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選擇題 
01.  甲公司發行 7﹪累積特別股＄500,000、普通股＄1,000,000，過去二年因虧

損未發股利，第三年獲利，可供發放的股利為＄160,000，則第三年特別股

分得股利為（A）＄35,000（B）＄55,000（C）＄75,000（D）＄105,000。 
02.  全部參加、累積特別股，就其股利分配權而言（A）一定優於普通股（B）

有時優於普通股（C）與普通股相同（D）有時劣於普通股。 
03.  甲公司有 7﹪累積特別股＄100,000，普通股＄300,000，可供分配之股利：

07 年＄0，08 年 12,000，09 年＄50,000，分配結果，優先股之股利：07 年

＄0，08 年分得＄7,000，09 年分得＄12,500，由推理可知優先股為（A）累

積、非參加（B）非累積、部分參加（C）非累積、完全參加（D）非累積、

非參加。 
04.  累積特別股積欠未發的股利，應在報表上（A）列作流動負債（B）列作或

有負債（C）列作股東權益之減項（D）以附註說明表達。 
05.  當公司獲利豐厚的年度可分配股利的金額甚多，則那種特別股與普通股分

得相同的股利（A）累積特別股（B）全部參加特別股（C）部分參加特別

股（D）非參加特別股。 
06.  除可獲得固定股利的分配外，還可再與普通股分享其餘分配權的股份稱為

（A）參加特別股（B）累積特別股（C）非累積特別股（D）非參加特別

股。 
07.  可供發放現股利的盈餘為（A）庫藏股交易的盈餘（B）營業盈餘（C）資

本公積（D）重估價盈餘。 
08.  盈餘公積（或稱盈餘準備），係從（A）營業盈餘（B）資本公積（C）流動

資產（D）營業外收入所指撥的。 
09.  下列那一會計事項，不致影響未分配盈餘發生增減變化？（A）調整前期損

益（B）提撥償債準備（C）宣告發放現金股利（D）提存擴充基金。 
10.  擴充準備或償債準備，係公司（A）現金之保留（B）資產之保留（C）負

債之保留（D）盈餘之保留。 
11.  公司將歷年提存的公積及保留盈餘，用來增資無償配股時，則公司（A）股

東權益總額增加（B）股東權益總額不變（C）資產總額減少（D）每股帳

面價值增加。 
12.  待分配股票股利為下列何項科目？（A）費用科目 （B）資產科目 （C）

負債科目 （D）股東權益科目。                                
13.  公司發放 10%的股票股利將使得：（A）股東權益減少 10% （B）每股面額

減少 10%（C）每位股東持有股數增加，但持有之股權百分比不變 （D）

每位股東持有股數及股權百分比均增加 10%。                           
14.  甲公司四月五日宣布發放普通股每股$3 的現金股利，當時流通在外普通股

有 100,000,000 股，甲公司應如何做分錄？（A）不須做分錄，做備忘錄即

可（B）借：保留盈餘 $300,000,000 貸：現金 $300,000,000（C）借：保留



盈餘 $300,000,000 貸：應付股利 $300,000,000（D）借：保留盈餘 
$300,000,000 貸：普通股 $300,000,000。                                

15.  下列有關「股利」的敘述，何者正確？（A）屬於費用，故出現在損益表上 
（B）增加是在借方，減少是在貸方 （C）於每一會計期間一定會有股利之

相關交易 （D）並不會影響股東權益之金額。                       
16.  公司每股盈餘的計算公式是：（A）淨利÷期末普通股發行在外股數（B）淨

利÷本期普通股加權平均發行在外股數（C）（淨利－特別股股利）÷期末普

通股發行在外股數（D）（淨利－特別股股利）÷本期普通股加權平均發行在

外股數。 
17.  當公司支付先前已宣告之現金股利時，會使：（A）保留盈餘減少（B）資

產增加（C）負債減少 （D）保留盈餘增加。                        
18.  信義公司有 1,000 股面額$100，5% 的累積特別股，與 10,000 股面額$10 的

普通股，前兩年並無支付股利給特別股股東，若當年度公司欲使普通股股

東每股能分配$2 現金股利，則公司當年度應宣告之股利總額為：（A）

$35,000 （B）$20,000 （C）$25,000 （D）$30,000。                    
19.  若誤將停業部門損益計入非常損益中，則此項分類錯誤可能導致：（A）淨

利不正確 （B）保留盈餘不正確（C）繼續營業部門淨利不正確 （D）淨

利與保留盈餘均不受影響。                                        
20.  保留盈餘的提撥，將使股東權益：(A)減少  (B)增加  (C)不變  (D)視提撥

目的而增減。                                            
21.  下列那一項目不會出現於損益表？(A)前期損益調整 (B)停業部門損益 (C)

非常項目的每股盈餘 (D)會計原則變動累計影響數。           
22.  公司於股票分割後，下列何項敘述是正確的？(A)股本不變 (B)股本增加 (C)

保留盈餘減少 (D)保留盈餘增加。                             
23.  計算普通股每股盈餘時，分母應採：(A)年底已發行股數 (B)年底流通在外

股數 (C)全年度加權平均已發行股數 (D)全年度加權平均流通在外股數。  
24.  中華公司在民國 98 年 12 月 31 日共有流通在外普通股 20,000 股，面值為$10

及 5,000 股，面值$100，非累積特 8%之特別股。中華公司 97 年並未發放現

金股利，如果該公司在 98 年宣布發放$60,000 之現金股利，則普通股股東

可收到多少現金股利？ (A)$0 (B)$40,000 (C)$60,000 (D)$20,000。 
25.  當公司宣告發放股票股利時，對下列那一項帳戶的總金額有影響？ (A)資

產類及負債類 (B)負債類及股東權益類 (C)股東權益類及資產類 (D)對上

述各類帳戶總金額皆不會有影響。 
26.  區分附息股與除息股的日期是：(A)停止過戶日 (B)股利發放日 (C)股利基

準日 (D)股利宣告日。 
27.  若將股票分割誤記為股票股利，則：(A)普通股股本高估 (B)股東權益低估 

(C)流通在外股數低估 (D)每股面額不受影響。 
28.  保留盈餘的提撥，將使股東權益： (A)減少 (B)增加 (C)不變 (D)視提撥目



的而增減。 
29.  接受政府捐贈廠房資產時，會計上應：(A)按捐贈者帳上的廠房價值，列計

廠房資產 (B)按公平市價，列計廠房資產 (C)以零列計廠房資產 (D)以任意

價格列計廠房資產。 
30.  股票股利和股票分割都會導致：(A)股東權益總額減少 (B)保留盈餘的減少 

(C)股本增加 (D)股數增加。 
31.  甲公司股東權益總額為$7,000,000，包括特別股$2,000,000（200,000 股，每

股面額$10，股利為$2，贖回價格$11），普通股$1,600,000（每股面額$10），
資本公積$1,600,000，保留盈餘$1,800,000，假設無積欠股利，普通股每股

帳面價值為： (A)$20.00 (B)$27.50 (C)$30.00 (D)$31.25。 
     【註】因特別股無積欠股利，故特別股帳面價不必包含特別股利。 
          (＄7,000,000-＄11*200,000) ÷160,000=30 元 
32.  公司宣告股票股利的影響為： (A)增加資產、增加負債 (B)減少資產、減少

股東權益 (C)減少資產、減少負債 (D)均不影響。 
33.  法定公積屬於：(A)資產 (B)投入資本 (C)保留盈餘 (D)負債。 
34.  已提足額「償債基金」之公司債，到期清償時，應借記「應付公司債」；貸 

記： (A)償債基金 (B)現金或銀行存款 (C)償債準備 (D)保留盈餘。 
35.  下列交易事項中，何者會使保留盈餘增加？ (A)宣告股票股利之發放 (B)

股 
票分割 (C)以前年度資本支出誤作為收益支出，今年更正 (D)以前年度收益 
支出誤作為資本支出，今年更正。 

36.  擴充廠房準備或償債準備，係公司： (A)現金之限制 (B)資產之限制 (C)
負債之限制 (D)盈餘之限制。  

37.  公司購入庫藏股票，將對股東權益與普通股每股盈餘（EPS）造成何種影響？ 
(A)股東權益增加，每股盈餘減少 (B) 股東權益減少，每股盈餘增加 (C)股 

    東權益與每股盈餘不受影響 (D)股東權益不變，每股盈餘減少。 
38.  財產股利之分配，應以下列何者為入帳基礎？ (A)宣告日該項財產之公平

市價 (B)宣告日該項財產之帳面價值 (C)發放日該項財產之公平市價 (D)
發放日該項財產之帳面價值。 

39.  甲公司 98 年 1 月 1 日股東權益資料如下：普通股股本$100,000（面額$10，
核准 12,000 股，發行並流通在外 10,000 股），發行溢價之資本公積$60,000
及保留盈餘$200,000。甲公司 98 年度之交易包括支付$54,000 買回庫藏股票

3,000 股（成本法），及以每股$20 出售庫藏股票 2,000 股，並將剩餘之庫藏

股票註銷。則 98 年 12 月 31 日資產負債表上餘額為： (A)資本公積$60,000 
(B)資本公積$58,000 (C)股東權益$336,000 (D)股東權益$346,000。  

40.  以前年度保留盈餘所指撥之「或有損失準備」，於今年度廢除時應如何處

理？ (A)作為以前年度損益調整 (B)與本年度發生之預期損失一同轉銷 
(C)借記準備，貸記保留盈餘（未分配盈餘） (D)作為非常項目。 



41.  在「成本法」下，公司出售庫藏股所得若高於原購入成本，差額應計入： (A)
股本 (B)資本公積 (C)保留盈餘 (D)非營業收入。 

 
二、計算題 
01.文華公司 09 年度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利為$1,200,000，其他資料如下： 
    (1)非常項目(火災損失)$360,000。 
    (2)處分停業部門利益$180,000。 
    (3)會計原則變動累積影響數(存貨評價方法變更)借餘$140,000。 
    (4)05 年度會計方法採用錯誤，致淨利高估$160,000。 
試作：利用上述資料編製文華公司 09 年度之損益表(由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利開

始，假設所得稅稅率為 30%)。 
 
02.平安公司 09 年底流通在外之股票如下： 
     普通股－面額$20，流通在外 800,000 股 
     特別股－6%，累積，面額$200，流通在外 100,000 股 

平安公司 08 年未發放股利，09 年因有盈餘，年底欲發放股利$4,000,000。天

祥公司持有平安公司之普通股 10,000 股及特別股 2,000 股。 
試作：計算天祥公司可分得的股利金額。 

 
03.碩志公司於 09 年底有關普通股及特別股之資料如下： 
     特別股－6%，面額$100，核准發行且流通在外 10,000 股。 
     普通股－面額$10，核准發行且流通在外 400,000 股。 

當年宣告並發放之股利為$380,000，假設該公司至 08 年底止尚有積欠特 
別股股利$30,000。 

試作：根據下列不同之假設計算普通股及特別股於 09 年度各應得之股利金額： 
    (1)特別股為累積、非參加特別股。 
    (2)特別股為非累積、非參加特別股。 
    (3)特別股為非累積、完全參加特別股。 
    (4)特別股為非累積、參加特別股，但只參加至 7.5%。 
    (5)特別股為累積、完全參加特別股。 
    (6)特別股為累積參加特別股，但只參加至 9%。 
 
04.費德公司07年1月1日成立，當年公司發行面額$5之特別股 40,000股及面 額

$1 之普通股 400,000 股，各年度 12 月 31 日公司宣告現金股利之金額如下：  
07 年$8,000； 08 年$26,000； 09 年$56,000。 

試作：計算下列二種狀況下普通股與特別股各可分得之股利數額： 
      (1)若特別股為非累積，股利率為 6%。 
      (2)若特別股為累積，股利率為 8%。 



 
05.垂門公司董事會於 09 年 11 月 15 日宣告發放 45%的股票股利，並於 12 月 1

日 
發放。該公司普通股面額為$5，11 月 15 日有 120,000 股普通股發行並流通在

外，當日普通股之市價為每股$9。 
試作：上述與股票股利相關之分錄。 
 

一、選擇題 

1. 甲公司擁有乙公司發行在外 50,000 股普通股當中之 20,000。98 年間，乙公

司賺得淨利$800,000，支付現金股利$640,000，若甲公司該投資帳戶在 98

年初時之餘額為$500,000，則該帳戶在 98 年底時之餘額原則上應為：

(A)$820,000 (B)$660,000 (C)$564,000 (D)$500,000。                                 

2. 在權益法下，下列何種情況會使股票投資帳戶的金額增加？(A)被投資公司

報表上顯示虧損 (B)被投資公司報表上顯示有稅後淨利 (C)被投資公司發

放股利 (D)出售股票投資有利得。                          

3. 下列有關權益法的敘述何者正確？(A)投資公司依市價而非原始投資成本來

記錄投資 (B)投資公司依原始投資成本來記錄投資，且期末不須作任何調整 

(C)當被投資公司宣告股票股利時，投資公司應貸記投資科目 (D)在期末

時，投資公司應依被投資公司之損益及其投資比例調整投資科目。            

4. 中興公司 98 年 1 月 1 日從公開市場購入面額$1,000,000，票面利率 6%之公

司債，作為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成本$918,891，每年 6 月 30 日及 12 月 31

日各付息一次。設市場利率 8%，以利息法攤銷折、溢價。則 98 年底未攤銷

折價金額為：(A)$74,353 (B)$67,327 (C)$36,756 (D)$37,026。                           

5. 某公司將折價之債券投資分類為備供出售證券投資，若市價有波動，則下列

敘述何者正確？ 

(A) 除持有至到期日之債券投資外，其他分類之債券投資折價均不需攤銷 

(B) 債券投資利息收現數將大於所認列之利息收入 

(C) 期末按債券投資原始成本與期末市價間之差額決定證券投資評價調整

科目餘額 

(D) 期末調整折價攤銷後之帳面價值及期末市價間之差額決定證券投資評

價調整科目餘額                                                                  

6. 京華公司在 98 年 12 月 31 日，會計年度終了時，擁有下列三種有價證券之

投資，其有關資料如下： 

              成   本     97/12/31 市價   98/12/31 市價 

A 公司股票  $ 120,000        $ 90,000        $ 135,000 



B 公司股票   .100,000        .145,000        .. 120,000 

C 公司債券    180,000        .160,000         .195,000 

年終經會計人員審視，前述三項有價證券可歸類為下列兩項：(1) A 股票可

列為交易目的證券，認為可在十天內出售；(2) B 股票、C 債券可列為備供

出售證券，可能在下一年度出售，試問京華公司在 98 年 12 月 31 日應列報

多少的淨未實現持有利益於資產負債表之股東權益項下？ 

(A) $0 (B) $10,000 (C) $25,000 (D) $35,000。  

7. 備供出售股票投資未實現跌下損失，應列為： 

(A) 非常損失 (B) 營業外損失 (C) 股東權益減項 (D) 營業費用。 

 
二、計算題 

01.生活公司於 09 年 2 月 15 日購入下列股票作為投資： 
亞泥公司         2,000 股             ＠＄25 
日新公司         3,000 股                 40 
中鋼公司         4,000 股                 30 

09 年收到下列公司的現金股利：亞泥：每股＄2；日新：每股＄2；中鋼：每股

＄1 
09 年 12 月 31 日股票市價為：亞泥：＄28；日新：＄45；中鋼：＄24 
10 年收到下列公司的現金股利：亞泥：每股＄2；日新：每股＄2；中鋼：每股

＄1 
10 年 12 月 31 日股票市價為：亞泥：＄26；日新：＄40；中鋼：＄26 
試作： 
（1）假設上述股票投資係屬於交易目的者，列示有關分錄。 
（2）假設上述股票投資係屬於備供出售者，列示有關分錄。 
     
           
 
02.下列為政大公司 09 年 12 月 31 交易目的證券投資的相關資料： 
   證券名稱          成本          公平價值       未實現持有(損)益 
  華碩普通股      ＄600,000         570,000         ＄(30,000) 
  聯電普通股        300,000         270,000           (30,000) 
  益通普通股        600,000         618,000            18,000   
                ＄1,500,000       $1,458,000          $(42,000) 
 

10 年 4 月 30 日出售聯電股票，得款$276,000，10 年 12 月 31 日的公平價值為：

華碩$570,000，益通$615,000。 
試作： 



（1）09 年 12 月 31 日的分錄 
（2）10 年出售聯電股票的分錄 
（3）10 年 12 月 31 日的分錄 

 
 
03.下列為板橋公司 09 年 12 月 31 日證券投資之有關資料： 
   證券明細           成本            公平價值    
  茂發 5,000 股       $625,000        $525,000     
  台塑 3,000 股        345,000         375,000     
  倫飛 2,000 股        130,000         124,000 
 
10 年 2 月 15 日出售茂發股票，每股$150，另於 10 年 3 月 5 日購入寶成 3,000
股，每股$160。10 年 12 月 31 日的公平價值為：台塑$320,000，倫飛$145,000，
寶成$520,000。 
試作： 
（1）設所有證券均屬於交易目的證券投資，09 年底評價及 10 年度的分錄。 
（2）設所有證券均屬於備供出售證券投資，09 年底評價及 10 年度的分錄。 

 
 
04.大方公司於 09 年 1 月 1 日以$968,233 購買開普公司發行，面值$900,000，附

息 12%的公司債，每年 12 月 31 日付息，13 年 12 月 31 日到期，有效利率為

10%。大方公司意圖將該公司債持有至到期日。 
試作： 
（1）購買日的分錄。 
（2）溢價攤銷表（利息法）。 

 
 
05.子文公司於 09 年 12 月 31 日以$217,320 購入面額$200,000，票面利率 7%，每

年 12 月 31 日付息的公司債，五年期，有效利率為 5%。下面為該公司債每年

底的攤銷後成本及公平價值： 
                     09/12/31    10/12/31   11/12/31    12/12/31  

攤銷後成本        $217,320    $214,186   $210,895   $207,440 
公平價值           217,320     213,000    215,000    211,300 

試作： 
（1）子文公司將該公司債歸類為「持有至到期日債券投資」，試作購買及各年度

認列利息收入及期末評價的分錄。 
（2）子文公司將該公司債歸類為「備供出售債券投資」，試作購買及各年度認列

利息收入及期末評價的分錄。 



 

 

 

一、選擇題 

1. 表達企業在特定期間有關營業、投資及融資活動的現金流入與流出的動態報

表，謂之（A）資產負債表（B）綜合損益表（C）業主權益變動表（D）現

金流量表。 

2. 下列敘述何者為誤？（A）利息費用應列為融資活動的現金流量（B）股利

收入與利息收入應屬營業活動的現金流量（C）處分資產損益及出售投資損

益乃屬營業活動的現金流量（D）發放現金股利應列為融資活動的現金流量。 
3. ○1 現銷商品，○2 現付股利，○3 現付利息，○4 出售庫藏股收現，○5 出售固定資

產收現，上列項目屬於融資活動之現金流量者有：（A）○1 ○2 （B）○2 ○4 （C）
○2 ○3 ○5 （D）○1 ○4 。 

4. 下列何項應屬營業活動的現金流入項目？（A）抵押借款取得現金（B）應

收帳款收現（C）出售固定資產得款（D）現金增資發行新股。 
5. 下列何者屬於現金流量表上「現金流出」之項目？（A）淨利增加（B）淨

利分配（C）固定資產減少（D）長期負債增加。 
6. 下列那項交易是不影響投資及融資活動的重要交易？（A）出售固定資產（B）

舉借長期負債（C）償付長期負債（D）發行公司債以交換土地。 
7. 在編製現金流量表時，下列那一部分會因採用直接法或間接法之不同，而使

表達方式有所不同？ (A)來自營業活動的現金流量 (B)來自投資活動的現

金流量 (C)來自融資活動的現金流量 (D)以上皆是。                                   
8. 通常最被視為能衡量某企業繼續經營能力之現金流量表資訊為：(A)來自營

業活動的現金流量 (B)來自投資活動的現金流量 (C)來自融資活動的現金

流量 (D)不影響現金的投資融資活動                             
9. 下列有關現金流量表的敘述，何者為真？ (A)從事證券投資與收到證券投資

的股利收入，均為投資活動 (B)發行應付債券與支付應付債券的利息費用，

均為融資活動 (C)發行特別股與支付特別股股利，均為融資活動 (D)發行普

通股換入土地，為投資活動。                              
10. 下列那一項不屬於公司的融資活動? (A)購買庫藏股票 (B)購買其他公司債

券作為長期投資 (C)支付股票股利 (D)以折價方式發行公司債。 

 
 
二、計算題 

 
1. 致福公司 09 年度現銷商品為$500,000，賒銷商品為$980,000，期末應收帳款 
    較期初減少$64,000。 



    試作：利用上述資料計算致福公司 09 年度下列項目之金額： 
    (1)損益表上之銷貨收入金額。 
    (2)應收帳款收現數。 
    (3)銷貨收現數。 

2.下列資料為宏全公司 09 年度之部分與營業活動有關之財務資料： 

(1) 租金費用 $ 66,000
 期初預付租金   11,800
 期末預付租金   6,000
(2) 薪資費用 $108,000
 期初應付薪資 10,000
 期末應付薪資 16,000
(3) 服務收入 $360,000
 期初應收帳款 24,000
 期末應收帳款 18,000

試作：根據上述資料，以直接法計算宏全公司營業活動的現金流量。 
 
3.下列為百利公司 09 年及 08 年度之比較資產負債表： 

百利公司 
比較資產負債表 

科目名稱   09 年底   08 年底 
資    產   

現金 $  82,000  $   62,000 
應收帳款（淨額） 160,000 120,000 
預付保險費 44,000 34,000 
土地 44,000 80,000 
設備 140,000 120,000 
累計折舊   (40,000)    ( 26,000) 

資產總額 $ 430,000 $  390,000 
負 債 及 股 東 權 益  

應付帳款 $  22,000 $   12,000 
應付公司債 54,000 38,000 
普通股股本 280,000 230,000 
保留盈餘    74,000    110,000 

負債及股東權益總額 $ 430,000 $  390,000 
其他補充資料如下： 
 (1)09 年度之淨損為$30,000。 
 (2) 09 年宣告並發放現金股利$6,000。 
 (3) 09 年唯一的土地交易：出售土地產生損失$20,000。 



 (4) 09 年出售成本$30,000、累計折舊$20,000 之設備，得款$10,000。 
 (5) 09 年按帳面價值清償應付公司債$24,000。 
 (6) 09 年發行普通股交換設備，當日股票市價為$50,000。 

試作：以間接法為百利公司編製 09 年年度之現金流量表。 
 

 

一、選擇題 

1. 公司於籌措長期資金時，採下列何種方式，可能產生財務槓桿作用?（A）

舉借長期負債 (B)發行普通股 (C)累積保留盈餘 (D 以上皆可。 
2. 中友公司的存貨週轉天數為 40 天，應收帳款週轉天數為 22 天，應付帳款週

數 
為 30 天，淨營業循環為 32 天，則中友公司營業循環天數為幾天? (A)40 天

(B)52 天(C)62 天(D)72 天。 
3. 流動比率高表示企業（A）資本很雄厚（B）償債能力強（C）財務狀況好（D）

營業成果好。 

4. 甲公司速動資產＄15,000，流動負債＄15,000，今有一筆交易使存貨及應付

帳款各增加＄5,000，則其速動比率為（A）1.33（B）1（C）0.8（D）0.75。 

5. 資產報酬率在於測試企業的何種能力分析？（A）短期償債能力（B）長期

投資財力（C）經營能力（D）獲利能力。 

6. 喬治公司之股票市價為100元，股票報酬率為25%，其本益比為何？(A)5.00  
(B)4.00  (C)0.25  (D)0.20                

7. 假設某公司本年度每股盈餘為$5，每股可配股利$3，而本年底每股帳面價值

為$36，每股市價為$45，則該公司股票之本益比為：(A)7.2倍 (B)9倍 (C)12
倍 (D)15倍                                        

8. 下列何者最能反映公司股東獲利的財務指標？(A)每股淨值(B)負債比率(C)
每股盈餘(D)銷貨毛利率                                    

9.  將次年度到期的長期負債 100 萬元轉列為短期負債，對公司之影響為：(A)
總負債減少(B)負債比率減少(C)流動比率減少(D)速動比率增加      

10.下列各比率之運算，何者之分子未涉及淨利？(A)資產週轉率 (B)資產報酬率 
(C)淨利率 (D)股東權益報酬率   

 

二、計算題 



1. 南投公司09年期初應收帳款餘額為$67,200，備抵壞帳餘額為$2,200。09年度

之  
    有關交易彙總如下： 

  銷貨收入（全部為賒銷） $486,800
  銷貨退回 12,400
  應收帳款收現 463,300
  沖銷壞帳 2,800
  收回已沖銷之壞帳 400
  期末分析應收帳款，估計其中約有$2,800可能無法收回。 

試作：計算09年度之應收帳款週轉率。   
 
2. 下列為誠泰公司09年及08年度財務報表上之部分資料： 

  09年度    08年度  

期末應收帳款 $  993,000 $  927,000 
平均應收帳款    970,000    900,000 
賒銷淨額 10,670,000  8,100,000 
 

 試作：計算誠泰公司09年及08年之應收帳款週轉率及帳款收回平均天數，一年以

365天計。 
 
 
3. 下列為崇仁公司09年及08年度損益表之部分資料： 

  09年度    08年度   

銷貨收入 $  6,420,000 $  6,240,000 
期初存貨     980,000     837,000 
本期進貨    4,540,000    4,661,000 
期末存貨    1,020,000     980,000 

 試作：計算崇仁公司09年及08年度之存貨週轉率及存貨週轉平均天數，一年以365
天計。 

 
 

4. 下列為辣妞公司09年度之財務資料： 
銷貨收入 $ 450,000 （含現銷$150,000）
銷貨成本 350,000  
平均存貨 40,000  
平均應收帳款 40,000  
假設一年為365天。 

 試作：計算下列各項： 



(1)存貨週轉率。 (4)帳款收回平均天數。

(2)存貨週轉平均天數。 (5)營業週期。 
(3)應收帳款週轉率。  

 
5.下列為元大公司08年、09年度之部份財務資訊： 

    06年度      05年度   

現金 $   140,000 $   118,000 
短期投資      50,000      42,000 
應收帳款     240,000     280,000 
存貨     380,000     480,000 
流動負債     320,000     304,000 
賒銷淨額   6,000,000   5,432,000 
銷貨成本   5,000,000   4,320,000 
試作：若一年以365天計，計算元大公司09年度之下列比率： 
(1)營運資金。 (3)速動比率。 (5)應收帳款週轉率。 
(2)流動比率。 (4)存貨週轉率。 (6)帳款收回平均天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