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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有關負債的項目：［甲］指企業依合約約定已收取或已可自客戶收取對價而須移轉商品或勞務予客戶之義務；［乙］
指與應課稅暫時性差異有關之未來期間應付所得稅金額。上述中，［甲］與［乙］應為：
應付帳款，本期所得稅負債
負債準備－流動，本期所得稅負債
合約資產，所得稅費用
合約負債，遞延所得稅負債
【3】2.有關「無形資產」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累計攤銷」為無形資產之減項
可被企業控制及具有未來經濟效益
商譽以外的無形資產都應按一定年數攤銷
指無實體形式之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並同時符合具有可辨認性
【2】3.下列何者非為應列報於綜合損益表之項目？
研發費用
備抵損失
財務成本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利益）
【1】4.下列哪一項目屬現金？
活期存款
遠期支票
印花稅票
員工借據
【1】5.文林公司 20X7 年期初存貨多計$10,500，期末存貨亦多計$15,000，若兩項錯誤均未更正，請問：對 20X7 年淨利之
影響為何？
多計$4,500
多計$25,500
少計$4,500
少計$25,500
【4】6.新安公司發行及流通在外之股本有：普通股 500,000 股（面額$10）及特別股 250,000 股（面額$10，股利率為 6%，
累積，部分參加至 10%，符合權益定義）。若 20X6 年並未分配股利，20X7 年度的淨利為$1,200,000，擬全數分配股利，
請問：20X7 年普通股股東及特別股股東各分得多少？
$400,000，$800,000
$500,000，$700,000
$700,000，$500,000
$800,000，$400,000
【3】7.裕民公司於 20X7 年初以成本$15,000 買入端面切槽刀三支，耐用年限估計 3 年，無殘值，採用「直線法」提列折舊。
惟會計人員卻將該購入交易誤記為修理費，如至 20X8 年初始發現此項錯誤，在不考慮所得稅下，請問：該項錯誤對 20X7
年度淨利的影響為何？
淨利高估$10,000
淨利高估$15,000
淨利低估$10,000
淨利低估$15,000
【3】8.永昌公司創業之初，有意願向 A 公司承租辦公室，經約定需承租 10 年，最初 2 年不收取任何租金，自第 3 年起至
第 10 年每年的租金固定為$100,000。若永昌公司同意承租該辦公室，請問：第 1 年應認列的租金費用為多少？
 $0
 $50,000
 $80,000
 $100,000
【1】9.寶湖公司於 20X8 年 4 月 1 日購入 A 公司所發行之公司債，面額$2,000,000，利率 4.5%，每年 6 月 30 日及 12 月 31
日付息，擬作為按攤銷後成本衡量金融資產。若按 97 加計應計利息購入，請問：寶湖公司購入投資之相關分錄，下列何
者正確？
借：按攤銷後成本衡量金融資產-公司債$1,940,000
借：應收利息$45,000
貸：現金$1,940,000
貸：公司債折價$45,000
【1】10.日善公司於 20X3 年初投入開發 TEPA20X3-癌症新藥，20X7 年底研發成功，20X8 年初取得專利權，五年間共投入
研究費用$85,800,000，申請及登記費用$3,125,000。請問：日善公司 20X8 年初帳上專利權成本為多少？
 $3,125,000
 $21,450,000
 $85,800,000
 $88,925,000
【3】11.綠堤公司於 20X7 年 6 月 1 日發行面額$10,000,000（票面利率 4.5%、市場利率 6.5%，每年 7 月 1 日及 1 月 1 日付息）
之 5 年期公司債，若加計應計利息後共取得$9,857,500，請問：綠堤公司的公司債發行價格為多少？
 97.2
 97.7
 98.2
 98.7
【3】12.明湖公司收到客戶 A 於 20X7 年 7 月 1 日開出的面額$1,000,000，年利率 4.5%，3 個月到期的本票乙紙，明湖公司
20X7 年 8 月 1 日將該向本票銀行貼現，貼現率 8.5%，請問：明湖公司貼現時可收得多少現金？（四捨五入至元）
 $994,924
 $995,924
 $996,924
 $997,924
【4】13.百齡公司 20X7 年度的部分財務資訊如下，假設所有銷貨均為賖銷，請問：其應收帳款週轉率為多少？
期初
期末
存貨
$393,750
$262,500
應收帳款
150,000
156,250
存貨週轉率
7.0（次）
以銷貨收入為基礎計算之毛利率
25.0%
 17.0（次）
 18.0（次）
 19.0（次）
 20.0（次）

【2】14.西門公司於 20X6 年 1 月 1 日借給 A 公司$55,000，收到 A 公司簽發的面額$73,205，三年到期之不附息票據乙紙。
若該票據有效利率為 10%，西門公司採曆年制，請問：20X7 年度應認列之利息收入為多少？（四捨五入至元）
 $5,500
 $6,050
 $6,410
 $7,321
【1】15.秀湖公司於 20X7 年初以其設備（單曲軸 C 型沖床，成本$7,312,500，累計折舊$4,875,000）交換 A 公司的設備（電
腦式凹版多色印刷機）；交換日，秀湖公司設備的公允價值為$2,730,000，A 公司設備的公允價值為$3,412,500，另秀湖
公司支付 A 公司現金$682,500。若該筆交換交易具「商業實質」，請問：秀湖公司應認列的交換損益為多少？
利益$292,500
利益$302,500
損失$292,500
損失$302,500
【2】16.福林公司於 20X7 年 1 月 1 日以$350,000,000 購買供自己使用的一棟商業大樓（土地$225,250,000，房屋$124,750,000）
。
房屋之重大組成部分有二：1.房屋主體結構，成本為$115,000,000，預期耐用年限為 50 年；2.電梯設備，成本為$9,750,000，
預期耐用年限為 15 年（該金額占房屋總成本係屬重大，為重大組成部分）。若房屋主體結構及電梯設備均採「直線法」
提列折舊，估計殘值為零，請問：20X7 年度有關房屋的折舊金額為多少？
 $2,300,000
 $2,950,000
 $3,500,000
 $3,630,000
【2】17.瑞光公司 20X7 年度之部分財務資訊如下：銷貨收入$1,320,000，銷貨折扣$37,500，銷貨運費$45,000，進貨$1,125,000，
進貨折扣$14,250，進貨運費$18,000，期末存貨$71,250。若當年的銷貨毛利率為 14.5%，請問：20X7 年的期初存貨為多
少？（四捨五入至元）
 $38,037
 $39,037
 $40,037
 $41,037
【2】18.陽明公司為擴充與改良其營運所需之廠房及設備，於 20X7 年 10 月底向 A 銀行舉借五年期貸款$1,500,000，利率 5.0%，
約定每月底月付本息金額$28,307。有關該筆貸款，請問：陽明公司於 20X7 年底應認列之長期負債金額為多少？（四捨
五入至元）
 $1,454,794
 $1,455,794
 $1,487,592
 $1,488,592
【2】19.西康公司於 20X7 年 9 月 30 日以$15,000,000 取得一筆土地做為廠房擴建用地，其他費用為：支付仲介佣金$80,000、
土地移轉相關規費$20,000、拆除土地舊房舍的拆除費$200,000、新圍牆建設$200,000，另有因變賣舊房舍的廢料而收到
$20,000。請問：應認列的土地成本為多少？
 $15,100,000
 $15,280,000
 $15,300,000
 $15,480,000
【2】20.後港公司於 20X7 年初以$6,500,000 取得機器設備（臥式綜合加工機）一台，耐用年限 10 年，無殘值，採用「直線
法」提列折舊。若 20X8 年底因評估使用方式發生重大變動，預期將產生不利影響，該機器設備可回收金額為$4,500,000，
請問：20X8 年底應認列的減損金額為多少？
 $650,000
 $700,000
 $1,300,000
 $1,500,000
【3】21.貨幣總計數為「存量變數」(stock variable)意指：
儲存的貨幣數量
貨幣的購買力不會流失
在某一特定時點貨幣的數量
在某段期間內貨幣的數量
【1】22.當股票價格上漲時，大眾的財富____，消費意願也可能因而____：
增加/增加
減少/增加
減少/減少
增加/減少
【3】23.由購買力平價理論推導，如果某一國家相對其他國家的物價上升，則該國貨幣的幣值會：
不變
升值
貶值
以上皆非
【1】24.下列何者為「直接金融」？
大眾在股市買新發行的股票
公司在次級市場買短期公司債
大眾購買共同基金
公司從銀行提領貸款
【4】25.如果在 2002 年你的名目薪資是 6 萬元，物價在 2002 於 2011 年間漲了一倍，則在 2011 年需要有多少的名目薪資才
能維持實質薪資不變？
 6 萬元
 8.5 萬元
 9 萬元
 12 萬元
【1】26.當市場利率高於其均衡利率，貨幣市場有超額_____，利率將_____：
供給/下跌
供給/上升
需求/下跌
需求/上升
【4】27.假設法定存款準備率是 1/3，流通中的通貨是 300 億，支票存款是 900 億，則貨幣供給(M1)是：
 2,700 億
 1,800 億
 3,000 億
 1,200 億
【4】28.準備不足的銀行如何增加準備？
借出聯邦資金
買入地方政府債劵
買入短期國庫券
收回貸款
【2】29.買賣外幣的市場稱為：
股票市場
外匯市場
債券市場
衍生性金融市場
【4】30.共同基金集結很多的投資者可以享受經濟規模效益，因而降低：
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
多樣化(diversification)
道德危機(moral hazard)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
【2】31.將名目國民所得轉換成實質國民所得需要使用：
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國民所得平減指數(GDP deflator)
生產者物價指數(PPI)
個人消費支出平減指數(PCE deflator)
【2】32.名目利率減去預期通貨膨脹率：
呈現金融市場鬆緊的能力遜於名目利率
為實質利率
為重貼現率
衡量借貸意願的能力遜於名目利率
【2】33.假設其他條件不變，當中央銀行減少貨幣供給，貨幣供給曲線向_____移動，利率會_____：
右/下降
左/上升
左/下降
右/上升

【請接續背面】

【4】34.債券存在違約風險，報酬率含有_____的風險貼水，當違約風險增加時，風險貼水會_____：
正/減少
負/減少
負/增加
正/增加
【1】35.托賓(Tobin)的 q 理論認為貨幣政策會透過_____影響投資支出：
股價
債券的價格
利率
現金流
【3】36.下列何者不是衍生性金融商品？
遠期合約
權證
股票
期貨
【2】37.若中央銀行不樂於看到本國幣的_____，它會採取擴張性政策以降低國內的利率，應而使本國幣_____：
升值/強化(strengthening)
升值/疲軟(weakening)
貶值/疲軟(weakening)
貶值/強化(strengthening)
【3】38.對於某一固定匯率的經濟體，如果該國中央銀行必需干預外匯市場而買進本國幣，賣出外匯，則有如公開市場操作，
該國的貨幣基數與貨幣供給將會_____；本國利率_____：
減少/下降
增加/下降
減少/上升
增加/上升
【1】39.由最簡單的存款擴張模型(deposit expansion model)推論，當法定存款準備率為 20%，若支票存款減少 500 元，應是
中央銀行：
賣出 100 元公債
賣出 50 元公債
買進 100 元公債
買進 50 元公債
【2】40.假設其他條件不變，公司債風險增加會_____公司債的殖利率，_____公債的殖利率：
降低/降低
提升/降低
降低/提升
提升/提升
【4】41.甲向 A 銀行借款，欲將房屋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給 A 銀行，請問依民法規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之確定期日，自抵押
權設定時起，不得逾多少年？
 15 年
 20 年
 25 年
 30 年
【2】42.依公司法規定，下列何種情形公司得擔任他人借款之保證人？A.法律規定、B.負責人同意、C.公司章程規定
 僅 AB
 僅 AC
 僅 BC
 ABC
【1】43.阿達想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規定，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向銀行申請前置協商，請問他應向下列何者申請？
最大債權金融機構
最大有擔保債權金融機構
最大無擔保債權金融機構
任一金融機構
【4】44.依消費者保護法規定，銀行與消費者訂立貸款定型化契約前，應給予消費者幾日以內之合理審閱期？
5日
7日
 15 日
 30 日
【2】45.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規定，金融服務業辦理授信業務，應審酌之原則（即 5P 原則），下列何者不屬之？
資金用途
債權總類
還款來源
授信展望
【3】46.銀行不良授信資產依「銀行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規定可分為幾類？
二類
三類
四類
五類
【3】47.個人授信在金融機構總授信金額達新台幣多少元者，銀行辦理徵信時，應徵提客戶報稅相關資料進行核對？
 5 百萬元
 1 千萬元
 2 千萬元
 3 千萬元
【4】48.請問銀行法第 33 條之 1 各款所稱「辦理授信之職員」是指下列何者？
辦理該筆授信之職員
全機構辦理授信之人員
僅指董（理）事會成員
辦理該筆授信有最後決定權之人員
【3】49.依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辦理購置高價住宅貸款業務規定，所謂高價住宅在新北市是指鑑價或買賣金額為新台幣多少
元以上？
 4 千萬元
 5 千萬元
 6 千萬元
 7 千萬元
【2】50.依消費性無擔保貸款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規定，銀行若採每期固定金額計收違約金者，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可收取幾期？
2期
3期
9期
 12 期
【2】51.請問下列何者依規定應列報為逾期放款？A.積欠本金超過清償期 2 個月、B.積欠利息超過清償期 3 個月、C.積欠本
金超過清償期 3 個月、D.積欠利息超過清償期 2 個月
 僅 AD
 僅 BC
 僅 AB
 僅 CD
【4】52.依銀行公會徵信準則規定，銀行辦理企業授信中長期週轉資金授信，總授信金額達新台幣 2 億元者，應另加送下列
哪些資料？A.營運計畫、B.現金流量預估表、C.預估資產負債表、D.預估損益表
僅 ACD
僅 BCD
僅 ABC
 ABCD
【2】53.下列何者不屬於民法規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確定事由？
約定之原債權確定期日屆至者
債務人經裁定宣告破產，但其裁定經廢棄確定
最高限額抵押權人聲請裁定拍賣抵押物
債權人拒絕繼續發生債權，債務人請求確定者
【2】54.下列何者不宜當作擔保放款之正式擔保品？
汽車
頂樓加蓋之違章建築
機器
土地
【3】55.有關銀行辦理擔保授信時，對擔保品審核及估價應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審慎辦理
估價應參照時價
聯合授信案件，參貸銀行得完全信賴主辦行之估價結果，不需再進行任何評估
估價應參照折舊率及銷售性
【3】56.銀行對於已准貸授信案件之後續撥款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依據授信戶資金用途覈實撥付
必要時得約定逕撥付其計畫所預定受款人
得以現金直接撥付
須配合自有資金運用者，應監督授信戶配合運用
【4】57.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銀行辦理授信業務所徵提之客戶資料，如果要運用在授信目的以外之目的，應符合下列哪
一種情形？
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
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
經當事人同意
【1】58.借款人購買高價住宅向金融機構申辦貸款，其貸款條件依規定有何限制？A.不得有寬限期、B.貸款額度最高不得超
過七成、C.不得另以其他貸款名目額外增加貸款金額
 僅 AC
 僅 BC
 ABC
 僅 AB

【1】59.下列何者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之對象？
實收資本額在新台幣 8 千萬元以下之製造業
實收資本額在新台幣 1 億元以下之營造業
經常僱用員工人數未滿 300 人之礦業
經常僱用員工人數未滿 200 人之交通運輸業
【3】60.依銀行法第 33 條規定，對利害關係人為擔保放款時，其授信條件不得優於同類授信對象，請問所謂「授信條件」
是指下列哪些條件？A.保證人之有無、B.擔保品及其估價、C.授信期限及利率、D.本息償還方式
僅 ABD
僅 ABC
 ABCD
僅 BCD
【3】61.見票即付之本票，執票人對發票人之「付款請求權」自何時點起算，三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
做成拒絕證書日
提示日
發票日
到期日
【4】62.甲簽發本票乙紙予乙，乙將該本票背書轉讓給丙，丙又背書轉讓給丁，其中丙為無行為能力人，請問下列何者正確？
甲無須負責
由丙代理人依票據所載文義負責
該票據無效
丙之簽名不影響其他簽名人之效力
【1】63.票據公示催告程序開始後，下列何項票據其聲請人得提供擔保，請求票據金額之支付？
已到期之票據
一個月内到期之票據
十四日内到期之票據
十日内到期之票據
【3】64.支票發票地在高雄市，付款地在桃園市，請問該支票執票人應於發票日後多久為付款之提示？
五日
七日
十五日
三十日
【1】65.甲偽造乙之姓名簽發支票乙張，其後經丙、丁連續背書後交戊持有，事後因存款不足遭退票，請問依票據法規定，
執票人戊應向何人行使追索權？
丙、丁
甲、丙、丁
乙、丙、丁
甲、乙、丙
【4】66.本票匯票之執票人，應於到期日或其後幾日內為付款之提示？
五日
四日
三日
二日
【4】67.依票據法規定，下列何項非屬支票之「絕對必要記載事項」？
付款人之商號
發票年、月、日
付款地
到期日
【3】68.信用卡業務機構辦理信用卡之循環信用利率不得超過年利率多少？
 9%
 13%
 15%
 20%
【4】69.甲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合計持有 A 銀行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關於其申報義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持股超過百分之一者，應向主管機關申報
持股超過百分之五者，應事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持股超過百分之五後累積增減逾一個百分點者，應事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擬持股超過百分之二十五者，應事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4】70.甲持有 A 銀行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下列何者不計入甲應申報之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範圍？
甲的配偶持有 A 銀行之股份
甲擔任總經理之財團法人持有 A 銀行之股份
甲的姐姐擔任董事長的企業持有 A 銀行之股份
甲因繼承所取得，且自繼承日起未滿二年之 A 銀行股份
【1】71.銀行法所稱「主要股東」係指持有銀行已發行股份總數多少以上者？
百分之一
百分之三
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4】72.如銀行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其資本總額，而銀行於完納一切稅捐後分派盈餘時，應先提多少為法定盈餘公積？
不受限制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三十
【3】73.依銀行法規定，銀行對同一客戶逾期債權已轉銷呆帳者，累計轉銷呆帳金額超過新臺幣多少元以上，銀行對其轉銷
呆帳資料不負保密義務？
一千萬
三千萬
五千萬
一億
【3】74.依銀行法規定，以下何者非屬銀行清理人之職務範圍？
了結現務
收取債權、清償債務
清理期間優先退還股本或分配股利
代表受清理銀行為訴訟上及訴訟外一切行為之權責
【2】75.農業金融法所稱農業金融機構，不包括下列何者？
全國農業金庫
信用合作社
農會信用部
漁會信用部
【2】76.有關農業金融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農業金融機構對農業用途之放款，應優先承作
對擔保能力不足之農業企業機構，應協助送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
農業金融機構應依規定參加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存款保險
中央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檢查各農業金融機構之業務、財務及其他有關事項
【1】77.依農業金融法之規定，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為全國農業金庫發起人時，除信用部淨值為負數者外，其出資額以不
低於各該農、漁會淨值百分之幾為原則？
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4】78.依農業金融法之規定，有關全國農業金庫之獨立董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三分之一
應具備專業知識
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者，不得充任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之持股及兼職得不予限制
【2】79.有關全國農業金庫對授信案件審議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設授信審議委員會
授信審議委員會委員中獨立授信審議委員，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應提請董事會審議之授信案件，應先經授信審議委員會決議通過
董事及授信審議委員會委員對於授信案件，有自身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
【3】80.依農業金融法之規定，全國農業金庫對於信用部應辦理事項，不包括下列何者？
收受轉存款
輔導與業務及財務查核
轉開信用狀
資訊共同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