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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110 年新進人員甄試試題 

 

 

    甄試類別：師級－財務會計 

    專業科目：1.中級會計學 2.財務管理及貨幣銀行學 

壹、 選擇題—單選題 20 題(每題 1.5 分，答錯不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1.萬萬公司X6年與損益相關之資訊如下，推銷費用$20,000，兌換淨利$40,000，停業單位損失$30,000，

銷貨收入$280,000，銷貨成本$200,000，試問萬萬公司本期淨利為何 (忽略所得稅影響)？  

○A $80,000        ○B $70,000  ○C $10,000   ○D $100,000 

2. X1 年初甲公司以$3,000,000 買入具污染性設備，另支付$200,000 安裝費，設備估計耐用 3 年，

甲公司預估 3 年後報廢需花費$500,000 拆卸處理費，該公司資本率為 10%，報廢該設備之處理無

任何相關法規規定，則該設備成本應為：  

○A $3,000,000      ○B $3,200,000 ○C $3,700,000      ○D $3,575,657 

3.台中公司出售應收帳款(無追索權) $16,000 給台北銀行。台北銀行支付帳款總額 94%，保留 6% 用

以抵償銷貨退回與折讓，另向台中公司收取 10% 之手續費。試問在作完有關出售應收帳款之分

錄後，台中公司的總資產將會：  

○A 減少$2,560      ○B 增加$14,400     ○C 減少$1,600     ○D 增加$13,440 

4. X5年9月 1日金山公司因銷貨收到 4個月到期的短期應收票據，面值為$160,000，票面利率 12%，

10 月 1 日公司為了想提早取得資金週轉，將所持有的應收票據向金融機構貼現，銀行貼現利率為

14%，貼現期間為 3 個月。貼現後可得之金額為：  

○A $161,600        ○B $161,498         ○C $160,576       ○D $158,634 

5.下列資訊是棲蘭公司十月份之資料：  

期初存貨 $100,000 

進貨淨額 300,000 

銷貨收入淨額 600,000 

成本加成率 66.67% 

棲蘭公司的倉庫在 10 月 31 日發生一場火災，經清點發現，有成本 6,000 元的存貨完好無缺。請

使用毛利率法，估算受火災損壞之商品存貨成本為： 

○A $34,000         ○B $154,000 ○C $160,000 ○D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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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夏荷公司使用永續盤存制記錄存貨，其於 9 月 13 日賒購$50,000 之存貨，付款條件為 2/10, n/30，

夏荷公司於 9 月 20 日支付此貨款，此交易須貸記：  

○A 存貨$10,000     ○B 存貨$1,000  ○C 進貨折扣$1,000 ○D 現金$50,000 

7.橘子公司使用零售價法計算期末存貨，存貨之評價採平均成本法。其 X1 年之會計資訊如下，試

問橘子公司 X1 年之期末存貨成本：  

期初存貨(成本) $119,600  加價取消 $1,500 

期初存貨(零售價) 148,500  減價 61,800 

進貨(成本) 629,453  減價取消 2,400 

進貨(零售價) 839,200  銷貨 857,100 

加價 99,300   

○A  113,534          ○B 116,627    ○C 123,370 ○D 121,207 

8.蒂姆妮魚苗養殖場，於Ｘ1 年購入魚苗 1,500 條，每條之淨公允價值為 $25。當年投入飼料成本 

$48,000，人事成本 $14,000。年底若要將魚苗售出，每條魚苗可賣得 $70，運送的費用為 $1,600。

試問 X1 年應認列之公允價值調整利益為何？  

○A $67,500           ○B $5,500    ○C $3,900 ○D $65,900 

9.聯華電腦公司透過主要零售商銷售的電子設備提供了延長保固的合約。標準合約是三年。聯華電

腦 X4 年出售了平均售價 $1,800 的 210 份保固合約。公司Ｘ4 年與此合約相關花費為 $75,000 並

預期未來將再花費 $170,000。今年公司可認列多少與此合約有關之淨利？  

○A $51,000           ○B $208,000    ○C $303,000 ○D $133,000 

10.甲公司 X7 年初買進某生產設備，成本為 $3,000,000，殘值 $600,000，依不同方法所提列之折

舊費用如下：  

  方法一 方法二 方法三 方法四 

X7 年       $400,000 $705,827 $1,000,000 $685,714 

X8 年 $400,000 $539,763 X Y 

請問方法一至方法四依序是哪種方法？  

○A 直線法、年數合計法、雙倍餘額遞減法、定率遞減法   

○B 直線法、定率遞減法、雙倍餘額遞減法、年數合計法     

○C 直線法、雙倍餘額遞減法、定率遞減法、年數合計法  

○D 直線法、定率遞減法、年數合計法、雙倍餘額遞減法 

11.千錘公司於 109 年 7 月 1 日出售 600 張年息 10%，每張面額$1,000，十年到期的公司債，出售

價格為面額的 98%加上應計利息。公司債票面上的發行日期為 109 年 4 月 1 日，付息日為每年

4 日 1 日及 10 日 1 日。請問該公司出售公司債收到的金額是多少？  

○A $603,000          ○B $600,000   ○C $594,000 ○D $579,500 

12.台北公司於第 1 年初給予 50 位員工各 100 單位之認股權，該給予之條件係員工必須繼續服務 3

年。台北公司估計每一認股權之公平價值為$30。第 1 年底，有 3 位員工離職，再考慮可能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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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後，台北公司估計至第 3 年年底共有 9 位員工離職，未能取得其認股權。則台北公司第 1 年

認列之薪資費用若干？  

○A $0                ○B $41,000 ○C $47,000 ○D $50,000 

13.蘋果公司於 X3 年 12 月 1 日出售 4,000 股庫藏股，該庫藏股係於 X2 年以每股$62 買回，公司

X3 年 12 月 1 日之股價為每股$58，此交易對於公司權益的影響為：  

○A 增加$16,000       ○B 增加$18,000    ○C 減少$16,000 ○D 減少$18,000 

14.甲公司 X9 年 1 月 1 日流通在外普通股股數為 120,000 股，X9 年 4 月 1 日發行新股 60,000 股，6

月 1 日發行新股 30,000 股，9 月 1 日發行 6%，面額$100，可轉換公司債 300 張，每張可轉換成

10 股普通股，該公司債具稀釋作用，則在計算甲公司 X9 年稀釋每股盈餘時，其加權平均流通

在外普通股股數為：  

○A 182,500 股         ○B 185,500 股    ○C 188,500 股 ○D 183,500 股 

15.在 X11 年初，飛魚公司之保留盈餘為$400,000。X11 年的相關資料為：淨利$200,000；出售庫藏

股並記錄”利得”$72,000；宣告現金股利$120,000；宣佈並發行股票股利 6,000 股，每股面值$10，

當時每股市價為$20。請問 X11 年可供發放股利之保留盈餘為若干金額？ (假設公司採用市價法

做為股票股利之會計處理方法)  

○A $360,000           ○B $420,000   ○C $432,000 ○D $492,000 

16.有一零息債券的面額為$1,000，3 年後到期，到期收益率為 3%，請問現在債券價格約為多少？  

○A 971                ○B 915               ○C 864   ○D 815 

17.韋中公司於 X4 年初以無息融資協議出售設備$200,000 予承恩公司，承恩公司將於未來五年每年

底支付設備價款$40,000。該設備已運送予承恩公司，惟韋中公司為保障到期金額之收現性，尚

未移轉該設備之法定所有權。韋中公司於銷售類似設備時，若買方一次付清價款，其售價為

$136,200，成本為$100,000。試問韋中公司 X4 年初應作之分錄何者有誤？  

○A 認列未實現利息收入$638,000     ○B 認列應收分期帳款$200,000    

 ○C 認列銷貨收入$200,000           ○D 認列銷貨成本$100,000 

18. X4 年 3 月 1 日小玉公司向小萬公司以融資租賃方式承租一台影印機，租期為五年，在租賃隱含

利率 8%下最低租賃給付現值等於公允價值等於$380,000，小玉公司擁有優惠購買權，可於租賃

屆滿時以$16,400 購得租賃資產所有權，而該資產於租賃期間結束時有未保證殘值$30,000。該影

印機估計耐用年限自合約開始為六年，殘值為$20,000，而小玉公司採直線折舊法。試問 X4 年

小玉公司應計的折舊費用為多少？  

○A $50,500            ○B $58,333   ○C $50,000 ○D $60,000 

19.乙公司成立於 X7 年，當年度乙公司出租一棟辦公大樓每年租金收入為$72,000， X7/7/1 簽訂租

約並收取租金。假設此租金為乙公司當年度唯一收入來源，且無其他會計利潤與課稅所得間的

差異存在，而假設租金收入在報稅上收現時即課稅。X7 年稅率為 20%，且已知 X8 年起將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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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試問 X7 年乙公司資產負債表上遞延所得稅資產的金額為多少？  

○A $6,120              ○B $7,200   ○C $13,320 ○D $12,240 

20. ABC 公司的股票必要報酬率為 8%，目前無風險利率為 0.5%，市場投資組合報酬率為 8%，則

依據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CAPM)，ABC 公司的貝他值(Beta,β)為：  

○A 0.8               ○B 1                 ○C 1.2   ○D 1.5 

貳、 選擇題—複選題 6 題(每題 2.5 分，全部答對才給分，答錯不倒扣；未作答者，

不予計分) 

21.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市場風險(Market Risk)屬於系統風險 

○B 公司發生罷工是屬於非系統風險 

○C 系統風險越高，持有股票的實際報酬率越大 

○D 其他條件不變下，盈餘成長率越高，本益比(Price-to-Earning Ratio)越大 

22.有關選擇權相關概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距到期日越長，美式賣權價格越低 

○B 距到期日越長，美式買權價格越高 

○C 美式買權 Delta 值為正值，且小於等於 1 

○D 美式買權價值可能高於標的資產價格 

23.假設在民國 110 年 2 月 26 號時，基金經理人手中所握有的股票投資組合市值為 1 億新台幣，而

且該投資組合之貝他值(Beta,β)為 1，該基金經理人看壞未來一個月的股市行情，而想把投資組合

之貝他值(Beta,β)調降為 0.5，若要使用臺股期貨(TX)避險，可使用的契約到期月份有？  

○A 202102           ○B 202103   ○C 202104 ○D 202105 

24.採用零售價估計期末存貨時，下列哪些項目不影響成本比率之計算？  

○A 銷貨折扣         ○B 員工折扣    ○C 進貨退回 ○D 異常損耗 

25.泰山公司X5年共支付廣告費$107,000，並全數列為當年度的廣告費用。但經會計師查核後認為，

應計基礎下相關科目金額為：  

   X4/12/31 X5/12/31 

  應付廣告費 $12,000 $9,000 

  預付廣告費 $10,000 $8,600 

  X5 年財務報表上，請選出正確數字之科目？  

○A 廣告費$105,400    ○B 廣告費$107,000     ○C 應付廣告費$12,000    ○D 應付廣告費$9,000 

26.甲公司 X7 年度淨利$228,000，稅率為 25%，若全年加權平均流通在外普通股為 100,000 股，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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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三種證券全年流通在外，哪些證券應包括於財務報表中之稀釋每股盈餘？①認股權證

20,000 張，每張可以$40 認購普通股 1 股，甲公司普通股全年平均市價為$50 ②可轉換公司債面

額$1,000,000，票面利率 7%，其中負債組成部分為$1,000,000(即公司債有效利率亦為 7%)，可

轉換成 40,000 股普通股 ③可轉換累積特別股 24,000 股，股利率 10%，每股面額$20，可轉換成

24,000 股普通股，截至 X6 年年底止已積欠 2 年股利，X7 年甲公司董事會已宣告發放 3 年股利。  

○A 認股權證          ○B 可轉換公司債      ○C 可轉換累積特別股     ○D 庫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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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110 年新進人員甄試試題 

 

 

    甄試類別：師級－財務會計 

    專業科目：1.中級會計學 2.財務管理及貨幣銀行學 

壹、選擇題—單選題 20 題(每題 1.5 分，答錯不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1.B 2.B 3.C 4.C 5.A 

6.B 7.C 8.D 9.A 10.B 

11.A 12.B 13.C 14.D 15.A 

16.B 17.C 18.C 19.A 20.B 

 

貳、選擇題—複選題 6 題(每題 2.5 分，全部答對才給分，答錯不倒扣；未作答者，

不予計分) 

21.ABD 22.BC 23.BCD 24.AB 25.AD 

26.A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