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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40題（每題 1.25分） 

【4】1.甲公司於 107年 1月 15日以每隻$200購買小雛鵝 2,000隻，甲公司估計若將這 2,000隻小鵝立即出售（每隻
$200），則必須支付運費$7,000及佣金$5,000。甲公司決定將其中 800隻小母鵝養大以生產鵝蛋，其餘 1,200隻小
鵝則養大後出售。請問 107年 1月 15日的該項交易分錄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貸記「現金」$388,000 

借記「農產品－鵝」$400,000 

借記「生產性生物資產」$160,000 

借記「消耗性生物資產」$232,800 

【2】2.乙公司於 105年 1月 1日以$104,580出售面額為$100,000，票面利率為 4%，5年到期的公司債，付息日為每
年 12月 31日，假設市場利率水準為 3%，乙公司採用利息法（有效利率法）來攤銷公司債折價或溢價，則 106年
12月 31日認列之利息費用應為多少？ 

 $3,000  $3,112  $3,137  $4,000 

【3】3.甲公司於 107年 2月 1日以 A機器（成本$300,000，已提列累計折舊$50,000，公允價值為$240,000）來交換
他公司的 B 機器（成本$500,000，已提列累計折舊$280,000，公允價值為$240,000）。該交換交易具商業實質，則
甲公司應認列處分資產損益為多少？ 

利益$10,000 利益$20,000 損失$10,000 損失$20,000 

【4】4.乙公司共發行普通股股票 1,000,000股，乙公司於 106年 6月 8日宣告現金股利每股 2.5元、股票股利每股 1

元，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股東權益減少$3,500,000  資產增加$2,500,000 

負債增加$3,500,000  負債增加$2,500,000 

【2】5.乙公司 107年 1月 31日銀行對帳單餘額為$350,000，1月 31日銀行往來調節表中有下列的應調節事項：銀行
代收款$80,000、銀行手續費$300、存款不足支票退票$40,000、在途存款$50,000、未兌現支票$100,000。請問 1月
31日未作調節之前，乙公司帳列現金餘額應為多少？ 

 $220,300  $260,300  $300,300  $340,300 

【3】6.甲公司與他公司發生專利權侵權訴訟，法院尚未作出判決，甲公司的法律顧問群共同研判此官司敗訴機率達
70％以上，估計賠償金額應落在$5,000,000至$6,000,000之間，而最有可能的賠償金額為$5,500,000；則甲公司之會
計應作如何處理？ 

因法院尚未作出判決，所以不認列負債準備，僅需附註揭露 

認列負債準備$5,000,000 

認列負債準備$5,500,000 

認列負債準備$6,000,000  

【1】7.某公司以應收帳款百分比法來提列呆帳，估計呆帳率為 1%。106年底該公司的應收帳款餘額為$800,000，調
整前「備抵呆帳」有貸方餘額$900，則 106年底該公司應提列多少呆帳費用？ 

 $7,100  $8,009  $8,000  $8,900 

【3】8.某公司的流動資產包括：現金、應收帳款、應收票據、存貨，其中存貨占流動資產 30%，若該公司的流動比
率為 2.5，流動負債為$800,000，則該公司的速動比率為多少？ 

 1.25  1.50  1.75  2.00 

 

【4】9.下列何項支出不應列入今年年初所取得的土地成本之中？ 

必要的整地費用  購買土地應支付的相關規費 

支付土地仲介佣金  支付當年度之地價稅 

【4】10.某公司於 107年 2月 1日預付一年期（12個月，每月$3,000）保險費$36,000，借記「預付保險費」；若 107

年年間及年底均未作相關之調整分錄，這將對該公司 107年度綜合損益表有何影響？ 

費用高估$36,000  費用低估$36,000 

費用高估$33,000  費用低估$33,000 

【2】11.有關巴賽爾資本協定三之規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資本適足率仍維持 8% 

第一類資本適足率由原來 5%提升至 7% 

須納入 2.5%的緩衝資本考量 

流動性覆蓋比率須大於（含）100% 

【2】12.有關債券之固定收益投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所謂零息債券係指債券持有期間付息，待到期日後僅償還本金而不付息 

當購入時之市場到期殖利率小於票面利率時，此時為溢價買進 

商業本票可視為長天期債券市場之投資商品 

永久年金及零息債券均可視為具有年金特性之固定收益商品 

【2】13.有關選擇權金融商品，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買入買權同時具有履約買進標的資產的權利及義務 

買入賣權具有履約賣出標的資產的權利 

賣出買權同時具有履約賣出標的資產的權利及義務 

賣出賣權具有履約買進標的資產的權利 

【4】14.就央行操作工具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採存款準備率可擁有其自主性 採重貼現率具有隨時增加或減少之伸縮性 

採公開市場操作可擁有投入資金數目之精準性 採道德勸說可作為其量化直接管制 

【1】15.在預期理論的利率結構中，下列假設何者錯誤？ 

買進賣出交易成本固定  理性預期 

投資者無特殊偏好  風險中立 

【1】16.對資產需求（相對其他資產）之影響因素，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當訊息成本增加時，其資產需求增加 當流動性增加時，其資產需求增加 

當風險增加時，其資產需求減少 當財富增加時，其資產需求增加 

【3】17.有關銀行存放比率之定義，下列何者正確？ 

存放比率＝存款÷放款  存放比率＝存款÷總資產 

存放比率＝放款÷存款  存放比率＝總資產÷存款 

【1】18.在費雪效果(Fisher effect)下，下列何者正確？ 

當預期通貨膨脹率上升時，會導致名目利率作等幅度上升 

當預期通貨膨脹率上升時，會導致名目利率作等幅度下降 

當預期通貨膨脹率上升時，會導致實質利率作等幅度上升 

當預期通貨膨脹率上升時，會導致實質利率作等幅度下降 

【1】19.就銀行資產負債表項目，下列何者不屬於其資產項下？ 

政府存款 投資政府債券 存放銀行同業 待交換票據 

【4】20.一國中央銀行為彌補其國際收支之短缺，而隨時變現的對外債權，包括外國通貨和可兌換成外國通貨之有價
證券，係指下列何者？ 

遠期市場 公開市場操作 通貨交換 外匯存底 

【4】21.甲簽發票據一紙交付給乙，未記載受款人，乙在票據背書，並記載被背書人丙及「禁止背書轉讓」，丙再背
書轉讓給丁，有關該票據之效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該票據之背書不連續  乙禁止背書轉讓之記載不生效力 

丙不得再背書轉讓給丁  乙對丁無須負票據責任 

【4】22.支票之發票地在桃園市，付款地在新竹市，票載發票日為民國 107年 5月 1日，試問：發票人在何日以後，
方可向付款人撤銷付款委託？ 

民國 107年 5月 8日以後  民國 107年 5月 9日以後 

民國 107年 5月 16日以後 民國 107年 5月 17日以後 

【4】23.有關票據之保證，依票據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票據保證應由保證人依票據法所規定之方式記載，並簽名 

票據保證應記載保證人之意旨  

票據保證人與被保證人負相同責任 

支票及匯票均不適用票據法上有關保證之規定 

 

 



【2】24.票據上之債權，雖依票據法因時效或手續之欠缺而消滅，執票人仍得對於票據債務人，於其所受利益之限度
內請求償還，稱為「票據利得（或利益）償還請求權」，請求之對象限於哪二種票據債務人？ 

發票人或背書人  發票人或承兑人 

發票人或擔當付款人   背書人或承兑人 

【3】25.支票之付款人（金融業者）於發票人之存款或信用契約所約定之數，足敷支付支票金額時，應負支付之責，
但在何種情況例外？ 

收到發票人（自然人）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進行更生程序之通知 

收到發票人之其他債權人停止支付之郵局存證信函 

收到發票人受破產宣告之通知 

收到發票人（公司）向法院聲請重整之通知 

【2】26.票據法上有關「擔當付款人」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匯票上載有擔當付款人者，其付款之提示，應向擔當付款人為之 

本票及支票上均得記載擔當付款人 

以銀行為擔當付款人之本票，在付款之前，隨時可以撤銷付款委託 

擔當付款人係受發票人委託付款，並非票據上之債務人 

【2】27.本票若到期不獲付款，執票人得依票據法第 123 條之規定，聲請法院裁定（簡稱本票裁定）後強制執行，下
列有關本票裁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本票裁定之對象包括本票之發票人及保證人 

以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得就債務人之所有財產聲請強制執行 

本票裁定有確定判決之效力 

本票裁定之程序屬於訴訟事件，應依民事訴訟法規定辦理 

【3】28.支票之執票人因遺失票據，向付款人（銀行）辦理掛失止付，於公示催告程序開始後，若欲請求銀行先行支
付票據金額，依票據法規定，有何條件？ 

支票已屆票載發票日，執票人獲得發票人同意付款 

支票尚未屆票載發票日，執票人提供同額定存單為擔保 

支票已屆票載發票日，執票人提供付款銀行認可之擔保 

支票尚未屆票載發票日，執票人提出已撤銷公示催告之證明 

【2】29.有關票據簽名之效力，依票據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票據上簽名之偽造，不影響於真正簽名之效力 

二人以上共同簽名時，應各自負責 

無代理權而以代理人名義簽名於票據者，應自負票據上之責任 

代理人未載明為本人代理之旨而簽名於票據者，應自負票據上之責任 

【4】30.有關票據上之記載事項，依票據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票據上記載金額之文字與號碼不符時，以文字為準 

票據上之記載，除金額外，得由原記載人於交付前改寫之 

票據上記載票據法所不規定之事項者，不生票據上之效力 

匯票記載免除擔保承兌之責，該記載無效 

【1】31.有關票據之背書行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背書人不記載被背書人，僅簽名於票據者，為記名背書 

背書與保證為不同性質之法律行為 

背書應由背書人在票據之背面為之 

背書人與其他票據債務人，對於執票人連帶負責 

【2】32.本票上之保證人若已記載保證之意旨，及被保證人之姓名，但未記載保證之年月日者，其效力為何？ 

該票據保證行為無效   

以發票之年月日為保證之年月日 

以本票之到期日為保證之年月日  

以本票之提示日為保證之年月日 

【3】33.「承兌」為匯票特有之制度，票據法有關承兌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執票人於匯票到期日前，得向付款人為承兌之提示 

付款人於承兌後，應負付款之責 

付款人僅在票面簽名者，不生承兌之效力 

承兌人到期不付款者，執票人雖係原發票人，亦得直接請求支付 

【4】34.下列何者為匯票之絕對必要記載事項？ 

發票地 到期日  付款人 無條件支付之委託 

【1】35.下列何者為本票之絕對必要記載事項？ 

發票年、月、日 到期日  發票地 受款人  

【3】36.本票之背書人因被執票人行使追索權而清償票款，則該背書人對於前手之追索權，自為清償之日起算，多久
時間不行使，會因時效而消滅？ 

二個月 四個月 六個月 一年 

【3】37.有關票據追索權之行使，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執票人為發票人時，對其前手無追索權 

執票人為背書人時，對該背書之後手無追索權 

執票人應於拒絕證書作成後五日內，將拒絕事由通知票據債務人 

執票人行使追索權時，除票據金額外，得附帶請求利息及必要費用 

【3】38.支票之執票人在下列何種情況，對發票人喪失追索權？ 

未在票據法所規定之提示期限內，為付款之提示 發票人向付款人撤銷付款委託 

支票之背書不連續  支票業經發票人申請掛失止付 

【4】39.票據法有關支票劃平行線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支票劃平行線只能劃在支票正面 

劃平行線之支票，在背書轉讓之前，得由發票人撤銷之 

平行線內記載特定金融業者，執票人應存入其在該特定金融業者之帳戶，委託其代為取款 

匯票或本票上如劃平行線，準用支票之規定辦理  

【4】40.票據法有關票據掛失止付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票據掛失止付之原因必須為「票據喪失」 

得申請掛失止付者為票據權利人 

申請掛失止付後，申請人應於五日內向付款人提出已為聲請公示催告之證明 

發票人與執票人有商業糾紛，欲阻止執票人提示票據，得申請掛失止付 

 

貳、非選擇題二大題（每大題 25分） 

第一題： 

甲公司於 105年 1月 1日以現金購入機器設備一台，總成本為$450,000。該機器設備預計使用 5年，估計殘值

為$30,000，甲公司於 105年對該機器設備採用年數合計法提列折舊。106年初對該機器設備投入了資本支出$80,000，

該支出能使機器設備之使用年限延長 2 年，殘值不變仍為$30,000，且自 106 年起改採用直線法提列折舊。107 年 1

月 1 日甲公司將該機器設備來交換乙公司的機器設備一台（成本$550,000，已提列累計折舊$230,000，公允價值為

$320,000），107年 1月 1日甲公司該原有未換出之機器設備其公允價值為$320,000。 

試作： 

（一）甲公司 105年 12月 31日及 106年 12月 31日提列折舊之分錄。【11分】 

（二）若此資產交換具有商業實質，甲公司 107年 1月 1日交換機器設備之分錄。【7分】 

（三）若此資產交換不具有商業實質，甲公司 107年 1月 1日交換機器設備之分錄。【7分】 

第二題： 

美國聯準會(Fed)於 2017年 12月 14日宣布升息一碼（0.25個百分點），美元升息趨勢更加確定。對於美國明年

升息次數展望，聯準會官員對 2018年和 2019年的升息預測不變，即明年將升息 3次，後年 1次，與今年 9月的預

測相同。美國聯準會在 2018年 1月 3 日公布最新的會議紀要顯示，稅改的進展順利，令大部分官員同意 2018 年繼

續升息。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 2月聯準會主席葉倫（Janet Yellen）將屆滿 4年任期卸任，由鮑爾（Jerome Powell）

接任。鮑爾雖響應川普政府支持對金融業解除管制的看法，但他也支持目前葉倫的漸進升息作法。央行總裁彭淮南

表示，雖然美國升息可能導致熱錢移出，但台灣有足夠的外匯存底可因應；台灣升息與否，必須看當前通膨壓力以

及未來的通膨預期，不一定要跟美國走（綜合中央社、中時電子報、Money DJ新聞等媒體報導）。請回答下列問題： 

（一）請說明美國為何升息？【5分】 

（二）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工具有哪些（請列舉 5種，不必詳加說明）？【10分】 

（三）臺灣 2017年第 3季對外貿易依存度為 102.65% （資料來源: STOCK-AI.COM），請說明「對外貿易依存

度(degree of dependence on foreign trade)」的意義及其計算的公式？【5分】 

（四）根據 IS-LM模型，若立法院通過減稅法案但中央銀行欲維持利率固定，則央行必須採行何種貨幣政策？

又貨幣供給會產生何種改變？【5分】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16
https://www.moneydj.com/KMDJ/News/NewsViewer.aspx?a=6d23f359-1c9a-4dea-adc7-13b79921bd1b&c=MB02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