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王歷屆試題

（109 地方特考）

109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類
科

別：三等考試
科：會計
目：中級會計學

甲、申論題部分
一、甲公司於 X1 年 1 月 1 日與乙公司簽訂租賃合約，甲公司於當日起承租乙公司之店面 40 坪，
租期 3 年，每年租金$3,000,000，於每年初支付。
甲公司當日的增額借款利率為 6%，無法得知租賃隱含利率。甲公司採曆年制，直線法折舊。
惟於 X1 年 12 月 31 日時，因為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業績甚大，甲、乙兩公司同
意修改租賃合約，自 X2 年起縮小店面租賃坪數為 20 坪，每年租金改為$1,800,000，於每年
底支付，原租賃期間維持不變。X1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的增額借款利率為 4%，無法得知租
賃隱含利率。甲公司評估後，決定以剩餘租賃空間佔原始租賃空間比例進行會計處理上必要
之調整。
試作：
甲公司對於該租賃於 X1 及 X2 年度應有之分錄。（金額請四捨五入至元位）（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本題是租賃修改之應用，考題難易適中(★★★)
《破題關鍵》
對減少租賃範圍之租賃修改，減少使用權資產之帳面金額以反映租賃之部分或全面終止。承租
人應將任何有關租賃之部分或全面終止之利益或損失認列於損益中。
《使用準則》IFRS16
【命中特區】蕭靖（109 年 8 月）110 版，AK37 會計學(含中級會計學)，志光出版，頁 549。
擬答：
X1.1.1
使用權資產
8,500,178
租賃負債
5,500,178
現金
3,000,000
說明：$3,000,000×1.83339267(2 期 6%年金現值)=$5,500,178
X1.12.31

利息費用
租賃負債
說明：$5,500,178×6%=$330,011
折舊費用
累計折舊-使用權資產
說明：$8,500,178÷3=$2,833,393
租賃負債
累計折舊-使用權資產
使用權資產
租約修改利益

330,011
330,011

2,833,393
2,833,393

2,915,095
1,416,696
4,250,089
81,702

說明：
$8,500,178×20/40=$4,250,089
$2,833,393×20/40=$1,416,696
$5,500,178+$330,011=$5,830,189
$5,830,189×20/40=$2,915,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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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權資產
租賃負債

479,876
497,876

說明：
$5,830,189-$2,915,095=$2,915,094
$1,800,000×1.886095(2 期 4%年金現值)=$3,394,970
$3,394,970-$2,915,094=$479,876
利息費用
租賃負債
現金
說明：$3,394,970×4%=$135,799

X2.12.31

折舊費用
累計折舊-使用權資產

135,799
1,664,201
1,800,000

1,656,635
1,656,635

二、甲公司於 X1 年 1 月 1 日發行每張面額$100,000，票面利率 5%之附賣回權可轉換公司債 100
張，共得款$10,450,000，全數由乙公司購入。該公司債每年 12 月 31 日付息一次，於 X2 年
12 月 31 日付息後，投資人得要求甲公司按 110 價格以現金買回。甲公司採利息法作折溢價
攤銷。投資人自 X2 年 1 月 1 日起也能申請將每張公司債，轉換甲公司面額$10 之普通股 500
股。已知 X1 年 1 月 1 日市場上相同條件之不附賣回權及轉換權公司債之公允價值為
$9,800,000，賣回權以選擇權訂價模式決定之公允價值為$100,000，賣回權以及“不含賣回權
及轉換權公司債”（以下稱“主合約”）並非緊密關聯。
乙公司購入該公司債，將之歸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債券投資，並選擇不推銷相關之
折溢價。有關該批公司債之賣回權、轉換權及主合約於 X1 及 X2 年底之相關資料如下：

共8頁 第2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職王歷屆試題
日期

（109 地方特考）
賣回權
公允價值

轉換權
公允價值

主合約
公允價值
(支付當年度利息後)
$9,830,000
10,240,000

主合約
帳面金額
(支付當年度利息後)
$9,850,000
9,880,000

$120,000
$570,000
X1 年 12 月 31 日
110,000
650,000
X2 年 12 月 31 日
試作：
甲、乙公司於 X1 年 1 月 1 日及 12 月 31 日應有之分錄。（15 分）
乙公司於 X2 年 12 月 31 日收息後，將半數甲公司債投資行使賣回權，請作甲公司對賣回
權之行使應有之分錄。（6 分）
因市場利率大幅下降，甲公司為了提早收回公司債，於 X3 年 1 月 1 日提出誘導轉換計畫，
將流通在外之每張公司債可轉換甲公司普通股提高為 550 股，當日甲公司普通股每股公允
價值為$200。乙公司當日將剩餘之甲公司債投資，全數行使轉換權。請作甲公司 X3 年 1
月 1 日應有之分錄。（4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本題是附溢價賣回可轉換公司債之應用，考題偏難(★★★★)。
《破題關鍵》
複合金融工具之原始帳面價值分攤至其權益及負債組成要素時，權益組成要素之金額等於該複
合工具之公允價值減除經單獨衡量之負債組成要素金額。嵌入複合金融工具之衍生性商品價
值，除屬權益組成要素外，應分類為負債組成要素。為促使轉換公司債提早轉換，應以修改發
行條件時資料認列為費損。
《使用準則》IAS32 與 IFRS9
【命中特區】：
蕭靖（109 年 8 月）110 版，AK37 會計學(含中級會計學)，志光出版，頁 333～335。
擬答：
甲公司：
X1.1.1
現金
10,450,000
公司債折價
200,000
應付公司債
10,000,0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100,000
量之金融負債-賣回權
資本公積-認股權
550,000
X1.12.31

乙公司：
X1.1.1

X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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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費用
公司債折價
現金

550,000
50,000
500,000

透過損益金融負債評價損失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負債-賣回權

20,0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投資
現金

10,450,000

現金
利息收入

20,000

10,450,000
500,000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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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12.31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投
資評價調整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投資評價利益

70,000
70,000

說明：
$120,000+$570,000+$9,830,000=$10,520,000
$10,520,000-$10,450,000=$70,000

X2.12.31
(賣回部分)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負債-賣回權
透過損益金融負債評價
利益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負債-賣回權
應付公司債
資本公積-認股權
公司債收回損失
公司債折價
現金
資本公積-已失效認股權

5,000
5,000

55,000
5,000,000
275,000
505,000
60,000
5,500,000
275,000


X3.1.1

修改轉換條款費用
資本公積-認股權
應付公司債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
負債-賣回權
資本公積-認股權
公司債折價
普通股股本
資本公積-股本溢價
透過損益金融負債評價利益

500,000
500,000
5,000,000
55,000
775,000
60,000
275,000
5,440,000
55,000

說明：
50 張×550 股×$10=$275,000
$110,000÷2=$55,000
($10,000,000-$9,880,000)÷2=$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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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選擇題部分
  東南公司 X1 年及 X2 年度相關資料如下：
X1 年底購入皇家公司，條件之一為若皇家公司 X2 年度的淨利在$120,000 以上，則東南
公司將在 X3 年另增發 3,000 股之普通股予原皇家公司的股東。皇家公司 X2 年度之淨利
為$125,000。
X2 年初平價發行 1,000 張可轉換公司債，每張面額$1,000，票面利率 3%，每年底付息一
次。發行價格中屬於負債組成部分為$872,530，有效利率為 6%，公司債持有人可以選擇
以普通股或現金清償該可轉換公司債之本金，轉換價格為$25。
X2 年初按面值發行 4%可轉換特別股 10,000 股，每股面值$100，每股可轉換成普通股 5
股。若東南公司適用之所得稅率為 17%，普通股全年平均市價為$20，X2 年度淨利為
$600,000，流通在外普通股股數為 200,000 股。試計算東南公司 X2 年稀釋每股盈餘：
$2.12
$2.37
$2.76
$2.24
  X1 年 1 月 1 日永和公司免費取得土地一塊，面積約 20 公頃，由 A 縣政府直接撥款支付，
公允價值為$2,000,000,000，A 縣政府積極規劃庭院式地方綠色產業，以作為景觀造景之展
示平台並打造觀光休閒之產業，並與文化園區做結合，希望吸引百萬遊客。永和公司依 A
縣政府補助條件，於 X1 年 6 月 1 日開始在該土地上開發建設，並於 X3 年 12 月 31 日完成
所有開發建築物，成本合計$3,000,000,000，開始對外營運，該建築物耐用年限為 20 年，
無殘值，採用直線法提列折誓。若永和公司於 X6 年 1 月 1 日因違反 A 縣政府補助條件之
部分條款，被要求返還$1,900,000,000 補助款。試問有關永和公司 X6 年 1 月 1 日返還補助
款的分錄，下列何者正確？
借記遞延政府補助利益$1,900,000,000
借記遞延政府補助利益$1,800,000,000
借記遞延政府補助利益$1,710,000,000
借記遞延政府補助利益$1,650,000,000
  華陽公司於 X3 年 11 月 1 日出售 B 產品 120 件，每件售價$8,000，成本$6,000。客戶應於
1 個月付清貨款，但可於 3 個月內退貨退款，公司估計退貨率為 20%。若客戶於 X4 年 2 月
1 日退貨 28 件，試問相關交易對華陽公司 X3 年或 X4 年損益的影響為何？
X3 年銷貨毛利增加$240,000
X3 年銷貨毛利增加$384,000
X4 年銷貨毛利減少$8,000
X4 年銷貨毛利減少$56,000
  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對衡量基礎之相關敘述,何項正確？
資產的衡量基礎包括歷史成本、現時成本、公允價值及履約價值
當取得資產並非按市場條款之交易時，應以該資產之現時價值作為原始認列時之認定成
本
公允價值屬於進入價值
資產取得時若按公允價值衡量，公允價值應加計取得資產所發生之交易成本
  為使交易順利進行，甲公司提供乙公司前 12 個月免租金的優惠，租約為 8 年，約定每月月
初支付，此租賃對甲公司符合營業租賃之條件，租賃期間開始日為 X2 年 1 月 1 日，而乙
公司在 X2 年 12 月 31 日預先支付了下個月的租金，試問在 X2 年甲公司的綜合損益表上，
租金收入應當是：
$0
八分之一的租賃期間預期總租金收入
七分之一的租賃期間預期總租金收入
在 X2 年 12 月 31 日當天收到的現金
  花蓮公司於 X2 年 1 月 1 日按面額發行 500 張可賣回可轉換公司債，並支付 1.2%之發行成
本。可賣回可轉換公司債為三年期，每張面額$1,000，票面附息 4%，每半年付息一次（付
息日為 6 月 30 日及 12 月 31 日）。自發行日後一年起至到期日前二十日止，投資人可按每
股$40 的價格將公司債轉換成花蓮公司的普通股。投資人亦可於 X3 年 12 月 31 日要求花連
公司按 109 加應計利息買回公司債，逾期賣回權即失效。公司債發行當日，採用選擇權定
價模式評估，賣回權的公允價值為$18,500，且經分析花蓮公司發行的公司債若不附賣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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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認股權，其有效利率為 6%。假設 X2 年 12 月 31 日賣回權之公允價值為$21,200，試問花
蓮公司 X2 年 12 月 31 日資產負債表上，應報導與該可賣回可轉換公司債有關的資本公積
一認股權金額為何？
$8,483
$8,528
$8,586
$8,253
下列對於生產性植物相關會計處理之敘述，何者正確？
不計提折舊，但有跡象顯示已經發生減損時，應測試並認列減損損失
原始認列時，應按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衡量
資產負債表上列於生物資產項下
可採用重估價模式衡量
臺南公司之原有自用不動產在 X5 年 12 月 31 日帳面金額相關資料如下：
土地
$3,000,000
房屋
$6,200,000
减：累計折舊
(1,200,000)
累計減損損失 (400,000)
4,600,000
房屋之估計耐用年限為 25 年，估計殘值為$200,000，以直線法計提折舊，於 X5 年 12 月
31 日認列減損損失，估計殘值不變。臺南公司決定將上列自用不動產變更用途，改為出租
以賺取租金，並於 X6 年 4 月 1 日出租給嘉義公司，符合投資性不動產定義與條件，且採
用公允價值模式衡量。X6 年 4 月 1 日，投資性不動產之公允價值分別為土地$3,200,000 及
房屋$4,200,000，試問當日臺南公司帳上應認列？
其他綜合損益-資產重估增值$145,000
資產重估價損失$345,000
資產重估價損失$285,000
資產重估價損失$145,000
臺南公司於 X2 年 1 月開始致力於研發一項新藥物的生產技術。X2 年 1 月至 5 月計發生與
研究該技術相關之支出$600,000，X2 年 6 月至 9 月計發生與發展該技術相關之支出
$1,000,000，X2 年 10 月 1 日臺南公司能證明該項技術之發展符合將發展階段支出認列為無
形資產之所有條件。X2 年 10 月至 12 月計發生與發展該技術相關之支出$1,200,000。X2 年
底該項藥物生產技術之發展尚未完成，估計該生產技術之可回收金額為$900,000。X3 年 1
月至 7 月發生與發展該技術相關之支出$800,000，X3 年 8 月 1 日取得政府專利核可，支付
規費$100,000，估計其可回收金額為$6,000,000。專利權之法定年限為 9 年，預估經濟年限
為 5 年，無殘值。X5 年 8 月間專利權受他人侵害而提起訴訟，並發生訴訟支出$120,000，
法院於 X5 年 10 月 31 日宣判，臺南公司最後獲得勝訴。試問 X5 年 12 月 31 日該專利權之
帳面金額應為何？
$1,205,000
$1,380,000
$1,260,000
$1,085,000
南陽公司 X5 年帳上與其他綜合損益項目相關資訊如下：
不動產重估增值
$32,000（貸方）
無形資產重估增值
$12,000（貸方）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未實現評價利益 $64,000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未實現評價損失 $53,000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22,000（借方）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72,000（貸方）
$48,000
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損失
試計算南陽公司於 X5 年度綜合損益表上應列報之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的其他綜合損益
組成項目，其加總金額為何（假設忽略所得稅的影響）？
$88,000
$98,000
$(31,000)
$114,000
宏遠公司在美國設立一子公司－宏光公司，宏光公司 X7 年申報虧損$75,000，過去 2 年之
課稅所得如下：X5 年度$45,000（税率 20%）、X6 年度$50,000（税率 30%）。X7 年所得
稅率為 40%，未來稅率不變。宏光公司選擇損失可先遞轉前兩年再遞轉以後 20 年之所得，
X7 年底宏光公司應認列多少虧損遞轉以前年度之所得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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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地方特考）

$0
$20,000
$18,000
$22,500
宜蘭公司於 X0 年底以$600,000（含交易成本）買入花蓮公司三年期的公司債做為按攤銷後
成本衡量之投資，面額$600,000、票面利率 4%，每年 12 月 31 日付息一次，有關該公司債
的預期信用損失估計金額如下：
12 個月預期信用損失 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
X0 年底 $13,000
$18,000
X1 年底 $12,000
$24,000
X2 年底 $90,000
$90,000
若 X1 年底，該債券的信用風險已顯著增加，且 X2 年底該債券已自活絡市場中消失，達到
減損的地步。若宜蘭公司於 X3 年底收到 X3 年的利息及本金共$550,000，其餘款項無法收
回，則應認列之減損損失迴轉金額為何？
$0
$24,000
$19,600
$16,000
甲公司 X2 年銷貨 18,000 台設備並提供 1 年售後保證型保固服務，依據過去經驗約有 9%會
需要提供售後服務，維修成本每一台平均為$60。另外出售一特殊規格設備，也提供客戶 1
年內免費維修的保證型保固服務，估計維修成本$1,000 的機率為 10%，維修成本$2,500 的
機率為 60%，維修成本$3,500 的機率為 30%。試問甲公司 X2 年須認列之負債準備為多
少？
$97,200
$98,700
$99,700
$99,850
甲公司於 X1 年年初给與 25 位高階經理人每人 1,000 股，存續期間 5 年之認股權，若甲公
司每股股價由$20 上漲至$40，且高階經理人於達成目標股價時仍繼續服務，則認股權將既
得且可立即執行。給與日認股權之公允價值為$18，甲公司估計 X3 年年底時，最有可能達
成每股股價$40 的目標。其他相關資料如下：
年度 估計未來尚可能離職人數 實際離職人數 年底認股權公允價值
X1 年
2
1
$21
X2 年
2
2
$24
X3 年
0
1
$27
試就以上資訊，計算甲公司 X2 年應認列之酬勞成本為何？
$240,000
$108,000
$280,000
$148,000
甲公司於 X1 年 10 月 1 日銷貨一台機器給乙公司，該機器帳列成本$500,000，現金價為
$600,000。雙方約定之支付條件為乙公司於交易日當天支付現金$50,000，餘款開立 12 張票
據，自 X1 年 11 月 1 日起每月月初付$50,000。乙公司之單獨融資交易利率為月息 2%（票
據現值$528.767）；該票據與機器現金價間之隱含利率為月息 1.1%，即該票據以月息 1.1%
折現之現值為$559,214。試問甲公司 X1 年度因本筆銷貨而認列之總利益為何？
$100,000
$101,100
$108,112
$126,215
人間公司銀行存款資料如下，帳列數：4 月 1 日餘額$441,000、4 月份存款$8,120,000、4 月
份支出$7,150,000、4 月 30 日餘額$1,411,000；銀行對帳單：4 月 1 日餘額$460,700、4 月份
存款$8,053,500、4 月份支出$6,814,200、代收票據含（10%利息）$250,000、銀行手續費
$7,000、4 月 30 日餘額$1,943,000。3 月份銀行往來調節表上之在途存款與未兌現支票分別
為$120,000 及$394,200，則 4 月 30 日銀行存款正確餘額為：
$2,486,500
1,399,500
$1,938,100
$1,947,900
華陽公司在 X1 年初支付現金$1,500,000 購入土地一塊，並立即在土地上建造辦公大樓，建
造期間相關支出的日期及金額如下：
X1 年 4 月 1 日支出
$800,000
X1 年 6 月 30 日支出
600,000
X1 年 9 月 1 日支出
750,000
其他資訊：
X1 年 12 月 31 日大樓建造完成。
為建造此辦公大樓，X1 年初開始一項為期 2 年的專案借款$1,500,000，利率為 10%，其
他 X1 年整年流通在外的債務如下：（專案借款及一般借款皆為年底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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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借款，利率 6%
$1,000,000
應付公司債，利率 8%,平價發行
600,000
試問對於華陽公司，房屋的成本為多少：
$2,156,425
$2,222.625
$2,377,625
$2,421,425
  泰宇公司於 X3 年初成立，當年度泰宇公司出租一棟商業大樓予文華公司，每年租金為
$60,000,X3 年 10 月 1 日簽訂租約，並收取租金。假設此租金為泰宇公司當年度唯一收入來
源，且租金在報稅上收現時即課稅。此外，X3 年度課稅所得與會計利潤之間另有一項差異
為交通違規罰鍰$3,000。假設 X3 年的所得稅率為 25%，X4 年起則為 23%，X3 年 12 月 31
日泰宇公司資產負債表上應表達遞延所得稅資產的金額為何？
$15,000
$13,800
$9,000
$10,350
  甲公司對土地之續後衡量採重估價模式，於 X1 年底時對一筆原帳面金額為$900,000 土地
進行重估，年底時重估至$1,100,000。該公司於 X2 年 7 月 31 日以$1,200,000 出售該筆土
地，出售前重估價，公允價值為$1,200,000。該公司無其他土地交易。甲公司 X2 年度不會
作下列那項分錄：
借「其他綜合損益－重估增值之變動$100,000；貸「其他權益－重估增值$100,000」
借「其他權益－重估增值$300,000」；貸「保留盈餘$300,000」
借「土地$100,000」；貸「其他綜合損益－重估增值之變動$100,000」
借「其他權益－重估增值$300,000」；貸「出售土地利益$300,000」
  甲公司於 X1 年 10 月中，打算處分手機部門，惟董事會尚未作成最後決定。已知手機部門
當年度營業利益為$300,000，X1 年底淨資產之帳面金額及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金額分別為
$600,000 及$560,000。X2 年 1 月中公司董事會核准並宣布開始執行處分手機部門，手機部
門於 X2 年 5 月中以$560,000 處分，當時淨資產之帳面金額為$560,000。X2 年度手機部門
營業損失$180,000。假設所得稅稅率 20%，試問甲公司 X2 年綜合損益表中列示之停業單位
（損）益為何？
$0
$(40,000)
$(144,000)
$(1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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