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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 1-40題，每題 1.25分，共計 40題，佔 50分】 
【2】1.依據我國法律規定，下列哪一種企業組織不具有法人資格？ 
�無限公司  �合夥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3】2.下列對於組織的定義，何者正確？ 
�是一群人為了賺取利益所集合成的一個團體 
�是一群人上班生活的地方 
�是一群人為了追求某種特定目的所形成的集合體 
�是一群人為了服務某特定人士所集合成的一個團體 
【4】3.請由低層次至高層次排列出馬斯洛(Maslow)的五大需求層次： A.生理需求 B.尊敬需求 C.社會需求 D.自
我實現需求 E.安全需求 
� ABCDE � ACEBD � AECDB � AECBD 
【3】4.銷售成長漸緩，同時為了應付劇烈的競爭，花費將增加以保住產品地位，利潤逐漸減少，是屬於產品生命週期
之哪一階段？ 
�導入期 �成長期 �成熟期 �衰退期 
【1】5.個人、團體或組織採取一些活動以保障消費者應有的權益是指： 
�消費者主義  �環境議題 
�抗議主義  �消費者心理學 
【2】6.行銷組合四項要素是： 
�產品、訂價、管理、促銷  �產品、訂價、促銷、配銷通路 
�生產、管理、促銷、財務  �產品、財務、分配通路、價格 
【3】7.組織內部成員間所共享的理念、價值觀、信念、態度與工作習慣，是指： 
�社會 �領導 �文化 �控制 
【2】8.根據赫茲伯格(Herzberg)主張，產生滿意之因子是下列何者？ 
�保健因子 (hygiene factors) �激勵因子 (motivator factors) 
�生理因子 (physiological factors) �安全因子 (security factors) 
【3】9. SWOT 分析中的 O指的是： 
�優勢 �劣勢 �機會 �威脅 

【3】10.下列哪一個管理理論是認為員工都喜歡工作，且在適當條件下，員工會希望承擔職責？ 
�公平理論  � X理論 � Y理論 � Z理論 

【2】11.獨資與合夥企業的共同缺點為下列何者？ 
�財力無限 �責任無限 �組織簡單 �永久存在 

【2】12.將企業每一個部門活動計劃以一張圖的縱軸表示，而橫軸代表的是時間。管理者可以利用這張圖檢核工作是否
如預定進度進行。請問此種規劃作業工具為： 
�計畫評核術 �甘特圖 �損益平衡分析 �線型規劃 

【3】13.下列何者指的是交給員工任務，且員工可代替管理者執行管理工作？ 
�分權 �集權 �授權 �負責 

【1】14.麥當勞買下一家馬鈴薯農場以確保其薯條供應無虞，是屬於哪一種合併？ 
�垂直合併 �水平合併 �融資買回 �創立合併 

【1】15.人力資源分析的首要工作是： 
�人力規劃 �人才訓練 �人員甄選 �人員招募 

【3】16.下列哪一項功能是當組織的成員彼此之間發生意見不合時，管理者必須適當的解決並激勵員工？ 
�規劃 �組織 �領導 �控制 

【2】17.讓員工共同參與決策，並鼓勵下屬表達意見，然後考慮員工的觀點，再下決策是屬於哪一種領導風格？ 
�獨裁的 �民主的 �自由放任的 �綜合的 

【1】18.公司的部門可分為人事、製造、行銷、會計等部門，這是屬於何種部門化的類型？ 
�功能別部門化 �產品別部門化 �顧客別部門化 �流程別部門化 

【4】19.表示某一特定日企業財務狀況的財務報表是下列何者？ 
�損益表 �保留盈餘表 �現金流量表 �資產負債表 

【1】20.當組織目標偏離可接受範圍時，可以適時修正偏差的一種程序為： 
�控制 �規劃 �組織 �領導 

【2】21.下列何者不是規劃的程序？ 
�擬定目標  �建立時間序列 
�選擇並執行計畫  �決定可行的行動方案 

【3】22.下列何者是屬於企業個體環境分析？ 
�社會變遷 �經濟景氣 �顧客滿意度 �政府政策 

【4】23.明茲伯格(Henry Mintzberg)將十種管理者角色歸納成哪三大類？ 
�技術性角色、人際性角色、資訊性角色 
�人際性角色、決策性角色、高階管理者 
�資訊性角色、決策性角色、中階管理者 
�人際性角色、資訊性角色、決策性角色 

【1】24.下列哪一類計劃涵蓋組織全體，包括整體目標的建立，通常由高階主管負責制定？ 
�策略性計劃 �短期計劃 �特定性計劃 �中期計劃 

【1】25.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的差額稱為： 
�營運資金 �流動比率 �速動比率 �現金流量 

【3】26.存貨 ABC 分析法中，A類存貨是指： 
�價值最低 �次高價值 �價值最高 �訂購數量 

【4】27.餐廳內場人員知道如何製作各種餐點，外場人員熟悉菜單的內容與整個服務流程，是屬於下列何者？ 
�人際能力(human skill)   �概念能力(conceptual skill) 
�效能能力(efficient skill)  �技術能力(technical skill) 

【2】28.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的作者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 
�科學管理之父是指費堯(H. Fayol) 
�甘特圖(Gantt Chart)是由甘特(H. Gantt)所發明的 
�霍桑研究(Hawthorne Studies)的主要研究人員是梅耶教授(E. Mayo) 

【1】29.富承公司 100年度的財務資料如下：銷貨淨額為$200,000，稅後淨利（純益）為$50,000，特別股股利為$10,000，
年終普通股每股市價為$30，普通股流通在外平均股數為 20,000股，下列何者正確？  
�普通股每股盈餘=$2  �普通股每股盈餘=$3 
�本益比=16  �本益比=18 

【1】30.政府為了改善人民生活環境或企業投資環境，進行各項公共建設，如興建捷運、建設公園綠地等，這種支出是
屬於政府哪一類支出？ 
�資本性支出 �移轉性支出 �公債利息支出 �消耗性支出 

【4】31.依據「波士頓顧問群(BCG)」之分析中，若事業單位之相對市場佔有率低，市場成長率高，稱為下列何者？ 
�明星(Stars) �金牛(Cash cow) �苟延殘喘(Dogs) �問題(Question marks) 

【1】32.亞培公司針對糖尿病患者推出特殊配方之營養補充劑，是下列何種行銷經營哲學？ 
�目標行銷 �關係行銷 �大量行銷 �大眾行銷 

【2】33.消費者體認到要有改變，會進一步了解產品之功能、價格、購買地點等細部訊息，屬於何種決策過程？ 
�評估可行方案 �資訊搜尋 �問題認知 �購後評估 

【2】34.依照安索夫成長矩陣(Ansoff Matrix)中，將原有的產品或服務，銷售給新的顧客群是屬於下列何者？ 
�產品開發 �市場開發 �市場滲透 �多角化經營 

 



【4】35.評估者對於受評者對象的整體印象，可能會影響到個別屬性的評估結果，從而產生一定程度的偏差現象，稱為： 
�自利偏差(self-serving bias) �確認偏差(confirmation bias) 
�框架效應(farming effect)  �暈輪效應(halo effect) 

【1】36.魚骨圖(fishborne chart)又可以稱為： 
�因果圖 �柏拉多圖 �條形圖 �卡諾圖 

【4】37. 2012年底美國宣布推出 QE3（第三次量化寬鬆政策），其中 QE是指： 
� Quotas easing � Quarterly easing � Qualitative easing � Quantitative easing 

【2】38.市場內只有數家企業從事同性質的價值創造活動，這些企業之間會相互影響，而需要隨時關注對方的行為與反
應，稱為下列何者？ 
�獨賣市場 �寡占市場 �獨占競爭市場 �完全競爭市場 

【2】39.主要記載企業在某一期間的營收、支出項目與金額，以反映企業在該期間的營運結果，稱為下列何者？ 
�資產負債表 �損益表 �股東權益變動表 �現金流量表 

【2】40.所謂的戴明循環(Deming cycle)指的是下列何者？ 
� SWOT � PDCA � Data Mining � AIDMA 

 
第二部分：【第 41-65題，每題 2分，共計 25題，佔 50分】 
【4】41.丙公司 X8 年度部分現金交易事項如下：處分備供出售證券收到現金$20,000，處分帳面金額$10,000 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獲利$5,000，購買債券支付現金$10,000，買進庫藏股$10,000，則 X8年度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量為何？ 
� $10,000 � $15,000 � $20,000 � $25,000 

【2】42.丁公司 X6年初普通股流通在外 100,000股，4月 1日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25,000股，7月 1日買回庫藏股票 5,000
股，10月 1日再售出全部庫藏股票，則該公司 X6年度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為多少？ 
� 116,250股 � 117,500股 � 118,750股 � 125,000股  

【4】43.下列哪一項交易不會影響每股盈餘？  
�股票分割  �發行累積特別股 
�買回並註銷庫藏股  �宣告並發放普通股現金股利  

【2】44.甲公司 X3年 8月以$100,000購入交易目的之股票投資，至 X3年底仍未出售，X3年底該股票投資之公允價值
為$150,000。若買賣股票均須按交易金額支付 3%手續費，則甲公司購入該股票投資對 X3年度本期淨利之影響為何？
（不須考慮所得稅影響） 
�增加$45,500 �增加$47,000 �增加$48,500 �增加$50,000 

【3】45.甲公司於 X3年 1月 1日投保 5年的廠房火險，支付現金$300,000。該公司當日以保險費用入帳。若 X5年初甲
公司發現 X3年 12月 31 日編製年度財務報表時，未做投保火險之相關調整分錄，則下列對甲公司 X4年底財務報表
之敘述，何者正確？ 
�保險費用多計$60,000  �本期淨利多計$240,000 
�資產低估$180,000  �權益低估$240,000  

【3】46.甲公司以 A 設備向乙公司交換 B 設備，該項設備交換具有商業實質，若 A 設備有公允價值，B 設備公允價值
未知，則甲、乙二公司應如何認列交換產生的損益？  
�甲公司應認列交換損益，乙公司不得認列 
�甲公司不可認列交換損益，乙公司應認列 
�甲、乙二公司均應認列交換損益 
�甲、乙二公司均不可認列交換損益 

【4】47.甲公司 X7年初購入一機器$100,000，採直線法折舊。若 X9年初該公司估計該設備之殘值將減少 50%，則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甲公司應該重編 X7 年及 X8年報表，並修正 X9 年期初保留盈餘 
�甲公司應該重編 X7 年及 X8年報表，並修正 X7與 X8年折舊費用 
�甲公司不應重編 X7 年及 X8年報表，但須修正 X9年期初保留盈餘 
�甲公司不應重編 X7 年及 X8年報表，且不須修正 X9年期初保留盈餘 

【3】48.乙公司 X1年 1 月 1日應收帳款金額為$800,000，12月 31日應收帳款金額為$1,200,000。已知 X1年賒銷金額
為$3,200,000，銷貨成本為$1,000,000，則該公司應收帳款平均收款天數約為多少天？（一年以 365天計） 
� 69天 � 110天 � 114天 � 137天 

【3】49.甲公司出售設備並提供免費售後服務，依過去經驗需售後服務之數量約為售出數量之 10%，每台設備進行維修
約需$2,000之成本。若今年售出 1,000台設備，每台平均成本為$7,000，則須估列之服務保證負債為何？ 
� $0 � $7,000 � $200,000 � $700,000 

【4】50.丁公司之稅前淨利$300,000，利息保障倍數為 5倍，則稅前息前淨利為何？ 
� $50,000 � $60,000 � $75,000 � $375,000 

【3】51.有關應付票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附息票據之面額即等於現值 
�不附息票據之帳面金額即等於其面額 
�不附息票據即代表在票據到期前無須支付現金利息 
�不附息票據無須認列利息費用 

【4】52.下列對於公司債發行之敘述，何者錯誤？ 
�折價發行時，則其市場利率大於票面利率 
�折價發行時，則債券發行成本，將增加公司債折價的認列金額 
�折價發行時，隨著折價攤銷，帳列負債金額逐期上升 
�溢價發行時，公司債帳面金額為公司債面值減未攤銷之債券溢價 

【3】53.甲公司 3月 1日宣告將於 5月 1日發放現金股利給投資人，則該事項對甲公司 3月 1日財務報表之影響為何？ 
�費用增加 �資產減少 �負債增加 �無任何影響 

【1】54.甲公司將帳面金額$100,000庫藏股票，以$130,000售出，則差價$30,000應列為： 
�資本公積  �保留盈餘 
�處分股票損失  �處分股票利得 

【1】55.臺北公司於 7月 1日賒銷商品一批給其客戶，商品的定價為$160,000，約定付款條件為 2/10, 1/20, n/30。客戶於
7月 5日退回$40,000的商品給臺北公司，並在 7月 18日償還半數貨款。請計算銷貨折扣的金額？ 
� $600 � $900 � $1,800 � $3,200 

【3】56.新竹公司期初存貨低估$13,000，期末存貨高估$15,000，將使新竹公司本期淨利： 
�高估$2,000 �低估$2,000 �高估$28,000 �低估$28,000 

【3】57.公司設零用金$200，其在撥補日之餘額為$10.80，各項費用支出憑證總和為$191.20，則零用金撥補分錄為： 
�借記零用金$191.20  �借記現金缺溢$2.00 
�貸記現金缺溢$2.00  �貸記現金$191.20 

【2】58.苗栗公司簽發支票$600 支付水電費，但在現金支出日記簿中誤記為$60，則其編製銀行往來調節表時，欲求正
確存款餘額應： 
�公司帳上現金加$540  �公司帳上現金減$540 
�銀行對帳單餘額加$540  �銀行對帳單餘額減$540 

【4】59.南投公司民國 101年底應收帳款餘額$200,000，調整前備抵呆帳借餘$250，銷貨收入$250,000，銷貨退回$50,000，
銷貨折讓$25,000，銷貨運費$45,000，若呆帳依帳款餘額 1%估列，則南投公司民國 101年應補提呆帳： 
� $1,300 � $1,750 � $2,000 � $2,250 

【1】60.雲林公司民國 101 年 9 月 30 日發生火災，存貨全部焚燬。當年度截至 9 月底為止，雲林公司的銷貨收入及進
貨分別為$120,000及$92,000，期初存貨為$60,000，平均毛利率為 30%，則該公司的火災損失為何？ 
� $68,000 � $66,000 � $64,000 � $62,000 

【3】61.嘉義公司期末存款餘額之明細如下：華南銀行活期存款$50,000及支票存款$45,000、彰化銀行活期存款$25,000 
及支票存款$ (75,000)，則期末資產負債表之表達為： 
�流動資產列示銀行存款$45,000 �流動資產列示銀行存款$120,000 
�流動負債列示銀行透支$50,000 �流動負債列示銀行透支$75,000 

【4】62.既經採用的會計政策或方法，應於後續報導期間繼續採用，其目的在使會計資訊具有： 
�審慎性 �正確性 �時效性 �可比較性 

【4】63.高雄公司以$70,000 現金購入一筆土地及房屋，並額外支付仲介佣金$5,000，隨即花費$7,000 拆除舊屋，以便
在原址蓋一辦公大樓，則前開土地總成本為： 
� $70,000 � $75,000 � $77,000 � $82,000 

【4】64.屏東公司於民國 101年 10月 1日購入一項專利權，成本$600,000，該專利法定年限為 15年，屏東公司購入時，
距法定年限到期日尚有 12年，惟預計 8 年後即有新產品發明而完全取代利用本專利生產之產品，則該公司民國 102
年度專利權之攤銷費用若干？ 
� $30,000 � $40,000 � $50,000 � $75,000 

【2】65.花蓮公司之民國 101 年度財務報告中列示之淨利為$40,000；此外，折舊費用為$20,000，並認列出售設備利得
$13,000。101年度期末比期初之存貨減少$14,000，應付帳款減少$16,000。請問花蓮公司 101年度來自營業活動之淨
現金流量為何？ 
� $21,000 � $45,000 � $77,000 � $103,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