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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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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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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分鐘 

科 

目 
會計學 

本科 

總分 
 100 分 

一、問答題：  

1. 流動比率與速動比率各如何計算？他們代表的意義有何不同？            4 ％ 

2. 什麼情況下會將金融資產分類到「以公平價值衡量且公平價值變動認列為損 

    益之金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日之投資」、「備供出售之金融資產」？      3 ％ 

3. 服務業與買賣業的損益表重大差異何在？                              2 ％ 

二、下列為大通公司於 2008 年 1 月 31 日部分調整後試算表：               25 ％ 

大通公司 

調整後試算表 

2008 年 1 月 31 日 

   借   方   貸   方 

廣告用品 $  1,000  

預付保險費 6,500  

應付薪資   $ 1,200 

預收收入  5,400 

廣告用品費用 300  

保險費用 500  

薪資費用 12,000  

業務收入  8,000 

  

試作：(大通公司採曆年制，每年底結帳)  

a.若廣告用品費用的金額為 1 月 31 日之調整後金額，且 1 月購進$800 廣

告用品，則 1 月 1 日廣告用品期初金額為何？ 

b. 若保險費用的金額為 1 月 31 日之調整後金額，且原始保險有效期間為

二年期，則保險費總額為何？該項保險是何時購買的？ 

c. 若 1 月份實際支付薪資$11,800，則 2007 年底之應付薪資餘額為何？ 

d.若 1 月份提供服務為$3,400，於 1 月份即已收到款項，則 2007 年 12 月

31 日預收收入之餘額為何？  

(上述 a.b.c.d.請列出計算過程，未列者不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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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新公司新進會計人員編製之 X8 年度損益表如下：                    26％ 

大新公司 

X8 年 12 月 31 日損益表 

銷貨收入淨額 $3,500,000

預收租金收入 300,000

出售庫藏股票利益 100,000

普通股發行溢價 400,000

X8 年初保留盈餘 225,000

處分停業部門利益     800,000

    收入總額 $5,325,000

銷貨成本 2,000,000

銷管費用 650,000

已宣告股票股利 300,000

非常損失 100,000

處分設備損失 50,000

X7 年度折舊費用少計 200,000

停業部門營業損失     400,000

成本與費用總計   3,700,000

稅前淨利   $1,625,000

以上項目除「出售庫藏股票利益、普通股發行溢價、已宣告股票股利及

X8 年初保留盈餘」外，其餘項目均為稅前金額，適用 25%所得稅稅率。 

● 試為大新公司編製 X8 年度損益表與保留盈餘表。 

 

四、選擇題：15 % 

1. 誠品書店既賣書也賣咖啡，但它的財務報表均以新台幣表達，此乃基於： 

a.行業特性 b.繼續經營假設 
c.成本效益考量 d.貨幣衡量單位假設 

2. 期末編製下列財務報表時，何者應先編製？ 

a.損益表 b.股東權益變動表 
c.資產負債表 d.上述財務報表沒有規定編製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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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認列原則」表示收入應該何時認列？ 

a.當收到現金時  b.當賺得收入時  
c.於每年底一次彙總認列  d.以上皆可  

4. 採用零用金制度時，下列何種情況不需作分錄？ 

a.零用金設立時 b.增減零用金額度時 
c.零用金支用時 d.以上皆需作分錄 

5. 「貸項通知單」一般在下列何種情況發出？ 

a.賒銷貨物 b.客戶拒絕付款 
c.退出賒購之貨物 d.賒銷之貨物被退回 

6. 遠東百貨(賣方) 出售商品予太平洋百貨(買方)，並簽訂目的地交貨條件，則運費
應由哪一方負責？  

a.買方 b.買賣雙方平分 
c.買方或賣方均可 d.賣方 

7. 資產負債表之存貨，採用何種評價方法，其價值最接近當時市價？ 

a.先進先出法 b.後進先出法 
c.加權平均法 d.個別辨認法 

8. 寶成公司 96 年期初存貨$40,000，96 年度進貨$120,000，進貨退出$20,000，進貨
折讓$10,000，進貨運費$20,000，銷貨折扣＄30,000，銷貨退回$20,000，試問可
供銷貨商品成本為？ 

a.$110,000 b.$150,000 
c.$100,000 d.$160,000 

9. 「配合原則」是指： 

a.企業與客戶配合  b.企業與債權人配合 
c.費用與收入配合  d.資產與負債配合 

10. 期末編製完銀行調節表後，下列哪一項交易不需做調整分錄？ 

a.存款不足支票 b.銀行印製支票費用 
c.銀行代收票據 d.未兌現支票 

11. 下列敘述何者有誤？ 

a.商業折扣與現金折扣，均不入帳 b.商業折扣不入帳，現金折扣要入帳 
c.公司債折價攤銷，使利息費用增加 d.公司債溢價攤銷，使利息費用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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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庫藏股是公司股東權益之減項 b.庫藏股為公司之資產帳戶 
c.庫藏股是公司股東權益之加項 d.庫藏股帳戶之正常餘額為貸餘 

13. 以下哪一種證券可視為「約當現金」？ 

a.企業買入上市公司之股票 b.買入 30 天到期之台積電商業本票
c.企業買入上市公司之債券 d.以上皆是 

14. 編製現金流量表時，出售資產利得應： 

a.作為營業活動之現金流入 b.作為投資活動之現金流入 
c.作為融資活動之現金流入 d.不必列入現金流量表 

15. 應收帳款週轉率很高，可能是： 

a.平均應收帳款餘額偏高 b.本年度賒銷金額偏低 
c.公司給予客戶之信用條件較嚴 d.公司給予客戶之信用條件較寬 

五、The partial accounts of the Gerald Company on 2007 December 31 are listed below.  25 %

Common stock $500,000 Cost of goods sold $600,000
Equipment 400,000 Goodwill 80,000
Treasury stock 50,000 Accounts receivable 70,000
Mortgage payable 100,000 Cash ？

Merchandise inventory 70,000 Retained earnings ？

Note payable due 2008 70,000 Prepaid insurance 30,000
Land 550,000 Utility expense 45,000
Copyrights 20,000 Salaries payable 20,000
Accounts payable 60,000 Trading securities (cost) 100,000
Notes receivable 30,000 Loss on sale of equipment 30,000
Bonds payable 450,000 Long-term investment –AFS (cost) 150,000
Unearned revenue 50,000 Notes receivable due 2009 180,000
Rent revenue 20,000 Long-term investment in stocks 200,0000
Premium on bonds payable 50,000 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Equipment 150,000

1. The market value of Trading Securities is $150,000 and Long-Term Investment –AFS is $120,000 
on December 31, 2007. 

2. Acid-test ratio is 2:1(請列出 cash 及 Retained earnings 記算式，未列出者不記分) 

Require: Prepare a classified balance she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