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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一項設備之成本為$480,000，殘值$60,000，耐用年限4年。若第二年之折舊費用為$126,000，則係採用

何種折舊方法？ 

(1)直線法 (2)雙倍餘額遞減法 

(3)年數合計法 (4)生產數量法(產量逐年遞增) 

(2)02.成本$300,000、累計折舊$250,000之機器交換另一部機器，新機器公允價值$46,000，並收到現金

$8,000，若此交換具備商業實質，則新機器之入帳成本為多少？ 

(1)$42,000 (2)$46,000 (3)$48,000 (4)$50,000 

(3)03.禮義公司2012年底有一部機器帳面金額$280,000（原始成本$560,000、累計折舊$300,000、重估增值

$20,000），經重新評估後，估計這部機器未來可回收金額為$220,000，此項價值減損分錄中「減損損

失」金額為何？ 

(1)$20,000 (2)$30,000 (3)$40,000 (4)$60,000 

(3)04.曉元公司2014年初購入辦公大樓一棟，成本$10,200,000，估計耐用年限40年，殘值$200,000，採直線

法提列折舊。2018年底提列折舊後辦公大樓經重估之公允價值為$9,845,000，估計耐用年限不變，估

計殘值則改為$202,500，此辦公大樓2019年應提列之折舊費用為何？ 

(1)$249,929 (2)$250,000 (3)$275,500 (4)$290,000 

(2)05.期末漏記應收收益之調整，將使： 

(1)資產與淨利均多計 (2)資產與淨利均少計 

(3)資產多計，淨利少計 (4)資產少計，淨利多計 

(4)06.圓圓公司本年度銷貨收入為$130,000，期末應收帳款較期初減少$5,000，則本年度銷貨收現數為何？ 

(1)$5,000 (2)$125,000 (3)$130,000 (4)$135,000 

(2)07.有關企業給予員工休假給付會計處理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1)無論休假給付是否為累積帶薪假，均於未來實際發生時再認列為費用 

(2)若休假給付為累積帶薪假，則應於員工提供服務之年度在帳上認列為負債 

(3)若休假給付為累積帶薪假，不必入帳，僅作附註揭露 

(4)無論休假給付是否為累積帶薪假，均需在帳上認列為負債 

(1)08.對於金額已知且發生可能性很大之或有負債應如何處理？ 

(1)列為流動負債 (2)一定要作附註揭露 

(3)可以作附註揭露 (4)毋須揭露 

(4)09.湖華公司於2013年4月1日以98之價格另加計應計利息，發行面額$2,000,000、票面利率3%之十年期公

司債。該公司債於每年7月1日及1月1日各付息一次，則湖華公司發行公司債共得款為： 

(1)$1,787,500 (2)$1,850,000 (3)$1,912,500 (4)$1,9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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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億法公司於2013年1月1日，出售面額$1,000,000，票面利率8%之五年期公司債，售價為$936,100（市

場利率為10%），利息每年付兩次，分別在1月1日和7月1日，請問億法公司在2013年6月30日應報導

之利息費用為多少？ 

(1)$37,444 (2)$40,000 (3)$46,805 (4)$50,000 

(2)11.偉大公司2013年7月31日之股東權益如下： 

         普通股，面額$10（發行及流通在外300,000股）     $ 3,000,000  

         資本公積                                                                          750,000  

         保留盈餘                                                                    1,000,000  

                                                                                             $ 4,750,000 

        2013年8月1日偉大公司宣告發放10%股票股利，並於9月25日發放。股利宣告日及發放日普通股市價  

        分別為$22及$28。偉大公司對於股票股利應借記保留盈餘若干？ 

(1)$300,000 (2)$660,000 (3)$750,000 (4)$840,000 

(4)12.計算每股盈餘時，不可轉換、累積特別股之股利應： 

(1)宣告股利時，應從淨利中減除 (2)發放股利時，應從淨利中減除 

(3)無論發放與否，均應從淨利中加回 (4)無論發放與否，均應從淨利中減除 

(1)13.瑞余公司2013年1月1日之普通股股數為360,000股，4月1日進行每股分割為3股之股份分割，9月1日發

放20%股票股利，10月1日買回庫藏股票96,000股。2013年度淨利為$3,816,000，則瑞余公司2013年度

之每股盈餘為多少？ 

(1)$3.00 (2)$3.18 (3)$4.00 (4)$4.95 

(1)14.溪雲公司於2013年初購入山水公司發行之公司債，作為持有至到期日債券投資，公司債票面利率低

於市場利率。溪雲公司購入時以面額入帳，溪雲公司2013年度財務報表所受的影響為多少？ 

(1)資產高估 (2)不受影響 (3)資產低估 (4)無法判斷 

(4)15.堡壘公司於2013年初以$313,739購入一面額$300,000之債券作為備供出售債券投資。該公司債市場利

率為3%，票面利率為4%，每年年底付息一次，2017年12月31日到期。有關該債券投資2015年12月31

日之攤銷後成本及公允價值分別為$305,741及$330,000，則關於此項投資，堡壘公司2015年底資產負

債表中所表達之金額應為多少？ 

(1)$300,000 (2)$305,741 (3)$313,739 (4)$330,000 

(3)16.非凡公司2013年承包一長期工程，至2014年底完工程度為25%，且累計認列之工程利益為

$3,000,000，2015年底累計完工比例達到40%，此時預估整個工程總利益為$5,000,000，則非凡公司

2015年底應認列工程損益為多少？ 

(1)$0 (2)損失$600,000 (3)損失$1,000,000 (4)利益$200,000 

(2)17.下列何者最可能須作前期損益調整？ 

(1)調整設備之殘值 (2)期末發現前期會計錯誤 

(3)折舊方法從直線法變為年數合計法 (4)火災損失誤列為營業費用 

(1)18.三元公司本期綜合損益表之保險費為$180,000，若比較該公司資產負債表發現預付保險費減少

$30,000，應付保險費增加$50,000，請問該公司本期因保險費支付多少現金？ 

(1)$100,000 (2)$120,000 (3)$160,000 (4)$200,000 

(3)19.下列何者不必在財務報表之附註中揭露？ 

(1)期後事項 (2)關係人交易 

(3)長期負債之到期日 (4)無形資產之攤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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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下列何者不屬於損益表中之「營業外收益與費損」項目？ 

(1)利息費用  (2)股利收入 

(3)存貨跌價損失  (4)出售固定資產利得 

(4)21.保留盈餘之提撥，將使下列何者變動？ 

(1)資產減少 (2)負債減少 (3)股東權益減少 (4)未分配盈餘減少 

(3)22.下列科目何者不會出現在結帳後試算表中？ 

(1)股本 (2)預付費用 (3)折舊費用 (4)應收帳款 

(3)23.下列何者不應列為流動資產？ 

(1)預付保險費 

(2)交易目的之債券投資 

(3)用途受限兩年之約當現金 

(4)一年內到期之持有至到期日之債券投資 

(1)24.保成公司1月31日編製銀行調節表前，公司帳上及銀行對帳單上之餘額分別為$155,000及$95,000。經

查證得知兩者差異原因為：銀行代扣電話費$4,000，公司開出支付運費之支票$3,760，帳上誤記為

$3,670，在途存款$9,000，銀行誤將兌付宜寧公司之票據記入本公司之帳戶，請問該票據之金額為多

少？ 

(1)$46,910 (2)$92,590 (3)$92,700 (4)$97,530 

(2)25.金龍公司從客戶收到一張面額$200,000，3個月期，利率5%之票據。兩個月後因急需現金即持向甲銀

行貼現，貼現息為8%，請問金龍公司將自銀行收到多少現金？ 

(1)$201,350 (2)$201,150 (3)$202,500 (4)$221,815 

(2)26.企業借款給員工所收到的借據是屬於：  

(1)內部憑證 (2)外來憑證 (3)對外憑證 (4)記帳憑證 

(3)27.某公司以高於成本之金額出售庫藏股票，售價與成本間之差額應貸記：  

(1)出售利益 (2)其他綜合損益 (3)資本公積 (4)保留盈餘 

(4)28.平安銀行買入健康銀行持有的182天期國庫券。交易應歸類在初級或次級市場？在貨幣或資本市場中

完成？ 

(1)初級市場；資本市場 (2)初級市場；貨幣市場 

(3)次級市場；資本市場 (4)次級市場；貨幣市場 

(3)29.下列何項不是貨幣市場的工具？  

(1)銀行隔夜拆款 (2)可轉讓定存單 (3)存託憑證 (4)隔夜附買回交易 

(1)30.若投保人帶病欲向保險公司投保壽險，此等因兩方(投保人、保險公司)的資訊不對稱，而容易造成

的問題稱為_________，通常發生在交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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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後 (4)道德危險(moral hazard)；後 

(4)31.把新台幣定期存款解約轉成人民幣定期存款會造成：  

(1)M1減少，M2不變動  (2)M1增加，M2不變動  

(3)M1不變，M2減少  (4)M1，M2皆不變  

(2)32.下列哪一個“錢”的敘述最接近經濟學家所定義的貨幣？  

(1)郭董很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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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太太帶了足夠的錢去百貨公司週年慶購物 

(3)小美打算在暑假期間去澳洲打工賺錢 

(4)大方公司給我多賺一點錢的機會 

(2)33.對永續債券(consol)而言，它的當期收益率(current yield)和到期收益率(yield to maturity)相比：  

(1)當期收益率大於到期收益率 (2)當期收益率等於到期收益率  

(3)當期收益率小於到期收益率 (4)兩者無法比較  

(3)34.人們比較樂意去購買下列哪一個債券？ 

(1)面額$10,000，票面利率2.5%，以$10,000的價格成交 

(2)面額$10,000，票面利率3%，以$9,500的價格成交 

(3)面額$10,000，票面利率4%，以$9,500的價格成交　 

(4)面額$10,000，票面利率4%，以$10,000的價格成交 

(1)35.預期通貨膨脹率為2%，名目利率為1.5%，則根據費雪方程式(Fisher equation)，實質利率應為： 

(1)-0.5%  (2)0.5%  (3)1.75%  (4)3.5%  

(2)36.當股票交易的手續費下降，將間接使債券市場中的： 

(1)需求曲線會往左邊移動些，而使得利率下降 

(2)需求曲線會往左邊移動些，而使得利率上升  

(3)需求曲線會往右邊移動些，而使得利率下降  

(4)供給曲線會往右邊移動些，而使得利率上升  

(3)37.當貨幣有超額供給時，人們會_____ (買/賣)債券而使得利率________ 。 

(1)買；上升  (2)賣；上升 (3)買；下降  (4)賣；下降 

(2)38.假設目前台幣兌人民幣的匯率為 NT$ / CNY$＝5，中國目前的利率為4%，台灣的利率為1.5%。根據

利率平價說(interest-rate-parity theory)，可預期未來匯率會變為多少？  

(1)4. 5%  (2)4.875%  (3)5.125%  (4)5.25%  

(3)39.一個國家的中央銀行增加貨幣供給，通常會使得這國家的貨幣： 

(1)在短期升值的比長期多 (2)在長期升值的比短期多 

(3)在短期貶值的比長期多 (4)在長期貶值的比短期多 

(1)40.假設美國的通貨膨脹率為2%，日本為1%，台灣則為4%，又(台幣/美元) 的實質匯率上升1%，而(台

幣/日幣) 的實質匯率下降5%。則根據購買力平價說(Purchasing-Power-Parity)，下列台幣相對於美元及

日幣的名目匯率變動率之敘述，何者正確？ 

(1)(台幣/美元)名目匯率上升3%  (2)(台幣/美元)名目匯率下降3%  

(3)(台幣/日幣)名目匯率上升2%  (4)(台幣/日幣)名目匯率下降3%  

(3)41.對於銀行信用評等系統CAMEL，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以資本適足率衡量C (2)以逾期放款比率衡量A 

(3)以流動比率衡量M (4)以資產報酬率衡量E 

(4)42.當存款者在甲銀行開設了一個支票帳戶並存入台幣1萬元，則當時甲銀行的資產將______，負債將__

_____。 

(1)減少1萬元；減少1萬元  (2)不變；增加1萬元  

(3)增加1萬元；減少1萬元  (4)增加1萬元；增加1萬元  

(1)43.景氣時，銀行逾期放款與呆帳比率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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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差；上升 (2) 差；下降 (3) 佳；上升 (4) 佳；不變 

(2)44.銀行的缺口(gap)為 -2,000萬元，若利率變動，對銀行有何影響？  

(1)若利率上升2%時，銀行利潤增加40萬元 (2)若利率上升1%時，銀行利潤減少20萬元  

(3)若利率下降3%時，銀行資本額增加60萬元  (4)若利率下降1.5%時，銀行利潤減少30萬元  

(1)45.下面何者不是中央銀行的業務？  

(1) 放款給企業 (2) 發行貨幣 (3) 融通資金給銀行 (4) 操作貨幣政策  

(2)46.若法定準備率為10%，銀行沒有超額準備，而社會大眾持有通貨占存款的比例為30%，貨幣乘數是多

少？  

(1) 10 (2) 3.25  (3) 3 (4) 2.5  

(4)47.市場利率上升通常會使得：  

(1)社會大眾持有通貨佔存款比例上升 (2)貨幣供給額不變 

(3)銀行超額準備增加 (4)貨幣乘數變大  

(1)48.下列何者皆為中央銀行的負債？ 

(1)流通中的通貨淨額；準備金  (2)政府公債；重貼現貸款  

(3)政府公債；準備金  (4)重貼現貸款；政府存款  

(3)49.甲銀行原有超額準備400萬元，活期存款1億元，活期存款的法定準備率由10%提高為10.5%。銀行若

未有任何動作，此時的超額準備為多少元？  

(1)50萬元  (2)100萬元  (3)350萬元  (4)450萬元  

(2)50.日本、歐洲都擔心通貨緊縮，他們的中央銀行為提高通貨膨脹，可以如何操作其三大工具？  

(1)公開市場賣出債券  (2)降低重貼現率 

(3)提高法定準備率 (4)減少貨幣基數(monetary base)  

(4)51.如果貨幣政策策略步驟的中間目標(intermediate target)是貨幣總計數，比較恰當的操作標的(operating  

target)應為下列何者？  

(1)拆放利率 (2)國庫券利率 (3)重貼現率 (4)準備金  

(1)52.惡性通貨膨脹率經常是下列何者的結果？  

(1)爆炸性的貨幣供給成長率 

(1)53.凱因斯的貨幣需求模型中，認為貨幣流通速度(velocity of money)：  

(1)不是固定的而且和利率同方向波動 (2)不是固定的而且和物價水準反方向波動  

(3)不是固定的而且與產出波動無關 (4)是固定的  

(1)54.依票據法規定，稱本票者，謂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額，於指定之到期日，由何人無條件支付與受款

人或執票人之票據？  

(1)發票人自己 

(4)55.依票據法規定，票據上記載金額之文字與號碼不符時，以何者為準？  

(2)進口量超過出口量 

(3)政府財政支出減少 (4)出口暢旺 

(2)票據保證人 (3)背書人 (4)持票人 

(1)孰高者為準 

(3)56.依票據法規定，票據上唯一不得改寫之記載為何？  

(1)發票地 

(3)57.依票據法規定，支票之執票人，對前手之追索權，幾個月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  

 

(2)孰低者為準 (3)號碼為準 (4)文字為準 

(2)受款人 (3)票據金額 (4)發票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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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個月 (2) 6個月 (3) 4個月 (4) 2個月 

(3)58.依票據法規定，背書人不記載被背書人，僅簽名於匯票者，稱為何者？  

(1)記名背書 (2)回頭背書 (3)空白背書 (4)塗銷背書 

(3)59.對票據掛失之處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無存款又未經允許墊借之票據，應不予受理 

(2)已兑付之票據，應拒絕受理 

(3)存款不足之票據，應拒絕受理 

(4)到期日前之票據應先予登記，俟到期日後再依規定辦理 

(1)60.依票據法規定，匯票之保證未載明被保證人者，且無法推知其為何人保證者，視為為承兌人保證；

其未經承兌者，視為為何人保證？  

(1)發票人 (2)背書人 (3)擔當付款人 (4)付款人 

(1)61.依票據法規定，匯票到期日之記載方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付款條件成就後付款 (2)發票日後定期付款 

(3)見票即付 (4)見票後定期付款 

(3)62.依票據法規定，匯票到期不獲付款時，執票人於行使或保全匯票上權利之行為後，對於背書人得行

使何種權利？  

(1)參加付款請求權 (2)先訴抗辯權 (3)追索權 (4)同時履行抗辯權 

(3)63.本票未載到期日者，其效力如何？  

(1)該本票無效 (2)發票日為到期日 

(3)視為見票即付 (4)發票日後六個月為到期日 

(1)64.本票發票人所負責任，與下列何人相同？  

(1)匯票承兌人 (2)匯票發票人 (3)本票保證人 (4)支票發票人 

(4)65.支票上平行線內記載特定金融業者，原則上付款人僅得對下列何者支付票據金額？  

(1)發票人 (2)執票人 

(3)任一家金融業者 (4)特定金融業者  

(2)66.支票限於見票即付，有相反之記載者，其效力如何？  

(1)該支票無效 (2)記載無效  

(3)視為發票日後三日為到期日 (4)視為發票日後六個月為到期日  

(1)67.本票執票人向何人行使追索權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  

(1)本票發票人  (2)本票背書人 

(3)本票保證人  (4)本票上所有債務人  

(4)68.本票未記載受款人者，以何人為受款人？  

(1)第一背書人 (2)最後一個背書人 (3)發票人 (4)執票人 

(1)69.劃平行線之支票，且未經背書轉讓者，得由發票人於平行線內記載照付現款或同義字樣，由發票人

簽名或蓋章於其旁，支票上有此記載者，具有何種法律上效力？  

(1)視為平行線之撤銷 (2)視為背書轉讓 

(3)視為付款 (4)視為承兌  

(4)70.依票據法規定，見票即付之匯票，以何日為到期日？  

(1)發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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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票地與付款地在同一省(市)區內者，發票日後七日內  

(3)發票地與付款地不在同一省(市)區內者，發票日後十五日內  

(4)提示日  

(2)71.匯票執票人向匯票債務人行使追索權時，如無約定利率者，得要求自到期日起依多少利率計算之利

息？  

(1)年利五釐 (2)年利六釐 (3)年利七釐  (4)年利十釐  

(3)72.依票據法規定，稱支票者，謂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額，委託「何人」於「何時」，無條件支付與受

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  

(1)金融機構；票載到期日  (2)發票人本人；見票時  

(3)金融機構；見票時  (4)發票人本人；票載到期日  

(2)73.執票人為背書人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對其前手無追索權 (2)對該背書之後手無追索權  

(3)對所有背書人均無追索權 (4)此種背書稱為空白背書  

(3)74.票據法上何種票據，無保證之制度？  

(1)匯票 (2)本票 

(3)支票 (4)所有票據均無保證制度  

(3)75.付款人對於背書簽名之真偽，及執票人是否票據權利人，應負何種責任？  

(1)應負查證是否真實的責任  

(2)絕對不負任何責任  

(3)原則上不負認定之責；但有惡意或重大過失時，不在此限  

(4)與發票人負相同責任  

(1)76.依票據法規定，有關背書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1)本票依背書及交付而轉讓  

(2)無記名本票必須改為記名本票，才能轉讓  

(3)本票的背書，由背書人在本票之正面為之  

(4)匯票背書人不記載被背書人，僅簽名於匯票者，為回頭背書  

(4)77.匯票背書時附記「本背書必須被背書人於102年12月31日前，按時交給背書人智慧型手機一只，始有

背書效力」，其效力如何？  

(1)該匯票全部無效  

(2)該背書不生背書之效力，視為背書無記載  

(3)被背書人必須履行交付義務，背書始生背書之效力  

(4)其條件視為無記載  

(4)78.依票據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匯票付款人付款時，得要求執票人記載收訖字樣簽名為證，並交出匯票  

(2)匯票發票人得為免除作成拒絕證書之記載  

(3)匯票之被追索者已為清償時，與匯票執票人有同一權利  

(4)匯票付款人對於背書不連續之匯票而付款者，如無惡意或無重大過失，無須負責任  

(1)79.下列何種票據之執票人，於到期日前要先請求承兌？  

(1)匯票 (2)支票 (3)本票  (4)平行線支票 

(2)80.依票據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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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匯票金額之一部分所為之背書，不生效力  

(2)一部分之付款，匯票執票人得依法拒絕  

(3)保證得就匯票金額之一部分為之  

(4)匯票付款人承兌時，經執票人之同意，得就匯票金額之一部分為之。但執票人應將事由通知其前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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