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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處理，否則不予計分。 
�本試卷為一張雙面，共 80題，每題 1.25分，限用 2B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請選出最適當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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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人得自備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機(須不具財務、工程及儲存程式功能且按鍵不得發出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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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下列何種權利適用消滅時效？ 
�已登記不動產之物上請求權 �動產占有人之占有物返還請求權 
�共有土地之分割請求權 �人格權受侵害之除去妨害請求權 
【1】2.受監護宣告而意識清醒之人，關於其能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有權利能力，無行為能力 �無權利能力，有行為能力  
�有行為能力，無侵權行為能力 �無權利能力，有侵權行為能力 
【3】3.下列法律行為中，哪一項為無效？ 
� 16歲之甲未得父母事先允許，單獨至機車行購買機車 � 17歲之乙自行訂立遺囑 
� 19歲的丙未經父母事先允許，免除好友的債務 � 19歲之丁未得父母同意與戊結婚 
【2】4.甲將乙寄託的樹苗種植於丙之土地上，請問該樹苗所有權歸屬於： 
�乙、丙兩人共有 �丙所有 �甲所有 �乙所有 
【3】5.甲地上蓋有違章建築 A樓，該 A樓之性質屬於： 
�甲地之成分 �甲地之從物 �獨立之不動產 �獨立之動產 
【4】6.甲擅自將乙寄放之自行車以自己的名義出售給丙，並交付之，請問對甲丙之間的法律行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丙間之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均效力未定 �甲丙間之債權行為有效，物權行為無效 
�甲丙間之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均無效 �甲丙間之債權行為有效，物權行為效力未定 
【3】7.關於社團法人及財團法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社團有社員總會之組織為最高意思機關，財團則無 �社團與財團皆應設有董事，以執行法人事務 
�社團於登記前，應得主管機關之許可；至於以營利為目的之財團，其取得法人資格，則依特別法之規定 
�社團及財團皆得設監察人，以監督法人事務之執行 
【3】8.下列有關定金之敘述，何者錯誤？ 
�定金契約為從契約 �契約履行時，定金可作為給付之一部 
�依據民法第 248條規定，定金之交付為契約之成立要件 
�契約因可歸責於付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定金不得請求返還 
【1】9.原則上下列何者非法律所規定之連帶債務？ 
�主債務人與保證人對於保證債務 �合夥財產不足清償合夥之債務時，各合夥人對於不足之額之債務 
�受僱人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權利，僱用人與受僱人對於該損害賠償債務 
�未成年人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法定代理人與未成年人對於該損害賠償債務 

【3】10.債權讓與時，下列何種權利不隨同移轉？ 
�已到期未支付之利息 �擔保債權之抵押權 
�因債務不履行所生之非財產損害賠償請求權 �保證契約之債權 

【2】11.甲借乙100萬，屆期乙無力清償，乙向甲表示願以價值100萬之古董字畫抵償全部債務，甲同意並受領，債之關係消滅，此為： 
�代位清償 �代物清償 �新債清償 �抵銷清償 

【4】12.依民法第 321條之規定，對一人負擔數宗債務，其給付種類相同，如清償人提出之給付，不足清償全部債務時，
清償人可如何為之？ 
�由債權人決定清償各債務之順序 �先發生之債務先受清償 
�依各債務額之比例清償 �由清償人於清償時，指定其應抵充之債務 

【3】13.有關損害賠償之方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若契約未另有訂定，而法律亦未另有規定，則以回復原狀為原則，金錢賠償為例外 
�物遭毀損時，被害人可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 
�債務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 �因回復原狀而應給付金錢者，應自損害發生時起，加給利息 

【2】14.甲僱用 17歲高中生乙在其所經營之便利商店打工，甲並授權乙以甲之名義出售商品；但乙之法定代理人丙拒絕
同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對乙的授權行為因乙之法定代理人丙拒絕同意而無效 
�甲、乙之間的僱傭契約因乙之法定代理人丙拒絕同意而無效 
�甲對乙的授權行為，及甲、乙之間的僱傭契約，均因乙之法定代理人丙拒絕同意無效 
�乙以甲之名義與顧客所訂之買賣契約，因乙無權代理而無效 

【1】15.下列關於侵權行為之敘述，何者正確？ 
�承攬人因執行承攬事項，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時，定作人不負損害賠償責任。但定作人於定作或指示有過失者，不在此限 
�動物加損害於他人時，由其所有人而非占有人負賠償責任 
�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工作物致他人權利受損害時，由工作物之使用人，而非所有人負賠償責任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若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則不在此限 

【3】16.下列關於代理的敘述，何者正確？ 
�代理人有數人時，原則上每一代理人皆可單獨代理 �意定代理人原則上可以代理所有財產行為及身份行為 
�無代理權人，以他人之代理人名義所為的法律行為，對於善意不知其事實的相對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 第三人明知其無代理權或可得而知者，本人仍應負授權人之責任 

【3】17.生父在其所生子女尚具有他人婚生子女之身分時，如有為認領或視為認領之行為，該行為之效力如何？ 
�有效 �如經法院認可即屬有效  
�不生認領效力 �如未經關係人異議，即屬有效 

【1】18.自書遺囑之自書若以打字機為之，依我國學者通說，其效力為何？ 
�不生自書遺囑之效力 �如經證明係由其自行打字者，且親自簽名者，仍為有效 
�經法院鑑定屬真正者，即為有效 �經三人以上之見證人簽名者，可生自書遺囑之效力 

【2】19.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剩餘財產之差額時起，幾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 1年 � 2年 � 3年 � 5年 

【1】20.法定物權除了法定地上權、法定抵押權等之外，下列何者亦是不問當事人之意思，而逕由法律規定發生的物權？
�留置權 �典權 �質權 �不動產役權 

【2】21.下列何者不是動產物權的讓與方法？ 
�簡易交付 �登記交付 �現實交付 �指示交付 

【1】22.有關拾得遺失物之要件及效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須為無主物，且以動產為限 �其拾得人不以具備完全行為能力為必要 
�有受領權之人認領遺失物時，拾得人得請求報酬。但若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或供公眾往來之交通設備內，由其管理
人拾得則不得請求報酬 
�遺失物價值在新臺幣五百元以下者，拾得人應從速通知遺失人、所有人或其他有受領權之人。遺失物自通知或招領
之日起逾 15日，未經有受領權之人認領者，由拾得人取得其所有權 

【1】23.占有人之物上請求權的行使期間，為自侵奪或妨害占有或危險發生後幾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一年 �二年 �三年 �五年 

【3】24.甲向乙買受房屋時，甲何時取得房屋的所有權？ 
�甲給付房屋價金給乙時 �甲與乙訂定物權移轉之書面契約時 
�甲乙訂定書面契約並辦理移轉登記時 �乙將房屋交付給甲占有時 

【1】25.下列何者非留置權之取得要件？ 
�須占有債務人之動產或不動產 �須債權已屆清償期 
�須債權之發生與該標的間有牽連關係 �須非因侵權行為而占有該標的 

【1】26.設定抵押權時，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而以土地及建築物為抵押者，如經拍賣，其土地
與建築物之拍定人各異時，其效果為何？ 
�視為已有地上權之設定 �視為已有租賃權之約定 �推定已有地上權之設定 �推定已有租賃權之約定 

【3】27.以他人不動產供自己不動產通行、汲水、採光、眺望、電信或其他以特定便宜之用為目的而設定之物權，稱為：
�區分地上權 �法定地上權 �不動產役權 �相鄰權 

【2】28.王品公司於民國 99 年 7月 1日發行面額 $1,000，5 年期，票面利率 10%，市場利率 12% 之公司債，每年 7月
1日付息，發行價格為 $940，採利息法為折價攤銷。該公司民國 99年 12月 31日攤銷折價之會計處理為： 
�借記應付公司債折價$6.4 �貸記應付公司債折價$6.4 �借記應付公司債折價$6 �貸記應付公司債折價$6 

【1】29.一般公認會計準則要求採「備抵壞帳法」處理壞帳。當發生壞帳並實際沖銷時，原則上對於財務報表之影響為何？
�資產總額不變，負債總額不變 �應收帳款淨額減少，保留盈餘減少 
�應收帳款淨額減少，資產總額減少，負債總額不變 �損益表認列呆帳費用，股東權益受損 

【4】30.利文書局於 1 月下旬開立一張支票給其供應商，此張支票於 2 月上旬才入帳兌現，此一交易事項對於利文書局
在編製 1月份銀行存款調節表時，應作何種處理？ 
�既然供應商還沒兌現，應調增公司帳載現金餘額 �供應商雖還沒兌現，在編製調節表時，仍應減少公司帳載現金餘額
�調節表上不需要調整，因為公司會在供應商兌現日才會做分錄 
�調節表上應該調減銀行對帳單餘額 

【1】31.在何種存貨制度下，公司帳上會出現存貨盤盈、存貨盤虧的會計科目？ 
�永續盤存制 �先進先出制 �定期盤存制 �公允價值法 

【2】32.吾華公司民國 99年 12月 31日發生大火，請依下列存貨相關的資料（期初存貨 $40,000；進貨 $175,000；銷貨
$200,000；毛利為銷貨成本的 25%），計算大火時存貨金額為多少？ 
� $65,000 � $55,000 � $45,000 � $15,000 

【4】33.如果一公司今年淨利$8,200，但期初存貨高估 500，而期末存貨低估$1,000，則該公司今年正確淨利為何？ 
� $7,700 � $7,200 � $6,700 � $9,700 

【1】34.群舞公司為一新設立之公司，成立前兩年之銷貨皆為現金銷貨，一直到第三年才開始允許賒銷。群舞公司也從
未給予客戶現金折扣。第三年與銷貨相關之資料如下：賒銷金額$1,500,000，應收帳款收現$1,280,000，應收帳款沖銷
$20,000。假設該公司係採銷貨百分比法提列壞帳，壞帳率為賒銷淨額之 2%，則第三年年底，應收帳款淨額為何？ 
� $190,000 � $170,000 � $200,000 � $210,000 

【2】35.啟昱公司以 $300,000購入貨物，付款條件為 2/10, n/30。假定購貨後第 10天付現金，則依淨額法，該公司支付
現金日交易分錄為何？ 
�借：存貨$300,000   貸：現金$300,000 �借：應付帳款$294,000   貸：現金$294,000 
�借：應付帳款$300,000   貸：現金$300,000 �借：存貨$294,000   貸：現金$294,000 

【4】36.下列何種財務資訊顯示公司的經營狀況出現警訊？ 
�應收帳款週轉平均天數低 �應收帳款週轉率高 �存貨週轉平均天數低 �存貨週轉率低 

 



【3】37.王品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溪堤股份有限公司 1,000 張股票，王品股份有限公司將該投資認列為「透過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溪堤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100年 6月 30日宣告股票股利，請問王品公司應如何處理？ 
�貸：股利收入 �貸：短期投資 �不做分錄 �貸：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4】38.採定期盤存制的公司，在現金購貨付款時應作之分錄為： 
�借：購貨，貸：應付帳款 �借：應付帳款，貸：現金 �借：存貨，貸：現金 �借：購貨，貸：現金 

【2】39.勤時公司於 8月 31日應一老客戶要求購買一特製零件，該公司於 9月 1日完成購置並通知客戶領取，客戶直到
9月 4日將零件領回並驗收確認，並於 9月 8日寄出 $1,000支票，勤時公司於 9月 10日接獲支票。根據收入認列原
則，勤時公司在什麼時候應該認列收入？ 
� 9月 8日 � 9月 4日 � 9月 1日 � 8月 31日 

【1、2、3、4】40.嶼聞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99年 10 月 4日以$8,000買進王品文化公司股票，民國 99年 12月 31日市
價為$7,800，嶼聞公司於民國 100年 2月 4日以$8,050賣出。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假設嶼聞公司認列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民國 98 年 12 月 31日認列其他綜合損益－金融工具評
價損失$200 
�假設嶼聞公司認列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民國 99年 2月 4日認列其他綜合損益－金融工具評價利益$250 
�假設嶼聞公司認列為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民國 99年 2月 4日應該將其他綜合損益－金
融工具評價利益$50轉至保留盈餘 
�假設嶼聞公司認列為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民國 98年 12月 31日認列金融資產評價損失$200 

【3】41.有關投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投資公司收到股利時候，權益法不准認列股利收入 �投資公司對被投資公司有影響能力，該投資要用權益法評價 
�投資公司對被投資公司有控制能力，不能用權益法評價，改用合併報表 
�投資公司擁有被投資公司 10%股權，但卻擁有影響能力，應該用權益法評價 

【3】42.公司的會計人員於民國 99年 3月發現民國 98年底一批存貨值 500元忘了入帳，假設該存貨已經於民國 99年 5
月賣出，請問此錯誤對民國 99年期初存貨、民國 99年期末存貨、民國 99年銷貨成本、民國 99年淨利及民國 98年
淨利等五項科目影響中，有幾項是低估？ 
�一項 �二項 �三項 �四項 

【4】43.發行股票時，若是溢價發行，超過面額部分應列計於下列哪一科目？ 
�損益表利得 �其他綜合損益 �保留盈餘 �資本公積 

【1】44.下列哪一種情況會使每股盈餘減少？ 
�盈餘轉增資 �提撥法定盈餘公積 �發放普通股現金股利 �買回庫藏股 

【3】45.王務公司的流動比率過低，如果想提高流動比率，應該： 
�請供應商將賒銷期間由 90天延長為 120天 �向賒銷客戶收現 
�償還帳上之短期負債 �不允許客戶購貨賒帳 

【1】46.有關損益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損益表特殊項目(extraordinary items)應該以稅後金額表達 
�損益表上的所得稅費用應為所有淨利（包括停業部門淨利）乘以所得稅率後的金額 
�有關客戶退貨，在損益表中應列在損失 �損益表包含其他綜合淨利 

【4】47.有關特別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參加特別股」的價格低於「非參加特別股」 �「可轉換特別股」的價格低於「不可轉換特別股」 
�「累積特別股」的價格低於「非累積特別股」 �「可贖回特別股」的價格原則上低於「不可贖回特別股」 

【3】48.穩裕公司賣出庫藏股票價格較原先取得價格低時，其差額對於財務報表之影響為何？ 
�認列損益表損失 �認列其他綜合損益中之損失 
�先作為庫藏股票交易所產生之資本公積減項，不足之數再借計保留盈餘 
�直接作為保留盈餘減項，不足之數則自資本公積扣減 

【2】49.佛羅公司於民國 99 年 4 月 1日購買一部機器，成本為$500,000，耐用年數 5年，殘值$100,000，採倍數餘額遞
減法提列折舊，則該機器於 99年底帳面餘額為多少？ 
� $300,000 � $350,000 � $380,000 � $340,000 

【1】50.德和公司（買方）向文昌公司（賣方）訂購貨品，並簽訂起運點交貨條款，則此運費將由哪一方負擔？ 
�德和公司 �文昌公司 �先支付現金者 �兩方講好即可 

【4】51.有關公司發放股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公司股票股利宣告日，應貸記應付股本 �在現金股利的宣告日，不需做分錄，一直到發放日才入帳 
�在現金股利的除息日，貸記應付股利 �在現金股利的宣告日，貸記應付股利 

【2】52.台灣 2008 年以後員工分紅需要費用化，這重大改變係指： 
� 2008年以前所有員工分紅不入帳，2008年以後員工分紅才需要入帳 
� 2008年以前所有員工分紅不入損益表，2008年以後需要入損益表 
� 2008年以前所有員工分紅不是費用，也不會減少股東權益 
� 2008年以前所有員工股票分紅因為不用入帳，都不影響每股盈餘 

【3】53.王文公司民國 99年帳上有 8% 特別股 200,000股；每股面額 $10普通股，1月 1日流通在外 2,000,000股，4月
1日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500,000股，7月 1日收回庫藏股票 100,000股，10月 1日再售出全部庫藏股票，請問王文公
司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為多少？ 
� 2,500,000股 � 2,700,000股 � 2,350,000股 � 2,550,000股 

【4】54.吳晟音樂社於每月 15日發給上月份薪資，例如 4月份薪資於 5月 15日發給，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採權責發生基礎，須將 4月份之薪資認列為 4月份之費用 
�公認會計準則要求 4月份薪資應於 4月記錄薪資費用 
�如採現金基礎，4月份因未支付現金，無須記錄，而於 5月份支付現金時才記錄該薪資費用 
�採現金基礎，須將 4月份之薪資認列為 4月份之費用 

【1】55.波特(M.E.Porter)利用價值鏈的概念來聯結企業基本策略與企業的營運。請問下列何者不為「主要活動」的範圍？
�基礎設施(Firms infrastructure) �後勤進貨(Inbound logistics) 
�生產製造(Operations) �行銷與業務(Marketing & Sales) 

【4】56.赫茲伯格(Herzberg)提出雙因子理論，並說明激勵的效果。請問下列何者不為保健因子(Hygiene factors)的範圍？
�公司政策與行政 �薪資 �工作安全 �成就 

【2】57.產品可以依據消費者的購物習慣予以分類。請問：傢俱、服飾、中古車等是下列哪一種品項？ 
�便利品(Convenience goods) �選購品(Shopping goods) 
�特殊品(Special goods) �非搜尋品(Unsought goods) 

【1】58.學習型組織奠基於五項修練的核心。請問：「學習如何拓展個人能力，並塑造出一種組織環境，鼓勵所有成員
自我發展，實現自己選擇的目標與願景產品」。以上的敘述屬於五項修練的哪一項？ 
�自我超越 �共同願景 �心智模式 �團隊學習 

【4】59.平衡計分卡用以平衡組織財務與非財務的構面，同時兼顧長短期的策略目標。下列何者不為平衡計分卡的衡量構面？
�財務構面 �顧客構面 �學習與成長 �外部流程 

【1】60.購買者特徵會影響購買者的決策。客家電視台的開播直接帶動相關的行銷活動，如：客家美食與文化節、客家
流行歌曲… … 等。請問以上敘述屬於購買者特徵的哪一項？ 
�文化 �個人 �心理 �經濟 

【2】61.企業購買行為有別於消費者購買行為。當企業購買行為之採購成本及風險越高，參與決策的人數增加。較符合
哪一種企業購買情況？ 
�直接再購 �新購買 �修正再購 �棄標 

【1】62.將市場分為國家、區域、都市或臨近區域等地理單位，是市場區隔變數中的哪一種分類？ 
�地理性的區隔 �人口統計區隔 �心理特性之區隔 �行為方面的區隔 

【1】63. Philip Kolter認為產品包括五個層次，如果您投宿飯店，最重要的因素是希望獲得良好的睡眠品質，而 A飯店
恰好也以此為訴求。則提供這樣的產品或服務是為下列何種層次？ 
�核心利益 �期望產品 �延伸產品 �潛在產品 

【2】64.若 A烤麵包機的製造商，其單位成本為$16，若現在公司要求 20%的利潤加成，請問該產品之成本加成售價為：
� $18 � $20 � $22 � $24 

【1】65.廠商贈送樣品、試吃試喝活動是利用消費者心理因素的： 
�學習 �動機 �知覺 �態度 

【1】66.若A公司每年訂購的皮鞋總數是 600雙，每次訂購的重新進貨成本為$20，持有成本為$3。經濟訂購量(EOQ)為多少單位？
� 90 � 100 � 110 � 120 

【4】67.若 A公司總資產為$3,588，總權益為$2,591。請問總負債比率為何？（單位：百萬） 
� 0.5 � 0.14 � 0.56 � 0.28 

【1】68.若您覺得年利率 12%是一個不錯的投資，因此您存了$400美金進該銀行，請問七年過後您將約有多少錢？ 
� $884 � $589 � $950 � $1,030 

【1】69.假設您三年之後需要$1,000美金，而投入的錢必須賺 15%的報酬率。則您必須在現在投入多少金額？ 
� $658 � $572 � $941 � $443 

【4】70.若A印刷公司服務每張 0.1美元，每年的固定成本為 27,000美元，而每張印刷的變動成本為 0.04美元。其損益平衡點為：
� 400,000張 � 420,000張 � 430,000張 � 450,000張 

【4】71. Lovelock(1983)發展出服務的人員涉入與設備涉入矩陣。請問「超級市場」屬於： 
�人員涉入高 / 設備涉入高 �人員涉入低 / 設備涉入低 
�人員涉入高 / 設備涉入低 �人員涉入低 / 設備涉入高 

【4】72.擁有較低的成本降低壓力及較高的地區回應壓力之國際企業的類型為何？ 
�全球企業 �跨國企業 �國際企業 �多國企業 

【2】73.根據 Igor H.Ansoff 之產品與市場擴張矩陣，請問以現有產品進入新市場是為： 
�市場滲透策略 �市場開發策略 �產品開發策略 �多角化策略 

【4】74.為了有效界定目前市場，以下何者不為有效區隔市場的特性？ 
�可區別性 �可衡量性 �可接近性 �可議價性 

【2】75.根據 D. Ulrich（1997）的說明，現代人力資源有四大角色。在管理的重點上以效率及穩定性為主，同時能依固
定流程完成例行工作是為： 
�策略夥伴 �行政專家 �員工協助者 �變革促進者 

【2】76.有關勞動三法所欲提升之勞工三權，下列何者非屬之？ 
�團結權 �就業權 �團體協商權 �爭議權 

【4】77.在資本預算決策中，「投資計劃的平均年度預期淨收入除以平均淨投資額」又稱為： 
�回收期間法 �淨現值法 �內部報酬率法 �會計報酬率法 

【4】78.所謂行銷組合，包括： 
�產品、定價、包裝與促銷 �產品、公關、定價與包裝 
�包裝、定價、通路與促銷 �產品、定價、通路與促銷 

【1】79.促銷活動包括許多誘因，大多是短期性的，若讓消費者免費試用、提供現金折扣或折價券… ..等方式則為： 
�消費者促銷活動 �經銷商促銷活動 �企業與銷售人員促銷 �通路促銷 

【1】80.有關研究工作動機理論的主要學者，例如馬斯洛(Abraham Maslow)、赫茲伯格(Frederick Herzberg)、阿德佛特
(Clayton Alderfer)，可歸類在下列哪一學派的理論中？ 
�內容理論(Content Theory) �過程理論(Process Theory) 
�公平理論(Equity Theory) �歸因理論(Attribute The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