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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大通公司2015年1月1日之資產為$2,000,000，負債$1,050,000，權益為$950,000。大通公司該年度之綜

合損益總額為$1,000,000，並支付現金股利$400,000。除此之外，假設大通公司該年度之權益及負債

沒有其他的變動。請問大通公司2015年12月31日之資產為何？  

(1)$2,000,000 (2)$3,000,000 (3)$3,400,000 (4)$2,600,000 

(3)02.T字帳可以用來彙整交易對會計科目影響，有關T字帳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每一個會計科目會有一個相對應的T字帳 (2)T字帳的左邊為借方，右邊為貸方 

(3)現金科目T字帳的增加在貸方 (4)現金科目T字帳的正常餘額在借方 

(2)03.下列哪一個會計科目，結帳後餘額不是零？  

(1)銷貨收入 (2)備抵壞帳 (3)股利 (4)薪資費用 

(4)04.巨流公司主要業務為提供社區保全服務管理並於2015年1月1日開始營運。2015年間共提供10個社區

之保全管理服務，巨流公司共寄出帳單$5,000,000，其中$4,000,000已收到現金，餘額則仍尚未收到。

另外，巨流公司共聘用5位員工，當年度已支付$2,200,000之薪水，但12月份之薪水$200,000在12月底

仍未支付。巨流公司當年度另外支付$900,000的營運相關費用。假設巨流公司沒有其他的交易事項，

請問巨流公司2015年的淨利為何？  

(1)$1,800,000 (2)$2,800,000 (3)$2,600,000 (4)$1,700,000 

(4)05.有關會計科目表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每一公司會有自己的會計科目表 

(2)會計科目表會列出所有可用的會計科目 

(3)會計科目表排列的順序為資產、負債、權益、收入及費用 

(4)資產科目的排列順序係依英文字母的先後順序 

(2)06.有關試算表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列出所有會計科目的餘額並確認借方總額等於貸方總額 

(2)調整後試算表中，保留盈餘的餘額為期末之餘額 

(3)調整後試算表中，保留盈餘的餘額為期初之餘額 

(4)結帳後試算表中，收入及費用的餘額為零 

(3)07.台誌公司於2015年8月1日預付一年期之保險費$48,000，該公司2015年12月31日之預付保險費餘額為

何？  

(1)$48,000 (2)$32,000 (3)$28,000 (4)$20,000 

(3)08.華成公司2015年1月1日之辦公用品餘額為$250,000，2015年度購買辦公用品$100,000，2015年12月31日

之辦公用品餘額為$170,000。華成公司2015年之辦公用品費用為何？  

(1)$100,000 (2)$170,000 (3)$180,000 (4)$20,000 

(2)09.有關結帳分錄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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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結帳分錄會將虛帳戶歸零 (2)結帳分錄會將實帳戶歸零 

(3)每一會計期間必須進行一次 (4)股利亦屬虛帳戶 

(4)10.下列何者不是保全現金的良好內部控制？  

(1)收到的現金應每日存入銀行  

(2)現金會計處理及現金收付的工作，應由不同的人員擔任 

(3)除了小額支出外，應以支票支付款項 

(4)由負責現金會計處理的人員，定期編製銀行往來調節表 

(3)11.探索公司於2015年3月1日進貨一批，金額$1,000,000，購貨的條件為2/10，n/30。驗收人員發現其中

$100,000之貨品有瑕疵予以退回，探索公司並於3月10日付清貨款。探索公司此一進貨批次的成本為

何？  

(1)$980,000 (2)$900,000 (3)$882,000 (4)$880,000 

(1)12.啟成公司2015年8月份共簽發支票$1,500,000，其中$200,000至8月底仍未兌現。在編製該公司2015年8

月份之銀行往來調節表時，此一未兌現支票之金額應：  

(1)自銀行對帳單之餘額中減除 (2)自銀行對帳單之餘額中加回 

(3)自公司帳之餘額中減除 (4)自公司帳之餘額中加回 

(1)13.復華公司2015年應收帳款之期初餘額為$1,200,000，期末餘額為$1,500,000。該年度賒銷為$2,000,000，

沖銷應收帳款為$500,000。復華公司2015年由應收帳款收現之金額為何？  

(1)$1,200,000 (2)$1,500,000 (3)$1,700,000 (4)$2,000,000 

(4)14.有關應收帳款週轉率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以賒銷淨額除以平均應收帳款 

(2)衡量一年之中應收帳款可以轉變為現金之速度 

(3)次數愈大，代表應收帳款收現愈快 

(4)應收帳款週轉率除以365即可得收帳天數 

(1)15.聯成公司正在決定2015年期末存貨的金額。經實際盤點存貨後，計算出存貨金額為$5,000,000，其中

有$200,000為其他公司寄銷的貨品。仔細分析相關文件後發現，聯成公司有一筆$1,000,000的進貨仍

在運送途中，屬目的地交貨，另有$400,000商品存放在其他公司的倉庫。聯成公司2015年的期末存貨

金額為何？  

(1)$5,200,000 (2)$5,000,000 (3)$4,800,000 (4)$6,200,000 

(4)16.大成公司有$200,000的期初存貨，當年度進貨總額$1,000,000，進貨退回$100,000，期末存貨

$300,000。請問大成公司當年度的銷貨成本為何？  

(1)$1,100,000 (2)$1,200,000 (3)$900,000 (4)$800,000 

(3)17.高通公司2015年期末存貨高估$500,000，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2015年銷貨成本高估$500,000 (2)2016年銷貨成本低估$500,000 

(3)2015年稅前淨利高估$500,000 (4)2016年稅前淨利高估$500,000 

(3)18.立成公司2015年期末存貨成本為$4,500,000，估計售價為$4,600,000，估計之銷售佣金約為$200,000，

則立成公司在2015年年底資產負債表應報導的存貨金額為何？  

(1)$4,600,000 (2)$4,500,000 (3)$4,400,000 (4)$4,300,000 

(2)19.大漢公司2015年之本期淨利為$2,500,000，1月1日流通在外普通股為1,000,000股，7月1日起流通在外

普通股為1,500,000股。若大漢公司沒有特別股流通在外，請問大漢公司2015年之基本每股盈餘為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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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7 (2)$2.00 (3)$2.25 (4)$2.50 

(3)20.長青公司於2015年6月1日購進機器設備，成本$2,000,000，耐用年限10年，沒有殘值。長青公司以月

為單位並採直線法提列折舊費用，請問長青公司2015年之折舊費用為何？  

(1)$200,000 (2)$100,000 (3)$116,667 (4)$833,333 

(1)21.眾業公司在2015年1月1日發行10年期公司債，每年年底付息一次。面額$1,000,000，票面利率3%，市

場利率2%。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公司債會溢價發行 (2)公司債會平價發行 

(3)公司債會折價發行 (4)發行公司債會收到$1,000,000的現金 

(1)22.有關無形資產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1)公司自行開發之專利權，可視情況認列為無形資產 

(2)廣告費用可視情況認列為無形資產 

(3)總經理之薪資及酬勞可視情況認列為無形資產 

(4)無形資產不會有耐用年限 

(1)23.百合公司為了穩定地取得關鍵原料，因而購買其供應商百代公司23%的股權。請問百合公司應將此

一投資作為：  

(1)採權益法之投資 (2)採成本法之投資 

(3)備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4)持有至到期日之金融資產 

(4)24.下列何者不是組成股東權益的會計科目？  

(1)股本 (2)資本公積 (3)保留盈餘 (4)其他綜合損益 

(2)25.有關庫藏股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1)公司購入庫藏股形同正式減資 (2)取得庫藏股會減少公司流通在外股數 

(3)庫藏股仍可分配到現金股利 (4)庫藏股列於長期投資項下 

(1)26.方美公司2015年1月1日之現金餘額為$1,250,000，12月31日之現金餘額為$1,500,000。已知方美公司營

業活動現金流入$200,000，投資活動現金流出$1,000,000。請問方美公司籌資活動現金流量為何？  

(1)流入$1,050,000 (2)流出$1,050,000 (3)流入$550,000 (4)流出$550,000 

(2)27.西北公司2015年銷貨收入為$3,000,000，應收帳款期初之淨額為$1,200,000，期末之淨額為$1,500,000；

預收收入期初之金額為$800,000，期末之金額為$1,000,000。請問西北公司2015年從顧客收現之金額

為何？  

(1)$2,500,000 (2)$2,900,000 (3)$3,000,000 (4)$3,500,000 

(1)28.銀行持有的實際準備金扣除應提的法定準備金的餘額，稱為：  

(1)超額準備 (2)法定準備 (3)自由準備 (4)實際準備 

(2)29.自由準備是指：  

(1)實際準備金+法定準備金 (2)超額準備－向央行借入款 

(3)實際準備金－法定準備金 (4)超額準備+向央行借入款 

(2)30.有關貨幣政策的時間落後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內部落後又可分為認知落後與行政落後 (2)貨幣政策的時間落後容易預測 

(3)時間落後可分為內部落後與外部落後 (4)外部落後又稱為影響落後 

(2)31.在IS/LM模型中，若一國處於凱因斯流動性陷阱，則採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將導致：  

(1)利率下降、所得增加 (2)利率不變、所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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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率下降、所得減少 (4)利率上升、所得減少 

(4)32.若發生銀行擠兌風潮，使得民眾持有貨幣意願增強，則：  

(1)IS曲線右移. (2)LM曲線右移 (3)IS曲線左移 (4)LM曲線左移 

(2)33.物價水準上漲時，各種商品與勞務的價格未呈同比例上漲，亦即商品與勞務的相對價格發生變動，

此種通貨膨脹稱為：  

(1)需求拉升型通貨膨脹 (2)非純粹型通貨膨脹 

(3)純粹型通貨膨脹 (4)輸入型通貨膨脹 

(1)34.下列哪一項因素變動，會使本國貨幣升值？  

(1)本國的相對生產力提高 (2)本國進口關稅下降 

(3)本國相對物價水準上漲 (4)對外國貨偏好提高 

(1)35.某甲把存在銀行的活期儲蓄存款，轉存為定期儲蓄存款，則下列有關某甲轉換存款項目對於臺灣貨

幣供給額變化之敘述，何者正確？  

(1)臺灣的M1B減少 (2)臺灣的M1B增加 

(3)臺灣的M2 增加 (4)臺灣的M2 減少 

(2)36.劉經理以200萬元買了一張五年期的政府公債，持有一年，並領了10萬元利息後，再以202萬元賣出，

則劉經理投資公債的持有期間收益率(yield to holding period)是多少？  

(1)5% (2)6% (3)10% (4)2% 

(4)37.假設有甲、乙、丙等三家公司之公司債，經由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之信用評等，結果依序為

：AA、BBB及A+，且三家公司債之其他特性均相同，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丙公司的公司債違約風險(default risk)最高 

(2)丙公司的公司債違約風險最低 

(3)丙公司的公司債違約風險貼水(default risk premium)最少 

(4)乙公司的公司債違約風險貼水最多 

(4)38.下列何者不是政府對金融體系監督管理之目的？  

(1)確保金融穩定 (2)健全金融機構業務與經營 

(3)保護投資人及存款人 (4)確保金融體系之獲利率 

(3)39.監理機關用來評估銀行財務狀況的CAMELS共計6項分級標準，其中指標E是指：  

(1)資本適足性 (2)市場風險敏感性 (3)獲利能力 (4)經營品質 

(1)40.下列何者列入貨幣基數(monetary base)之計算？  

(1)社會大眾所持有的紙鈔、硬幣之金額 (2)社會大眾存在銀行的活期存款 

(3)社會大眾存在銀行的定期存款 (4)社會大眾存在銀行的支票存款 

(3)41.下列各項因素中，何者會使得貨幣乘數(money multiplier)增加？  

(1)活期存款之法定準備率提高 (2)通貨比率提高 

(3)銀行的超額準備率下降 (4)定期存款之法定準備率提高 

(2)42.如果利率是由貨幣市場供需所決定，且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是選擇釘住貨幣數量目標(monetary-aggregate 

target)，若貨幣需求減少，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利率上升 (2)利率下降 

(3)利率不變 (4)央行可以維持利率之控制 

(3)43.有關凱因斯的流動性偏好理論(Liquidity Preference Theory)，下列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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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們所得提高，則貨幣需求增加 (2)利率與貨幣需求量呈反向變動關係 

(3)貨幣市場決定物價水準 (4)貨幣需求增加則利率上升 

(2)44.所謂停滯性通貨膨脹(stagflation)是指：  

(1)物價與產出皆增加 (2)物價上漲且產出減少 

(3)物價與產出皆減少 (4)物價下降且產出增加 

(4)45.富人本位制是指：  

(1)複本位制 (2)銀本位制 (3)金幣本位制 (4)金塊本位制 

(3)46.下列何者不屬於銀行法所定義的銀行？  

(1)商業銀行 (2)專業銀行 (3)投資銀行 (4)信託投資公司 

(1)47.根據純預期理論(Pure Expectation Theory)，長短期債券是：  

(1)完全替代 (2)部分替代 (3)部分互補 (4)完全不替代 

(2)48.根據我國存款準備制度，提存期落後計算期多久？  

(1)0天 (2)3天 (3)7天 (4)14天 

(3)49.當央行買入外匯資產，同時發行定期存單，則此一操作是：  

(1)動態操作 (2)扭轉操作 (3)沖銷操作 (4)附買回操作 

(3)50.各國中央銀行的股份完全為私有的是：  

(1)日本銀行 (2)臺灣中央銀行 (3)美國聯邦準備 (4)比利時中央銀行 

(1)51.當日本的物價上漲率為-1%，臺灣的物價上漲率為3%，則日圓：  

(1)升值4% (2)升值3% (3)貶值2% (4)貶值1% 

(3)52.巴塞爾協定先後考量各種風險，訂定資本適足率，其次序是：  

(1)信用風險→作業風險→市場風險 (2)作業風險→信用風險→市場風險 

(3)信用風險→市場風險→作業風險 (4)市場風險→信用風險→作業風險 

(1)53.當預期殖利率曲線將由負轉正，則投資人可以採取何種策略套利？  

(1)買入短期債券，賣出長期債券 (2)賣出短期債券，買入長期債券 

(3)同時買入長短期債券 (4)同時賣出長短期債券 

(4)54.有關票據之性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票據為設權證券 (2)票據為要式證券 (3)票據為無因證券 (4)票據為物權證券 

(1)55.依票據法之規定，匯票在到期前執票人得行使追索權之情形，不包括下列何者？  

(1)發票人死亡 (2)付款人死亡 

(3)付款人受破產宣告 (4)承兌人逃避無從為承兌 

(2)56.下列何者不得為支票之委託付款人？  

(1)臺灣銀行 (2)臺銀證券 (3)臺南信用合作社 (4)板橋農會 

(2)57.下列何者為基本票據行為？  

(1)承兌 (2)發票 (3)背書 (4)保證 

(2)58.書面性為票據行為之一，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背書得於票據之黏單或謄本為之 (2)承兌得於票據背面為之 

(3)保證得於謄本上為之 (4)背書須於票據背面為之 

(3)59.發票人為附條件支付之記載，則該票據之法律效果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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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該記載無效，票據仍有效 (2)該票據效力未定 

(3)該票據無效 (4)該條件視為無記載 

(1)60.下列何者為支票之絕對必要記載事項？  

(1)付款地 (2)到期日 (3)發票地 (4)預備付款人 

(2)61.代理人未載明為本人代理之旨而簽名於票據者，其法律效果如何？  

(1)由本人與代理人負共同票據責任 (2)由代理人自負票據責任 

(3)由本人負票據責任 (4)該票據無效 

(3)62.有關票據法第十一條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欠缺本法所規定票據上應記載事項之一者，其票據無效。但本法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2)執票人善意取得已具備本法規定應記載事項之票據者，得依票據文義行使權利 

(3)票據債務人得以票據原係欠缺應記載事項為理由，對於執票人，主張票據無效 

(4)票據上之記載，除金額外，得由原記載人於交付前改寫之。但應於改寫處簽名 

(1)63.有關票據偽造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偽造票據之人須負票據上之責任 

(2)被偽造人不須負票據上之責任 

(3)真正簽名人應依票據文義負責 

(4)除有惡意及重大過失外，付款人對於背書簽名之真偽不負認定之責 

(2)64.票據為不得享有票據上權利或票據權利應受限制之人獲得時，原票據權利人得依何種程序，聲請法

院為禁止占有票據之人向付款人請求付款之處分？  

(1)假扣押 (2)假處分 (3)強制執行 (4)支付轉給命令 

(2)65.有關票據掛失止付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公示催告聲請被駁回或撤回者，仍有止付通知失其效力之適用 

(2)止付通知失其效力者，同一人得對同一票據再為止付之通知 

(3)經止付之金額，應由付款人留存 

(4)票據如已兌付，付款行應拒絕受理掛失止付 

(3)66.票據喪失經公示催告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公示催告的目的，乃在宣示失權之效果 

(2)公示催告程序開始後，其尚未到期之票據，聲請人得提供擔保，請求給與新票據 

(3)公示催告程序開始後，其經到期之票據，聲請人得逕行請求票據金額之支付 

(4)經法院除權判決後，聲請人得請求票據債務人付款 

(2)67.依票據抗辯事由所得對抗之人的範圍，可分為物的抗辯與人的抗辯，請問下列何者不屬於物的抗辯

？  

(1)欠缺票據之絕對必要記載事項之抗辯 (2)原因關係欠缺或消滅之抗辯 

(3)到期日尚未屆至 (4)票據債務因時效經過而消滅 

(3)68.張三簽發一張支票給您，自發票日起算，經多久不行使權利，對發票人之請求權時效消滅？ 

(1)四個月 (2)六個月 (3)一年 (4)三年 

(2)69.支票背書人對前手之追索權，經多久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  

(1)自提示日起算二個月 (2)自清償日起算二個月 

(3)自被訴日起算四個月 (4)自作成拒絕證書日起算六個月 

www.exschool.com.tw 



P.7 

(4)70.利益償還請求權之消滅時效為多久？ 

(1)一年 (2)二年 (3)五年 (4)十五年 

(3)71.票據上之債權，雖因時效或手續之欠缺而消滅，執票人對於下列何者，於其所受利益之限度，得請

求償還？  

(1)發票人或付款人 (2)付款人或背書人 (3)發票人或承兌人 (4)背書人或保證人 

(4)72.執票人對匯票承兌人自到期日起算，多久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  

(1)六個月 (2)一年 (3)二年 (4)三年 

(3)73.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匯票之主債務人為承兌人 (2)支票之主債務人為發票人 

(3)匯票不得指定預備付款人 (4)支票不得指定擔當付款人 

(2)74.發票地在新北市，付款地亦在新北市，請問其提示期間為何？  

(1)發票日後二日 (2)發票日後七日 (3)到期日後二日 (4)到期日後十五日 

(1)75.匯票執票人應於下列何日內為付款之提示？  

(1)到期日後二日 (2)到期日後三日 (3)發票日後四日 (4)發票日後二個月 

(2)76.票據行為不得就金額之一部分為之者，為下列何者？  

(1)付款 (2)背書 (3)保證 (4)承兌 

(3)77.匯票上有免除擔保付款之記載者，其效力為何？  

(1)匯票無效 (2)記載有效，匯票亦有效 

(3)記載無效，但匯票仍有效 (4)記載之效力未定 

(1)78.依票據法第四十一條之規定，背書未記明日期者，推定其於何日作成？  

(1)到期日前 (2)到期日後 (3)發票日前 (4)發票日後 

(2)79.付款人於執票人請求承兌時，得請其延期為之，但以幾日為限？  

(1)二日 (2)三日 (3)四日 (4)七日 

(3)80.本票發票人所負責任，與何者相同？  

(1)本票背書人 (2)匯票保證人 (3)匯票承兌人 (4)匯票參加承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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