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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選擇題【共50題，每題1.4分，共70分】 

1. 下列何者帳戶在期末結帳時應結清？ 

(A)運輸設備成本  (B)備抵存貨跌價 

(C)累積盈虧  (D)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損益份額 

2.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營業循環又稱會計循環 

(B)現購房地產是簡單交易 

(C)統制帳戶的餘額等於明細分類帳中各子目餘額之和 

(D)賣方接獲買方所開之借項通知單，則表示賣方應收帳款增加 

3.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業主代付電費，應貸記業主往來，係基於企業個體假設 

(B)基於行業特性原則，鐵路局的枕木採汰舊法提列折舊 

(C)基於成本原則，向他人借款而簽發二年期之不附息票據，應以票據之現值入帳 

(D)基於充分揭露原則，銀行存款與銀行透支應互抵後，以淨額列示 

4. 新店公司有面值$10之普通股100,000股，另有面值$100，6﹪累積，參加至10﹪之特別

股5,000股發行在外，01年及02年分配之股利分別為$14,000及$136,000，則特別股於02

年可分得股利為？ 

(A)$56,000 (B)$80,000 (C)$54,000 (D)$44,000 

5.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回轉分錄係針對上期期末部分之調整所做之轉記 

(B)工作底稿雖為非正式報表，但依我國商業會計法規定一定要做 

(C)調整之目的是為了配合會計期間之劃分，以利計算完全精準明確之損益 

(D)編製工作底稿時若存貨相關商品帳戶未作調整，則採用的是銷貨成本法 

6. 宜靜公司本年度之損益資料：銷貨成本為銷貨毛利之1.5倍，本期進貨$560,000，期初存

貨較期末存貨多$100,000，則本年度銷貨淨額為？ 

(A)$660,000 (B)$990,000 (C)$1,100,000 (D)$1,150,000 

7. 下列關於四大報表的敘述，何者錯誤？ 

(A)現金流量表為動態報表 

(B)資產負債表是用以表達企業財務狀況 

(C)綜合損益表第一階段係計算營業利益(損失) 

(D)權益變動表係表達企業某特定期間內權益增減變動之情形 

8. 以下何者會讓公司流通在外之股數減少？ 

(A)股票分割 (B)買回庫藏股票 (C)出售庫藏股票 (D)註銷庫藏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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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台南公司5月1日賒銷商品一批$48,000，採淨額法時貸記銷貨收入$47,520，今於折扣期

限內收到現金$31,680，則其取得折扣金額為多少？ 

(A)$680 (B)$320 (C)$400 (D)$480 

10. 中壢公司設立定額零用金$10,000，年底零用金保管箱中現金為$2,870，另外零用金請款

憑單中包含文具用品$1,200，郵電費$3,400，其他費用$2,520，有關撥補零用金分錄，下

列敘述何者錯誤？ 

(A)零用金帳戶金額減少$7,130 (B)撥補金額$7,130 

(C)營業費用增加$7,120 (D)營業外支出增加$10 

11. 高雄公司成立於01年初，公司存貨採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法評價，近年存貨成本與淨

變現價值資料如下：01年底成本$41,000、淨變現價值$39,000，02年底成本$42,000、淨

變現價值$37,000，03年底成本$48,000、淨變現價值$44,000，已知03年底存貨評價調整

前之銷貨成本為$54,000，則03年底「備抵存貨跌價」餘額為？ 

(A)$11,000 (B)$2,000 (C)$4,000 (D)$5,000 

12. 台南公司以卡車與南投公司交換機器，換入機器的公允價值為$300,000，對方另支付現

金$50,000給台南公司。卡車的原始成本為$850,000，至交換日的帳面金額為$420,000。

若該交易具有商業實質，則台南公司因為交換資產產生多少損失或利益？ 

(A)利益$0 (B)利益$50,000 (C)損失$70,000 (D)損失$80,000 

13. 文鍾公司於97年初購入專利權$800,000，當時法定年限尚餘10年，預計經濟效益8年，102

年底因環境變更，該項專利已失去價值，則102年底應借記專利權減損損失？ 

(A)$200,000 (B)$300,000 (C)$320,000 (D)$600,000 

14. 芝坊公司發現05年底有應收佣金$25,000多計，折舊費用$13,000漏提，預收租金$42,000

中有5/6未過期未作調整。試計算前述錯誤對05年度淨利有何影響？ 

(A)多計$3,000 (B)少計$4,000 (C)多計$45,000 (D)多計$31,000 

15. 心允公司05年度報表顯示，存貨週轉天數＝45(天)【假設一年以360天計】，另得知綜合

損益表內之銷貨成本$480,000、銷貨淨額$420,000、期末存貨$90,000，則05年期初存貨為？ 

(A)$30,000 (B)$60,000 (C)$90,000 (D)$120,000 

16. 若流動資產大於流動負債，則以現金償還應付帳款會造成下列何種影響？ 

(A)營運資金減少 (B)流動比率減少 (C)營運資金增加 (D)流動比率增加 

17. 樹林公司3月1日賒銷商品給某一顧客，付款條件為2/10，n/20。該顧客3月10日先償還一

半的貨款，3月20日償還剩餘的貨款。若樹林公司3月20日所作的分錄中，貸方包括「顧

客未享折扣」$300，則樹林公司3月1日記錄的銷貨收入為？ 

(A) $29,600 (B) $29,400 (C) $29,800 (D) $30,000  

18. 新竹公司營運資金為$400,000，已知存貨占流動資產的四分之一，預付費用為$50,000，

流動比率3，則速動比率為多少？ 

(A) 1.5 (B) 2.0 (C) 2.5 (D)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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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蒂蒂公司成本$200,000的存貨，定價$240,000。在運送途中不慎刮傷，重新修復估計需

要$6,000，而且只能依定價的五折出售。試問該存貨在期末資產負債表上應列示的金額

為何？ 

(A)$100,000 (B)$104,000 (C)$120,000 (D)$114,000 

20. 嘉義公司01年初購入機器設備，估計耐用年限5年，殘值$40,000，採用年數合計法提折

舊。03年初公司決定改採直線法提列折舊，且發現該設備還可再用4年。若該設備03年

折舊金額為$64,000，則購入該設備之成本為？ 

(A)$680,000 (B)$640,000 (C)$700,000 (D)$740,000 

21. 今年底大大公司銷售產品一批予小小公司，該批產品的成本為$40,000，售價為$70,000，

現正由大大公司運往小小公司途中，條件為起運點交貨，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該批產品為大大公司的存貨，存貨成本$70,000 

(B)該批產品為大大公司的存貨，存貨成本$40,000 

(C)該批產品為小小公司的存貨，存貨成本$70,000 

(D)該批產品為小小公司的存貨，存貨成本$40,000 

22. 翠蘭公司年底部分帳戶餘額如下：應付帳款$26,000，短期借款$30,000，應付票據

$125,000，長期抵押借款$50,000，應付公司債$35,000，備抵損失貸餘$2,000，應收帳

款明細帳貸餘$3,000，則本年底資產負債表應認列之流動負債金額為？ 

(A)$77,000 (B)$81,000 (C)$166,000 (D)$184,000 

23. 筱軒公司06年底調整後試算表中，機器相關帳戶餘額如下：「折舊」$20,000、「機器設

備成本」$300,000、「累計折舊—機器設備」$120,000，若以直線法計提折舊，且殘值

為$20,000，則該機器設備尚可使用？ 

(A) 6年 (B) 8年 (C) 9年 (D) 14年 

24. 穎臻公司存貨週轉率為5，期末存貨為$800,000。若期末存貨高估$300,000，則存貨週轉

率減至4，試問期初存貨為若干？ 

(A)$300,000 (B)$400,000 (C)$500,000 (D)$600,000 

25.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股票股利會使保留盈餘減少，股票分割會使保留盈餘減少  

(B)股票股利會使流通在外股數不變，股票分割會使流通在外股數增加  

(C)股票股利會使股本增加，股票分割會使股本減少 

(D)股票股利與股票分割皆使權益不變 

26. 商業的發展當中，以產銷經營的觀點區分，可分為五個時期，其中開始出現「同業公會」

的組織是在何種時期？ 

(A)工廠生產時期  (B)茅舍生產時期  

(C)手工業生產時期  (D)現代化經營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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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在嚴密有序層級式的組織結構，將每個人的職責職權用規章清楚訂立，是正式組織的來

源，又稱為「官僚模式」的是哪一種理論？ 

(A)科層體制理論 (B)權變理論 (C)科學管理理論 (D)人群關係理論 

28. 台灣人的主食為米飯，美國人的主食為麵包；美國和日本對企業經營方式的見解也不同，

這就是生活習俗、消費傾向、行為價值…等社會文化環境差異，這些都是對企業經營的

影響因素，請問這些因素中，影響社會大眾消費取向的因素不包含下列何者？ 

(A)經濟成長率  (B)國民所得 (C)消費能力  (D)生產能力 

29. 商業型態中，下列何種投資人需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 

(A)股份有限公司股東 (B)普通合夥人 (C)有限合夥人 (D)有限公司 

30. 中油95無鉛汽油出包賠償方案出爐，消費者到曾售出問題油的159座加油站加油，可持

加油證明正本，自11月1日到明年6月底前，到指定地點辦理賠償，中油也會賠償加盟業

者損失。請問這是基於何種法律之規範？ 

(A)商事法 (B)消費者保護法 (C)公平交易法 (D)營業秘密法 

31. 規畫是企業根據過去經驗和當前所臨的環境，針對未來行動確立目標，並預測未來，以

達成企業預期之目標。請問規畫工作的三項活動依序是 

(A)預測→決策→計畫  (B)預測→計畫→決策 

(C)計畫→預測→決策  (D)決策→預測→計畫 

32. 甲公司每年需要消耗物料1,404單位，該物料單價60元，每次訂購成本為26元，單位儲存

成本為物料單價20%，為使存貨成本達到極小化，利用經濟訂購量算出每次訂購量後，

請問該物料的每年訂購次數為 

(A) 12次 (B) 15次 (C) 18次 (D) 20次 

33. 依據每位員工所具有的技能，在適當的時機，安排其適當的職位，並使其完成策略性目

標的一項管理活動，稱之為 

(A)職位管理 (B)行政管理 (C)技能訓練策略 (D)人力資源管理 

34. 研究企業的經營管理是否健全，過程有無問題，是否有按照預定規劃及標準進行各項活

動，作為後續協助的歷程為企業診斷，請將診斷程序按照正確順序排出①實地調查 ②

整理分析 ③初步性調查 ④確定診斷內容 ⑤提出改進方案 ⑥蒐集相關資料 ⑦持續追

蹤考核 

(A)①②③④⑤⑥⑦  (B)③①②④⑥⑤⑦ 

(C)③①④⑥②⑤⑦  (D)③④⑥①②⑤⑦ 

35. 請問下列何種財務比率分析是為了瞭解企業資本結構是否健全及長期獲利能力的指標？

(A)資產報酬率  (B)負債比率 

(C)固定資產週轉率  (D)速動比率 

36. 管理科學與科學管理之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A)管理科學重在決策方面；科學管理則在製程 

(B)管理科學以個別層級為觀念 

(C)管理科學是為了提高工作效率 

(D)科學管理則以企業整體為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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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國內老年人口逐漸增加，在管理上應視為一種________改變的問題。試問，________內

應填入哪一個選項？ 

(A)國際環境 (B)政治環境 (C)社會環境 (D)地理環境 

38. 由員工與主管共同訂定工作目標，並依時定期檢視回饋的績效評估方法是 

(A)目標管理法 (B)配對比較法 (C)強迫分配法 (D)重要事件法 

39. 決策樹(Decision tree)是指以樹狀圖形說明管理決策制定的過程，決策者列出每一方案及

每一結果的條件值、機率值，然後計算出每一個方案的 

(A)條件值 (B)絕對值 (C)機率值 (D)期望值 

40. 下列哪個品管工具以發生的頻率，累計排序作呈現，並以「重點管理」為中心？ 

(A)管制圖(Control Chart) (B)柏拉圖分析圖(Pareto Chart) 

(C)魚骨圖(Fishbone Diagram) (D)直方圖(Histogram) 

41. 關於波特的五力分析，下列何者是正確的？ 

(A)替代品愈多，市場吸引力愈大 

(B)消費者的議價能力愈強，市場吸引力愈大 

(C)現有競爭者愈多，市場吸引力愈小 

(D)供應商的議價能力愈弱，市場吸引力愈小 

42. 下列何者為「權變理論(Contingency Theory)」的貢獻？ 

(A)強調外在環境對組織的重要性 

(B)面對管理問題的解決，應作通盤、徹底的考量 

(C)視不同情境及問題，應以不同的理論解決 

(D)強調意見溝通的重要性 

43. 有關企業剩餘財產分配的順序，依序應為何？①公司債；②普通股；③特別股 

(A)①②③ (B)①③② (C)③②① (D)②③① 

44. 何者意指一個名稱、符號、設計或上述的組合，可用來分辨廠商間的產品或服務？ 

(A)包裝 (B)行銷 (C)促銷 (D)品牌 

45. 大雄因工作多年卻一直沒有獲得調薪而離職，若依照需求理論來看，則大雄應符合下列

何者所言？ 

(A)保健因子未被滿足 

(B)自我實現需求未能滿足 

(C)成長需求未能滿足 

(D)受到負面增強 

46. 在產品生命週期中，產品售價最高者是 

(A)導入期 (B)成長期 (C)成熟期 (D)衰退期 

47. 下列有關管理道德之敘述何者有誤？ 

(A)改善企業的道德需從企業領導人、高階主管先做起 

(B)外在環境激烈競爭的壓力是造成管理者做出違反道德決策的原因之一 

(C)當道德與經濟利益相抵觸時，管理者往往會選擇管理道德 

(D)管理者在訂定道德標準時常會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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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媒體報導：「2016年全聯福利中心看準國人熱愛德國鍋具，推出集點換購德國WMF鍋

子，讓整年營收增加10%~15%。行銷活動鎖定外食族，透過吸引年輕客層到超市採買，

為了試用鍋具，讓消費者樂於下廚，提高到店的消費頻率。」試問集點換購活動屬於4P

中的哪一環？ 

(A)產品(Product) (B)價格(Price) (C)通路(Place) (D)推廣(Promotion)  

49. 下列有關人力資源管理的敘述，何者有誤？ 

(A)將員工視為組織成長的重要資源 

(B)科學管理理論使企業視員工為組織資源轉變成組織成本 

(C)人力資源管理的範疇包括：選才、用才、育才、留才 

(D)認為有效的管理者應透過激勵員工改善其工作效率 

50. 企業診斷時，診斷人員對被診斷者的資料，應嚴守秘密；在實地調查時，態度要嚴正，

不當場隨便批評；在研判分析時，也應就事論事，而非針對個人，此為遵守企業診斷的

哪一個準則？ 

(A)客觀原則 (B)整體原則 (C)溝通原則 (D)道德原則 

第二部分：填空題【共10題，每題3分，共30分】 

1. 小裘公司期初存貨少計$2,500，期末存貨多計$200，將使本期淨利多計或少計多少？

_______ （須註明多計或少計） 

2. 宜蘭商店05年度曾辦理增資$4,000，已知05年底結帳前資產$150,000，結帳後之 

負債：權益＝4：1，本期淨損$5,000，則05年底結帳前權益為多少？_______ 

3. 賒購商品定價$20,000，商業折扣25％，總額法入帳，付款條件3/10、2/20、n/30，如該

店在第8天付現$3,880、第17天付現$8,820，則該筆應付帳款餘額為？_______ 

4. 鳳山公司於05年1月1日發行面額$200,000之分期還本公司債，票面利率為5%，發行當時

有效利率為7%，每年年底付息一次。本金分二次償還，分別於05年底還本$100,000、06

年底還本$100,000。根據下列的複利現值表，試計算公司債的發行價格為？_______ 

i 
n 5% 7% 

1 0.95 0.93 

2 0.91 0.87 
  

5. 建德公司當年度稅前淨利為$630,000，若所得稅率為20％，年底流通在外普通股有

200,000股，當年10月1日增發普通股80,000股，當年度每股盈餘應為？_______ 

6. 員工訓練是針對員工現在所擔任的工作或短期內可能將接任的工作，提供有關專業知識、技能

等方面的學習。針對現職員工給予技術性及非技術性再教育的訓練，稱為_______訓練。 

7. Maslow的需求層級理論中，最高層級為_______。 

8. 所謂的_______組織，乃是集中組織中最佳及特定的專業人才，在一定的時間、成本或

品質的條件下，來完成某一特定、複雜的任務，待任務完成後隨即解散。 

9. 在行銷學中被稱為「沉默的推銷員」的是_______。 

10. 台中企業生產產品的固定成本為25,000元，單位變動成本為20元，已知損益平衡的銷售

量為2,500單位，為達損益兩平，則產品的售價應訂多少元？_______。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107 年僱用人員甄試試題 答案 

甄試類別：事務類1（一般）（含睦鄰）、事務類2（身障） 

專業科目：會計學概要、企管概論 

第一部分：選擇題【共50題，每題1.4分，共70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D C D A A C C B B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C A D A D B B D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 D B A/B/C/D
 

D C A D B B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 C A/D D A/B  A C A D B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C C B D A A C D B A/D 

第二部分：填空題【共10題，每題3分，共30分】 

1 多計$2,700 6 在職／職內

2 $35,000 7 
自我實現／自我實現(的)需求／ 

Need for self-actualization 

3 $2,000／貸餘$2,000 8 專案(式)／矩陣(式) 

4 $193,650 9 包裝

5 3.6 10 30 元 

標
準
答
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