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選擇題 

01.下列何者非屬「估計負債」？（A）應付員工獎金（B）應付禮券（C）應 

   付贈品（D）應付服務保證費。 

02.將應收票據持向銀行貼現，產生了（A）估計負債（B）或有負債（C）流 

   動負債（D）長期負債。 

03.估計負債的特徵是（A）金額尚未確定，且未實際發生（B）金額已確定， 

   但尚未實際發生（C）金額未確定，但責任已確定（D）金額已確定，責任 

   亦已確定。 

04.一年內到期的長期負債，必需動用流動資產或產生新流動負債償還者，應 

   列為（A）長期負債（B）流動負債（C）遞延負債（D）應計負債。 

05.下列何者乃直接引起股東權益減少，而發生的或有負債？（A）未決訟案 

  （B）積欠優先股利（C）應收票據貼現（D）所得稅增加額。 

06.即將一年以內到期，準備以「償債基金」償還的長期負債，在期末報表上 

   應列為（A）流動負債（B）長期負債（C）估計負債（D）償債基金之減項。 

07.「估計應付修理費」是一項（A）流動負債（B）長期負債（C）其他負債 

   （D）費用。 

08.估計負債在財務報表上較佳之揭示方式為（A）附加說明（B）列於保留盈 

   餘項下（C）按一般負債，依其性質分別列為流動負債、長期負債或其他 

   負債（D）列為資產減項。 

09.估計負債應（A）需預估入帳（B）僅附註說明（C）不必揭露（D）以上皆 

   非。 

10.準備負債之認列係基於（A）成本原則（B）客觀性原則（C）審慎性（D） 

   收益實現原則。 

11.甲公司 9/1 開立面額＄20,000 之無息本票乙紙，六個月期，向銀行借到 

   現金＄18,800，當時市場利率 12﹪，則年底甲公司之負債為（A）＄18,800 

   （B）＄19,200（C）＄19,600（D）＄20,000。 

12.下列有關負債的敘述，何者有誤？（A）所有流動負債均應於到期時以現 

   金償付（B）對商品的售後服務保修費是屬於估計負債，必須合理估計數 

   額後入帳（C）銀行透支應列為流動負債，而不可與銀行存款抵銷，是符 

   合完整性（D）積欠特別股股利並非公司之負債，僅在報表下附註說明即 

   可。 

13.下列各項中：(1)應收帳款明細帳貸餘，(2)積欠特別股利，(3)應付現金 

股利，(4)短期借款，(5)應付股票股利，(6)應付所得稅，屬於流動負債

者有：（A）(2)(4)(6) （B）(1)(3)(5) （C）(2)(5) （D）(1)(3)(4)(6) 

14.下列那一項非屬或有損失？（A）產品保證成本 （B）年底應調整銀行借 

   款的應付利息 （C）訴訟敗訴的可能賠償款 （D）壞帳費用【94 普考】                

15.88 年 12 月 31 日台北公司正與環保局進行訴訟，該公司法律顧問認為極 

   有可能敗訴，若敗訴依合理估計將被處以新台幣 400 萬元之罰鍰，法律顧 



   問同時指出罰鍰金額亦可能高達 600 萬元。試問台北公司 88 年對該問題 

   應如何處理？(A)僅認列400萬元之或有損失  (B)認列600萬元之或有損 

   失，以符合穩健原則  (C)認列 400 萬元之或有損失，另揭露額外或有數 

   額  (D)不認列或有損失                               【89 普考】 

16.下列那一項是準備負債？(A)應收帳款可能收不回來 (B)年底調整借款的 

   應付利息 (C)訴訟敗訴的可能賠償款 (D)為員工投保的支出【89 普考】                

   17.大政電子公司產銷電子產品，該公司提供客戶 2年免費維修服務，09 年 

度之銷貨收入為$6,000,000，計維修費為銷貨收入的 2%，若 10 年度實際 

發生之維修費為$11,000，則支付維修費時應：(A)借記維修費$11,000 (B) 

借記應付維修費$11,000 (C)借記維修費$12,000 (D)借記應付維修費

$12,000。 

18.公司簽發本票向銀行借款，若票面含有本金及利息時，則該利息部分應 

以下列那一帳戶入帳：(A)利息收入(B)利息費用 (C)應付票據溢價 (D) 

應付票據折價。 

19.復興公司以淨額法記載進貨。12 月 5 日公司賒帳購進商品$6,000，進貨 

條件為 2/10,n/30。公司於 12 月 7 日將$800 的商品退回，試問帳列進貨 

退回的金額為何? (A)$784 (B)$800 (C)$816 (D)$824。 

20.下列何者不屬於流動負債的性質? (A)流動負債必須於一年或一個營業週 

期之內予以償還 (B)流動負債於償還時，必須動用流動資產，或產生另一 

項流動負債 (C)流動負債必須於一年內清償，所稱「一年」，是指從交易 

起算的一年內 (D)債權人若得在一年內請求清償，縱然意向未定，亦得歸 

類為流動負債。 

21.大力公司 5月 1日向銀行借款，期間開立面值$22,000 之不附息票據乙紙 

給銀行，當日借得現金$20,000，借款日應借記：(A) 預付利息$2,000 (B) 

應付票據$20,000 (C) 利息費用$2,000 (D) 應付票據折價$2,000。 

22.大津公司於 99 年 6 月 1 賒購商品，定價$80,000，商業折扣 5%，付款條 

   件 2/10，n/30，若採淨額法入帳，則 6月 1日應借記：進貨(A)$80,000  

   (B)$74,480 (C)$76,000(D)$78,400。 

23.甲公司出售之每罐奶粉均附有 2張點券，集滿 20 點即可兌換一個玩具。 

每個玩具之成本為$10，甲公司估計將有 60%之點券會用來兌換玩具。此 

外，奶粉出售罐數於 97 年及 98 年分別為 900,000 罐及 720,0000 罐，玩 

張數於 97 年及 98 年分別為 800,000 張及 960,000 張。則 98 年底估計贈 

品負債之餘額為(A)$320,000 (B)$572,000 (C)$140,000(D)$92,000。 

24. 甲公司 9 月 1 日開立一張六個月期，利率 12%，面額$100,000 本票向銀行 
借款$100,000，取得現金，甲公司有關此票據的年底負債金額為：

(A)$106,000  (B)$103,000(C)$101,000。  
(D)$104,000。 

25. 六福公司於 09 年 7 月 1 日簽發面額$300,000，不附息，三年期本票乙紙



向他人借得現金$213,534 (市場利率 12%)，則 10 年底此應付票據之帳面

值為：(A)$239,158 (B)$253,508 (C)$267,857 (D)$300,000 。 

26. 下列何者非屬流動負債：(A)銀行透支 (B)應付現金股利 (C)應收帳款貸餘 
 (D)待分配股票股利。 

27. 下列何者應列入資產負債表的流動負債：(A)短期借款 (B)應收票據貼現 
(C)應收票據折價 (D)償債準備 

28. 保明電器行銷售家電產品，保證為顧客免費維修 2 年，09 年度銷貨收入

$800,000，估計保修費為銷貨額 3%，10 年實際支付保修費$20,000，實付

保修費時，應：(A)借記保修費$20,000 (B)借記應付保修費$24,000 (C)借
記保修費$24,000 (D)借記應付保修費$20,000 

29. 應付票據折價在資產負債表上應列為：(A)費用 (B)應付票據的加項 (C)
應付票據的減項 (D)應收票據的減項。 

30. 負債要區分為流動與非流動之原因為：(A)法令規定 (B)所有企業皆有相

同的會計循環  (C)大多數企業的會計循環皆超過一年 (D)對財務報表使

用者提供較有用的資訊。 
31. 甲本公開出一張面額$5,000，60 天期的不附息票據向銀行借款，如果借款 

日的市場利率為 12%，一年以 360 天計算，試問甲公司可借到的現金數 
額為：(A)$4,902 (B)$5,000 (C)$5,100 (D)$4,900。 

32. 甲公司年底應付帳款統制帳戶為貸餘$65,000，經查各明細帳戶，發現有一 
筆明細帳借餘$2,000，則年底資產負債表中，流動負債項下應付帳款應列 
示金額為：(A)$67,000 (B)$65,000 (C)$63,000 (D)$2,000。 

 

二、計算題 

01.勝利公司在 09 年底調整過帳後，下列科目有以下之餘額： 

應付帳款                       $ 55,000 

應付票據(3 個月到期)              88,000 

累計折舊－設備                   14,000 

應付薪資                         21,000 

應付票據(五年到期，8%)           30,000 

估計產品保證負債                 37,500 

薪資費用                         80,000 

應付利息                          3,000 

應付長期貸款                    150,000 

試作：勝利公司資產負債表中流動負債部分之表達。假設長期貸款中有 

$20,000 明年到期。 

02.夢蘿公司於 3月 1日向第一銀行借款$90,000，並簽發了一張 6個月期， 

利率 12%的票據。 

試作：(1)3 月 1 日簽發票據之分錄。 



      (2)為了編製半年報，而需於 6月 30 日作之調整分錄。 

      (3)8 月 31 日調整應計利息之分錄。 

      (4)償還本利之分錄。 

 

03.安迪公司於 8月 15 日購進了一套價值$22,000 的設備。 

      試作：依下列假設分別作與買進設備相關之分錄： 

       (1)全部以現金支付。 

       (2)以附息票據支付，利率等於市場利率。 

       (3)以面額$23,980 之不附息票據支付。 

    

 

04.廣達公司 09 年 12 月 1 日向銀行借款$500,000，交付利率 12%之票據，並 

承諾 6個月後償付本金及利息。 

   試作： 

          (1)09 年 12 月 1 日借款之分錄。 

  (2)09 年 12 月 31 日調整應計利息之分錄。 

(3)09 年 12 月 31 日資產負債表上此一借款之表達。 

    

 

05.下列為永發公司某年度發生之交易事項： 

       (1)2 月 2 日向福斯公司進貨$85,000，折扣條件為 2/10，n/30。永發公 

          司採用淨額法列帳。此筆款項已於 2月 26 日付清。 

       (2)4 月 1 日向福德公司購買價款$20,000 的卡車一部，付現$3,000，餘 

          額則簽發一張一年期，利率 12%的票據。 

       (3)5 月 1 日向三泰銀行以面額$90,200，一年到期之票據借得$80,000。 

       (4)6 月 30 日以現金$21,000 及一張一年期，年息 15%的票據$40,000 償 

         還一年前積欠安華銀行的$50,000 票據及一年利息$5,000。(假設期初

已作迴轉分錄)。 

    試作：上述有關交易之分錄及年底與利息相關之調整分錄(假設以直線法攤

銷折價)。 

 

 

 

 

 

 

 

 



一、選擇題 

1. 長期債券投資溢價的攤銷額為（A）負債減少（B）資產增加（C）利息

入減少（D）利息收入增加。 
2. 公司債面額＄100,000，年息 12﹪，售價＄103,000，溢價採平均法分五

年攤銷，則每應認列的利息費用為（A）＄11,400（B）＄12,000（C）

＄12,600（D）以上皆非。 
3. 公司債折價在期末財務報表上，應列於（A）資產類遞延借項（B），負    

債類遞延貸項（C）長期負債的減項（D）損益表的營業外費用項下。 
4. 採平均法攤銷公司債折價，將使（A）債息費用逐期遞增（B）債息費

用逐期遞減（C）各期債息費用均相等（D）債息費用加折價攤銷等於

付現利息。 
5. 採利息法攤銷公司債折價，將使（A）債息費用逐期遞增（B）債息費

用逐期遞減（C）每年債息費用均相等（D）以上皆非。 
6. 採利息法攤銷公司債溢價，將使（A）債息費用逐期遞增（B）債息費

用逐期遞減（C）各期債息費用均相等（D）債息費用減溢價攤銷等於

付現利息。 
7. 即將於明年到期的公司債，在下列情況：甲擬以現金償還，乙擬以償債

基金償還，丙擬以發行新股票換回，丁擬以發行新債券換回，戊擬發行

短期本票換回下，仍應列為長期負債項下（A）甲乙丙（B）甲丙戊（C）

乙丁戊（D）乙丙丁。 
8. 公司債溢價發行時，每年支付債息的現金，較按市場利率計算之利息    

為（A）多（B）相等（C）少（D）不一定。 
9. 東華公司 98 年 4 月 1 日發行面額＄500,000 八厘公司債，十年期，每年

4 月 1 日及 10 月 1 日付息，當日全部售得＄476,000，採直線法攤銷折

價 ，則該公司 98 年度之公司債利息費用為（A）＄32,400（B）＄30,000
（C）＄28,200（D）＄31,800。 

10. 下列哪項無論盈虧均需由企業支付（A）普通股利（B）紅利（C）營利

事業所得稅（D）公司債利息費用。 
11. 華立公司 98 年 4 月初獲准發行 6 厘公司債＄4,000,000，七年期，每年

4 月 1 日付息一次，全部債券於 98 年 8 月 1 日售得＄4,016,000（含應

計利息），採直線法攤銷溢折價，則 99 年度公司債利息費用為（A）＄

230,400（B）＄236,064（C）＄240,000（D）＄249,600。 
12. 立仁公司於 97 年初發行 6﹪公司債＄1,000,000，五年期，每年底付息

一次，當時售得＄920,142，當時市場利率 8﹪，採利息法攤銷溢折價，

則 98 年底付息分錄及其敘述：○1公司債利息＄60,000，○2公司債折價＄

14,700，○3支付現金＄74,700，○4公司債帳面餘額＄948,453。有那幾項為

正？（A）○1○2○3○4（B）○1○3（C）○2○4（D）無正確者。 
13. 公司債之付息日為 5 月 1 日及 11 月 1 日，而公司債於 6 月 1 日發行，



則發行時發行公司所收到之現金將等於公司債之現值（A）減 6 月 1 日

至 11 月 1 日之應計利息 （B）減 5 月 1 日至 6 月 1 日之應計利息 （C）

加 6 月 1 日至 11 月 1 日之應計利息（D）加 5 月 1 日至 6 月 1 日之應

計利息                                               
14. 某公司於民國 98 年 1 月 1 日以$970,000 的價格發行面額$1,000,000，五

年期，票面利率 10%的公司債。該公司債每年 1 月 1 日及 7 月 1 日付息。

若該公司採用直線法攤銷公司債折溢價，則每月攤銷之金額為何？（A）

$484 （B）$500 （C）$5,808 （D）$6,000        
15. 公司債折價發行，應付公司債帳面價值將如何？（A）沒有變動 （B）

逐年減少 （C）逐年增加 （D）視市場利率的變動而定   
16. 公司債若提前清償發生損失時，該筆損失如何處理？（A）應直接借記

保留盈餘（B）應列為損益表上之非常損失項目 （C）應借記利息費用

（D）應列為損益表上之正常損益項目                   

17. 某公司於 98 年 4 月 1 日發行面額$500,000、10 年期、契約利率 15%的

債券，債券利息半年一付，每年付息日分別為 4 月 1 日與 10 月 1 日，

又發行日當天之市場利率為 18%。試利用下列現值因子資料，計算債券

之發行價格。 
        期間數 20 期，折現率 7.5%，$1 之現值………0.235 
        期間數 20 期，折現率 9.0%，$1 之現值……………0.178 
        期間數 20 期，折現率 7.5%，$1 年金之現值………10.194 
        期間數 20 期，折現率 9.0%，$1 年金之現值………9.129 
       （A）$431,338（B）$471,274（C）$499,806（D）$523,306                          

18. 光明公司以 98 折的價格贖回面額$2,000,000 的公司債，贖回日該公司

債之帳面價值為$1,970,000。請問此項交易將產生債券贖回損益若干？

(A)贖回損失$10,000  (B)贖回利益$10,000   (C)贖回利益$20,000   
(D)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不能認列任何債券贖回損益                              

19. 珊瑚公司正在考慮以發行新股或公司債券募集一項新的投資方案所需

的資金。若該公司的目標為極大化每股盈餘，則下列敘述何者為真？(A)
該投資方案未來報酬的不確定越高，則越應考慮發行公司債 (B)所得稅

率越高，則越應該考慮發行公司債 (C)應優先考慮發行公司債，以避免

股本膨脹稀釋每股盈餘 (D)應優先考量發行股票，以減少利息費用 
20. 下列長期負債的定義何者為真：(A)到期日在一年以上的負債 (B)不須

於一年或一個營業週期（以較長者為準）內以流動資產或另創流動負債

清償 (C)不須於一年或一個營業週期（以較長者為準）內以現金償 (D)
有正式簽訂契約之一年期以上的負債。                 

21. 5 月 1 日公司出售面額$200,000，利率 9%，利息每年 1 月 1 日和 7 月 1
日支付的公司債，公司債係以面額加應計利息出售，則 7 月 1 日公司付

息時之分錄：(A)借：應付公司債$9,000 (B)貸：現金$18,000 (C)借：應



付利息$3,000 (D)借：應付利息$6,000。 
22. 應付公司債折價攤銷使：(A)利息費用增加 (B)利息費用減少 (C)利息支

出增加 (D)利息支出減少。 
23. 發行公司債時，如果當時的市場利率大於公司債的票面利率時，則公司

債：(A)將折價發行 (B)將溢價發行 (C)將平價發行 (D)發行後的利息費

用將增加。 
24. 公司債面額＄100,000，年息 10%，售價$105,000，若溢價採平均法分五

年攤銷，則每年應認列之利息費用為多少？(A)＄1,000 (B)＄5,000 (C)
＄9,000 (D)＄10,000。 

25. 民有公司 88 年 4 月 1 日以 99 折的價格發行 400 張面額＄1,000，利率

8%的公司債，票載發行日為 88 年 1 月 1 日，到期日為 98 年 1 月 1 日，

每年 1 月 1 日及 7 月 1 日付息，發行公司債成本為＄14,000，則民有公

司發行公司債共得現金：(A)＄382,000 (B)＄390,000 (C)＄396,000 (D)
＄404,000。 

26. 採用利息法攤銷長期債券投資之溢價，將使：(A)各期利息收入之金額

一致 (B)前期的利息收入比後期小 (C)前期所攤銷的溢價比後期大 (D)
前期所攤銷的溢價比後期小。 

27. 以 95 折發行面額＄1,000，利率 6%，20 年期的公司債，總利息成本為：

(A)＄1,170 (B)＄1,200 (C)＄1,220 (D)＄1,250。 
28. 發行公司債溢價攤銷使：(A)利息費用增加 (B)利息費用減少 (C)利息支

出增加 (D)利息支出減少。 
29. 公司債的售價為：(A)未來利息的現值及到期值之合計數 (B)未來利息

減到期值 (C)未來利息及本金的現值 (D)未來利息加上公司債到期值。 
30. 指南公司於 98 年初發行十年期公司債，面額＄3,000,000，每年底付息

一次，利率 10%，按面額的 98%售出，該公司採平均法攤銷折價，則

98 年底應攤銷之折價額為多少？(A)＄2,000 (B)＄3,000 (C)＄6,000 (D)
＄300,000。 

31. 如果公司以折價發行債券，則表示：(A)市場利率高於票面利率(B)市場

利率低於票面利率 (C)市場利率等於票面利率(D)與市場利率無關。 
32. 若採有效利率法攤銷公司債的折、溢價，則下列何者正確？(A)若公司

債以折價發行，則攤銷金額將逐期減少(B)若公司債以溢價發行，則攤

銷額將逐期減少(C)若公司債以溢價發行，則攤銷額將逐期相同(D)不論

公司債以折價或溢價發行，攤銷額都逐期增加。 
33. 公司以折價發行的應付公司債，其公司債每年的攤銷數，將對公司利息

造成何種影響？(A)利息費用增加 (B)利息費用減少 (C)利息費用不受

影響 (D)利息費用不變但負債減少。 
34. 甲公司於 98 年 9 月 1 日發行面額＄100,000，5 年期，利率 8%的公司債，

每年 9 月 1 日及 3 月 1 日付息，發行價格＄103,000。甲公司以直線法



攤銷溢價，98 年 12 月 31 日攤銷溢價的會計處理為：(A)借記應付公司

債溢價＄200 (B)借記應付公司債溢價＄400 (C)貸記應付公司債溢價 
(D)貸記應付公司債溢價＄40。 

35. 發行公司債若採利息法攤銷公司債折價，將使公司債發行期間各期認列

的利息費用：(A)逐年增加 (B)逐年減少 (C)各期一致 (D)依市場利率的

走向而定。 
36. 大中公司於 98 年 3 月 1 日溢價發行公司債一批，原擬採用利息法攤銷

溢價，但誤採直線法。此項攤銷方法的誤用，在 98 年 12 月 31 日，對

下列項目造成何種影響？(A)公司債帳面價值高估，保留盈餘高估(B)公
司債帳面價值低估，保留盈餘低估 (C)公司債帳面價值高估，保留盈餘

低估 (D)公司債帳面價值低估，保留盈餘高估。 
                                                  

二、計算題 
1. 芝麻公司 09 年 1 月 1 日發行面額$40,000、年利率 10%、十年期之公司債，

每年 6 月 30 日及 12 月 31 日付息。 
試作：為下列三種狀況分別決定公司債發行價格，並且作公司債發行之分錄： 

       (1)發行日市場利率為 8%。 
       (2)發行日市場利率為 10%。 
       (3)發行日市場利率為 12%。 
 
2. 東亞公司於 08 年 12 月 31 日以$340,000 發行面額$360,000、年利率 11%、

十年期的公司債，付息日為每年 6 月 30 日及 12 月 31 日，該公司採直線法

來攤銷公司債折溢價。 
試作：下列各項分錄： 

      (1)公司債發行日。 
      (2)09 年 6 月 30 日利息的支付及折價的攤銷。 
      (3)09 年 12 月 31 日利息的支付及折價的攤銷。 
      (4)到期日公司債之清償，假設最後一次利息已支付並已入帳。 

 
3. 盛豐公司在 09 年 1 月 1 日以$764,864 的價格發行面額$720,000、年利率

11%、十年期的公司債，當時有效利率為 10%，利息於每年 1 月 1 日及 7 月

1 日支付，該公司以利息率法攤銷公司債溢折價。 
試作： 
  (1)發行時的分錄。 

      (2)09 年 7 月 1 日支付利息及溢價攤銷的分錄，假設 6 月 30 日未認列應計

利息。 
      (3)09 年 12 月 31 日認列應計利息及溢價攤銷的分錄。 
4. 幕內公司於 09 年 4 月 1 日發行公司債，面額為$1,000,000，年息 4%，期間



十年，每年於 3 月 31 日及 9 月 30 日支付利息，全部公司債按 98 的價格於

發行日當天出售，該公司依直線法攤銷折價。 
試作：自出售日起至 09 年底有關公司債之分錄。 

5.  建國公司於民國 09 年 1 月 1 日發行票面利率 7%，五年到期的公司債   
$100,000，發行價格為$95,948，當時之市場利率為 8%，每年 1 月 1 日及

7 月 1 日各付息一次，公司債溢折價採用直線法攤銷。 
試作：南海公司 09 年 1 月 1 日、7 月 1 日及 12 月 31 日之會計分錄。 
 
一、選擇題 

01. 股票股利將使：(A)資產及股東權益同時減少 (B)資產及股東權益同時 

增加(C)資產減少及股東權益同時增加 (D)資產及股東權益不變。 

02. 下列何者企業之所有者不會積極參與企業營運的管理？（A）一般合夥

（B）獨資業主（C）公開發行公司股東（D）以上皆非。 

03. 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缺點為（A）股東有限責任（B）重覆課稅（C）可 

移轉所有權（D）以上皆非。 

04. 下列何項不列在資本公積項下？（A）超過面額的股本溢價（B）非股東

來源之捐贈（C）超過設定價值的股本溢價（D）庫藏股票交易之溢價。 

05. 下列何者有權決定公司的經營政策？（A）股東個人（B）主管會議（C）

總經理（D）董事會。 

06. 面額及設定價值為（A）建立起普通股的市價（B）是法律上的概念（C）

反映普通股之帳面價值（D）以上皆是。 

07. 應收股款在資產負債表上係列為（A）流動資產（B）流動資產之抵減科

目（C）無形資產（D）其他資產。 

08. 投資者認購普通股時，應於何時貸記「普通股股本」？（A）簽訂認股

書時（B）第一次收款時（C）收款金額超過認購股款 50﹪時（D）股票

發行時。 

09. 股東權益主要係在報導（A）所有已授權發行普通股之面值（B）公司所

有之保留盈餘（C）公司資本之來源（D）股東對公司資產的求償權。 

10. 拓哉公司以＄15 發行無面額，無設定價值的普通股 2,000 股，其分錄

為： 

（A）現金                        30,000 

普通股股本                      30,000 

（B）現金                        30,000 

普通股股本                      10,000 

資本公積－普通股溢價            20,000 

（C）現金                        30,000 

普通股股本                      10,000 

保留盈餘                        20,000 



（D）以上皆非。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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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S 公司於 08 年以每股＄36 買回其面額為＄1之普通股 6,000 股，09 年 

度 S 公司以每股＄50 再發行 08 年買回之股份 3,000 股，S公司採成本 

法處理庫藏股票交易，則 S公司於 09 年度紀錄再發行庫藏股票時所使 

用之帳戶及金額分別為何？ 

庫藏股票    資本公積－庫藏股票交易   保留盈餘    普通股股本

（A）             ＄102,000            ＄42,000     ＄6,000   

（B）             ＄102,000                         ＄6,000   

（C）＄108,000    ＄42,000  

（D）＄108,000                         ＄42,000 

13. 公司在下列何種情形下，不會購回庫藏股票？（A）為了大量發行股份

給經理人員（B）作為短期投資（C）為了增加公司股票的交易量（D）

為了有足夠的股份於併購其他公司時備供交換之需。 

14. 下列何者代表普通股最多的股數？（A）庫藏股票數（B）已發行股數

（C）流通在外股數（D）已核准發行。 

15. 甲公司投入股本共計$600,000，保留盈餘$200,000。股本中包含面額

$10 的普通股 5,000 股，面額$100 的特別股 1,000 股。特別股贖回價

格為$105，積欠股利$60,000，試問普通股每股帳面價值多少？（A）

$127 （B）$128 （C）$139 （D）$140                       

16. 公司應如何報導積欠的累積特別股股利？(A)如果預期在一年內償還

則列為流動負債，否則應列為長期負債 (B)應列為股東權益減項 (C)

應列為股東權益加項 (D)採附註方式揭露。                    

17. 在「成本法」下，公司出售庫藏股的價款若高於原購入成本，差額應

計入：(A)股本 (B)資本公積 (C)保留盈餘 (D)非營業收入。   

18. 公司發行股票的價格超過面額的部分，應如何處理？(A)貸記：資本公

積－股票發行溢價 (B)貸記：正常利益－出售股票利益 (C)貸記：保

留盈餘 (D)貸記：非常利益－出售股票利益。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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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註銷庫藏股票時，會使：(A)股本不變 (B)股東權益總額不變 (C)保留

盈餘減少 (D)股東權益總額減少。                      

21. 大保公司核准發行 100,000 股面額 $1 普通股，有 40,000 股以 $5 售

給摩根，目前尚無股票發行，則： (A)摩根擁有已發行股份的 40% (B)

公司應承認$160,000 的獲利 (C)公司普通股股本為$200,000 (D)公司

已發行普通股股本為$40,000。 

22. 98 年 12 月 10 日特達公司以每股$60 取得 2,000 股自己發行面額$5 之

股票，99 年庫藏股票 500 股再以$70 重新發行，以下何者敘述為正確？ 

(A)庫藏股票以成本入帳並列為公司資產 (B)二筆庫藏股交易整個減

少該公司股東權益$85,000 (C)該公司認列每股$10 之利益 (D)該公司

股東權益增加$110,000。 

23. 依達公司接到以每股$84 認購面額$10 的普通股 5,000，認購簽約時先

收 10%頭期款，餘款在 6 個月後付清，收到餘款並發出股票之分錄為： 

(A)借：應收普通股認股款$378,000 (B)貸：應收普通股認股款$420,000 

(C)借：應收普通股認股款$420,000 (D)貸：普通股股本$50,000。 

24. 前期調整帳戶在報表上列在何項目下： (A)收入 (B)費用 (C)資產 (D)

保留盈餘。 

25. 大華公司發行面值$1 的普通股 10,000 股以交換土地，股票市價$90，

其正確分錄為： (A)借：土地$10,000  貸：普通股$10,000 (B)借：

土地$900,000  貸：普通股$900,000 (C)借：土地$900,000  貸：普

通股$10,000  貸：資本公積$890,000 (D)以上皆非。 

26. 唯王公司發行設定價值(State value) $10 股票 3,000 股，以交換價值

$45,000 之設備，記錄此筆交易之分錄為： (A)借：設備$30,000 (B)

貸：普通股股本$45,000 (C)貸：資本公積$15,000 (D)貸：保留盈餘

$15,000。 

27. 有關庫藏股票之敘述何者為非？ (A)庫藏股票必須是已發行之股票 

(B)庫藏股票無分配股利及投票之權利 (C)維持合理股價係購回股票

的誘因之一 (D)庫藏股票可作為股東權益的減少或資產的增加。 

28. 採面值法處理的庫藏股票，在資產負債表上應如何列示？ (A)列為股

東權益總額的減項 (B)列為資產的減項 (C)列為負債的減項 (D)列為

股本的減項。 

29. 成長公司普通股股本$500,000，資本公積-發行溢價$50,000，保留盈

餘$200,000，若發行在外之普通股為 50,000 股，則普通股每股帳面價

值為： (A)$10 (B)$11 (C)$14 (D)$15。 

30. 在計算普通股帳面價值時，有關下列各項敘述，何者為真？ (A)分子

為總資產 (B)分母為流通在外股份加上已認普通股 (C)分母為普通股

股本減去優先股股本 (D)分母為普通股股本，不含已認股本。 

31. 計算普通股每股盈餘時，分母應採： (A)年底已發行股數 (B)每底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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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大威公司有 7%、累積、部分參加至 10%之特別股 10,000 股及普通股

15,000 股，每股面額均為$10。第 1 年至第 4 年各年分配股利為$0、

$8,000、$9,000、$29,000，則第 4 年特別股股東可得股利總額為： 

(A)$10,000 (B)$14,000 (C)$14,500 (D)$11,000。 

                        

          

33. 甲公司於 98 年 1 月 1 日有面額$2,000,000、利率 8%之六年期可轉換公

司債流通在外，該公司債於每年 12 月 31 日付息一次，每$1,000 公司

債可轉換為面額$10 普通股 20 股，98 年 12 月 31 日付息後之公司債溢

價餘額為$80,000，當日有面額$400,000 之公司債行使轉換權，普通股

市價為每股$60。則在不同方法下，甲公司應貸記資本公積為： (A)帳

面價值法$416,000 (B)帳面價值法$400,000 (C)帳面價值法$336,000 

(D)市價法$400,000。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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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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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當公司宣告發放股票股利時，對下列那一項帳戶之總金額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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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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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若將股票分割誤記為股票股利的發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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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保留盈餘之提撥，將使股東權益： (A)減少 (B)增加 (C)不變 (D)視

提撥目的而增減。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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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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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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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公司宣告股票股利時，對資產、負債及股東權益之影響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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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法定公積屬於： (A)資產 (B)投入資本 (C)保留盈餘 (D)負債。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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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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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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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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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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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股票股利與股票分割的相同處在於： (A)降低股東權益 (B)降低保留

盈餘 (C)降低股票面值 (D)降低股票市價。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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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8 年 12 月 31 日永信公司股東權益的內容如下： 

10%，累積特別股，面值$100（核准 50,000 股，

發行在外 15,000 股） 
$1,500,000 

普通股，面值$10（核准100,000股，發行50,000

股，庫藏股 2,000 股） 
500,000 

特別股溢價 400,000 

普通股溢價 360,000 

保留盈餘   300,000 

合計 3,060,000 

減：庫藏股（2,000 股，按成本計） ($32,000) 

    股東權益總計 ＄3,028,000 

已知特別股的收回價格為$125，並積欠二年的股利，未曾發放。試計算特



別股與普通股的每股帳面價值。 

 

 

2. 甲公司於 95 年以每股$100 購入乙公司之普通股 5,000 股，98 年 6 月 1 日乙

公司分配 5,000 個認股權給甲公司，規定每兩權可按$50 認購新股一股。98

年 6 月 1 日每一除權股市價為$112，每一認股權市價為$28，若甲公司以認股

權認購新股，則每股的成本為若干？ 

 

 

3. 肯亞公司現金發行無面額特別股 10,000 股，每股發行價格為$15，試根據下 

列情況作歐亞公司發行股票的分錄： 

    (1)每股設定價值為$10。 

    (2)沒有設定價值。 

 

4.（1）合歡公司經核准發行 100,000 股無面額普通股，公司在 09 年成立，當年 

       以每股$30 發行 60,000 股。 

（2）正義公司經核准發行面額$10 之普通股 500,000 股，公司於 09 年成立，

當年中有 10,000 股以每股$40 出售，另有 40,000 股以每股$35 出售。 

  試分別計算上述二公司之普通股股本與資本公積之金額。 

 

5.下列為屏東公司關於發行股票之交易： 

    2 月 9 日  以每股$15 發行 1,500 股面額$10 之普通股。 

    3 月 4 日  出售 3,000 股、設定價值為$50 的特別股，此特別股之市價 

              為$65。 

    4 月 6 日  以 3,400 股面額$10 之普通股換取估價為$40,000 之設備一 

              套，當日股票之公平市價為每股$15。 

    試作：(1)上述交易之分錄。 

          (2)計算屏東公司 4月 6日之資本公積餘額。 

 

6.福氣公司經核准發行 200,000 股、面額為$5 之普通股，試作下列事項之分錄： 

    4 月 1 日  以每股$15 發行 30,000 股。 

    4 月 2 日  發行 400 股以支付公司成立時之會計師費用，當時每股市 

              價$15。 

    7 月 1 日  發行 2,500 股交換一塊土地，土地市價為$5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