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大學 103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招生考試試題
第 1 頁，共 3 頁

系
級

法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財經法律組

考試
時間

100 分鐘

科
目

會計學原理

本科
總分

100 分

一、選擇題：(選擇一個最佳答案，並將所選答案選項寫在答案紙上。)

(20%)

1. 在會計年度終了，應收帳款餘額有$100,000 及備抵壞帳餘額有$7,000。 應收帳
款之淨變現值為：
a. $7,000
c. $100,000
b. $93,000
d. $107,000
2. 下列何者非靜態分析？
a. 同一報表科目與類別的比較
c. 不同期間報表相同科目的比較
b. 結構分析
d. 同一期間不同報表類與類的比較
3. 比較兩家營業規模相差數倍的公司時，下列何種方法較佳？
a. 水平分析
c. 比較財務報表
b. 趨勢分析
d. 共同比財務報表
4. 下列敘述何者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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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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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貸記現金$100
5. 預收收入之調整將對下列何者產生影響？
a. 減少負債，增加收入
c. 增加資產，增加收入
b. 同時影響費用、收入科目
d. 減少收入，減少資產
6. 在分類資產負債表中，資產通常分類為：
a. 流動資產；長期資產；財產、廠房及設備；其他資產
b. 流動資產；長期投資；財產、廠房及設備
c. 流動資產；長期投資；財產、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
d. 流動資產；有形資產；有形資產；其他資產
7. 若發生淨損，則結帳時本期淨損應：
a.貸記，並借記「保留盈餘」
c.借記，並貸記「普通股股本」
b.借記，並貸記「保留盈餘」
d.貸記，並借記「普通股股本」
8. 結帳分錄包括(1)費用、(2)股利、(3)收入及(4)淨利(或淨損)等四項之結清，其正確順
序應為：
a.(4)，(3)，(2)，(1)
c.(3)，(2)，(1)，(4)
b.(1)，(2)，(3)，(4)
d.(3)，(1)，(4)，(2)
9. 當廠房資產已完全折舊卻仍供營運使用，則會計上應做下列何種處理？
a.調整前期的折舊費用
b.將該資產帳面金額予以沖銷
c.將部分折舊費用予以迴轉
d.將資產成本及累計折舊留於帳上，不必再提列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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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若賒購商品一批，標價為$50,000，商業折扣 20%，現金折扣 2%，在現金折扣期間
內付一半帳款，應付現金為：
a. $49,000
c. $24,500
b. $39,200
d. $19,600
二、台北公司在 2014 年 1 月 1 日購入一台成本為$52,000 的機器，其估計耐用年限為 5
年，估計殘值$4,000，預計該機器未來總計可運轉 100,000 小時。假設正修公司於
2014 年使用機器 25,000 小時，2015 年 23,000 小時，2016 年 20,000 小時，2017 年
18,000 小時，2018 年則為 14,000 小時。
試作：
（一） 分別根據下列折舊方法，計算該機器 2014 年度的折舊費用：
1. 直線法；
(5%)
2. 生產數量法；
(5%)
3. 雙倍餘額遞減法。
(5%)
（二） 假設該公司採用生產數量法求算每年的折舊費用，試作 2014 年 12 月 31 日提
列此一機器(機器設備)該年度折舊費用的分錄。
(5%)

三、下列為南投公司 2013 年期末財務記錄的資料。
現金
$35,000
應付帳款
18,000
應收帳款
20,000
卡車
12,000
應付票據
15,000
辦公設備
16,000
股東權益
？
試作：
a. 計算年底股東權益餘額。
(10%)
b. 若(1)股東權益餘額年初為$25,000，(2)本年度股東投資$30,000，發放股利$40,000，
則本年度淨利是多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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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東公司於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其財務報表經會計師查核後，發現如下資料：
(1) 特別股股票，股利率 7%，非累積，每股面額$100，贖回價格$150。
(2) 普通股股票，已核准 700,000 股，每股面額$10。
(3) 在 7 月 1 日以每股$16 發行普通股股票 100,000 股。
(4) 10 月 1 日宣告現金股利$650,000，2010 年並未發放任何現金股利。
(5) 12 月 31 日宣告並發放 10%的普通股股票股利，當時市價每股$11。
(6) 2013 年的所有交易分錄及結帳分錄都沒有錯誤發生。
(7) 期初保留盈餘為$2,500,000.
(8) 2013 年度之淨利為$800,000。
該公司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資產負債表上股東權益部分內容如下：
特別股股本，已發行且流通在外 10,000 股
$1,000,000
普通股股本，已發行且流通在外 450,000 股
4,500,000
資本公積―特別股股票溢價發行
300,000
資本公積―普通股股票溢價發行
1,200,000
保留盈餘
2,500,000
股東權益合計
$9,500,000
試作：
(一) 計算 2013 年底正確的保留盈餘餘額。
(5%)
(二) 假設當年度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為 400,000 股，計算 2013 年度普通股之每股盈
餘（請計算至小數第二位，以下四捨五入）
。
(10%)
(三) 計算特別股票與普通股股票各分配到多少現金股利。
(5%)
五、簡答題：
(一) 會計學的定義為何？
(二) 試說明「折舊」發生之原因？
(三) 會計人員計算折舊時，應考慮哪些因素？
(四) 「土地」與「土地改良物」兩者之間有何不同？

(5%)
(5%)
(5%)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