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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108 年度年中新進人員招募甄試試題 
專業科目：會計學 測驗時間：15:40-16:40 卷別：甲卷 

招募類科： 經管類組：助理專員(會計類) 

※注意：本卷試題每題為四個選項，答錯不倒扣，全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

依題號清楚劃記，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全份共計 50 題，每題 2 分，須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

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測驗僅得使用簡易型電子計算器(招生簡章公

告可使用之計算機)，但不得發出聲響，亦不得使用智慧型手機之計算機功能，其它詳如試場規則。 
 
1. (D)桃園公司 X1 年底編製財務報表時發現，現金包含：支票存款$50,000，保付支票$20,000，零

用金$8,000，中央產業銀行二年期定期存單$80,000，償債基金$55,000，租借影印機時支付押金

之收據 $6,000 ，試問桃園公司「現金及約當現金」真正的餘額為何？  (A)$219,000 
(B)$213,000(C)$158,000 (D)$78,000。 

2. (A)下列關於零用金之敘述，何者錯誤？ (A)零用金動支時應借記：各項費用，貸記：零用金 (B)
若前期期末僅報銷，待次期方補充零用金，則補充時應借記：零用金，貸記：銀行存款 (C)若要

調升零用金定額，則借記：零用金，貸記：銀行存款 (D)手存現金加上憑證費用金額，應等於零

用金定額。 
3. (A)經查桃園公司 X8 年財務報表，發現下列資料： 

(1)台銀支票存款調整後餘額 $28,750 (7)客戶支票存款不足退票 9,000 
(2)旅行支票 $12,000 (8)郵  票 1,200 
(3)土銀支票存款調整後餘額 27,850 (9)遠期支票（2 個月後到期） 32,000 
(4)零 用 金 5,000 (10)庫存現金 24,000 
(5)合庫活期儲蓄存款 22,150 (11)預支旅費 4,000  
(6)員工借條 6,000 (12)新光 2 個月期定期存款 58,000 
桃園公司資產負債表上，「現金及約當現金」項目餘額多少？ 
(A)177,750  (B)200,000  (C)330,000  (D)以上皆非 

4. (D)零售價法通常適用於何種行業？ (A)汽車經銷商 (B)房地產公司  (C)金飾店 (D)百貨公司。 
5. (B)大園公司於 X2 年底，發現 X1 年期末存貨因漏盤而低估$22,000，X1 年及 X2 年之淨利原為

$200,000及$250,000，則X1年及X2年之正確淨利應分別為： (A)$222,000，$250,000 (B)$222,000，
$228,000 (C)$178,000，$272,000  (D)$178,000，$228,000。 

6. (B)中壢公司採用定期盤存制，X7 年期初存貨為$100,000，全年進貨淨額$500,000，期末經實地

盤點後得知期末存貨金額為$80,000，年度結算後，中壢公司 X7 年度營業淨利為$90,000。後經

查帳，發現期末盤點時漏記一批在途銷貨，該批存貨的成本為$30,000，銷貨條件為目的地交貨，

運費$2,000 由中壢公司負擔。試問，中壢公司 X7 年度正確的銷貨成本為多少？ (A)$488,000 
(B)$490,000  (C)$492,000  (D)$520,000。 

7. (B)去年 5 月新竹公司的倉庫遭落雷擊中燒毀，災後存貨經盤點只剩下$18,000 的存貨。清查公司

截至火災前帳冊有關資料如下：期初存貨$80,000、進貨$330,000、進貨退出$10,000、進貨折扣

$6,000、進貨費用$10,000、銷貨$512,000、銷貨退回$22,000、銷貨折扣$10,000、運費$20,000。
公司近年來的平均毛利率為 25%，請問公司因此造成多少存貨損失？ (A)$22,000 (B)$26,000 
(C)$32,000  (D)$44,000。 

8. (C)苗栗公司以每股面值$10 之股票 8,000 股換入機器設備一部，當日機器設備之公允價值為

$90,000，該公司為未上市公司，則該公司應作分錄為  
(A)借：機器設備成本$80,000，貸：股本$80,000  
(B)借：機器設備成本$90,000，貸：股本$90,000 
(C)借：機器設備成本$90,000，貸：股本$80,000，資本公積－發行溢價$10,000 
(D)借：機器設備成本$90,000，貸：資本公積－發行溢價$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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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中正公司 X7 年底帳上有餘額如下，試問權益總額應為何？ 
(1)資本公積－庫藏股票交易 $2,450 (6)未分配盈餘 345,000 
(2)法定盈餘公積 $320,000 (7)普通股股本 400,000 
(3)應付股利 25,000 (8)應付票據 33,650 
(4)庫藏股票 50,000 (9)應收股款 130,000 
(5)資本公積－普通股股票溢價 40,000 (10)已認普通股股本 100,000 

(A)1,027,450  (B)1,570,500  (C)2,200,050  (D)2,510,300 
10. (C)臺北公司發行流通在外的股票，包括普通股 100,000 股以及累積特別股 50,000 股。特別股每

股面值為$10，股利率為 10%，但去年因為發生營業虧損，故積欠一年股利。臺北公司今年沒有

發行新股、宣告股票股利或購回庫藏股，若今年的淨損為$100,000，請問今年的每股盈餘是多少？ 
(A)－0.5   (B)－1.0  (C)－1.5  (D)－$2.0。 

11. (A)小小公司發行流通在外之股份包含普通股 30,000 股，每股面值$10，及 8%累積非參加特別股

20,000 股，每股面值$10，公司至 X1 年初為止並無積欠股利，X1 年度發放現金股利$10,000，
02 年底宣告將於 03 年初發放股票股利$30,000，試問 X2 年底之應付股利為(A)$0 (B)$24,000 
(C)$30,000 (D)$36,000。 

12. (A)付款條件 3/10、1/20、n/30，若於第 25 天付款，若一年以 365 天計算，試問折扣之隱含年利

率為 (A)75.26%  (B)45.15%  (C)56.44% (D)112.89%。 
13. (C)新屋公司於 8 月 1 日收到一張面值$95,000，票面利率 8%，一年後到期票據，並於同年 11 月

1 日向銀行貼現，認列貼現損失$1,995，請問貼現率是多少？ (A)8% (B)9% (C)10% (D)11%。 
14. (C)新竹公司於 X5/12/31 調整前應收帳款餘額為$2,140,000，備抵呆帳－應收帳款貸餘$25,000。 

個別重大客戶資料：  非個別重大客戶資料： 

客戶 應收帳款 估計減損金額  客戶 應收帳款 

苗栗公司 450,000 －  台南公司 88,000 

彰化公司 330,000 －  高雄公司 60,000 

台北公司 620,000 120,000  桃園公司 42,000 

台東公司 550,000  50,000    
苗栗公司、彰化公司個別評估後並未發現減損之客觀證據，其信用與非個別重大客戶類似，經

評估呆帳率 3%，試問新竹公司期末備抵呆帳應有餘額為？  (A)$120,000  (B)$170,000  
(C)$199,100  (D)$250,000 

15. (B)資料同第 14 題，新竹公司本期應提列之呆帳金額為？(A)$160,300  (B)$174,100  (C)$230,100  
(D)$254,300 

16. (D)大大公司 9 月 15 日收到中中公司之票據一紙，金額$365,000，60 天到期，票面利率 8%。大

大公司於 10 月 15 日持此票據向幸福銀行辦理貼現，貼現利率為 10%，扣除貼現息後，餘款收到

現金，一年以 365 天計。試問貼現金額為何？(A)251,771  (B)253,123  (C)354,400  (D)366,761 
17. (B)資料同第 16 題，至貼現日票據之帳面金額 (A)$180,300  (B)$367,400  (C)$298,100  

(D)$310,300 
18. (B)台南公司 X8 年底之存貨共$246,950，其內容包括下列各項： 

(1)原料盤存 $ 7,060 (6)預付保險費 1,200 
(2)在製品 96,200 (7)預付購買原料定金 22,000 
(3)承銷品 2,000 (8)尚未運出之「起運點交貨」銷貨貨品 16,000 
(4)製成品 89,740 (9)進貨條件為目的地交貨現正在運送途中之貨品 6,000 
(5)文具用品盤存 850 (10)代同業暫時保管之寄存貨品 5,900 
試計算存貨的正確金額為何？(A)120,000  (B)209,000  (C)275,500  (D)280,000 

19. (C)「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損益」之借餘為  
(A)股東權益之加項  (B)「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之加項 
(C)股東權益之減項  (D)「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之減項。 

 
20. (D)若以現金購入中華電信股票 20 張，則應以何科目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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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持有供交易之金融資產  
(B)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C)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D)不一定，端視持股比例及經營模式。 

21. (D)小小公司 X7 年初以$300,000 購入中中公司 30%的普通股，作為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1)小小公司 X7 年收到現金股利$24,000，股票股利 60 股 
(2)中中公司 X7 年度獲利$750,000，X8 年度虧損$150,000 
試問小小公司 X8 年底帳列「採用權益法之投資」餘額為何？ (A)230,000  (B)320,000  
(C)390,000  (D)456,000 

22. (C)板橋公司於 X5 年初購入電腦設備一套，成本$80,000，耐用年數 4 年，估計殘值$8,000，若採

直線法、年數合計法、定率遞減法（折舊率為 0.4377）提列折舊，試問何種方法將使本年度的折

舊額最高？(A)直線法 (B)年數合計法 (C)定率遞減法 (D)三法相等。 
23. (A)商業應於何時評估其資產有減損跡象？ (A)每年之資產負債表日(B)股東大會前三日 (C)資產

耐用年限期滿時 (D)繳交營所稅之同日。 
24. (C)桃園公司X4年初以現金$10,000及市價$80,000之機器設備（成本$100,000，累計折舊$30,000），

交換運輸設備一部，若該交易不具商業實質，應記錄多少處分損益？ (A)利益$10,000  (B)損失

$10,000  (C)$0  (D)利益$20,000。 
25. (B)大大公司某設備之交易資料如下： 

(1)X1/08/01 以現金$320,000 購買進口生產設備一部。 
(2)設備於同年 10 月 1 日正式啟用，8 月 1 日至 10 月 1 日間另發生下列成本： 
①關稅$20,000。 
②安裝與測試費用$15,000。 
③設備運費及運送期間之保費$10,000。 
④運送過程中因人為疏失發生意外，支付賠償金$6,000。 
⑤專家評估未來需支付之除役成本，折現後為$100,000。 

(3)設備估計可用 10 年，估計殘值$35,000，以直線法提折舊。 
試問：設備的取得成本為何？(A)471,000  (B)465,000  (C)420,000  (D)440,000 

26. (A)同第 25 題資料，試問：折舊金額為何？(A)10,750  (B)20,300  (C)25,000  (D)27,700 
27. (D)同第 25 題資料，試問：X3 年底調整後設備的帳面金額為何？(A)263,7000  (B)288,100  

(C)334,500  (D)368,250 
28. (B)高雄公司有一機器設備成本$500,000，X2 年底有跡象顯示可能發生減損，X2 年底累計折舊為

$180,000，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300,000，使用價值$270,000，則 X2 年底有關價值減損之會計處

理何者錯誤？(A)借：減損損失$20,000 (B)借：減損損失$50,000 (C)貸方之累計減損為資產的抵銷

科目 (D)可回收金額為$300,000。 
29. (A)南投公司於 X3 年初開發會計資訊軟體以供出售，發生相關成本如下： 

程式設計$30,000 編碼$23,000 
規劃$12,000 製造產品母版$270,000 
軟體測試$8,000 複製及包裝軟體（成品）$60,000 
其中程式設計、規劃、軟體測試與編碼均發生在建立技術可行性之前，並於 X3 年底完成產品母

版。估計該軟體之效益可維持 3 年，公司採用直線法攤銷，試問電腦軟體成本為何？ 
(A)270,000  (B)300,000  (C)390,000  (D)402,000 

30. (B)同第 29 題資料，X5 底軟體帳面金額為何？(A)180,000  (B)90,000  (C)0  (D 以上皆非 
31. (B)桃園公司購入商品一批，價款$12,000，開立 2 個月到期，面額$12,000 之票據償付，票面利率

8%，試問購入商品時分錄為何？ 
(A) 借：進貨$12,000、利息費用$160，貸：應付票據$12,000、應付利息$160 
(B) 借：進貨$12,000，貸：應付票據$12,000 
(C) 借：進貨$12,160，貸：應付票據$12,160 
(D) 借：進貨$12,160，貸：應付票據$12,000、應付利息$160 

32. (A)蘆竹公司 X10 年 8 月 20 日賒購商品$76,000，並以九五折成交，付款條件為 1/15，n/30。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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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於 9 月 1 日償付成交價款中之$60,000，餘款則於 9 月 15 日支付。若採淨額法處理現金折扣，

未享折扣損失為 (A)$122  (B)$160  (C)$0  (D)$190。 
33. (B)新莊汽車因有瑕疵的引擎零件導致引擎熄火，造成民眾交通事故，依法律程序進行訴訟，有

85%的機率敗訴遭法院判賠$500,000，有 15%的機率勝訴，新莊汽車應於該年度資產負債表 
(A)僅揭露或有負債$500,000  (B)揭露並認列負債準備$500,000  
(C)無須認列及揭露          (D)揭露並認列負債準備$425,000。 

34. (B)下列敘述正確的有幾項？(A)三項  (B)二項  (C)一項  (D)零項。 
(1)採有效利息法時，公司債溢價攤銷額每期相同。 
(2)有效利息法時，公司債折價攤銷額逐期遞增。 
(3)公司債溢價攤銷使公司債帳面金額逐期遞減。 

35. (D)欣欣公司 X2/9/1 向銀行借款，期間 1 年，公司開立面額$11,000 之不附息票據乙紙給銀行，

當日借得現金$10,000，借款日應借記 (A)利息費用$1,000 (B)預付利息$1,000 (C)應付利息$1,000 
(D)應付票據折價$1,000。 

36. (D)明明公司於 X3/1/1 簽發面額$50,000 不附息三年期票據一紙，向乙公司借得現金$39,692（此

票據隱含利率為年息 8%），X4 年底此應付票據的帳面金額為 (A)$42,867 (B)$39,692(C)$46,042 
(D)$46,297。 

37. (D)下列何者不屬於非流動負債？  
(A)三年後到期的應付公司債 
(B)半年後到期的應付票據，預計以發行新股的資金償還 
(C)以土地作為擔保品的抵押借款 
(D)三個月後到期的公司債，將以現金償還。 

38. (B)美國石油公司現購一油井設備$150,000，並設置於沿海開採石油，當地政府規定開採完畢後應

移除油井並負責清除環境污染。經專家評估，此處石油可開採 4 年，未來移除油井需耗費$120,000 
清除汙染，假設有效利率為 5%，試問做油井設備的取得成本為何？(A) 99,724  (B) 248,724  (C) 
270,000  (D)334,754 

39. (C)欣欣公司成立於 X1 年初，銷售產品附有兩年售後服務之保固，依同業經驗，於 2 年保固期間

內，估計售後維修成本之有關資料如下： 
產品瑕疵狀況  出現機率  修理成本 
沒有瑕疵  98.5%  $     0 
小 瑕 疵  1%  50 
重大瑕疵  0.5%  200 

X1 年度共銷出 2,000 件商品，X2 年與 X3 年實際發生之維修支出各為$800 及$2,600。 
試問：X1 年認列「保固之負債準備」為何？(A)1,000  (B)2,000  (C)3,000  (D)4,000 

40. (C)同第 39 題資料，X2 年底保固之負債準備餘額為何？(A)2,000  (B)2,100  (C)2,200 (D)2,300 
41. (A)同第 39 題資料，X3 年銷貨成本為何？(A)400  (B)800  (C)1,200  (D)1,600 
42. (D)或有負債在財務報表上的揭示方式是 (A)認列入帳 (B)附註揭露(C)不入帳也不揭露 (D)視情

況而定 
43. (C)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的成本，以折舊的方式分攤於預計可使用的期間，是根據 (A)配合原則 (B)

成本原則 (C)繼續經營假設 (D)報導期間假設 
44. (A)福斯公司於 7 月 31 日為客戶車輛提供維修服務，客戶於 8 月 1 日取車並於 8 月 5 日郵寄支票

給公司，公司於 8 月 6 日收到此支票，請問公司應何時認列收入？ 
(A)7 月 31 日  (B)8 月 1 日  (C)8 月 5 日  (D)8 月 6 日。 

45. (A)萬華商店 X9 年度的會計資料如下： 
(1)已收現金的收入$600,000，其中 1/4 為下年度預收的收入 (3)應收收益增加$375,000 
(2)已付現金的費用$495,000，其中 1/3 為下年度預付的費用 (4)應付費用增加$270,000 
試問現金基礎下的淨利各為何？(A)105,000  (B)225,000  (C)280,000  (D)310,000 

46. (B)同第 45 題資料，試問權責發生制下的淨利為何？(A)105,000 (B)225,000 (C)280,000 (D)310,000 
47. (B)同第 45 題資料，試問聯合 (混合 )基礎的淨利為何？ (A)105,000 (B)225,000 (C)2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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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10,000 
48. (B)現付水電瓦斯費，應編製 (A)現金收入傳票 (B)現金支出傳票 (C)轉帳收入傳票 (D)轉帳支出

傳票 
49. (C)以現金償還應付帳款，會計恆等式有何影響？  

(A)資產與權益同時減少  (B)資產減少，權益增加  
(C)資產與負債同時減少  (D)資產減少，負債增加 

50. (A)下列有關會計處理程序，依會計循環之順序排列，何者正確？ 
①交易事項記入日記簿 ②將日記簿之分錄過入分類帳 ③交易發生取得原始憑證 
④編製記帳憑證 ⑤根據分類帳編製試算表  

(A)③④①②⑤  (B)④③①⑤②  (C)③④②①⑤  (D)④③①②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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