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學年度四技甄選入學【術科實作】題庫
會計循環工作（60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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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會計循環是指：
(A)由現金、進貨、銷貨，再收回現金的循環；(B)由分錄、過帳、試算、調整、結帳至
編表的循環；(C)由企業的成立、成長、衰退至企業清算的循環；(D)由銷貨、調整、試
算、過帳、分錄、結帳至編表的循環
下列何者不是分類帳的功能？
(A)提供編製各項財務報表所需資料；(B)可表達每一會計項目的餘額；(C)表達每一會計
項目的個別變動情形；(D)可完全避免會計項目重複紀錄、漏記或其他錯誤發生
下列何者為試算表的主要功能？
(A)驗證借方和貸方相等；(B)便利做調整分錄；(C)簡單列出科目餘額；(D)儘快提出可
供決策資訊
過帳乃指：
(A)記錄交易分錄；(B)將日記簿之金額順查至分類帳；(C)將分類帳之餘額抄入試算表；
(D)將日記簿之金額過入分類帳
一般會計處理程序包括：分錄、過帳、試算、調整、編表與結帳等六個階段，其中屬於
平時會計工作為：
(A)分錄、過帳與試算；(B)分錄、過帳與調整；(C)調整、編表與結帳；(D)分錄、過帳
與編表
分類帳之功用為：
(A)表達各項交易的情形；(B)作為過帳的依據；(C)顯示各會計科目的增減變化；(D)偵
查分錄記錄之錯誤
公司本年度銷貨毛利$138,000，銷售費用$42,000，管理費用$28,000，營業外收益$8,000，
則下列計算何者正確?
(A)營業利益$68,000；(B)營業利益$110,000；(C)銷貨淨額$208,000；(D)稅前淨利$6,000
現銷交易誤記為借：現金、貸：進貨，則此項錯誤將使當年度：
(A)淨利高估；(B)銷貨成本高估；(C)淨利或淨損不受影響；(D)銷貨毛利低估
營業週期是指：
(A)由現金、購貨、賒銷迄收款之循環；(B)會計工作自分錄、過帳、編表之循環；(C)
商業景氣從復甦、繁榮、衰退到蕭條之循環；(D)企業業務自企劃、執行到考核之循環
甲公司購買一年期保險並認列為預付保險費。X3 年 4 月當月保險費用為$360，4 月底調
整後預付保險費餘額為$1,800。試問甲公司何時買入保險?
(A)X2 年 9 月 1 日；(B)X2 年 10 月 1 日；(C)X2 年 11 月 1 日；(D)X2 年 12 月 1 日
仁愛公司期末漏記應付租金之調整分錄，試問其影響為：
(A)負債及權益高列；(B)負債及權益低列；(C)負債低列，權益高列；(D)負債高列，權
益低列
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之規定，下列何者為企業的基本財務報表?
(A)試算表；(B)調整後試算表；(C)結帳後試算表；(D)現金流量表
年初帳列資產辦公室用品$5,000，年底實際盤點記列$2,000。則調整分錄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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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借：辦公用品費用 $3,000，貸：辦公用品 $3,000；(B)借：辦公用品費用$2,000，貸：
辦公用品 $2,000；(C)借：辦公用品$2,000，貸：辦公用品費用$2,000；(D)借：辦公用
品$3,000，貸：辦公用品費用$3,000
下列有關工作底稿之敘述，何者正確：
(A)不編工作底稿則會計程序無法完成；(B)因工作底稿為非正式報表，故可選擇任何格
式，甚或不編；(C)工作底稿為向股東及債權人公布之報表；(D)編妥工作底稿後可免在
日記簿作調整分錄
預收收入轉列已實現收入之交易，係屬下列何種帳戶變動之狀況？
(A)資產增加，負債增加；(B)負債減少，權益增加；(C)資產增加，收益增加；(D)資產
減少，負債減少
下列何者為對外憑證：
(A)客戶的退貨單；(B)購貨發票；(C)銷貨發票；(D)銀行送金簿存根聯
我國目前所使用的統一發票，是屬於：
(A)原始憑證；(B)記帳憑證；(C)代用傳票；(D)內部憑證
下列何者為會計的重要功能：
(A)提供財務報表，可降低企業與外部投資人間的資訊不對稱；(B)可讓企業賺取更多不
當利潤；(C)可預防企業管理當局逃漏稅；(D)可防止企業集體舞弊
預付費用之已過期部分應列為：
(A)資產；(B)負債；(C)收入；(D)費用
最能夠讓企業瞭解每個客戶代收、已收與未收之應收帳款狀況的帳簿相關資料是：
(A)日記簿；(B)明細分類帳；(C)總分類帳；(D)試算表
試算表能發現下列哪項錯誤？
(A)未作分錄之交易；(B)將分錄重複過帳；(C)某分錄借方金額於過帳時，誤記該帳戶之
貸方；(D)過帳時，誤將辦公設備之借方金額，記入銀行存款之借方
水電費帳戶過帳後正確餘額應為$3,000，若於過帳時貸方重複過帳$2,000，則此項錯誤
對餘額式試算表有何影響？
(A)借方少$2,000，貸方多$2,000；(B)借方少$2,000，貸方無誤；(C)借方少$2,000，貸方
少$2,000；(D)借方無誤，貸方少$2,000
公司於本期購入文具用品$4,920，期初用品盤存餘額為期末用品盤存餘額的三倍，本期
已耗用的文具用品為期初用品盤存餘額的兩倍，請問期末用品盤存的餘額為何？
(A)$4,920；(B)$2,460；(C)$1,640；(D)$1,230
下列哪一個會計科目，在調整後試算表及結帳後試算表中所列示之金額有所不同？
(A)業主往來；(B)應付利息；(C)預收租金；(D)累計折舊
期末收益、費損結轉本期損益稱為：
(A)調整；(B)結帳；(C)更正；(D)開帳 分錄
綜合損益表乃表達企業在特定期間：
(A)財務狀況；(B)現金流量；(C)資本變動；(D)經營成果之報表
下列敘述何者為誤？
(A)綜合損益表乃用於表示企業之經營成果；(B)資產負債表為一靜態報表；(C)資產負債
表是由結算後之各實帳戶所構成；(D)綜合損益表之表首含企業名稱、報表名稱及報表
所屬特定日期等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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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者不列入綜合損益表：
(A)研究發展費用；(B)備抵存貨跌價；(C)開辦費；(D)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會計基本方程式中所包含的財務報表要素，均為
(A)實帳戶；(B)虛帳戶；(C)混合帳戶；(D)暫時性帳戶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會計是記錄、分類、彙總的技術；(B)會計可以協助判斷與決策；(C)會計是對經濟資
料的辨認、衡量與溝通之程序；(D)會計就是現金的管理
下列何者符合借貸法則：
(A)資產增加應該貸記；(B)負債減少應該借記；(C)業主權益減少應該貸記；(D)費用減
少應該借記
有關收入科目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增加應記貸方；(B)正常餘額為貸方餘額；(C)減少應記借方；(D)只會出現在貸方
下列何者不屬於會計恆等式之會計要素？(A)資產；(B)負債；(C)所得稅；(D)股東權益
甲公司 X1 年調整前有下列會計項目及其餘額：銷項稅額$1,500、留抵稅額$3,000、採
用權益法之投資$6,000、銀行透支$2,000、電腦軟體$3,500。請問這些項目中，屬於「流
動資產」之金額合計為多少？ (A) $2,000；(B) $3,000；(C) $6,500；(D) $12,000
下列科目在結帳時應借記本期損益的是：
(A)利息收入；(B)累計折舊；(C)應付費用； (D)折舊
下列有關會計要素間關係之敘述何者正確？
(A)營業產生虧損即是代表資產減少；(B)負債與業主權益表示資金的來源；(C)資產增加
時，業主權益必等額增加；(D)會計事項發生後，會計方程式之兩端必將發生同數額之
增減
下列哪一帳戶期末需作結帳：
(A)預收租金；(B)租金收入；(C)預付租金；(D)房屋
某企業期初時之總資產及總負債分別為 $1,050,000 及 $600,000，假設由期初到期末該
企業總資產增加了 $350,000，而總負債減少了 $150,000，則該企業之業主權益應為：
(A)$100,000；(B)$450,000；(C) $950,000；(D) $1,850,000
分析交易事項影響會計要素，下列何者不可能發生？
(A)收入增加、負債增加；(B)收入增加、收入減少；(C)收入增加、費用增加；(D)資產
增加、資產減少
公司有資產 $35,000，無負債，業主權益 $35,000，今賒購一輛運輸設備 $4,000，試問
這筆交易產生什麼影響？
(A)資產與業主權益同時減少 $4,000；(B)資產不變，業主權益增加 $4,000；(C)資產與
業主權益同時增加 $4,000；(D)資產與負債同時增加 $4,000，業主權益不變
下列那一項交易會使總資產與總負債減少？
(A)以現金購入運輸設備；(B)出售存貨；(C)償付銀行貸款；(D)應收帳款收現
下列敘述中，何者將導致試算表借貸不平衡？
(A)正確之日記分錄重複過帳；(B)賒購用品時借記用品，貸記現金；(C)支付到期帳款
$540，借記應付帳款 $45，貸記現金 $45；(D)公司發放現金股利 $100，借記股利 $100，
貸記現金 $1,000
下列何項交易會使資產總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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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應收帳款收現；(B)預付保險費過期；(C)以現金購買辦公設備；(D)收到當期水電費
帳單，但尚未付款
一套完整之財務報表，應包括那些主要報表？
(A)綜合損益表、資產負債表及銀行調節表；(B)帳齡分析表、資產負債表及現金流量表；
(C)銀行調節表、綜合損益表、資產負債表及現金流量表；(D)綜合損益表、資產負債表、
現金流量表及股東權益變動表
下列那一帳戶在編製結帳分錄結清其餘額時，需要借記損益彙總帳戶？
(A)服務費收入；(B)應付帳款；(C)股利；(D)租金費用
年初擁有辦公用品 $5,000，年底實際盤點計列 $1,500。則調整分錄應為：
(A)借：辦公用品費用 $1,500；貸：辦公用品 $1,500；(B)借：辦公用品 $1,500；貸：
辦公用品費用 $1,500；(C)借：辦公用品 $3,500；貸：辦公用品費用 $3,500；(D)借：
辦公用品費用 $3,500；貸：辦公用品 $3,500
銷貨成本之計算不包含下列何者？
(A)銷貨運費；(B)進貨退回及折讓；(C)期初製成品成本；(D)進貨運費
現銷 $2,000 卻誤記為借：現金 2,000 及貸：應收帳款 2,000，則錯誤對試算表之影響：
(A)試算表仍平衡且借貸總和正確；(B)試算表仍平衡，但借貸方皆高估 $2,000；(C)試算
表仍平衡，但借貸方皆低估 $2,000；(D)試算表不平衡且借貸方相差 $4,000
下列那一項目計算可供銷售商品總額時不予列入？
(A)本月進貨；(B)進貨運費；(C)期初存貨；(D)期末存貨
若預付費用於付現時以資產入帳，則其期末之調整分錄需：
(A)借記費用；(B)借記資產；(C)貸記負債；(D)貸記費用
年底漏作應付利息之調整分錄，將產生之影響為：
(A)負債與業主權益等額高列；(B)負債與業主權益等額低列；(C)負債低列，業主權益高
列；(D)負債高列，業主權益低列
某律師事務所預先自客戶處收到現金 $8,000，而承諾將於未來提供法律諮詢服務，當時
並貸記「預收收入」$8,000，若期末已提供服務但並未做調整分錄則將使：
(A)負債低估；(B)淨利高估；(C)收入低估；(D)費用高估
公司本年度綜合損益表顯示保險費用為 150,000 元，比較資產負債表顯示應付保險費增
加 10,000 元，預付保險費減少 20,000 元，則該年保險費付現金額為：
(A)180,000 元；(B)160,000 元；(C)140,000 元；(D)120,000 元
按現金基礎計算之淨利大於應計基礎計算之淨利，其可能原因為：
(A)現購辦公設備；(B)償還賒欠貨款；(C)賒購文具用品；(D)提供服務尚未收款
6 月 1 日賒購商品 $32,100，付款條件 2/10，1/20，n/30，則在 6 月 15 日付清，可獲得
折扣：(A)$321；(B)$642；(C) $3,210；(D) $6,420
公司賖銷商品若干，付款條件 2/10，n/30，顧客於第十天償還 1/4 帳款，支付現金$24,500，
餘款於第三十天付清，則賖銷商品總額為：
(A)$98,000；(B)$99,500；(C)$100,000；(D)$245,000
台中大賣場為促銷商品，消費滿$1,000 打九折，滿$5,000 打八折，請問大賣場應如何處
理這些減免的金額?
(A)列為銷貨折扣；(B)列為銷貨讓價；(C)列為利息費用；(D)不入帳，大賣場應以折扣
後售價作為銷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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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企業給予顧客的現金折扣，會計上稱為銷貨折扣(B)商業折扣並非銷貨折扣，無須入
帳；(C)企業訂有商業折扣，其目的是為鼓勵顧客提早付款；(D)甲商品每件定價$200，
若一次購 100 件，則可享受 20%折扣。若實際購買 100 件，則須支付賣方金額為$16,000
（不考慮營業稅情況）
甲公司年初之應收帳款為$10,000，而年底之應收帳款為$15,000，則其影響為：
(A)應計基礎之收入低於現金基礎之收入；(B)應計基礎之收入高於現金基礎之收入；
(C)應計基礎之費用低於現金基礎之費用；(D)應計基礎之費用高於現金基礎之費用
下列有關期末漏作調整分錄之敘述，何者正確？
(A)漏作本期已發生但尚未支付租金之調整分錄，將導致負債高估，本期淨利高估；
(B)記帳採權責發生基礎，漏作預收租金之調整分錄，將導致負債高估，本期淨利低估；
(C)記帳採聯合基礎，漏作預付租金之調整分錄，將導致負債高估，本期淨利低估；
(D)記帳採聯合基礎，漏作期末文具用品之調整分錄，將導致資產低估，本期淨利高估

現金（13 題）
(B)

61.

(C)

62.

(A) 63.

(B)

64.

(B)

65.

(D) 66.

(B)

67.

(D) 68.

公司設立定額零用金$5,000，撥補零用金時零用金剩餘$300，各項支出憑證共計$4,650，
則撥補分錄應為：
(A)借記零用金$50；(B)借記現金短溢$50；(C)貸記現金短溢$50；(D)貸記現金$4,650
期末若未及時補充零用金時，其已支付之零星支出，應如何記帳？
(A)不作分錄；(B)借：各項費用，貸：現金；(C)借：各項費用，貸：零用金；(D)借：
各項費用，貸：應付費用
現金短溢帳戶若產生貸餘，在報表上應如何表示：
(A)綜合損益表上列作營業外收入；(B)綜合損益表上列作營業收入；(C)綜合損益表上列
作營業外費用；(D)資產負債表上列作現金減項
財務報表上「現金及約當現金」項目通常不包括:
(A)90 天到期之定期存款$ 400,000；(B)指定償債用途之存款$ 48,000；(C)60 天到期之銀
行本票$ 180,000；(D)即期支票$ 84,000
公司 8 月初設置定額零用金$5,000，零用金保管人於 8 月底提出付款清單及憑證請求撥
補，該月份各項收據分別為郵電費$820，文具用品$2,500，雜費$1,270，手存現金尚有
$420。下列有關 8 月底撥補零用金分錄的敘述，何者正確？
(A)借：現金短溢$10； (B)貸：銀行存款$4,580；(C)貸：零用金$4,590；(D)不作正式分
錄，僅作備忘記錄
銀行對帳單所列公司簽發第 138 號支票面額為$8,500，經查係他公司所開立。在編製銀
行往來調節表時，應：
(A)公司帳面作調整分錄；(B)作為公司帳面餘額減項；(C)不作處理；(D) 作為銀行對帳
單餘額加項
公司於 X3 年 2 月底的銀行對帳單餘額為$ 90,000，未兌現支票為$ 9,000，在途存款為$
4,500，惟銀行代收票據$ 750 及存款不足退票$ 3,000 此兩項公司均未入帳，則 2 月底正
確之銀行存款為何？
(A) $ 83,250 ; (B) $ 85,500；(C) $ 86,250；(D) $ 87,750
公司於 X3 年 2 月 18 日開一張$ 5,000 支票給供應商，於 3 月 2 日另開一張$ 2,000 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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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69.

(C)

70.

(D) 71.

(D) 72.

(D) 73.

給同一供應商，兩張支票均於 3 月 10 日兌現，在編製 3 月份銀行往來調節表時，應如
何處理？
(A)$ 5,000 列為銀行對帳單餘額的減項，$ 2,000 不作處理；(B) $ 2,000 列為銀行對帳單
餘額的減項，$ 5,000 不作處理；(C) $ 7,000 列為銀行對帳單餘額的減項；(D) 不作任何
處理
甲公司 8 月 31 日銀行對帳單餘額為$85,000，8 月 31 日銀行調節表中有下列事項：未兌
現支票$2,500、在途存款$3,500、銀行代收款$4,000、銀行手續費$500，該公司 8 月 31
日帳載現金餘額為多少?
(A)$81,500；(B)$82,500；(C)$86,000；(D)$87,500
現金帳面餘額為$412,232，第 138 號支票之面額為$8,500，帳上誤計為$5,800，銀行代收
之票據$63,000，本公司尚未入帳。正確之現金餘額為：
(A)$364,932；(B) $464,932；(C) $472,532；(D)$476,532
下列何項銀行存款調節表之調節項目，應計入公司帳上的調整分錄，以調節公司帳上銀
行存款餘額?
(A)未兌現支票；(B)在途存款；(C) 銀行記錄錯誤；(D) 銀行扣取之手續費
公司在 12 月 31 日銀行調節表有關項目金額為：調整前銀行對帳單餘額為$ 25,580，在
途存款為$76,000；若 12 月 31 日正確餘額為$20,500，則 12 月底未兌現支票為多少？
(A) $17,980；(B) $38,400； (C) $53,680； (D) $81,080
5 月初編製銀行存款調節表後發現 4 月 16 日開立的支票，迄 4 月底仍未兌現，則公司之
調整分錄為何?
(A)借：現金，貸：應付帳款；(B)借：應付帳款，貸：現金；(C)通知銀行更正；(D)不
須作任何調整

應收款項（15 題）
(A) 74.

(B)

75.

(A) 76.

(C)

77.

(C)

78.

(A) 79.

(A) 80.

賖銷貨品$10,000，付款條件為 2/10，1/20，n/30，若客戶於第 5 天簽發$2,940 之即期票
據，第 15 天還來現金$4,950，則應收帳款還有借餘：
(A)$2,000；(B)$1,950；(C)$1,939；(D)$1,888
甲公司收到面額為$60,000，利率 8%，8 個月期之應收票據一紙，該紙票據之到期值為：
(A)$60,000；(B)$63,200；(C)$64,800；(D)$98,400
若賒購商品 $50,000，商業折扣 20%，現金折扣 2%，在現金折扣期間內支付一半帳款，
則該筆帳款金額應為多少？
(A)$19,600；(B)$24,500；(C) $39,200；(D) $49,000
無法收回之應收款項若採直接沖銷法處理，則有違會計上之：
(A)收入實現原則；(B)充分揭露原則；(C) 配合原則；(D) 客觀原則
亞洲公司 X6 年底應收帳款餘額$78,250，調整前備抵損失借餘$325，該公司按應收帳款
餘額 2%提列預期信用減損損失，則調整後備抵損失貸餘為：
(A)$325；(B)$1,240；(C)$1,565；(D)$1,890
公司估計呆帳率為應收帳款餘額 2%，X5 年底調整前備抵損失有借方餘額$12,000，該
年底應收帳款餘額為$1,500,000，試問甲公司 X5 年底應提列多少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A)$42,000；(B)$30,000；(C)$18,000；(D)$10,000
童隆公司 108 年底應收帳款餘額為$2,100,000，調整前備抵損失貸餘為$3,000，該公司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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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81.

(A) 82.

(C)

83.

(C)

84.

(B)

85.

(C)

86.

(B)

87.

(C)

88.

應收帳款餘額 2%，提列預期信用減損損失，則 108 年底提列預期信用減損損失為：
(A)$39,000；(B)$42,000；(C)$45,000；(D)$48,000
忠孝公司於 X8 年 5 月 20 日發現客戶仁愛公司積欠的帳款$4,000 因宣告破產無法收回，
而作沖銷分錄。假設忠孝公司採用備抵法，請問此沖銷分錄對忠孝公司的淨利及總資產
有何影響?
(A)淨利增加，總資產增加；(B)淨利減少，總資產減少；(C)淨利增加，總資產減少；(D)
淨利無影響，總資產無影響
雅林公司 X8 年初應收帳款餘額為$400,000，備抵損失為貸餘$8,000，X8 年賖銷商品總
額$1,500,000，帳款收現$1,300,000，又期中曾沖銷呆帳$5,000，收回以前呆帳$1,000，
期末應收帳款餘額提 1%預期信用減損，試問備抵損失餘額?
(A) $5,950；(B)$11,900；(C) $7,900；(D)$1,950
大東公司 X8 年 7 月 1 日出售商品，收到一年期附息票據乙紙，面額$100,000，年利率
6%，在持有四個月後，向銀行貼現，貼現年利率 9%，則該公司貼現時可收到多少現金?
(A)$106,000；(B) $100,000；(C) $99,640；(D)$96,940
公司採「應收帳款帳齡分析法」估計收不回之帳款共計為$37,000。又已知「備抵損失」
帳戶在調整工作前有貸餘$11,000，試問此帳戶在調整工作後之餘額應為：
(A)$11,000；(B)$26,000；(C) $37,000；(D) $48,000
備抵損失在財務報表上應如何表達：
(A)在資產負債表上列為負債；(B)在資產負債表上列為資產之減項；(C) 在損益表上列
為收入；(D) 在損益表上列為費用之減項
賒銷商品定價$20,000，商業折扣 10%，現金折扣 5%，若於期限內收款時，則應：
(A)貸記應收帳款$17,000；(B)貸記現金$17,100；(C) 借記現金$17,100；(D) 借記應收帳
款$17,000
若應收帳款餘額為＄6,800，估計無法收回的部分約為應收帳款的百分之五，備抵損失科
目並無餘額，則期末應作之調整分錄為：
(A)備抵損失
360
(B)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340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360
備抵損失 340
(C)備抵損失
340
(D)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360
應收帳款 340
備抵損失 360
甲公司賒購商品$1,200,000，付款條件為 2/15，n/60，若一年以 360 天計算，則此筆帳
款隱含的利率約為(取整數位)：
(A)18%；(B)21%；(C)16%；(D)25%

存貨（15 題）
(B)

89.

(D) 90.

(B)

91.

若某年之銷貨為 $130,000，期初存貨 $15,000，期末存貨 $12,000，進貨 $70,000，進
貨運費 $10,000，進貨退出 $5,000。則該年度之銷貨成本為：
(A)$95,000；(B) $78,000；(C) $75,000；(D) $52,000
已知進貨退出及折讓$7,360，進貨費用$3,840，銷貨成本$67,040，進貨$104,000，期末
存貨$61,520，則期初存貨為：
(A)$32,000；(B)$28,800；(C) $38,960；(D) $28,080
魯 夫 商店本期購貨全部為賒購，本期銷貨成本 $400,000 ，期初存貨比期末 存 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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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92.
(D) 93.

(B)

94.

(C)

95.

(B)

96.

(D) 97.

(B)

98.

(D) 99.

(B)

100.

(A) 101.
(C)

102.

(B)

103.

$25,000，期初應付帳款$36,000，期末應付帳款$65,000，則本期應付帳款付現數額：
(A)$375,000；(B)$396,000；(C) $454,000；(D) $465,000
期初存貨多計，將使：
(A)銷貨成本多計；(B)可供銷售商品少計；(C)進貨多計；(D)本期淨利多計
天下公司期初存貨$52,000，進貨$73,000，進貨運費$6,000，銷貨收入$105,000，銷貨折
扣$4,300，根據過去經驗，平均銷貨毛利率 20%，則估計期末存貨為：
(A)$38,440；(B) $44,440；(C) $47,000；(D) $50,440
下列哪一項資產應列為「存貨」?
(A)向供應商購買目的地交貨之在途存貨；(B)房地產公司準備出售的土地；(C)文具店準
備當期自用的文具紙張；(D)汽車經銷商送貨用的貨車
設銷貨收入總額為 $5,000,000，另有進貨運費 $30,000，銷貨折讓 $40,000，銷貨運費
$50,000 及銷貨退回 $60,000，已知毛利率為 20%，則銷貨成本為：
(A)$3,856,000；(B)$3,880,000；(C) $3,920,000；(D) $4,000,000
甲公司 X8 年 12 月 30 日發生大火，唯一倖存的是一批成本$5,600，FOB 起運點交貨的
在途進貨商品。由帳冊得知，X1 年度可售商品零售價為$64,500、銷貨總額為$30,000、
銷貨退回$6,000、銷貨折扣$4,000，若以零售價法計算之成本比率為 60%，則估計存貨
火災損失為多少？
(A)$16,300 ; (B)$18,700; (C)$24,300; (D)$26,700
公司對存貨之會計處理採先進先出法，物價若持續性上漲時，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與其他可使用之存貨會計處理方法比較下，帳面上會顯示較低的毛利
(B) 以最近的存貨成本與最近的收入相配合
(C) 與其他可使用之存貨會計處理方法比較下，所得稅費用較低
(D) 評價前的期末存貨價值與淨變現價值或市價相近
期初存貨為 $30,000，期末存貨為 $40,000，銷貨成本為 $90,000，則進貨為：
(A)$90,000；(B)$100,000；(C) $70,000；(D) $80,000
採用永續盤存制的企業，若賒銷商品後發生銷貨退回時，對相關分錄中會計科目金額之
影響，下列何者錯誤？
(A)銷貨成本減少；(B)存貨增加；(C)應收帳款減少；(D)銷貨收入減少
下列有關存貨帳務處理之敘述，何者不適當？
(A)他人委託代售的商品，不可列為存貨；(B)分期付款銷貨，在客戶支付所有款項前，
商品應認列為公司存貨；(C)永續盤存制下，公司隨時記錄存貨的變動；(D)定期盤存制
下，銷貨時不需認列銷貨成本
X2 年期末存貨少計$2,000，X3 年期末存貨多計$1,600，將使 X3 年淨利：
(A)多計$3,600；(B)少計$1,600；(C)少計$3,600；(D)多計$1,600
公司在盤點期末存貨時，下列哪個情況是不計入公司期末存貨中：
(A)起運點交貨之在途進貨；(B)寄銷在他公司尚未出售的商品；(C)目的地交貨之在途進
貨；(D)承銷他公司之商品尚未出售
若期末存貨多計則：
(A)銷貨毛利少計；(B)本期淨利多計；(C) 銷貨成本多計；(D) 本期淨利少計

不動產、廠房與設備（25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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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4. 公司以現金購買機器一部，定價$ 500,000，按九折成交，支付運費$ 1,000，但搬運時不
慎損壞支付修理費$ 2,000。另支付安裝費$ 5,000，試車費$ 1,000。此外，司機超速罰款
$ 6,000，請問該機器之入帳成本為多少？
(A) $ 457,000；(B) $ 459,000；(C) $ 465,000；(D) $ 515,000
(D) 105. 公司 X3 年 10 月 1 日以$50,000 購買一輛運輸卡車，估計耐用年限為 4 年，殘值為$2,000，
採直線法提列折舊。X6 年 5 月 1 日出售產生利得$6,000，試問運輸卡車的售價為何?
(A)$8,000；(B)$13,000；(C)$19,000；(D)$25,000
(B) 106. 甲公司於 X2 年 1 月 2 日購買土地，購價為$1,500,000，並支付$85,000 將土地上的舊建
築物拆除重建，殘料售得$35,000，另支付建築師設計費$160,000，整地費$50,000，道路
鋪設費（該道路由甲公司自行維修）$65,000，土地過戶費$25,000，建造工程費$850,000。
試問土地成本為：
(A)$1,575,000；(B)$1,625,000；(C)$1,725,000；(D)$1,850,000
(A) 107. 啟生公司以$ 640,000 向炳宏公司購入一筆土地作為廠房建設地基，土地上有舊倉庫，啟
生公司加以拆除並建造新廠房，相關收支項目如下：舊倉庫拆除費$ 40,000、廠房建造
監工費$ 700,000、土地代書費$ 5,000、買賣佣金$ 18,000、廠房建築設計費$ 150,000、
土地過戶登記費$ 3,000、建造期間保險費$ 50,000、廠房建造成本$ 2,700,000、舊倉庫殘
料出售收入$ 16,000。請問土地與廠房之入帳成本各為多少？
(A)土地$ 690,000，廠房$ 3,600,000；(B) 土地$ 706,000，廠房$ 3,550,000；
(C)土地$ 688,000，廠房$ 2,850,000；(D) 土地$ 688,000，廠房$ 3,600,000
(D) 108. 中華公司於 X6 年初購買一部機器設備，購價$240,000，支付安裝成本$8,000，該機器設
備估計耐用年限 4 年，無殘值，以平均法計提折舊，X9 年初發現該機器設備尚可使用 3
年，殘值變為$2,000，則機器設備在 X9 年底應計提之折舊為多少?
(A)$15,000；(B)$16,000；(C)$18,000；(D)$20,000
(A) 109. 廠房設備購入後，用以維持正常使用狀況的支出應：
(A)列為當期費用；(B)列為資產；(C)借計累計折舊帳戶；(D)金額重大時列為資產
(D) 110. 本期折舊費用高估，將使下期：
(A)淨利高估；(B)淨利低估；(C)資產高估；(D)資產低估
(B) 111. A 資產原始成本為$40,000，累計折舊為$35,000，其可抵換$7,000，進行不具實質商業交
換。換入資產之公允價值為$50,000，其入帳成本為：
(A)$43,000；(B)$48,000；(C)$52,000；(D)$50,000
(A) 112. 大整修且能使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延長耐用年限時，應借計：
(A)不動產、廠房及設備；(B)折舊；(C)修理費；(D)應付費用
(C) 113. 興中公司 06 年 1 月 1 日購進機器一部，該機器估計可用八年，殘值$30,000。該機器採
年數合計法提列折舊，08 年度折舊費用為$65,000。試問該機器之取得成本為若干?
(A)$360,000；(B)$390,000；(C)$420,000；(D)$468,000
(A) 114. 資產之帳面金額最能反映資產之：
(A)未耗用成本；(B)現時成本；(C)淨變現價值；(D)重置成本
(D) 115. 下列何者不應列入新建築物之成本?
(A)設計費；(B)建構時的原料；(C)建屋期間之借款利息；(D)原使用舊屋之拆除費
(C) 116. 雲林公司於 106 年 7 月 1 日購入機器設備一部，成本$200,000，耐用年限 4 年，估計殘
值$20,000。請問下列有關該機器 106 年應提列折舊金額之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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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17.

(A) 118.

(D) 119.

(B)

120.

(B)

121.

(A) 122.

(C)

123.

(C)

124.

(A) 125.

(B)

126.

(A)採用直線法為$25,000；(B)採用直線法為$50,000；(C)採用年數合計法為$36,000；(D)
採用年數合計法為$40,000
甲公司機器成本$1,000,000，累計折舊$400,000，公平市價$400,000，另付現金$100,000，
交換乙公司機器成本$900,000，累計折舊$550,000，公平市價 500,000，若為具商業實質
交換則甲公司成本及交換損益為?
(A)$600,000，損$200,000；(B)$700,000，損$0；(C)$500,000，損$200,000；(D)$500,000，
損$0
遠東公司於 106 年 7 月 1 日購入機器一部$80,000，該機器估計耐用年限 4 年，無殘值，
採直線法提列折舊，若公司於購入時，誤將此機器記為修理費，則此錯誤將使 106 年度
之淨利：
(A)低估$70,000；(B)高估$80,000；(C)低估$10,000；(D)不受影響
可回收金額是指?
(A)淨公允價值；(B)使用價值；(C)淨公允價值與使用價值取低；(D)淨公允價值與使用
價值取高
大勝公司購買定價$100,000 之機器一部，以八折成交，付款條件 2/10，n/30，在折扣期
間內付款半數，餘款在第 30 天付清，另支付運費$10,000，運送途中不慎損壞之修理費
$3,000，安裝費$6,000，則該機器之成本為：
(A)$94,400；(B)$95,200；(C)$98,200；(D)$96,000
瑞珍公司於 2010 年 1 月 1 日以$320,000 購入運輸設備，估計耐用年限為 5 年，殘值為
$20,000，採用年數合計法提折舊。2012 年 1 月 1 日，公司決定改採直線法提列折舊，
而且發現該運輸設備還可再用 5 年，殘值為$10,000。請問該公司 2014 年之折舊金額為
多少?
(A)$32,000；(B)$26,000；(C)$28,000；(D)$30,000
信義公司於 98 年 1 月 1 日購買機器一部，成本$200,000，估計耐用年限 6 年，估計殘值
$20,000，依直線法提列折舊，信義公司於 102 年 4 月 1 日以$60,000 出售該機器，有關
處分此機器之會計處理，下列描述何者不正確？
(A)借記「累計折舊─機器設備」$120,000；(B)借記「處分資產損失」$12,500；
(C)借記「現金」$60,000；(D)貸記「機器設備」$200,000
修繕費誤記為機器設備，將使當期「資產、負債、業主權益、淨利」四項中，有幾項被
高估?
(A)一項；(B)二項；(C)三項；(D)四項
東南公司 98 年初以成本$320,000 購入機器設備一部，估計耐用年限為 5 年，殘值
$20,000，以年數合計法提列折舊。100 年底公司調整生產線，將該機器以$50,000 出售。
請問公司處分該項資產的損益是多少?
(A)損失$20,000；(B)利得$20,000；(C)損失$30,000；(D)利得$30,000
貝爾公司 1991 年 1 月 1 日以$210,000 買進電腦一部，估計使用年限 5 年，殘値$30,000，
公司採年數合計法計算折舊，假如電腦在 1992 年 3 月 31 日以$100,000 出售，此項交易
結果為：
(A)虧損$38,000；(B)虧損$26,000；(C) 虧損$8,000；(D) 獲利$20,000
若卡車成本$720,000，估計可使用 6 年，殘值為$60,000。設採直線法提列折舊；則卡車
使用 3 年後，其帳面價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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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A)$420,000；(B)$390,000；(C) $360,000；(D) $330,000
127. 聯勤公司 X1 年初以$121,000 購置機器乙部，預估可用 8 年，殘值為$9,000，採直線法
提列折舊，X5 年初發現機器尚可使用 6 年，殘值為$8,000，則該公司 X6 年度之折舊費
用為：
(A)$14,000；(B)$9,500；(C) $11,200；(D) $8,800
128. 一項設備的成本為$32,000，累計折舊$26,800，以$8,000 賣掉，試問此筆交易產生設備
資產出售損益為：
(A)利益$4,000；(B) 利益$2,800；(C) 損失$2,800；(D) 損失$24,000

負債（8 題）
129. 公司總計有$8,000,000 的銀行借款即將於 X2 年 4 月 1 日到期，其中$2,000,000 已於
X1 年 12 月 25 日與銀行完成再融資協議，展延一年到期；另外$2,000,000 於 X2 年 1 月
15 日才與銀行完成再融資協議，同樣展延一年；其餘借款按原訂到期日還款。若甲公
司 X1 年財務報表於 X2 年 3 月 31 日公布，則 X1 年財務報表中流動負債之數額為何？
(A)$2,000,000;(B)$4,000,000;(C)$6,000,000;(D)$8,000,000
(C) 130. 甲公司 12 月 31 日有：(1)應付營業稅$40,000、(2)應付現金股利$40,000、(3)待分配股
票股利$20,000、(4)一年內到期之長期借款$200,000、(5)積欠累積特別股股利$20,000、
(6)12 月 1 日簽發面額$400,000，三個月到期不附息票據，向銀行借款，銀行貼現率為
年息 9%，取得現金$391,000。請問甲公司 12 月 31 日之流動負債總額為多少？
(A)$631,000；(B)$671,000；(C)$674,000；(D)$694,000
(B) 131. 致理公司於 7 月 1 日發行面額$200,000，利率 10%之五年期公司債，每年 1 月 1 日及 7
月 1 日各付息一次，發行時市場利率為 8%，發行價格為$216,222，若該公司以利息法攤
銷溢價，試問當年度應認列的利息費用為：
(A)$10,000；(B)$8,649；(C)$80,000；(D)$10,811
(A) 132. 公司債折價採有效利息法攤銷時，發行公司之利息費用及折價攤銷數，逐期之變化為
何？
(A) 利息費用遞增，折價攤銷數遞增；(B) 利息費用遞減，折價攤銷數遞減；
(C) 利息費用遞增，折價攤銷數遞減；(D) 利息費用遞減，折價攤銷數遞增
(C) 133. 陽明公司擬發行票面利率 9%之公司債，當時市場利率 10%，則發行價格將會：
(A)等於面額；(B)高於面額；(C)低於面額；(D)不一定
(C) 134. 公司債之發行價格等於：
(A)面額之複利現值+利息之複利現值；(B)面額之年金現值+利息之年金現值；(C)面額之
複利現值+利息之年金現值；(D)面額及各期利息之和
(D) 135. 下列何者屬於流動負債?
(A)應付股票股利；(B)應付帳款借餘；(C)預付保險費；(D)一年內到期之長期借款
(C) 136. 下列有關負債之敘述，何者不適當?
(A)銀行透支列為流動負債；(B)客戶購買商品所預先支付的訂金，列為公司的負債；(C)
產品出售時所付集點兌換贈品活動，因未來兌現的時間及數量不確定，所以不預估贈品
負債入帳；(D)公司債是發行公司對公司債投資人的承諾負債
(C)

公司會計（14 題）
第 11 頁，共 13 頁

(C)
(D)

(D)

(A)

(C)

(A)

(A)

(C)
(D)
(D)

(C)

(A)

137. 公司辦理下列各事項，哪項會使權益增加：
(A)宣告發放現金股利；(B)買回庫藏股；(C)現金增資；(D)股票分割
138. 公司 X3 年度本期淨利為$23,400。普通股流通在外情形如下：1 月 1 日流通在外股數
10,000 股，3 月 1 日發行新股 2,400 股，10 月 1 日買回庫藏股 1,200 股，12 月 31 日售
出 10 月 1 日買回之庫藏股 1,200 股，則該公司 X3 年度普通股每股盈餘為何？
(A)$1.2；(B)$1.5；(C)$1.8；(D)$2
1 買賣庫藏股、○
2 現金增資、○
3 現
139. 公司進行下列何者交易後，會影響其流通在外股數?○
4 發放股票股利、○
5 股票分割
金減資、○
1 ○
2 ○
3 ○
4 ；(B)僅○
1 ○
2 ○
3 ○
5 ；(C)僅○
1 ○
2 ○
4 ○
5 ；(D)○
1 ○
2 ○
3 ○
4 ○
5
(A)僅○
140. 甲公司 X8 年期初流通在外面值$10 之普通股股數 150,000 股；及面值$10、股利率 8%
之累積特別股 10,000 股，共積欠兩年特別股股利，X8 年公司宣告並發放該特別股$12,000
之現金股利。假設公司 X8 年淨利為$400,000，且當年度普通股與特別股均無發行或購
回，則 X8 年之基本每股盈餘為何?
(A)$2.61；(B)$2.67；(C)$2.59；(D)$2.51
141. 公司處分庫藏股時，若處分價格低於帳面價值，則其差額應先沖銷庫藏股票交易產生之
資本公積，但若尚有不足時，則應再沖銷：
(A)同類股票之發行溢價資本公積；(B)同類股票之股本；(C)保留盈餘；(D)少數股權
142. F 公司於 X1 年 1 月 1 日之普通股流通在外股數為 7,000 股，8%累積特別股為$500,000，
於 5 月 1 日發行 6,000 股之普通股，在 9 月 1 日買回 3,000 股之普通股作為庫藏股，X1
年度之本期淨利為$80,000，則每股盈餘為：
(A)$4；(B)$3.3；(C)$5；(D)$8
143. 股票股利與股票分割對於投入資本、每股面值、保留盈餘及股東權益總額依序的影響，
下列何者正確?
(A)股票股利：增加、不變、減少、不變；股票分割：不變、減少、不變、不變；(B)股
票股利：不變、減少、不變、不變；股票分割：增加、不變、減少、不變；(C)股票股利：
增加、不變、減少、不變；股票分割：不變、不變、減少、不變；(D)股票股利：增加、
減少、不變、不變；股票分割：不變、減少、不變、不變
144. 有關股票股利宣告對財務報表之影響，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保留盈餘減少；(B)每股面額不變；(C)負債總額增加；(D)股東權益總額不變
145. 公司的已認股本帳戶，應按下列何者入帳？
(A)市價；(B)發行價格；(C)收回價格；(D)面值
146. 台北公司 92 年初發行 8%累積非參加特別股 100,000 股，每股面額$10。95 年初流通在
外普通股 120,000 股，每股面額$10，10 月 1 日增資發行 80,000 股。95 年淨利$430,000，
尚積欠特別股股利一年。試問普通股每股盈餘為：
(A)$2.15；(B)$1.75；(C)$1.93；(D)$2.5
147. 下列何者錯誤？
(A)現金增資發行股票會增加股東權益總額及流通在外股數；(B)發放股票股利不影響股
東權益總額，但會使流通在外股數增加；(C)股票分割不會影響股東權益總額及流通在外
股數；(D)買入庫藏股票會減少股東權益總額及流通在外股數
148. 回收本公司流通在外股票稱為庫藏股票，在報表中應列入：
(A)股東權益的減項；(B)資產類之流動資產；(C)非流動負債之減項；(D)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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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購入庫藏股票，按我國公司法規定應按何者入帳：
(A)票面值；(B)成本；(C)原發行價格；(D)帳面價值
(D) 150. 下列何者不屬於資本公積？
(A)以超過面額發行普通股溢價；(B)庫藏股票交易溢價；(C)受領股東贈與；(D)特別盈
餘公積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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