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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X5 年12 月31 日甲公司向乙公司簽約租用一設備，租期5 年，自X6 年起每年年初付租金$160,000，租

期屆 滿該設備不用返還乙公司。租賃開始日每期租金按租賃隱含利率8%折現之現值為$689,944，按

甲公司增額借款利率10%折現之現值為$667,176。若甲公司已知租賃隱含利率，則X6 年甲公司應認

列之利息費用為多少？  

(1)$42,396  (2)$50,720  (3)$55,192  (4)$66,720  

(2)02.甲公司X5 年9 月1 日出售庫藏普通股24,000 股，X5 年淨利$680,000、普通股基本每股盈餘$3.2。若X5 

年底宣告並發放非累積特別股股利$360,000 及普通股每股現金股利$1.5，則X5 年共發放多少現金股

利？  

(1)$510,000  (2)$534,000  (3)$585,000  (4)$609,000  

(3)03.甲公司為設備經銷商，X1 年初以分期收款方式出售現銷價格為$2,000,000 之設備一台，當日收現$40

0,000，餘款自X1 年12 月31 日開始分5 年收取，每年底收款$422,076。若分期收款之利率為10%，假

設分期應收帳款均能收現，則X1 年底該分期收款銷售之未實現利息收入為何？  

(1)$150,380  (2)$310,380  (3)$350,380  (4)$510,380  

(3)04.甲公司X3 年7 月1 日購入$5,000,000 面額公司債列為持有至到期日之債券投資，該公司債為10 年期，

票面利率8%，每年6 月30 日及12 月31 日付息。若X3 年底及X4 年6 月30 日收息後該債券投資帳面金

額分別為$5,716,190 及$5,687,678，則該投資之有效利率為何？  

(1)3% (2)5% (3)6% (4)8% 

(4)05.甲農場X6 年底於市場以$200,000 購入雛鴨一群，並另支付運費$5,000 將該批雛鴨運至農場。該農場

估計若立即出售該批雛鴨，除需支付運費$5,000 將其運回市場外，並需另支付交易規費$2,500。甲農

場購入該批雛鴨對X6 年稅前淨利之影響為何？  

(1)無影響  (2)減少$5,000  (3)減少$7,500  (4)減少$12,500  

(4)06.甲公司已投保產品責任險$1,000,000，X5 年11 月發生消費者受損事件，使得甲公司必須於X6 年支付

賠償款$500,000，且保險公司將依約支付$420,000 之理賠金，甲公司應於X5 年底資產負債表列報多

少賠償負債？  

(1)$0 (2)$80,000 (3)$420,000 (4)$500,000 

(3)07.甲公司將帳面金額$300,000，公允價值為$350,000 之設備，與設備供應商乙公司進行舊換新之交易。

乙公司同意甲公司以舊設備作價$400,000 及現金$1,000,000，換購定價$1,400,000 之新設備。若此舊換

新交易具商業實質，則新設備之入帳成本為何？  

(1)$1,000,000  (2)$1,300,000  (3)$1,350,000  (4)$1,400,000  

(3)08.甲公司銷售商品皆附有一年的保固，該公司於X5 年度開始銷售500 台機器。經評估大約有3%機器會

發生瑕疵，每台維修成本為$4,600，X5 年度實際發生的維修成本為$29,000。甲公司X5 年底應列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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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保固服務相關之負債金額為多少？  

(1)$0 (2)$29,000  (3)$40,000  (4)$69,000  

(2)09.丁公司購買設備分別開立面額$1,000,000，1 年期附息10%票據，及2 年期面額$1,000,000 不附息票據

。若該公司各年期市場利率均為10%，則設備之入帳成本應為何？  

(1)$1,735,537  (2)$1,826,446  (3)$2,000,000  (4)$2,100,000  

(2)10.甲公司將6個月期，票據面額$180,000，附息8%之票據向銀行貼現，貼現率為10%，該票據尚有2個月

到期，則甲公司將自銀行收到多少現金？ 

(1)$180,960  (2)$184,080  (3)$185,880  (4)$189,430  

(3)11.無論蘋果每斤價格多少，張三每週固定購買100元，李四則是每週固定購買一斤，則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1)張三的需求價格彈性固定 (2)李四的需求價格彈性固定 

(3)張三的需求價格彈性＝0 (4)李四的需求價格彈性＝0 

(1)12.假設豬肉為正常物品且與牛肉是替代關係，則下列哪項最可能造成豬肉需求的增加？ 

(1)禁止美國牛肉進口  (2)豬肉價格降低 

(3)所得減少 (4)豬飼料價格降低 

(2)13.假設一個漢堡的邊際效用是8單位而一杯飲料的邊際效用為5單位，漢堡與飲料之價格各為$2及$1，

則消費者在下列何種情況下可以獲致效用最大之均衡？ 

(1)多消費漢堡 (2)多消費飲料 (3)飲料之價格下跌 (4)漢堡之價格上揚 

(3)14.短期而言，當固定生產要素的價格上升時：  

(1)邊際成本線、平均成本線均不變 (2)邊際成本線上移，平均成本線不變 

(3)邊際成本線不變，平均成本線上移 (4邊際成本線、平均成本線均上移 

(2)15.下列何種情況下會開始出現報酬遞減？  

(1)平均產量曲線達到最高點 (2)邊際成本曲線達到最低點 

(3)總產量曲線達到最高點 (4)邊際產量曲線達到最低點 

(2)16.假設完全競爭廠商的短期成本函數為TC=500+2Q+0.001Q2，當廠商面對的需求為P= $5 時，最適產量

下之利潤是多少？  

(1)$1,250 (2)$1,750 (3)$2,250 (4)$3,500 

(3)17.獨占性競爭市場的廠商達到長期均衡時，其需求線會：  

(1)與供給線相交 

(4)18.下列經濟變量中，何者是存量觀念？  

(2)與平均變動成本曲線相交 

(3)與平均成本曲線相切 (4) 

(1)臺灣2016年石油總進口量 

(2)臺灣2016年第四季GDP 

(3)臺灣證券交易所2016/12/30當日股票總成交量 

(4)臺灣2017年1月底的貨幣供給量 

(1)19.預期通貨膨脹率的上升對可貸資金(Loanable Funds)市場的影響為何？  

(1)可貸資金的供給減少、需求增加 

(2)可貸資金的供給減少、需求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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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可貸資金的供給增加、需求減少 (4)可貸資金的供給增加、需求增加 

(4)20.對石油進口國而言，若世界油價因故而大幅上揚，短期會導致下列何種情形？  

(1)產出增加，物價上升 (2)產出下降，物價下降 

(3)產出增加，物價下降 (4)產出下降，物價上升 

(4)21.甲簽發一張面額新臺幣10 萬支票交付給乙，票載發票日為民國106 年1 月5 日、發票地為甲之居所地

臺北市、付款地在臺中市、付款行為A 商業銀行。若乙於106 年1 月7 日背書轉讓給丙，依票據法第

130 條規定，乙最晚應於何時為付款提示，方屬遵期行使票據權利，以確保未來得向乙行使追索權

之權利？  

(1)民國106年1月11日 (2)民國106年1月12日 

(3)民國106年1月19日 (4)民國106年1月20日 

(4)22.甲簽發面額10 萬元、到期日為民國102 年1 月3 日之本票予乙，以清償債務，乙於票據到期日前將該

本票背書轉讓給丙。丙其後不幸死亡，其唯一繼承人丁於民國106 年1 月5 日始發現該本票，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1)丁對本票發票人甲之付款請求權尚未罹於時效，仍得主張票據權利 

(2)丁仍得對前手乙行使追索權 

(3)因甲、丙之間無任何原因關係存在，丁本不得向甲主張票據權利 

(4)丁得依票據法之規定，向甲行使利益償還請求權 

(3)23.甲簽發支票一張，若該票據正面分別以文字及阿拉伯數字記載金額：「新臺幣貳拾萬元整，

2,000,000 元」，二者不一致，則該支票金額應為下列何者，始為正確？  

(1)以阿拉伯數字為準，金額為2,000,000元 

(2)以文字及阿拉伯數字之平均數，金額為1,100,000元 

(3)以文字為準，金額為貳拾萬元 

(4)以金額大者為準，金額為2,000,000元 

(1)24.甲簽發付款行為M 銀行，金額新臺幣50 萬元之支票一張交付給乙，以支付貨款。乙收到後不慎遺失

該支票， 立即向M 銀行為止付之通知。甲其後應於提出止付通知後多少日內，向M 銀行提出已為聲

請公示催告之證明，否則止付通知失其效力？  

(1)5日 (2)10日 (3)15日 (4)30日 

(4)25.甲與乙二人為親姊妹，乙未經甲之授權，擅自於本票上記載發票人為甲、乙為甲之代理人名義，簽

發金額新臺幣100 萬元之本票一張，向丙辦理借款。關於該本票效力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1)甲應負票據責任，但可向乙請求賠償 

(2)該本票無效，甲、乙皆不負票據責任 

(3)該本票之效力未定，應俟甲承認後始生效力 

(4)乙應自負票據責任 

(3)26.甲簽發面額新臺幣100萬元、付款人為A商業銀行之支票一張交付給乙。其後乙欲將該支票背書轉讓

給丙時，在丙之要求下，乙先將支票背書轉讓給丁，丁再於本票背書後始交付給丙，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2)丁以背書之行為達成保證之目的，等同於支票上之保證，應屬無效 

(1)丁之背書行為違反法令，該背書行為不生效力 

(3)丙得向甲、乙、丁主張票據權利 

(4)丙不得向丁主張票據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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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甲簽發票面金額為新臺幣100萬元、付款人為A商業銀行之支票一張，交付給乙。乙其後將支票背書

轉給丙，丙於收受支票後，經甲之同意及協助下，取得A商業銀行於該支票上記載「照付」字樣，

並由A商業銀行於支票上簽章。關於該票據債務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1)A商業銀行之付款責任，與匯票付款人相同 

(2)A商業銀行之付款責任，與匯票之擔當付款人相同  

(3)甲與乙免除票據上之責任 

(4)甲負發票人責任、乙負背書人責任  

(2)28.甲簽發票面金額10萬元，到期日為民國106年1月3日之本票一張交付給乙，乙於民國106年1月8日將

本票背書轉讓給丙，則乙所為背書之效力為何？  

(1)應與甲負共同發票人之責任 (2)僅有通常債權轉讓之效力 

(3)乙之背書不生任何效力 (4)乙之背書得撤銷 

(1)29.甲簽發面額新臺幣100萬元、A商業銀行為擔當付款人之本票一張，藉以向乙借款，惟經乙之要求，

甲遂請求丙擔任保證人，關於丙在本票上所為保證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1)丙之保證若未載明被保證人者，視為為發票人保證 

(2)丙之保證若未載明被保證人者，視為為擔當付款人保證 

(3)丙之保證若未載明被保證人者，其保證無效 

(4)丙為保證後，應負背書人之責任 

(2)30.甲簽發面額新臺幣50萬元、發票日為民國105年2月1日、付款行為A商業銀行之支票交付給乙，以清

償債務，其後乙於民國105年2月2日將該支票背書轉讓給丙。若丙於民國105年2月3日向A商業銀行提

示請求付款後，因甲之支票存款不足而遭到退票，A商業銀行並作成退票理由單（拒絕證書）交付

給乙。則丙對乙之追索權，自作成退票理由單（拒絕證書）之日起算，於多久期間不行使，因時效

而消滅？  

(1)二個月  (2)四個月  (3)六個月  (4)一年  

(4)31.下列哪一項業務不是銀行得經營之業務？  

(1)辦理放款  (2)收受其他各種存款  

(3) 買賣金塊  (4)發行保險商品 

(3)32.依銀行法第12條之1規定，銀行辦理下列何種放款，不得要求借款人提供連帶保證人？  

(1)企業週轉金貸款 (2)非自用住宅貸款 (3)消費性貸款 (4)土地融資貸款 

(2)33.吳董為A銀行之負責人，請問依銀行法規定，A銀行不能對其為何種貸款？  

(1)30萬元小額信用貸款 (2)500萬元一般信用貸款 

(3)800萬元自用住宅貸款 (4)300萬元房屋修繕貸款 

(4)34.阿邦向銀行申貸購買企業用建築貸款，請問依銀行法規定，其貸款期間最長不得超過幾年？  

(1)15年 (2)20年 (3)25年 (4)30年 

(3)35.目前我國銀行辦理現金卡之利率或辦理信用卡之循環信用利率不得超過年利率多少？  

(1)10% (2)18% (3)15% (4)20% 

(4)36.銀行違反法令、章程或有礙健全經營之虞時，主管機關除得予以糾正、命其限期改善外，並得視情

節之輕重， 為適當之處分，請問下列何者屬之？A.停止銀行部分業務B.解除董事、監察人職務C.命

令銀行解除經理人或職員之職務  

(1)僅AB 

(3)37.商業銀行辦理何種放款之總額，依法不得超過放款時所收存款總餘額及金融債券發售額之和之百分 

(2)僅BC (3)僅AC  (4)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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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三十？  

(1)住宅建築及企業週轉金放款 (2)企業建築及個人購屋放款 

(3)住宅建築及企業建築放款 (4)消費性及個人購屋放款 

(2)38.商業銀行不得投資非自用不動產。但下列何種情形不在此限？A.營業所在地不動產只要有任一部分

（不論比率大小）為自用者B.為短期內自用需要而預購者C.原有不動產就地重建主要部分為自用者  

(1)僅AB (2)僅BC  (3)僅AC  (4)ABC 

(1)39.依銀行法規定，下列何事項中央主管機關不須洽商中央銀行後辦理？  

(1)限制銀行或其分支機構之增設 

(2)核准銀行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 

(3)對銀行無擔保之放款或保證，予以適當之限制 

(4)定期存款質借及中途解約辦法 

(4)40.依我國銀行法規定，銀行資本顯著不足者，主管機關應採取下列哪些措施？A.限制或禁止與利害關

係人相關之授信或其他交易B.命令取得或處分特定資產，應先經主管機關核准C.解除負責人職務，並

通知公司登記主管機 關於登記事項註記D.限制存款利率應超過其他銀行可資比較或同性質存款之利

率  

(1)ABCD  (2)僅ABD (3)僅ACD  (4)僅ABC 

 

貳、非選擇題2題（每題20分） 

第一題： 

假設一封閉的市場，其市場需求曲線為Q＝100-P，市場供給曲線為Q＝P。請分別回答下列問題： 

(一)均衡時之價格、交易量、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與生產者剩餘(Producer Surplus)各是多少？ 

【8分】 

(二)假設上述市場開放自由貿易後，市場價格下跌到$30，則開放自由貿易後，本國消費者剩餘與生產者剩 

       餘各是多少？【4分】 

(三)假設開放自由貿易後，市場價格下跌到$30，政府為保護本國產業，對每單位進口品課徵$10的關稅， 

       則本國消費者剩餘、生產者剩餘及政府關稅收入分別為何？【6分】 

(四)假設開放自由貿易後，市場價格下跌到$30，政府為保護本國產業，改採取進口配額政策，限定進口量 

      不得超過10單位，則進口配額政策後本國社會無謂的損失(Deadweight Loss)為何？【2分】 

第二題： 

甲公司X6年資產負債表各會計項目之變動如下： 

                                                          增加(減少)                                 增加(減少)                 

現金及約當現金                               $ 474,000  應付帳款                  $ (300,000) 

應收帳款淨額                                      154,800   應付利息                          6,000  

存貨                                                      303,600   本期所得稅負債             8,4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492,000  應付公司債淨額        (208,800) 

                                                                           普通股股本                2,700,000           

                                                                              資本公積                   240,000           

                                                                             保留盈餘                (1,021,200)                  

合計                                                  $1,424,400  合計                         $1,424,400  

X6年度其他資料如下： 

(1)銷貨淨額為$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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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沖銷呆帳$204,000，認列呆帳損失$97,200。 

(3)所得稅費用為$228,000，利息費用為$150,000。 

(4)本期淨利為$1,500,000 

(5)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變動，包括計提折舊、以現金買入土地$900,000，及以現金$81,600出售帳面金 

     額為$86,400設備。 

(6)X6年初應付公司債到期清償$218,400。 

(7)現金增資$1,800,000。 

(8)通過並發放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 

 

甲公司將支付利息分類為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支付股利分類為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請計算X6年度下列各項之金額：【20分】 

(1)向客戶收取現金。 

(2)支付所得稅。 

(3)支付利息。 

(4)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量。(應註明流入或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