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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計學： 

1. 備抵法下，實際發生壞帳之沖銷分錄為 

(A) 貸記備抵壞帳 (B) 借記銷貨收入 (C) 貸記壞帳費用 (D) 貸記應收帳款 

2. 日榮公司在 89年底之資產負債如下：現金 $5,000，設備 $35,000，辦公用品 $625，應付

票據 $15,000，應付帳款 $2,750，試問日榮公司 89年 12月 31日資產負債表中總資產為 

(A) $35,625 (B) $37,875 (C) $40,500 (D) $40,625 

3. 承上題，日榮公司 89年 12月 31日資產負債表中，業主權益為何？ 

(A) $15,375 (B) $17,750 (C) $22,875 (D) $40,625 

4. 89 年 4 月 1 日支付兩年保險費 $9,600，當時入帳為借記保險費，貸記現金，試問 89 年

12月 31日資產負債表中，預付保險費為 

(A) $3,600 (B) $4,800 (C) $5,600 (D) $6,000 

5. 台南公司賒銷一批定價 $60,000之商品給高雄公司，付款條件為 2/10，n/30，不久後高雄

公司退回 $10,000之損壞品，若高雄公司於折扣期間內付款，則其付款金額為 

(A) $48,000 (B) $49,000 (C) $50,000 (D) $58,800 

6. 台北公司設立定額零用金 $50,000，88年 12月 31日零用金保管箱中現金為 $29,120，另

外零用金請款憑單中進貨運費 $4,080，郵電費 $8,000，雜費 $3,400，及文具用品費 

$5,000，試計算現金短溢數為 

(A) $200 (B) $300 (C) $400 (D) $520 

7. 台東公司發行應付公司債，若市場利率高於票面利率時，則該公司債是以 

(A) 溢價發行 (B) 折價發行 (C) 平價發行 (D) 視情況而定 

8. 以間接法或直接法編製之現金流量表，唯一不同處在於 

(A) 營業活動 (B) 投資活動 (C) 融資活動 (D) 均無差異 

9. 或有負債若很有可能發生且可合理估計其金額，則應 

(A) 不需揭露  (B) 入帳調整  

(C) 只需在附註中揭露 (D) 支付此或有負債 

10. 桃園公司於 87年 1月 1日購入設備一部，耐用年限 5年，殘值為 $0，已知 89年度該設

備提列折舊費用為 $20,000，若公司採直線法，試計算該設備之成本為 

(A) $20,000 (B) $75,000 (C) $90,000 (D) $100,000 

11. 承上題，若以年數合計法提列折舊，其設備之成本為若干？ 

(A) $20,000 (B) $80,000 (C) $90,000 (D)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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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台中公司 12月底銀行對帳單之存款餘額為 $140,000，本月份其他資料如下：（1）在途存

款 $20,000，（2）未兌現支票 $10,000，（3）銀行手續費 $10,000，試計算 12月底正確銀
行存款餘額？ 

(A) $140,000 (B) $150,000 (C) $160,000 (D) $170,000

13. 本期銷貨淨額為 $200,000，估計壞帳率為銷貨淨額之 3%，期初之備抵壞帳借餘 $2,000，
試問本期壞帳費用為多少？ 

(A) $0 (B) $4,000 (C) $6,000 (D) $8,000 

14. 台中公司之存貨資料如下：期初存貨成本為 $35,000，其零售價為 $40,000，本期進貨為 

$85,000，其零售價為 $160,000，本年度銷貨為 $150,000，若往年之毛利率為  30%，試
以毛利法估計期末存貨價值 

(A) $15,000 (B) $95,000 (C) $105,000 (D) $120,000 

15. 承上題，按零售價法估計期末存貨成本為 

(A) $20,000 (B) $25,000 (C) $30,000 (D) $40,000 

16. 花蓮公司以公平市價 $120,000，成本 $170,000，累積折舊 $80,000的舊設備交換公平市

價 $120,000之新設備，若新、舊設備為類似資產，則帳上認列處分利益為？ 

(A) $0 (B) $10,000 (C) $30,000 (D) $40,000 

17. 承上題，若新、舊設備為非類似資產，則帳上認列處分利益為？ 

(A) $0 (B) $10,000 (C) $30,000 (D) $40,000 

18. 某項存貨成本 $40,000，重置成本為 $44,000，淨變現價值為 $60,000，淨變現價值減正

常利潤為$52,000，以成本市價孰低法評價，則所決定之存貨價值為 

(A) $40,000 (B) $44,000 (C) $52,000 (D) $60,000 

19. 設友愛商店合夥人陳君與王君之資本額分別為  $200,000 及 $300,000，今李君欲加入合

夥，徵得所有合夥人之同意，遂向王君購買二分之一股權，付現 $200,000，則友愛商店
帳冊記錄上，李君資本為 

(A) $150,000 (B) $200,000 (C) $250,000 (D) $300,000 

20. 公司發放股票股利會使 

(A) 收入減少 (B) 保留盈餘減少 (C) 費用增加 (D) 股本減少 

21. 天一公司 88年未發放股利，89年 12月 31日欲發放現金股利 $55,000，是日該公司計有

流通在外面額 $10，10%累積，完全參加之特別股 5,000股，及面額 $10之普通股 15,000
股，試計算特別股持有人共可分得多少？  

(A) $5,000 (B) $12,500 (C) $16,667 (D) $17,50030 

22. 承上題，普通股持有人共可分得多少現金股利？  

(A) $35,000 (B) $37,500 (C) $50,000 (D) $6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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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台灣公司於 89年 7月 1日以 $315,000（含應計利息）出售面額 $300,000，利率 6%之公

司債，該公司債於 89年 3月 1日發行，到期日為 96年 3月 1日，每年 3月 1日及 9月 1
日各付息一次，採直線法攤銷，試計算出售時，該公司債之帳面價值為何？ 

(A) $309,000 (B) $310,000 (C) $310,500 (D) $315,000 

24. 承上題，台灣公司 89年度應認列多少利息費用？ 

(A) $8,325 (B) $8,357 (C) $8,775 (D) $9,000 

25. 89 年 1 月 1 日長期債券投資之帳面價值為 $960,000，當年利息收入收現為 $20,000，且

當年損益表中利息收入為 $30,000，則 89年 12月 31日長期投資之帳面價值為 

(A) $950,000 (B) $960,000 (C) $970,000 (D) $990,000 

貳、經濟學： 

26. 下列情況何者無法由生產可能曲線(PPC)整條外移來表達？ 

(A) 技術進步 (B) 經濟成長 (C) 資源增加 (D) 品質改善 

27. 當兩物品的交叉彈性為正值時，表示此兩物品的關係為： 

(A) 替代品 (B) 互補品 (C) 中立品 (D) 獨立品 

28. 某物品的市場供給減少，市場需求也減少，則該物品： 

(A) 價格上漲 (B) 價格下跌 (C) 價格不確定 (D) 價格不變 

29. 一物價格下跌，供給者總收益增加，此物的需求彈性係數為： 

(A) 等於 0 (B) 大於 1 (C) 等於 1 (D) 大於 0，但小於 1 

30. 無異曲線凸向原點(convex to the origin)是根據下列那一項假設？ 

(A) 邊際報酬遞減法則 (B) 邊際報酬遞增法則 

(C) 邊際替代率遞增法則 (D) 邊際替代率遞減法則 

31. 消費者使用財貨所願意支付的價格決定於財貨的： 

(A) 總效用 (B) 邊際效用 (C) 基數效用 (D) 序列效用 

32. 假設生產函數 
22 6.06.02 KLKLQ −−= ，其中K = 10，則當L = 10時之勞動平均產出( LAP )

為 

(A) 6 (B) 8 (C) 10 (D) 12 

33. 有關生產的三個概念，下列何者有誤？ 

(A) AP最大時，AP = MP (B) MP < 0時，TP遞減 

(C) AP遞增時，AP < MP (D) TP遞增時，MP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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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若產量 10單位時總成本為 100，增用一單位生產因素後產量變為 12，總成本變為 130，

則邊際成本為： 

(A) 30 (B) 20 (C) 15 (D) 10 

35. 當長期平均成本曲線隨產量增加而遞減時，則該廠商有： 

(A) 內部經濟 (B) 內部不經濟 (C) 外部不經濟 (D) 外部經濟 

36. 價格等於邊際成本(P=MC)的主要經濟意義是： 

(A) 社會福利最大 (B) 利潤最大 (C) 成本最低 (D) 損失最少

37. 某獨占廠商在鄉村及都市採差別訂價策略，若都市消費者的需求彈性為 3，鄉村消費者的

需求彈性為 2，若在都市訂價為 450元，則在鄉村訂價應為： 

(A) 500 (B) 550 (C) 600 (D) 650  元 

38. 生產者多、產品品質相異、廠商進出自由、情報充分但不完全的市場係指： 

(A) 完全競爭 (B) 獨占性競爭 (C) 獨占 (D) 寡占  市場 

39. 用來生產 X的生產要素 A為不完全競爭市場時，個別生產者對該生產要素的需求決定於： 
(A) AA AFCMRP =  (B) AA PMRP =  (C) AA MFCMRP =  (D) AX PMR =  

40. 若某生產要素的供給函數為 LPL 5100 +−= ，若 PL為 40元時，其生產者剩餘為： 

(A) 250 (B) 500 (C) 750 (D) 1,000  元 

41. 工資、地租、利息、利潤四項的總和為： 

(A) GNP (B) NNP (C) NI (D) PI 

42. 某國 2000年國民所得資料如下：國民所得 600，間接稅 50，個人所得 400，個人所得稅

80，資本折舊 50，則國民生產毛額(GNP)為： 

(A) 700 (B) 620 (C) 570 (D) 500 

43. 計算國民生產毛額(GNP)時，下列何者會使 GNP增加？ 

(A) 投資減少 (B) 進口減少 (C) 消費減少 (D) 政府支出減少 

44. 假設 Y = C + I，C = 20 + bY，I = I0，若投資增加 5，使均衡所得水準增加 50而提高至 550，

則原有投資 I0為： 

(A) 15 (B) 20 (C) 25 (D) 30 

45. 社會存在緊縮缺口 80，則： 

(A) 實際國民所得(Y)比充分就業國民所得(Yf)少 80 

(B) 充分就業國民所得(Yf)比實際國民所得(Y)少 80 

(C) 增加自發性支出 80，可解決緊縮缺口 

(D) 減少自發性支出 80，可解決緊縮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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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若中央銀行宣佈調降重貼現率，下列何者有誤？ 

(A) 信用將緊縮  (B) 信用將擴張  

(C) 利率水準將下降  (D) 貨幣供給量將增加 

47. 下列何者將導致新台幣升值？ 

(A) 進口大於出口  (B) 本國利率較高，外匯流入  

(C) 中央銀行買入外匯 (D) 捐贈外匯予他國 

48. 國際貿易建立在比較利益的基礎上，以下何者與比較利益無關？ 

(A) 生產技術的差異  (B) 自然條件的差異  

(C) 政府的政策  (D) 生產因素的優勢程度

49. 菲利浦曲線(Phillips Curve)是說明那兩個經濟變數的關係？ 

(A) 物價上漲率與利率 (B) 所得與失業率 

(C) 所得與利率  (D) 物價上漲率與失業率 

50. 設一國的 GNP為 3,600億元，物價指數為 120﹪，人口為 300萬人，則該國的平均每人實
質國民所得為： 

(A) 1,200 (B) 1,000 (C) 960 (D) 940 元 

《 以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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