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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房屋成本$2,000,000，累計折舊$500,000，曾投保火險，保額$1,200,000，此時房屋遭火災全毀，經保險公司賠款後之火
災損失為何？ 

� $250,000 � $300,000 � $550,000 � $600,000 

2.洋勝公司持有票面$100,000，利率 6%，90天到期的應收票據，在持有 30天後轉向銀行貼現，利率 7%，可得現金為何？ 

� $100,000 � $100,312 � $101,184 � $101,500 

3.為取得捐贈土地，而支付過戶登記費用，帳上應： 

�借記捐贈資本 �借記土地 �借記登記費用 �借記營業費用 

4.將資本支出誤記為收益支出，將使下年度： 

�資產少計，淨利少計 �資產多計，淨利多計 �資產少計，淨利多計 �資產多計，淨利少計 

5.非常修理是一項： 

�資本支出 �收益支出 �費用支出 �固定支出 

6.辦理資產重估價，最可能發生： 

�增加營利事業所得稅 �增提折舊額 �產生虛盈實虧 �減少資本公積 

7.資產漲價補償準備屬於： 

�負債 �資產之減項 �收入 �股東權益 

8.折耗係指天然資源成本的分攤，其性質為： 

�期間費用 �遞延費用 �營業外費用 �產品成本 

9.連洋公司 95年初購入專利權，法定年限 10年，但經濟效益僅 5年，96年底資產負債表上專利權為$240,000。97年度專
利權攤銷金額為何？ 

� $30,000 � $40,000 � $60,000 � $80,000 

10.陽光公司 97 年度現金基礎的純益為$4,500,000，假設本年度預付費用增加$200,000，應付費用減少$300,000，則權責基
礎之純益為何？ 

� $4,000,000 � $4,400,000 � $4,600,000 � $5,000,000 

11.租賃改良物應按幾年攤銷？ 

�租賃期間 �改良物的耐用年限 �租賃期間或耐用年限孰短 �不必攤銷 

12.甲.飾品銷售人員的佣金  乙.會計部門的辦公室租金  丙.工廠機器設備的折舊  丁.設計新產品的設計師薪資  戊.作業
員的年終獎金。上述有幾項不應列為營業費用？ 

�一項 �二項 �三項 �四項 

13.勝洋公司 96年初原料存貨為$100,000，期末原料存貨為期初存貨的 3倍，96年度直接原料耗用$1,000,000，間接原料耗
用$200,000。96年度的購料金額為何？ 

� $1,200,000 � $1,300,000 � $1,400,000 � $1,500,000 

14.秘密準備的產生，是由於： 

�高估資產 �高估負債 �高估收益 �低估費用 

15.洋力公司持有洋溢公司 40%的股權，洋力公司對洋溢公司有重大影響力，洋溢公司為洋力公司的： 

�子公司 �投資公司 �聯屬企業 �關聯企業 

16.在建立技術可行性前所發生的電腦軟體開發成本，應記為： 

�研究發展支出 �電腦軟體成本 �遞延電腦軟體成本 �存貨 

17.星洋公司 93年初購入設備，成本$98,000，殘值$8,000，耐用年限 5年，採年數合計法提列折舊。96年 7月 1日將該設
備出售，得款$30,000，則其出售利益為何？ 

� $7,000 � $10,000 � $13,000 � $19,000 

18.預付利息之期初餘額為$11,000，期末餘額為$16,000，本期之利息費用為$35,000，則本期支付之利息金額為何？ 
� $5,000 � $8,000 � $30,000 � $40,000 

19.下列何項錯誤會影響試算表的平衡？ 

�借方重覆過帳 �貸方過錯帳戶 �整筆交易漏過帳 �借貸科目顛倒 

20.作回轉分錄的時間是在： 

�期末 �期初 �期末及期初 �調整前 

 

21.倘 11月 1日收到半年房屋租金$120,000，貸記「預收租金」，年底調整時，應貸記： 

�租金收入：$40,000 �預收租金：$40,000 �租金收入：$80,000 �預收租金：$80,000 

22.本年度期末存貨高估，將使： 

�本年度銷貨成本高估 �本年度淨利高估 �次年度營運資金低估 �次年度銷貨毛利高估 

23.收到他人支票，因存款不足遭到退票，應： 

�借記應收票據 �借記應收帳款 �貸記應收票據 �貸記應收帳款 

24.備抵法下，實際發生呆帳之沖銷分錄為： 

�貸記備抵壞帳 �貸記應收帳款 �借記壞帳費用 �借記銷貨收入 

25.在下列何種情況之下，須貸記「零用金」科目？ 

�增設時 �減設時 �撥補時 �支付時 

26.倘 1月 3日購買商品一批，標價$600,000，商業折扣 10%，於 1月 13日支付現金$529,200，其付款條件可能為： 

� 1/10；n/10 � 2/10；n/30 � 1.18/10；n/10 � 1.18/10；n/30 

27.甲.建造房屋而搭建工棚之成本  乙.建造房屋而挖打地基的成本  丙.隨土地一起買入，準備拆除之舊屋成本  丁.建造期
間投保意外險之保費。上述有幾項屬於房屋的成本？ 

�一項  �二項 �三項 �四項 

28.下列何者非屬準備貨幣之同義字？ 

�貨幣基數(monetary base)  �強勢貨幣(high powered money)   

�基礎貨幣(base money)  �關鍵貨幣(key money) 

29.有關借款者與銀行之間信用基礎(決定信用額度)的 3C，下列何者非屬之？ 

�品格 �能力 �資本 �擔保品 

30.帕廷金(D. Patinkin)所提出以貨幣政策透過影響實質財富狀態，進而影響消費與投資的傳遞效果，稱之為下列何者？ 

�利率效果(interest rate effect)  �信用可貸性效果(credit availability effect) 

�實質餘額效果(real balance effect)  �資產選擇效果(portfolio effect) 

31.以 IS-LM模型來說明貨幣政策無效，下列何者錯誤？ 

�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為無限大 �投資的利率彈性接近無限大 

�流動性陷阱 �投資陷阱 

32.假設銀行的活存總額為 1,000元，通貨發行額為 400元，央行的庫存現金為 5元，銀行庫存現金為 50元，在央行存款為
100元，則貨幣供給量為何？ 

� 1,395元 � 1,400元 � 1,450元 � 1,455元 

33.根據相對購買力平價理論，若基期時，美元兌換新台幣的匯率為 30，而一年後美國的物價上漲率為 5%，台灣的物價上
漲率為 3%，則其均衡匯率應為： 

� 28.5 � 29.4 � 30.6 � 31.5 

34.新台幣對美元大幅升值，假若中央銀行採沖銷式的干預，對於央行的資產負債表所產生變化，下列何者正確？  

�準備貨幣增加 �國外資產減少 �國內有價證券減少 �其他項目淨額增加 

35.請問
A

M1 貨幣定義不包括： 

�通貨淨額 �支票存款 �活期儲蓄存款 �活期存款 

36.對於國際收支逆差，若採貶值政策，則其改善過程是呈現下列何種型態？ 

� M型 � S 型 � J 型 � V 型 

37.以 IS-LM-BP模型分析貨幣、財政政策有效性，下列敘述何種正確？ 

�在固定匯率下，採擴張性財政政策，則利率上升，所得不變 �在固定匯率下，採擴張性貨幣政策，則利率上升，所得增加 

�在浮動匯率下，採擴張性財政政策，則利率下跌，所得增加 �在浮動匯率下，採擴張性貨幣政策，則利率下跌，所得增加 

38.下列何者被稱為限制跨國資本移動所採行的稅賦？ 

�凱因斯稅 �托賓稅 �孟岱爾稅 �雷根稅 

39.下列何者為中央銀行經由公開市場操作所提供給銀行的準備金？ 

�借入準備 �非借入準備 �超額準備 �自由準備 

40.當未來的短期利率小於現在的短期利率，則根據預期理論，收益曲線(yield curve)的斜率為何？  

�正 �負 �零 �無限大 

41.下列機構何者不能參加金融業拆款市場？   

�信託投資公司 �郵政儲金匯業局 �證券金融公司 �票券金融公司 

42.美國的聯邦資金市場相當於我國的哪一個市場？ 

�公債市場 �金融同業拆款市場 �外匯市場 �票券市場 

43.下列何者非屬第一準備金的主要構成分子？  

�庫存現金 �在央行存款 �待交換票據 �國庫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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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關於開放型基金，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得隨時向基金公司買入或贖回 �基金規模不變 

�以基金淨值買入或贖回 �股票型基金按收盤價逐日清算淨值 

45.存款人將 1,000元存入銀行，在無現金外流，無超額準備的假設下，法定準備率為 10%，則存款貨幣增加多少？  

� 7,000元 � 8,000元 � 9,000元 � 10,000元 

46.若本國利率 3%，美國利率 6%，目前即期匯率為 30，根據拋補利率平價理論，則三個月期的遠期匯率？ 

� 28.212 � 29.775 � 30.132 � 31.543 

47.當預期未來市場利率將上升，且銀行的利差(spread)有增加趨勢，若銀行採正的資金缺口，則淨利息收入(net interest income)為： 

�增加 �減少 �不變 �不一定 

48.關於銀行法所認可的流動資產，下列何者錯誤？  

�超額準備 �金融業互拆借差 �國庫券 �貸款承諾 

49.劍橋現金方程式強調貨幣的主要功能為： 

�交易媒介 �記帳單位 �延期支付  �價值儲藏 

50.凱因斯流動性偏好指出影響大眾持有貨幣需求的動機中，下列何者錯誤？ 

�交易動機 �預防動機 �投機動機 �投資動機 

51.央行執行寬鬆的貨幣政策，下列措施何者錯誤？  

�降低法定準備率 �降低重貼現率 �公開市場買入操作 �提高保證金比率 

52.根據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下列何者會造成準備貨幣增加？ 

�歐元資產減少 �政府放款減少 �政府存款減少 �對金融機構債權減少 

53.下列何者相對具有反應迅速且具中立性的貨幣政策工具？ 

�公開市場操作 �法定準備調整 �重貼現率調整 �保證金比率調整 

54.有關票據保證，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保證未載明保證人者，視為承兌人保證 �保證人與被保證人負同一責任  

�保證不得就匯票金額之一部分為之  �被保證人之債務縱為無效，保證人仍負擔其義務  

55.有關票據付款人之責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背書不連續之票據而付款者應自負其責  �對於背書簽名之真偽不負認定之責  

�對於執票人是否為票據權利人不負認定之責 �到期日前付款者不負其責  

56.有關參加付款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參加付款不問何人，均得為之 �參加付款應於執票人得行使追索權時為之  

�參加付款得就被參加人應支付金額之部分為之  �被參加付款人之後手因參加付款而免除債務  

57.下列有關票據之敘述，何者錯誤？  

�票據上記載票據法所未規定之事項者，不生票據上之效力  

�以惡意取得票據者，該票據無效  

�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優於其前手之權力  

�票據上簽名之偽造，不影響於真正簽名之效力  

58.有關票據到期日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執票人應於到期日或其後三日內為付款之提示 

�付款經執票人之同意，得延期至提示後三日為限  

�見票後定期付款之匯票，依承兌日或拒絕承兌證書作成日計算到期日  

�票上僅載月初、月中、月底者，謂月之ㄧ日、十五日、末日  

59.匯票在到期日前，下列何種情況執票人不得行使追索權？  

�匯票不獲承兌時 �付款人或承兌人死亡無從為承兌時  

�付款人或承兌人受破產宣告時 �付款人或承兌人帳戶受假扣押時  

60.有關票據掛失止付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無存款又未經允許墊借票據之止付通知應不予受理 

�存款不足之票據，應不予受理  

�票據權利人就到期日前之票據為止付通知時，付款人應先予登記  

�經止付之金額應由付款人留存  

61.支票發票地在高雄市，付款地在台南市，應於發票日後多久提示？  

�三日 �七日  �十五日 �六十日  
62.匯票執票人對承兌人之付款請求權，其時效期間為下列何者？  

�六個月 �一年  �二年 �三年 

 
 

63.有關支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付款人於發票人之存款，不敷支付支票金額時，得就一部分支付之 

�發票人於提示期限經過後，不得撤銷付款之委託  

�畫平行線之支票如經背書後，發票人不得撤銷該平行線 

�以支票轉帳或為抵銷者，視為支票之支付 

64.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額，委託金融業者於見票時無條件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字據，稱為： 

�支票 �本票  �匯票  �保付支票  

65.下列何者非屬匯票及本票之絕對必要記載事項？  

�一定之金額 �發票年月日  �付款人之商號 �無條件支付之委託  

66.發票日記載為 96年 4月 31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視為 96年 4月 30日到期 �視為 96年 5月 1日到期 �視為 96年 4月 29日到期 �該票據無效  

67.支票抬頭人為公司行號，下列背書何者有效？  

�蓋有公司行號之名稱並附具個人職銜戳記再由該職員蓋章 

�蓋有公司行號之名稱並附「銀錢不憑」字樣 

�蓋有公司行號之名稱並附「回單」字樣 

�蓋有公司行號之名稱並附「便章」字樣 

68.有關票據之變造，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簽名在變造前者，依原有文義負責 �簽名在變造後者，依變造文義負責 

�不能辨別前後者，推定簽名在變造後  �參予同意變造者，不論簽名在變造前後，均依變造文義負責  

69.票據喪失時，票據權利應於提出止付通知後幾日內向付款人提出以為聲請公示催告之證明？  

�二日 �三日  �五日 �七日  

70.甲簽發匯票與乙，乙背書轉讓與丙，丙背書轉讓與丁，丁再背書轉讓與甲，戊為匯款承兌人，則甲對下列何者得行使追
索權？ 

�僅乙、丙 �乙、丙、丁  �僅戊  �均不得行使追索權  

71.以發票人、承兌人、背書人、付款人或其他票據債務人為背書人所為之背書，稱為： 

�回頭背書 �設質背書  �期後背書 �委任取款背書  

72.發票人甲將支票交付與乙，乙背書轉讓與丙，丙背書轉讓與丁，丁背書轉讓與戊，戊故意將丙之背書塗銷，則其法律效
果如何？ 

�僅甲可免責 �僅乙可免責  �僅丙可免責  �丙、丁可免責  

73.有關保付支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保付支票之付款責任與匯票承兌人同 

�付款人於支票上為保付之記載時，發票人及背書人免除其責任  

�保付支票遺失時，票據權利人仍得掛失止付  

�保付支票發行滿一年，付款人仍須負付款之責  

74.票據上之債權，雖依票據法因時效或手續之欠缺而消滅，但執票人對下列何人於其所受利益之限度內，仍得請求償還？ 

�發票人或付款人 �付款人或保證人 �發票人或承兌人 �付款人或背書人 

75.住所地為台北市信義區之某甲簽發發票日為九十六年二月一日、到期日為九十六年六月一日、付款銀行為 A銀行 B分行
（台北縣永和市）之本票一紙，如甲擬就此本票撤銷付款委託，應於何時始得為之？ 

�九十六年六月八日以後 �九十六年六月十六日以後 

�九十六年六月三日以後 �在付款銀行尚未付款前隨時都可以 

76.支票執票人對發票人之付款請求權為： 

�自發票日起算一年 �自提示日起算一年  �自被訴日起算一年  �自做成拒絕證書日起算一年  

77.有關匯票背書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記名匯票發票人有禁止背書轉讓之記載者，不得轉讓 �就匯票金額之一部分所為之背書，不生效力  

�匯票金額分別轉讓於數人之背書，仍為有效  �背書附記條件者，其條件視為無記載 

78.見票後定期付款之匯票，應自發票日起多久為承兌之提示？  

�三日 �七日  �十五日 �六個月  

79.有關匯票承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承兌得在匯票背面為之 �付款人承兌時，得就匯票金額之一部份為之  

�承兌附條件者視為承兌拒絕 �付款人僅在票面簽名者視為承兌  

80.參加承兌人非受被參加人之委託而為參加者，應於參加後多久期間，將參加事由通知被參加人？  

�二日 �三日  �四日 �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