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綜合題 
難易度：中（10 分鐘） 
一、試說明下列各項（每項獨立）交易之處理是否合乎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指明      
    最相關之原則）。 
    （1）以＄40,000 購入機器一部，該機器當時市價為＄50,000，帳上以$50,000 
        列為機器成本，並認列購買機器利益$10,000。 
    （2）某甲由其獨資經營的商店中提出現金＄5,000 購買政府公債，贈予其   
         妻作為生日禮物。該店將此政府公債列為其資產。 
    （3）甲公司多年來均將金額少於＄500 之資產直接以費用記帳。 
    （4）乙公司有土地一塊，帳面價值以成本＄60,000 列示,因土地市價上升，  
         將土地帳面價值調整為市價並認列增值利益。 

 （5）收到顧客預付款項時帳列銷貨收入，年底尚未交貨未作任何調整。 
 （6）與客戶簽訂＄100,000 銷售合約，立即認列銷貨收入。     
 （7）應提折舊$30,000，因當年度獲利不豐，實際僅提列$10,000。 

 
挑戰題 
難易度：難（15 分鐘） 

一、大安建設公司民國89年1月承接一合約價款為$50,000,000 之長期工程，估計 

    工程總成本為$40,000,000，公司採完工比例法認列收入。民國89年、90年實 

    際發生成本分別為$12,000,000 及$21,600,000 。民國90年底，大安建設公司 

    重新估算工程成本，估計尚須投入$8,400,000。試計算大安建設公司民國89 

    年、90年應認列的工程收入及工程毛利。 
 
 
 
 
綜合題 
難易度：中（10 分鐘） 
一、試說明下列各項（每項獨立）交易之處理是否合乎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指明      
    最相關之原則）。 
    （1）以＄40,000 購入機器一部，該機器當時市價為＄50,000，帳上以$50,000 
        列為機器成本，並認列購買機器利益$10,000。 
    （2）某甲由其獨資經營的商店中提出現金＄5,000 購買政府公債，贈予其   
         妻作為生日禮物。該店將此政府公債列為其資產。 
    （3）甲公司多年來均將金額少於＄500 之資產直接以費用記帳。 
    （4）乙公司有土地一塊，帳面價值以成本＄60,000 列示,因土地市價上升，  
         將土地帳面價值調整為市價並認列增值利益。 

 （5）收到顧客預付款項時帳列銷貨收入，年底尚未交貨未作任何調整。 
 （6）與客戶簽訂＄100,000 銷售合約，立即認列銷貨收入。     
 （7）應提折舊$30,000，因當年度獲利不豐，實際僅提列$10,000。 

 
 



挑戰題 
難易度：難（15 分鐘） 

一、大安建設公司民國89年1月承接一合約價款為$50,000,000 之長期工程，估計 

    工程總成本為$40,000,000，公司採完工比例法認列收入。民國89年、90年實 

    際發生成本分別為$12,000,000 及$21,600,000 。民國90年底，大安建設公司 

    重新估算工程成本，估計尚須投入$8,400,000。試計算大安建設公司民國89 

    年、90年應認列的工程收入及工程毛利。 
 
 
練習題 
難易度：易（10 分鐘） 
【會計科目性質】 
一、請分析各會計科目並填入適當的代碼，並完成下列表格： 

代碼表 

科目種類 期末是否需

要結帳 
正常餘額 財務報表 

 A=資產 L=負債 C=需要 D=借方 B=資產負債表 
 R=收入 E=費用 N=不需要 C=貸方 I=損益表 
 C=抵銷科目 SE=股東權益     SE=股東權益變動表

 N=非會計科目    N=不是上述的報表

    
會計科目 種類 期末是否

需要結帳

正常餘額 置於何種財

務報表上 

範例 現金 A N D B 
1 預付租金         
2 應付薪資         
3 投入資本         
4 租金費用         
5 保留盈餘         
6 應付票據         
7 預收收入         
8 應付股利         
9 建築物         

10 累計折舊         
11 應收帳款         
12 用品盤存         
13 利息收入         
14 利息費用         
15 服務收入         
16 折舊費用         

 
 



 
難易度：易（10 分鐘） 
【未作調整對報表之影響】 
二、丙公司已設立兩年，此公司以製造健康器材為主，公司營運及成長非常快 

速。新的會計人員在年底編製財務報表時發生了若干錯誤，請依下列格式指 
出下列各項錯誤將如何影響損益表及資產負債表各要素。（請說明是高估或 
低估，金額是多少？均不考慮所得稅。） 
（1）公司當年度現銷$3,000，賒銷中有$1,800於當年底已收現，另預估有＄ 

         200將於下年初收現，而會計人員記錄總銷貨收入為$4,800。 
（2）公司在當年度發生了銀行借款的利息費用$10，將在明年一月份支付， 
     而會計人員並未記錄此筆費用。 
（3）在期初的資產負債表中預付保險費列有$6。全部的保險費在當年度屆 
     滿到期。而會計人員對此筆到期的保險費無任何的記錄。   

          交易      報表       要素     高低估     金額    
        （1） 
        （2） 
        （3） 
 
難易度：易（25 分鐘） 
【編製報表】 
三、在 95 年 6 月 1 日，丁卯商店開始營業，業主投資$300,000。6 月 30 日的會 
    計記錄如下： 

應付帳款 $  12,000  辦公設備 $200,000 
應收帳款 42,000  辦公用品 7,500 
累計折舊 5,000  辦公用品費用 4,000 
現金 103,000  租金費用 26,000 
顧問費收入 142,000  薪資費用 68,000 
資本 300,000  電話費 3,500 
折舊費用 5,000    

    （1）試編製丁卯商店 6 月份的損益表。 
    （2）試編製丁卯商店 6 月份的業主權益變動表。        
    （3）試編製丁卯商店 6 月底的資產負債表。 
 
 
 
 
 
難易度：易（5 分鐘） 
【結帳後餘額】 
四、下列為甲公司 95 年 12 月 31 日的調整分錄： 
           應收利息       20,000 
               利息收入            20,000 
           薪資費用      100,000 
               應付薪資           100,000 
    假設甲公司 95 年沒有其他的應收收入或應付費用。作完結帳分錄後，試  
    求各帳戶的餘額。 
 



 
 
 
 
 
 
 
綜合 題 

餘額 交    易 
借方 貸方 

1 應收利息   
2 利息收入   
3 薪資費用   
4 應付薪資   

難易度：中（25 分鐘） 
一、中信公司的會計人員於 80 年 12 月 31 日編製下面的試算表： 
        現金                  $31,500 
        應收帳款               49,600 
        備抵壞帳                              $  1,750 
        材料存貨                1,960 
        預付保險費              1,100 
        設備                   25,000 
        累積折舊—設備                           5,000 
        應付票據                                 7,200 
        張君資本                                35,260 
        顧問費收入                             100,000 
        租金費用                9,750 
        水電費                  1,080 
        雜項費用                  720 
        薪資費用               28,500 
     其他資料： 

       1.預收下年度顧問費$5,900 並全數貸記顧問費收入帳戶。 
       2.已提供顧問服務但未入帳$4,900。 
       3.壞帳費用$730。 
       4.當年度之保險費$480。 
       5.設備每年以 10%提列折舊費用。 
       6.80 年 12 月 1 日以 90 天，10%的票據向銀行借款$7,200。 
       7.租金每月$750，80 年和 81 年 1 月租金已付。 
       8.應付租金$2,510。 

     試作： 
      （1）80 年 12 月 31 日之調整分錄。 
      （2）編製 80 年度損益表。 
難易度：中（25 分鐘） 
二、以下是盛勤商店在 12 月 31 日時的未調整及調整後試算表的部分數據： 

盛勤公司 
試算表 

12 月 31 日 
          調整前     調整後 
           借方（貸方）   借方（貸方） 
應付帳款…………………………     $ （36,400）    $ （36,400） 
應收帳款…………………………   88,270      90,770 
累計折舊—辦公設備…………… A  （10,260） 
廣告費用…………………………   15,000    15,000 



現金……………………………… 10,000 B 
盛勤資本………………………… C        （113,420） 
折舊費用—辦公設備…………… 0    2,160 
保險費用………………………  0   4,300 
辦公設備……………………… 49,600 D 
辦公用品………………………… 700 E 
辦公用品費用…………………… 0    480 
預付保險費用……………………  F         2,500 
租金費用………………………… 28,500       28,500 
薪資費用…………………………   462,000 G 
應付薪資…………………………                  0        （2,700） 
銷貨收入…………………………               H         （542,500） 
上表中調整前與調整後試算表中金額的差距可以解釋為將銷貨、折舊、已到期保

險費、辦公用品費用及應計薪資費用的調整分錄加以記錄所造成。請將表中 A～

H 中的金額算出（並請以括號表示其為貸方餘額）。 
A.               B.              C.              D.              
E.               F.               G.              H.              

 
難易度：易（10 分鐘） 
三、下列四欄式表格，列有怡德公司 84 年 12 月 31 日的試算表與調整後試算表  
     之資料。 

試算表 調整後試算表 
會計科目 

借方 貸方 借方 貸方 
現金 126,000 126,000 
應收帳款 38,340 74,340 
用品盤存 8,100 1,980 
機器設備 237,600 237,600 
累計折舊-機器設備 51,840  53,820
應付票據 180,000  180,000
應付帳款 23,400  23,400
應付薪資  19,800
應付利息  2,700
預收佣金 15,300  11,700
股本 117,000  117,000
佣金收入 42,300  81,900
薪資費用 19,800 39,600 
利息費用 2,700 
文具用品費 6,120 
折舊費用 1,980 
合計 429,840 429,840 490,320 490,320

 請分析上列工作底稿上試算表與調整後試算表的資料，準備六項調整分   
 錄，以說明幾項會計科目變動的原因。 

難易度：中（45 分鐘） 
四、台東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90 年 12 月 31 日調整結帳前之試算表如下：   

台東股份有限公司  
調整結帳前試算表  



                         民國 90 年 12 月 31 日                  
會計科目                 借方餘額         貸方餘額 

現金                     $55,860 
預付保險費                15,485 
物料盤存                   5,510 
辦公設備                  61,750 
累計折舊－辦公設備                        $17,100 
運輸設備                 128,820 
累計折舊－運輸設備                         18,810 
應付帳款                                    7,695 
預收管理費收益                              7,980   
股本                                      200,000 
服務收益                                  281,745   
薪資費用                 195,700            
廣告費用                  15,770 
租金費用                  45,600 
電話費用                   8,835                  

$533,330         $533,330 
 本年度應行調整事項如下：  

    1.預付保險費用尚有五分之一未耗用。  
    2.物料盤存計$2,280。  
    3.辦公設備耐用壽年為五年、殘值為$4,750。  
    4.運輸設備耐用壽年為十年、殘值為$3,420。  
    5.應收未收服務收益為$2,280。  
    6.帳列預收管理費收益係 90 年 11 月 1 日預收一年之管理費。  
    7.應付未付薪資為$15,200。  
    8.90 年 12 月份電話費用為$855 尚未支付。  

 試作： 
   （1）台東股份有限公司 90 年 12 月 31 日調整分錄。   
   （2）調整後試算表。   
   （3）結帳分錄。 
難易度：中（20 分鐘） 
五、下列是忠孝公司民國 84 年 12 月 31 日調整前的部分帳戶餘額及有關說明，  
     假設忠孝公司採用日曆年度。試作期末（84 年 12 月 31 日）應有調整分錄    
     及 85 年初必要迴轉分錄。 

應收帳款 $165,000  
備抵壞帳 $  2,100 
機器 96,000  
累計折舊－機器 4,000 
應付票據 80,000 
預收租金 3,000 
保險費用 14,400  

 （1）壞帳費用$6,150。 
 （2）機器係於 83 年 7 月 1 日購入，採直線法提列折舊。 
 （3）應付票據的開票日為 84 年 11 月 16 日，期間 90 天，年利率 6%（假 
      設一年為 360 天）。 



 （4）預收租金係於 84 年 12 月 16 日出租卡車一輛所收取，租金按每公里      
      50 元計算，到 12 月 31 日期滿為止共計行駛 95 公里。 
 （5）保險費用乃是 83 年 7 月 1 日投保三年火災保險所發生。 

  又請列式計算：機器估計可以使用幾年？（假設該機器無剩餘價值） 
 

難易度：中（20 分鐘） 
六、力聲雜誌社民國 83 年及 84 年度所報導之淨利，分別為＄200,000 及＄  
    233,000，然兩年年底對下列各項交易，均未曾作調整分錄： 
   （1）民國 83 年 3 月 1 日投保三年期火災險（3 月 1 日起算），支付現金＄8,640。 
        投保時借記「預付保險費」科目。 

（2）民國 83 年 4 月 15 日收到客戶訂閱雜誌訂閱金＄18,000（83 年 4 月 15 
     日起，為期一年半）。收款時貸記「預收訂閱金」帳戶。 
（3）民國 83 年 1 月 16 日購入辦公室一間，成本＄360,000，估計可使用 30 
     年，無殘值。 
（4）民國 84 年 1 月 12 日支付員工薪資＄16,140，借方科目「薪資費用」。 
     其中 1/3 為 83 年 12 月份員工所得。 

    試根據上列資料，列表計算 83 年及 84 年正確淨利（先列更正前，再列更 
    正項目，最後列出正確金額） 

 

 

 

 

 
挑戰題 
難易度：中（20 分鐘） 
一、下列是丙公司營業第一個月底（94 年 12 月 31 日）調整前試算表帳戶餘額： 

丙公司 
調整前試算表 

94 年 12 月 31 日 
應付帳款 $ 10,000 
應收帳款   55,000 
廣告費用    2,000 
股本   50,000 
現金   62,000 
股利   50,000 
服務收入  280,000 
應付票據  100,000 
辦公設備  144,000 
租金費用    4,000 
保留盈餘（94 年 12 月 1 日）        0 
薪資費用  134,000 
預收服務收入   13,000 
水電費用    2,000 

       
     上述應付票據$100,000 是 94 年 12 月 1 日借款所發生的，利率 12%，本 



     金及利息於 95 年 6 月 30 日支付。辦公設備在 94 年 12 月 1 日取得，耐用 
     年限 4 年，無殘值，使用直線法提列折舊。預收服務收入$13,000 是 94 年 
     12 月 10 日預先向客戶收取的價款，直到 94 年 12 月 31 日總計$10,000 服 
     務已提供完畢。所得稅率 10%。 
     丙公司須編製營業第一個月的財務報表。丙公司的老闆是您的鄰居，既然 
     您正在修會計學，所以他就請您幫忙了。 
     根據上述資料試作： 
    （1）調整分錄。 
    （2）編製損益表。 
    （3）請解釋如果忽略了利息費用的調整分錄對損益表有何影響？ 
     
 
 
難易度：中（15 分鐘） 
二、高雄貨運行 89 年 1 月 31 日調整後試算表中部分資料如下： 
          借         方                       貸         方       

用品盤存      ＄   450             累積折舊－設備   ＄ 7,500 
預付保險費       2,400             應付薪資     800 
設備            30,000             預收收入            5,000 
用品費用           750            貨運收入 20,000 
保險費             480 
折舊費用           250 
薪資費用         2,800 
試根據以上資料回答下列問題： 
（1）假設 1 月份購入用品＄800，試求 1 月初用品盤存科目之餘額。 
（2）假設簽訂保險契約時一次繳納一年保費，每月保險費為＄480，則保      
     險契約之簽訂日期為何？ 
（3）假設設備之耐用年數為十年，且無殘值，試求購買設備的日期。 
（4）假設 1 月份共支付薪資＄3,200，試求 1 月初應付薪資帳戶之餘額。 
（5）假設 1 月份自貨運收入收到之現金共計＄18,000，試求 1 月初預收收   
     入帳戶之餘額。                                           

難易度：難（15 分鐘） 
三、大宇公司的會計師正在查核其 87 年的財務報表，發現以前年度及本年度某  
     些項目被遺漏，列示如下： 

                84 年度        85 年度        86 年度      87 年度 
預付費用   ＄7,000        ＄6,000       ＄7,500 
應付費用     5,000          8,000         9,500       10,000 
預收收益     1,400                                    4,200 
應收收益                    1,500         1,250        2,000 

 84 年 12 月 31 日的保留盈餘為＄256,000，85 年度及 86 年度的淨利分別為  
 ＄87,100 及＄112,250。在會計師做錯誤更正前，87 年之收入及費用經結  
 轉至損益彙總科目後得出貸餘＄116,450。 
 試作：計算 85 年度、86 年度、87 年度更正後的純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