人對於執票人是否票據權利人應負認定之責 

(4)付款人付款時，得要求執票人記載收訖字樣，並交出匯票 

(4)49.丁持有甲為發票人之記名支票乙張，丁背書給戊，戊背書給己，己再背書給甲，請問：甲對以下何

人有追索權？ 

(1)丁、戊、己  (2)戊、己  

(3)丁 (4)甲對前手均無追索權 

(3)50.下列何者不是支票之絕對必要記載事項？ 

(1)金額 (2)發票年、月、日 (3)發票地 (4)付款地 

(4)51.甲簽發票面金額3萬元支票乙紙予丙，丙背書轉讓予丁，丁再背書轉讓予戊以支付市價3萬元之電腦

價金，戊再背書轉讓予己以支付貨款。上述除丁為16歲外，其餘均為成年人，對於該支票之敘述何

者正確？ 

(1)因丁為未成年人，故戊無法取得票據上之權利 

(2)為保護未成年人，該支票經丁背書後無效 

(3)因丁為限制行為能力人，該支票效力未定 
(4)若支票經提示不獲付款，己可向戊行使追索權 

(1)52.甲為乙之代理人，某日甲代理乙簽發支票時，僅於發票人欄簽甲之姓名，既未書寫乙之姓名亦未表

示係代理乙所簽發，請問：該支票何人須負發票人責任？ 

(1)甲 (2)乙 (3)甲與乙分別負責 (4)甲與乙應連帶負責 

(2)53.票據權利人就已屆到期日之票據為止付通知時，對存款不足之票據，其止付之處理方式，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1)應不予受理  (2)應先於其存款內予以止付  

(3)應於存款補足後予以止付 (4)僅先予登記即可 

(4)54.有關票據撤銷付款委託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支票發票人於提示期限內，得聲請撤銷付款之委託   

(2)支票發票人於提示期限後，不得聲請撤銷付款之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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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票發票人於提示期限後，不得聲請撤銷付款之委託 

(4)本票發票人得隨時聲請撤銷付款之委託 

(2)55.保險公司設定它的保戶的投保上限，是為了擔心有什麼問題發生？ 

(1)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 (2)道德危險(moral hazard) 

(3)風險分攤(risk sharing) (4)利率風險(interest risk) 

(4)56.以下哪個不包括在銀行決定客戶信用額度的5C？ 

(1)Character(借款人品格) (2)Capital(資本)　 

(3)Collateral(擔保品) (4)Credit(信用)） 

(2)57.以下工具中屬於貨幣市場工具的有幾個？(i)銀行隔夜拆款；(ii) 國庫券；(iii) 房屋貸款；(iv) 隔夜附買

回交易；(v) 公司債 

(1) 2 (2) 3 (3) 4 (4) 5 

(4)58.假如一個人把手中持有的現金移轉至活期儲蓄存款帳戶，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M1A增加且M1B增加 (2)M1A保持不變且M2保持不變 

(3)M1B增加而M2保持不變 (4)M1A減少而M1B保持不變 

(2)59.某銀行的機動利率資產額有$80,000萬，機動利率負債額有$50,000萬。若利率由3%下降至2%，對此

銀行有何影響？ 

(1)利潤增加$300萬 (2)利潤減少$300萬 (3)淨值增加$300萬 (4)淨值減少$300萬 

(4)60.貨幣需求增加使得 曲線向 移動，導致利率 。 

(1)IS；右邊；上升 (2)IS；左邊；下降 (3)LM；右邊；下降 (4)LM；左邊；上升 

(2)61.若以95萬元買了一張息票債券，息票利率6%（每年一付）、面額100萬元。持有一年後，以94萬元賣

出，持有債券期間的報酬率為： 

(1)5 / 100 (2)5 / 95 (3)5 / 94 (4)6 / 95 

(2)62.某企業向銀行貸款，銀行要求的放款利率為5%，同時要求回存(Compensating balance)20%在銀行，那

麼企業實際感受的借貸利率(Effective rate)為： 

(1)5% (2)6.25% (3)10% (4)25% 

(3)63.在利率期限結構理論中，以下哪一組理論皆能解釋收益曲線在大多數時候都是正斜率的？ 

(1)預期理論及市場區隔理論 (2)市場區隔理論及習性偏好理論 

(3)習性偏好理論及預期理論 (4)預期理論、市場區隔理論及習性偏好理論 

(1)64.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時會釘住中間目標(intermediate target)，在「價量不相容」原則下，若確定干

擾來自金融面，則應： 

(1)應選擇「釘住利率」做為中間目標  

(2)應選擇「釘住貨幣供給額」做為中間目標 

(3)選擇「釘住貨幣供給額」或「釘住利率」做為中間目標皆可  

(4)適合以「非借入準備」做為操作目標(operating target) 

(4)65.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1)利率的期限貼水(term premium)可能為正值或負值  

(2)購買力平價(PPP)可以充分解釋兩國匯率  

(3)其他條件不變下，本國通貨膨脹將使本國貨幣升值  

(4)無法透過資產分散(diversification)而消失的風險稱為系統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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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假定你對台塑股票的財富彈性為1，目前你擁有台塑股票5,000股，且財富水準為500萬元。今年你拿

到了50萬元年終獎金。你對於台塑股票將： 

(1)沒有改變 (2)多買250股 (3)多買500股 (4)少買500股 

(2)67.以下有關我國中央銀行組織的敘述，哪一項是正確的？  

(1)業務局督導中央印製廠及中央造幣廠 (2)國庫局負責發行公債及還本付息 

(3)發行局負責保管國際貨幣準備 (4)監事會職權包括操作貨幣政策工具 

(2)68.有關銀行資本適足(capital adequacy)管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為了安全，銀行應維持較多的資本以防止銀行倒閉 

(2)銀行資本額愈多，ROE(return on equity)愈高 

(3)銀行應符合政府對資本種類及風險性規範 

(4)為達成具競爭力之ROE，銀行持有的資本不宜過多 

(4)69.實證指出，貨幣流通速度(velocity of money)通常為 ，當經濟的活動緊縮時，流通速度將 。 

(1)反景氣循環(counter-cyclical)；降低 (2)反景氣循環；提高 

(3)順景氣循環(pro-cyclical)；提高 (4)順景氣循環；降低 

(3)70.以下有關貨幣需求理論的敘述，何者錯誤？ 

(1)費雪(Irving Fisher)交易方程式中的貨幣純粹為交易媒介，利率完全不能影響貨幣需求  

(2)劍橋學派所謂的貨幣除是交易媒介外，也是一種資產，利率對貨幣需求可以有影響力 

(3)凱因斯(Keynes)認為利率對貨幣需求沒有什麼影響 

(4)傅利德曼(Friedman)的貨幣數量學說，認為恆常所得是影響貨幣需求最重要因素 

(1)71.根據單一價格法則(Law of One Price)，1公噸的鋼在德國值300歐元，在美國賣400美元，在中國賣

2,000元人民幣，在台灣賣10,000元新台幣。則： 

(1)人民幣1元兌0.2元美元  (2)新台幣1元兌5元人民幣 

(3)美元1元兌40元新台幣 (4)歐元1元兌0.75元美元 

(3)72.如果執行貨幣政策的操作目標(operating target)為同業拆款利率，以下哪一個適合作為中間目標？ 

(1)M1A (2)M2 (3)銀行存款利率 (4)借入準備 

(4)73.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買外國貨幣的未沖銷干預(unsterilized intervention)會造成： 

(1)外匯存底減少 (2)本國貨幣升值 (3)貨幣基數不變動 (4)貨幣供給增加 

(1)74.資本 代表國人購買國外資產；而資本 代表外國人購買本國資產。 

(1)外移；內移 (2)外移；外移 (3)內移；外移 (4)內移；內移 

(3)75.不合法的經濟活動（非法交易及逃稅）增加，會使得： 

(1)現金使用減少  (2)銀行存款總額增加 

(3)貨幣乘數變小 (4)貨幣供給增加 

(2)76.以下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項目中，何者增加會導致貨幣基數減少？ 

(1)央行持有之公債 (2)央行發行之（定存）單（儲蓄）券 

(3)中央銀行持有的國外資產 (4)重貼現貸款 

(4)77.將流動性差的資產轉換為高流動性的金融資產的過程稱之為： 

(1)套利 (2)資產國際化 (3)資產標準化 (4)資產證券化 

(1)78.傅利德曼有名的立論「無論在何處，通貨膨脹都永遠（只）是一個 現象」(Inflation is always and every

where a(n) phenome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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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貨幣；monetary (2)財政；fiscal (3)所得；income (4)政治；politica 

(3)79.目前1年期、2年期、3年期利率分別為3%，4%，3%。那麼根據預期理論，預測未來第2年及第3年之

短期 （1年期）利率分別為： 

(1)3.5% 及3.33% (2)3.5% 及4% (3)5% 及1% (4)5% 及3 % 

(2)80.當利率非常低，此時增加再多貨幣供給都無法再降低利率，也無法提高所得。這樣的現象稱為： 

(1)流動性偏好(liquidity preference) (2)流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 

(3)投資陷阱(investment trap) (4)節儉的矛盾(paradox of thr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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