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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財稅行政﹑金融保險﹑會計 

科 目：會計學概要 

解題老師：卓睿老師 

甲、申論題部份：(50分) 

一、乙公司 X6年 7月 1日購入一台設備，該設備定價$120,000，付款條件 2/10，n/30，乙公司 7

月 13 日支付價款，使用年數合計法提列折舊，估計可用 5 年，殘值$18,000。該設備購入當

天，乙公司支付下列費用：運費$1,850、搬運途中不慎損壞之修理費用$1,800、安裝費

$2,300、試車費$1,250。乙公司預計未來 5 年內每年扣除折舊及所得稅前之淨利均為

$1,280,000，所得稅稅率為 20%，流通在外普通股數均為 400,000股。 

試作（每小題均為獨立問題）： 

X6年折舊費用。(7分) 

X7年的每股盈餘。(7分) 

X8 年 11 日花費$16,000 對該設備進行重大修理，估計大修後尚可再使用 4 年，無殘值。

X10年 9月 1日，乙公司以$18,000出售該設備，出售損益為何？（6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考點在於 PPE 原始成本之決定、年數合計法折舊之計算，以及若發生大修之後，對於折

舊計算之影響。並且融合了基本 EPS 形成跨主題及章節之綜合性試題。但只要掌握哪些項目

才可以計入 PPE 成本、年數合計法計算應注意之細節、以及基本 EPS 之計算，應可輕鬆得

分。 

【擬答】： 

設備成本：$120,000×(1-2%)+$1,850+$2,300+$1,250＝$123,000 

X6 年折舊 

$123,000－$18,000

5×6

2

×5×
6

12
 =$17,500 

X7 年折舊 

$123,000－$18,000

5×6

2

× (5×
6

12
+4×

6

12
) ＝$31,500 

X7 年 EPS： 

($1,280,000－$31,500)×(1-20%)－$0

$400,000
 = $2.497 

 

X8 1/1 大修前帳面金額＝$123,000－$17,500－$31,500＝$74,000 

X8 1/1 至 X10 9/1 間設備之折舊合計數＝ 

($74,000+$16,000)

4×5
2

× (4+3+2×
8

12
) =$75,000 

X10 9/1 帳面金額：$74,000+$16,000－$75,000＝$15,000 

出售利益：$18,000－$15,00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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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下每小題均為獨立問題： 

甲公司於 X6 年初開始營業，相關資料如下:淨利$1,050,000，庫藏股再發行價格超過成本

$45,000，現金股利$200,000，提撥或有損失準備$180,000，股票股利$80,000。甲公司 X6

年 12月 31日保留盈餘應有的餘額為何？（7分） 

甲公司於 X6年初成立，X8年 12月 31日股本帳戶情況如下： 

普通股股本（面額$10） $1,000,000 

5%非累積非參加特別股股本（面額$100） 500,000 

7%累積完全參加特別股股本（面額$100） 1,500,000 

至 X7 年底止，甲公司尚未發放過任何股利，甲公司 X8 年度宣告發放股利$440,000。甲公司 X8

年度，普通股應分配之股利為何？（8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屬基本題型，第一小題考保留盈餘之變動，如觀念清晰應可順利拿分；第

二大題為股利分配基本題，惟特別股同時出現參加與非參加兩種類型，若考生能於計算時留

意此部分細節，定能順利掌握此題得分。 

【擬答】： 

 

$1,050,000－$200,000－        $18,000              －$80,000   ＝     $590,000 

X6 年淨利 現金股利  提撥特別盈餘公積  股票股利   X6 年底應有保留盈餘餘額 

**庫藏股再發行價格超過發行成本，有庫藏股交易利益，應認列為「資本公積—庫藏股交

易」。 

 

各特別股基本股利： 

$1,500,000×7 %＝$105,000→ 7 % 特別股 

$   500,000×5 %＝$  25,000→ 5 % 特別股 

平均股利率 

($440,000－$105,000×2)－$25,000

$1,000,000+$1,500,000
=8.2%>7% →7%特別股完全參加 

7%特別股全部參加後得分配之當年度股利 

＝$1,500,000×8.2%=$123,000 

普通股 X8 年度應分配股利 

＝$440,000－$105,000×2－$25,000－$123,000＝$82,000 

三、X2 年初，甲公司購入一面額$300,000 之債券，並將其分類為「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債券投資，該債券市場利率 3%，票面利率為 4%，每年年底付息一次，X6年 12 月 31

日到期。甲公司 X4 年底，「其他權益」科目之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為$8,259。該債券投

資相關資訊如下： 

 X4年 12月 31日  X5年 12月 31日  X6年 12月 31日 

攤銷後成本 $305,741  $302,913  $300,000 

公允價值 ？  295,000  300,000 

試作（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X4年底所投資債券的公允價值。（7分） 

X5年應認列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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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只要掌握 FV-PL 債券投資之基本特性，以及上揭特性對於損益及其他綜合

損益之分別影響，應可輕鬆應對。 

【擬答】： 

X4 年度公允價值＝$305,741+$8,259＝$314,000 

X5年度溢價攤銷數＝$305,741－$302,913＝$2,828 

X5 年底攤銷後之帳面金額＝$314,000－$2,828＝$311,172 

X5 年底應認列之未實現（損）益＝$ 295,000－$ 311,172＝($ 16,172)（損失） 

 

OR 

$302,913－$295,000＝$7,913（累計未實現損失） 

$7,913＋$8,259＝$16,172（X5 年底應認列未實現損失）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一

律

給

分 

 甲公司於X1年1月1日分別以$1,200,000購入乙公司普通股及丙公司公司債，皆分類為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X1年底該乙公司普通股及丙公司公

司債之公允價值分別為$1,150,000及$1,300,000。甲公司於X2年7月1日以$1,100,000將

乙公司普通股全數出售，並於X2年9月30日以$1,400,000出售全部丙公司公司債。已知

此交易之本期淨利為$8,000,000、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為$500,000，請問甲公司X2年度考

量前述交易後之「本期淨利」及「本期綜合損益」分別為多少？（不考慮所得稅、利息

收入與股利收入） 

$8,000,000；$550,000 $7,900,000；$650,000  

$8,200,000；$350,000 $8,100,000；$450,000 

  甲公司X6年12月份銀行對帳單餘額$405,000，12月底在途存款$25,000及未兌現支票

$45,000，其中有$20,000遲至X7年1月底均兌現。X7年1月份銀行對帳單餘額$580,000，

1月底在途存款$43,000及未兌現支票$52,000。甲公司X7年1月31日現金正確餘額為： 

$591,000 $571,000 $416,606 $396,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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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公司三年來之帳列淨利及淨損分別如下：X1年度淨利$101,000；X2年度淨損

$25,600；X3年度淨利$40,000。該公司會計主管檢查公司帳冊後發現下列各項錯誤：

公司對存貨採實地盤存制，各年期末存貨錯誤如下：X1年高估$25,500；X2年低估

$8,680；X3年高估$5,540  公司購入文具用品，均於購入年度當年以費用列帳，期末

未耗用部分，移至次年度繼續使用，但未調整。未耗用情形如下：X1年底全部耗盡。X2

年底未耗用部分計有$23,000。X3年底未耗用部分有$5,657。甲公司X3年之正確淨利為

何？（不考慮所得稅） 

$8,437 $17,117 $312,580 $75,500 

  物價不斷上漲時，定期盤存制之先進先出法和加權平均法，何者銷貨毛利率較高？何者

期末存貨成本較高？ 

先進先出法，先進先出法 加權平均法，加權平均法  

先進先出法，加權平均法 加權平均法，先進先出法 

  甲公司於X1年初購買機器設備$500,000，採成本模式衡量並以直線法提列折舊。甲公司

X3年底提列折舊後進行減損測試，可回收金額為$340,000，認列減損損失$25,000。甲

公司對耐用年限與殘值之估計最有可能的組合為下列何者？ 

10年；$25,000 10年；$50,000 20年；$25,000 20年；$50,000 

 
  甲公司持有乙公司股票並分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股票投資，若乙公司發放股

票股利，則甲公司之會計處理何者正確？ 

貸記股利收入  

貸記其他綜合損益  

貸記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股票投資  

無須作會計分錄，僅作備忘記錄 

https://www.public.com.tw/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1 普考） 

共8頁 第5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於認列後之衡量模式有成本模式與重估價模式，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企業可針對不同類別中之全部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採取不同的衡量模式  

重估價需在每一個會計年度結束日定期執行  

企業應選定每年的同一日進行所有各類資產的重估價  

重估增值或減值皆列於綜合損益表之其他綜合損益項下，並累計至權益項下之重估增

值 

  甲公司於X1年1月1日以平價買入乙公司發現之面額$100,000、5年期、每年年底付息的

債券。該債券在X1年年底之公允價值為$96,000。該筆債券投資可能被分類為「按攤銷

後成本衡量之債券投資」、「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券投資」與「透過其他綜合

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券投資」。下列有關該債券投資之敘述，何者正確？ 

分類為「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債券投資」或「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

券投資」時，該債券投資對X1年度本期淨利之影響金額相同  

分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券投資」或「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債券投資」時，該債券投資對X1年度之其他綜合損益影響金相同  

分類為「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債券投資」或「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券投資」

時，該債券投資之X1年12月31日之保留盈餘影響金額相同  

分類為「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債券投資」、「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券投資」

或「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券投資」時，該債券投資之X1年12月31日

之權益影響金額相同 

  甲公司於X1年7月初以$250,000購入機器設備，估計耐用年限5年，無殘值，採成本模式

後續衡量並按直接法提列折舊。X2年底由於環境改變導致有重大跡象顯示該機器之價值

已經減損，該公司於X2年底作減損測試，估計該資產之使用價值為$148,000，公允價值

減處分成本為$164,000。X3年初經公司重新評估後，估計耐用年限尚有4年，殘值不

變，折舊方法改為年數合計法，則X3年應認列之折舊為： 

$38,500 41,000 $50,000 $6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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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敘述，何者不屬於投資性不動產之項目？ 

為獲取長期資本增值，非供正常營業出售所持有之土地  

尚未決定未來用途所持有之土地  

企業擁有並以營業租賃出租之建築物   

持有供員工住宿用之建築物 

  甲公司X1年初購買設備$10,000,000，估計耐用年限8年，無殘值，採成本模式並以直線

法提列折舊，依照當地法規於X8年底除列該設備時須復原附近環境，該公司估計復原成

本為$2,000,000，折現至X1年初則為$933,015(折現率10%)。X1年度該公司需認列與此

設備相關之費用金額為何？ 

1,250,000 1,343,302 1,459,929  1,500,000 

  有關負債準備之處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不須入帳，亦不須附註揭露  

不須入帳，但須附註揭露  

須估計入帳，並將之列為流動負債項下   

須估計入帳，並區分為流動負債或非流動負債 

  甲公司設有零用金制度交由小明負責以支應日常零星開銷，零用金額度為$250，X1年7

月31日小明手上零用金剩$7以及數張發票，發票包括進貨運費$88、郵資$45、排骨便當

餐費$27、計程車車資$65、比薩個人套餐餐費$20。該公司主管於撥補前發現在這些發

票中，比薩個人套餐餐費是小明的私人餐費，與公司支出無關。假設公司吸收多出來或

是短少的零用金，下列有關零用金撥補分錄何者正確？ 

借記零用金$245  貸記現金短溢$17 貸記銀行存款$243  借記應收帳款$17 

  甲公司以現金支付當月份租金費用，會計人員誤將此交易登帳兩次，此行為對於結帳前

試算表之影響為何？ 借方總額錯誤 貸方總額正確 借貸平衡 借貸不平衡 

僅   僅   僅   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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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公司X年1月1日權益組成如下: 

普通股股本(面額＄10) $30,000 

特別股股本(面額＄20，股利率6%) 60,000 

資本公積-普通股發行溢價 22,000 

資本公積-特別股發行溢價 45,000 

保留盈餘 110,000 

權益總額 $267,000 

X1年與權益相關交易如下: 

3/1 以每股$21買入600股庫藏股票 

4/1 以每股$23賣出300股庫藏股票 

7/1 宣告並發放普通股每股$3現金股利與$1股票股利及特別股股利，假設甲公

司普通股每股市價為$20 

11/1 以每股$16賣出300股庫藏股票 

12/31 甲公司X1年淨利$28,500 

假設X1年甲公司無其他與權益相關之交易發生，則甲公司X1年保留盈餘的期末金額為

多少？ 

$120,500 $122,000  $123,200  $124,100 
 

  甲公司擁有兩棟建築物A與B，均於X1年初取得，成本均為$10,000,000，估計耐用年限

均為10年，無殘值。該公司對於折舊之會計政策係採直線法。建築物A為營業場地使

用，作為行政人員上班以及公司銷售商品之處所;建築物B取得後隨即以每月租金

$300,000出租。該公司選擇以公允價值模式衡量非自用的不動產，X1年底兩棟建築物之

公允價值均為$9,5000,000。則X1年度兩棟建築物對稅前淨利之影響為何？ 

$(2,000,000) $(1,500,000)  $(1,200,000)  $(2,100,000) 

  甲公司於X2年期初應收帳款總額為$10,000，期末應收帳款總額為$16,000，X2年餘銷

$40,000，沖銷應收帳款$1,000，請問在計算X2年度來自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時，該等

交易於間接法下之表達及於直接法下應列報之銷貨收現數分別為何？ 

列報本期淨利加項$7,000;銷貨收現數$33,000  

列報本期淨利減項$7,000;銷貨收現數$33,000   

列報本期淨利加項$6,000;銷貨收現數$34,000  

列報本期淨利減項$6,000;銷貨收現數$34,000 

  甲公司於X1年度淨利為$800,000，X1年初以$2,000,000取得一棟供出租之商業大樓，採

用成本模式，X1年中由成本模式改為公允價值模式，後續衡量改變時該商業大樓之帳面

金額為$1,8000,000，X1年底公允價值為$2,000,000。請問甲公司X1年度「營業活動之

淨現金流量」為多少？ 

$800,000 $1,000,000  $1,200,000  $1,400.000 

  甲公司X1年底普通股流通在外股數為150,000股，每股市價$95。當年度每股現金股利為

$2.5，股利支付率為40%，則甲公司X1年底的本益比為： 

12  15.2  18.5 19 

  甲公司於X1年初買了100頭綿羊，準備收成羊毛出售，當日每頭綿羊購價為$3,000，另

購買時支付運費$9,000。甲公司估計若立即出售該100頭綿羊，將支付運費$10,000及市

場 管理費等其他成本$5,000，甲公司X1年初應認列該生物資產之金額為何？ 

$276,000 $285,000 $294,000 $30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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