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接續背面】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年度產學合作班新進工員甄試試題 

甄試類別【代碼】：商業經營【R9302】 

專業科目 A：會計學 ＊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先檢查答案卡（卷），測驗入場通知書編號、座位標籤、應試科目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試

人員處理。使用非本人答案卡（卷）作答者，該節不予計分。 

本試卷一張雙面，題型為【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25題，每題 2分；複選題 15 題，每題 2 分；非選擇題 2 題，
每題 10分】，共 100分。 

第 1~25題為單選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以複選作答或未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第 26~40 題為複選題，每題有 4 個選項，其中至少有 2 個是正確答案，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所有選項均
答對者，得該題全部分數；答錯 k 個選項者，得該題(4-2k)/4 之題分；所有選項均未作答或答錯 2 個選項以
上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選擇題限以 2B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請選出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非選擇題限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於答案卷上採橫式作答，並請依標題指示之題號於各題指定作答區內作答。  

請勿於答案卡（卷）上書寫姓名、入場通知書編號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儲存程式、文數字編輯、內建程式、
外接插卡、攝（錄）影音、資料傳輸、通訊或類似功能），且不得發出聲響。應考人如有下列情事扣該節成
績 10分，如再犯者該節不予計分。1.電子計算器發出聲響，經制止仍執意續犯者。2.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
器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制止仍執意續犯者。  

答案卡（卷）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節以零分計算。 

壹、單選題 
【4】1.孔劉商店向智賢商店訂購商品，則孔劉商店應如何處理？ 

借：進貨 借：預付貨款  貸：預收貨款  不必做分錄 

【2】2.仲基公司經營商品買賣，有一 A客戶退回商品$5,000。如果仲基公司以現金退還，則該分錄為何？ 

借：現金$5,000  借：銷貨退回$5,000 

貸：進貨退出$5,000  貸：應收帳款$5,000 

【1】3.分類帳中之「日期欄」應填入下列何者？ 

交易發生之日期  編財務報表之日期 

進行過帳工作之日期  交易記入日記簿之日期  

【3】4.日記簿及分類帳的共同點為下列何者？ 

皆有日頁欄   皆有類頁欄  

均為企業必要之帳簿  均為交易的終結紀錄  

【3】5.若已知道錯誤係因數字移位，將一金額$95誤記為$950，則下列何種「推計方法」最容易找出此類錯誤？ 

逆查法  差數除以 2 

差數除以 9  與上次試算表並列比較查對 

【2】6.在「應計基礎」之下，若公司每月薪資支出均於次月 5日發放，有關 X3年 12月份的薪資支出，公
司應於何時認列入帳？ 

 X3年 12月 05日   X3年 12月 31日   X4年 01月 01日   X4年 01月 05日 

【2】7.漏記應付費用，會使本期淨利如何變化？ 

虛減  虛增 

無影響   可能虛增也可能虛減 

【1】8.銷貨淨額$300,000，銷貨成本$210,000，毛利率為何？ 

 30.0%    42.9% 

 70.0%    100.0% 

【1】9.東延公司於 8月 31日為 A客戶的車輛提供維修服務，A客戶於 9月 2日取車，並於 9月 5日郵寄支
票給公司，而公司於 9月 7日收到此支票。公司應於何時認列收入？ 

 08月 31日  09月 02日  09月 05日  09月 07日 

【1】10.銷售貨物，收到現金，應編製下列何者？ 

現金收入傳票  現金支出傳票  現金轉帳傳票 分錄轉帳傳票  

【4】11.採用電腦化會計後，下列何者仍須仰賴人工會計？ 

過帳 編表 編製傳票 取得原始憑證 

【4】12.在零用金保管員抽屜中發現郵票及員工借條應列為下列何者？ 

現金 零用金 用品盤存 預付郵電費及其他應收款 

【4】13.有關存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採永續盤存制不需盤點期末存貨 採定期盤存制可以隨時計算銷貨成本 

採定期盤存制，銷貨時必須作兩個分錄 採永續盤存制，須於期末盤點存貨時方知庫存盈虧 

【2】14.有關無形資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政府贈與的無形資產，因無須支付價金，故無須入帳 

因合併而取得的商譽雖不具有可辨認性，但仍屬於無形資產  

依據國際會計準則，非確定耐用年限的無形資產，應以法定期限予以攤銷 

內部產生的無形資產，若無法區分為研究與發展階段，則全數予以資本化 

【1】15.下列何種存貨計價方法，最接近買賣業商品的實際流動情形？ 

先進先出法   簡單平均法 

加權平均法  移動平均法 

【1】16.賢彬家具專賣店出售一組餐桌椅，定價$210,000，最後以定價的八折成交，該專賣店依規定開立二聯
式統一發票給客戶，營業稅率為 5%。此一交易的銷項稅額為何？ 

 $8,000 

 $8,400 

 $10,000 

 $10,500 

【2】17.本年度淨利為$55,000，經檢查後發現本期期末存貨多計了$5,000，則本年度正確之淨利應為何？ 

 $45,000 

 $50,000 

 $55,000 

 $60,000 

【3】18.三重公司收到一張面值$61,800，四個月到期不付息之票據。若有效利率為 9%，該票據的現值為何？ 

 $56,400 

 $58,200 

 $60,000  

 $61,800  

【1】19.荷娜公司於 X1年初開發了一套電腦軟體，該公司支付程式設計$250,000、製造母版$200,000、製作
軟體模型$100,000、測試軟體模型$25,000、複製並包裝產品$125,000。電腦軟體之成本為何？ 

 $200,000 

 $450,000 

 $550,000 

 $575,000 

【4】20.應付帳款統制帳戶貸方餘額為$420,000，而明細分類帳中有一帳戶發生借餘$105,000。資產負債表上
應付帳款之金額應列示為何？ 

 $105,000  

 $315,000  

 $420,000  

 $525,000 

【4】21.宋茜公司 X1年初以現金購買 A公司股票 12,000股，每股$40，並支付手續費$4,000。若作為透過其
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投資，該投資應認列的取得成本為何？ 

 $120,000 

 $124,000 

 $480,000 

 $484,000 

【4】22.白鹿公司購入土地及房屋，共計$4,500,000，已知房屋之公允價值為$1,000,000，土地價值不明確。
土地及房屋之入帳成本分別為何？ 

土地$2,250,000，房屋$2,250,000  

土地$2,500,000，房屋$2,000,000 

土地$3,000,000，房屋$1,500,000 

土地$3,500,000，房屋$1,000,000  

【2】23.流動負債為$450,000，流動比率 2，假設流動負債高估$150,000，正確之流動比率為何？ 

 2.5 

 3.0 

 3.5 

 4.0 

 



【2】24.有關文山公司之會計處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收到股東現金投資，借：現金，貸：投資收入 

收到客戶預付貨款，借：現金，貸：預收收入 

清償先前應計之員工薪資，借：薪資費用，貸：現金 

簽發票據清償對供應商欠款，借：應收票據，貸：應收帳款 

【2】25.大安公司 X1年底普通股在外流通股數為 95,000股，已知 X1年 7月 1日買回庫藏股 10,000股，11

月 30日再發行 7,500股，12月 12日股票分割，每股分為兩股。X1年普通股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為何？ 

 43,750股 

 91,250股 

 95,000股 

 97,500股 

貳、複選題 

【134】26.有關帳戶與結帳，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虛帳戶作為本期損益計算資料  虛帳戶結帳後餘額仍轉入下期 

實帳戶結帳後餘額須結轉下期 實帳戶是指資產、負債及權益三類帳戶 

【1234】27.下列算式何者正確？ 

營業收入－營業成本＝營業毛利 營業毛利－營業費用＝營業損益 

營業外收支＝營業外收入－營業外支出 營業收入－營業成本＝營業損益＋營業費用 

【123】28.複式傳票採用「三分法」時，包含下列何種傳票格式？ 

轉帳傳票  現金支出傳票  

現金收入傳票  現金轉帳傳票 

【134】29.有關綜合損益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為一動態報表 

表達一特定日之財務狀況 

彙集企業的收益及費損類項目 

先編製營業相關之收入與成本，再編製營業外之收入與支出 

【12】30.下列何者屬於財務報表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活期存款 庫存現金 銀行透支 六個月之定期存款 

【124】31.下列哪些項目包括在存貨成本中？ 

加工成本  進貨價格  

商業折扣   進貨時之關稅 

【234】32.有關「股票股利」及「股票分割」比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兩者皆須作正式分錄  兩者皆使流通在外股數增加 

兩者對股東持股比例均無影響  股票股利使保留盈餘減少，股票分割不影響保留盈餘 

【13】33.萬華公司擬發行三年期公司債，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當市場利率等於票面利率，公司債將平價發行 當市場利率等於票面利率，公司債將溢價發行 

當市場利率高於票面利率，公司債將折價發行 當市場利率低於票面利率，公司債將折價發行 

【14】34.有關應收帳款，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屬流動資產  流動性比存貨低 

未來一定能夠收到款項  由企業賒銷商品或勞務而產生 

【123】35.新竹公司購入桃園公司 30%的普通股且具重大影響力，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新竹公司對該投資應採權益法進行相關之帳務處理 

若桃園公司支付現金股利，則新竹公司應認列投資減少 

新竹公司應就桃園公司之當年損益，依持股比例認列投資損益 

新竹公司應以桃園公司股票之公允價值調整投資之帳面金額 

【123】36.有關進貨產生的兩個月不附息票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以面額入帳  屬於營業活動產生 

簽發票據時，貸：應付票據 報導期間結束日需要作利息費用的調整  

【24】37.萬華公司 X1 年底的股票價格為$60，有 100,000 股普通股流通在外，X1 年期初及期末保留盈餘分
別為$40,000及$48,000，X1年淨利為$188,000。若 X1年保留盈餘變動僅來自於當期淨利及發放現金股利，
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每股現金股利為$2.0  現金股利為$180,000 

萬華公司實收股本為$6,000,000 現金股利收益率(dividend yield)為 3.0% 

【1234】38.有關商業與現金折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商業折扣無須入帳 

企業訂有現金折扣，其目的為鼓勵顧客提早付款 

企業給予顧客的現金折扣，會計上稱為銷貨折扣 

若應付帳款於 20天內付款即可享九八折，則表示此一條件的符號是：2/20 

【1234】39.有關公司債溢折價的攤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有效利息法下，每期票面利息相等 

有效利息法下，應付公司債溢價攤銷額逐期遞增 

有效利息法下，公司債採溢價發行，每期利息費用逐期遞減 

有效利息法下，公司債採折價發行，每期利息費用逐期遞增 

【234】40.板橋公司於 X1年 12 月 31日出售一部電腦，售價$55,000，該電腦並無保固服務，但消費者可再
支付$1,200，以獲得一年期保固，每台電腦保固成本為$1,000。若消費者合計支付$56,200購買該電腦及一
年期保固，有關板橋公司之會計處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X1年認列保固負債準備$1,000  X1年認列遞延保固收入$1,200 

 X2年認列保固收入$1,200  X2年認列保固費用$1,000 

參、非選擇題二大題（每大題 10分） 

第一題： 

偉光公司係生技開發公司，請依其會計事項回答下列問題：（未列出計算過程者，不予計分） 

（一）該公司於 X1年初以$2,250,000購入信義區松仁路某辦公大樓，估計耐用年限 15年，無殘值。其

中電梯之成本對整座辦公大樓而言係屬重大，X9年底公司決定汰換大樓電梯，換裝新電梯的成

本為$1,200,000。若被汰換之電梯成本為$600,000，無殘值，耐用年限 10年（採直線法估算折舊），

汰換電梯時產生的處分資產損益為多少？【5分；請註明獲利或損失】 

（二）該公司於 X1年初以$600,000購進一著作權，以直線法提列攤銷，法定年限為 20年，經濟效益

10年。若該公司於 X9年底以$120,000出售，出售損益為多少？【5分；請註明獲利或損失】 

 

第二題： 

劍鈴公司係機械精密公司，請依其會計事項回答下列問題：（未列出計算過程者，不予計分） 

（一）該公司 X1年 1月 1日流通在外 800,000股，7月 1日發放股票股利 25%，10月 1日增資發行新

股 200,000股。若本年度稅後淨利$630,000，每股盈餘為多少？【5分】 

（二）該公司 X1年 6月 30日銀行對帳單餘額$24,450，在途存款$4,200，未兌現支票$2,550，銀行代收

票據$8,400，存款不足退票$3,450。公司帳上銀行存款調整前餘額為多少？【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