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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擇題 

易(A)01.開辦費應列為 (A)營業費用 (B)無形資產 (C)遞延費用 (D)營業外

支出。 

易(C)02.帳戶的左邊為 (A)空白 (B)帳戶的說明 (C)借方 (D)帳戶餘額。 

易(B)03.遞延收入也稱為 (A)遞延借項 (B)遞延負債 (C)遞延費用 (D)遞延

資產。 

中(B)04.依借貸法則而言，下列何者歸於貸方 (A)資產和負債兩者皆減少 (B)

資產減少和負債增加 (C)資產和負債兩者皆增加 (D)資產增加和負債減

少 

中(A)05.流動資產與非流動資產其主要區別為 (A)以一年或一個營業週期較長

者為準 (B)以一年度或一個營業週期較短者為準 (C)以一年為準，無例

外 (D)以一個營業週期為準，無例外。 

易(D)06.依借貸法則而言，借記資產指的是 (A)錯誤 (B)貸方為負債帳戶 (C)

資產減少 (D)資產增加 

中(A)07.企業在籌備期間所支付之交際費應以 (A)交際費 (B)開辦費 (C)旅

費(D)雜費科目入帳。 

易(C)08.帳戶的正常餘額為 (A)帳戶的左邊 (B)帳戶的右邊 (C)帳戶金額增

加(D)帳戶金額減少 

中(C)09.收到客戶尚未承兌的匯票，應暫列 (A)應收票據 (B)應付票據 (C)應

收帳款 (D)應付帳款。 

易(A)10.下列何者的正常餘額不是貸方餘額？ (A)物料費用 (B)服務收入 (C)

應付票據 (D)普通股本。 

易(C)11.銷貨運費應屬於 (A)銷貨成本 (B)營業外支出 (C)營業費用 (D)銷

貨收入之減項。 

中(B)12.向銀行借款$20,000，對資產負債科目有何影響？ (A)資產減少、負債

減少 (B)資產增加、負債增加 (C)資產減少、負債減少 (D)資產增加、

資本增加。 

易(A)13.運用閒罝資金購買上市股票$40,000，交付華銀支票一紙，應借記 (A)

交易目的證券投資 (B)權益法長期股權投資 (C)備供出售證券投資 (D)

投資收入。 

易(C)14.依複式簿記所記錄的會計交易應該 (A)借方的科目數一定等於貸方的

科目數 (B)分錄的借方和貸方一定是會計方程式的左邊和右邊 (C)借方

的總額必須等於貸方的總額 (D)任何交易中一定只有兩個帳戶會受到影

響。 

易(B)15.收到顧客張三匯來款項$30,000，未言明其用途，則應貸記 (A)暫付款

$30,000 (B)暫收款$30,000 (C)預收貨款$30,000 (D)預付貨款$30,000。 

中(D)16.新新公司購買設備金額為$2,500，先付現金$500。新新公司的交易記錄

為借記設備和貸記現金及 (A)不用做任何的分錄 (B)借記保留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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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C)貸記其他資產$500 (D)貸記其他應收款$2,000。 

中(B)17.購入機器一部進價$550,000，以 85 折成交，另付進口稅$4,200，運費及

安裝費共$12,500，試車費$15,000，另支付交通違規罰款$3,600，則機器成

本為 (A)$495,000  (B)$499,200 (C)$577,500 (D)$581,700。 

易(B)18.有關借方和貸方的敘述何者為誤？ (A)可簡寫為 Dr.和 Cr. (B)可解釋

為增加或減少 (C)被用來描述帳戶餘額 (D)可被解釋為帳方的左邊和右

邊。 

中(C)19.賒銷商品$50,000，因規格不符被客戶退回$10,000，並於折扣期間內收

款，給予現金折扣 2%，則此收款交易借記 (A)應收帳款$40,000 (B)現

金$49,000、銷貨折讓$1,000 (C)現金$39,200、銷貨折讓$800 (D)現金

$40,000。 

中(A)20.企業擁有現金$30,000，應付票據$25,000，應付帳款$43,000，預收服務

收入$70,000，租金支出$48,000，根據上述資料，該企業之負債總額應為 

(A)$98,000 (B)$55,000 (C)$138,000 (D)$68,000。  

易(C)21.簽發遠期支票償還貨欠，依規定在票載發票日前，不得為付款之提示，

故應以何科目入帳？ (A)應收票據 (B)銀行存款 (C)應付票據 (D)應

付帳款。 

易(C)22.明星公司現購一批文具$500。這筆交易分錄應記錄為 (A)借記文具用

品、貸記應付帳款 (B)借記文具用品、貸記應收帳款 (C)借記文具用品、

貸記現金(D)借記應收帳款、貸記文具用品。 

中(D)23.下列何項交易，將使業主權增加？ (A)償還帳款 (B)預收下年度房租 

(C)代收稅款 (D)現銷商品。 

易(C)24.月初台中公司的現金餘額為$12,000。月中有存入現金$3,000 及總支付

$16,000。請問在月底，現金餘額應該為？ (A)借方餘額$1,000 (B)借方

餘額$15,000 (C)貸方餘額$1,000 (D)貸方餘額$4,000。 

中(A)25.公司組織的企業，下列何者不影響股東權益？ (A)股票股利 (B)現銷

商品 (C)現金增資 (D)現金股利。 

中(D)26.年初，花蓮公司有保留盈餘$130,000。這一年期間，花蓮公司淨損失

$30,000 和支付股東股利為$20,000。請問在年底，保留盈餘餘額為？ (A)

借方餘額$130,000 (B)貸方餘額$140,000 (C)借方餘額$100,000 (D)貸

方餘額$80,000。 

易(D)27.與房東簽約支付押金，該筆交易處理之結果 (A)會減少資產 (B)會增

加資產 (C)會增加費用 (D)不影響資產總額。 

易(A)28.台南公司支付股利$2,000，這交易將產生下列何者情形？ (A)減少股東

權益$2,000 (B)增加股東權益$2,000 (C)減少淨收人$2,000 (D)增加費

用$2,000。 

易(D)29.與客戶簽訂銷售契約，總價$800,000，約定下月初交貨，簽約時應借記：

(A)應收帳款 (B)應收票據 (C)應付帳款 (D)不須作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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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B)30.東海公司的應收帳款月初還有$1,200。月中有貸記銷貨$5,000 和收到應

收帳款$4,000。則月底應收帳款的餘額是： (A)借方餘額$1,200 (B)借方

餘額$2,200 (C)借方餘額$6200 (D)貸方餘額$2,200。 

中(B)31.設買賣條件為目的地交貨，出貨時賣方支付運費，則賣方分錄應借記 

(A)暫付款 (B)銷貨運費 (C)進貨運費 (D)應付帳款。 

易(D)32.交易分錄最初記錄是按照 (A)帳號順序 (B)總金額順序 (C)字母順

序(D)依時間順序。 

中(D)33.順發公司有資產$35,000，無負債，業主權益$35,000。今順發公司賒購

一輛運輸設備$4,000，試問這筆交易產生什麼影響？ (A)資產與業主權益

同時減少$4,000 (B)資產不變，業主權益增加$4,000 (C)業主權益減少

$4,000，負債增加$4,000 (D)資產與負債同時增加$4,000，業主權益不變。 

中(D)34.成功公司支付$1,250薪資和一個月的租金$1,500 以下哪個分錄是正確的

且是標準的形式？ 

      (A)薪資費用 ................................................................................1,250 

   現金..................................................................................   2,750 

  租金費用 ..............................................................................1,500 

 (B)薪資費用. ...............................................................................   1,250 

  租金費用 ..............................................................................   1,500 

   現金..................................................................................2,750 

      (C)現金 ........................................................................................2,750 

   薪資費用..........................................................................   1,250 

   租金費用..........................................................................   1,500 

      (D)薪資費用 ................................................................................1,250 

  租金費用................................................................................1,500 

   現金..................................................................................   2,750 

易(D)35.進貨運費是屬於 (A)營業費用 (B)營業外支出 (C)銷貨收入減項 

(D)進貨成本的加項。 

中(D)36.奇美公司購買辦公設備$5,000 和文具用品$1,200。下列哪一個分錄是正

確且格式標準？ 

     (A)辦公設備 ..................................................................................5,000 

   現金 ................................................................................   6,200 

  文具用品..................................................................................1,200 

     (B)辦公設備. .................................................................................      5,000 

  文具用品..................................................................................      1,200 

   現金 ................................................................................6,200 

     (C)應付帳款 ................................................................................6,200 

   辦公設備 ........................................................................      5,000 

   文具用品 ........................................................................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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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辦公設備 .................................................................................5,000 

  文具用品..................................................................................1,200 

   應付帳款 ........................................................................      6,200 

中(C)37.期初總資產及總負債分別為$1,150,000 及$700,000，假設由期初到期末，

該企業總資產增加了$450,000，而總負債減少了$50,000，則期末之業主權

益應為？ (A)$850,000 (B)$450,000 (C)$950,000 (D)$650,000。 

中(D)38.以現金支付上年年終獎金 (A)會減少上期費用 (B)會減少本期業主權

益 (C)會增加本期業主權益 (D)會減少本期負債。 

易(C)39.預收貨款不會影響下列那一項？ (A)資產 (B)負債 (C)業主權益 

(D)現金流量。 

中(C)40.中正公司營業的第一年，收入有$40,000，費用有$22,000，發放現金股利

$12,000。則年底保留盈餘的結餘是多少？ (A)$0 (B)借方餘額$12,000 

(C)貸方餘額$6,000 (D)貸方餘額$18,000。         【92 普考】 

易(B)41.出售固定資產的利得屬於 (A)營業收入 (B)營業外收入 (C)資本公

積 (D)資本之減少。                                        【90

初等】 

中(D)42.高雄公司用現金$1,600從屏東公司購買設備$1,200 和物料$4,00。這個交

易事件的分錄為： (A)屏東公司借設備$1,200 和借物料費用$400 (B)屏

東公司貸現金 (C)高雄公司貸應付帳款 (D)高雄公司借設備$1,200 和借

物料$400。 

中(A)43.雙式簿記制度要求每一項交易必被記錄於 (A)至少兩個帳戶 (B)兩本

帳簿 (C)日記簿與分類帳 (D)先記為收益在記為費用。     【89 普考一

試】 

中(C)44.南台公司因為完工向顧客請款$2,500。這個交易的分錄包含 (A)借現金 

(B)貸應付帳款 (C)借應收帳款 (D)借服務收入。 

中(D)45.有關會計的借與貸的敘述何者正確？ (A)會計帳戶的左方為貸方；右方

為借方 (B)資產增加記入貸方 (C)收入增加記入借方 (D)負債增加記

入貸方。                                                 【90 初

等】 

難(D)46.大同公司紀錄保留盈餘$136,000。經過一個月，大同公司產生收入

$20,000，費用$12,000，購買設備$5,000 及支付股利$2,000。2006 年 9 月

31 日大同公司保留盈餘的餘額是多少？(A)借方餘額$136,000(B)貸方餘額

$8,000(C) 貸方餘額$137,000(D)貸方餘額$142,000。 

中(B)47.淨值乃指 (A)收益減費用 (B)資產總額減負債總額( C)銷貨總額減

銷貨退回 (D)進貨總額減進貨退出。 

易(B)48.愛心晚會時，本店捐款$20,000，應借記 (A)稅捐$20,000 (B)自由捐贈

$20,000 (C)交際費$20,000 (D)廣告費$20,000。 

易(A)49.電腦處理中心的設備，是屬於 (A)固定資產 (B)無形資產 (C)長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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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D)遞耗資產。 

中(A)50.溢收佣金予以退回，其結果會使 (A)資產減少、收入減少 (B)資產增

加、收入減少 (C)資產減少、收入增加 (D)資產增加、收入增加。 

中(B)51.將收入誤記為負債，期末將使帳面上 (A)負債減少 (B)業主權益減少 

(C)資產減少 (D)資產增加。 

 

三、計算題 

中 01.試指出下列科目出現於何種報表：a.損益表 b.業主權益變動表 c.資產負債

表： 

       (1)服務收入  (7)業主提取 

       (2)水電費    (8)廣告費 

       (3)應收帳款  (9)應付票據 

       (4)業主資本  (10)辦公設備 

       (5)設備      (11)薪資費用 

       (6)應付票據  (12)現金 

解答： 

(1)a (2)a (3)c (4)b、c (5)c (6)c (7)b (8)a (9)c (10)c (11)a 

(12)c 

 

難 02.下列為獨資之誠信律師事務所之 06 年資料： 

          法律服務收入    $144,000 

          總費用            82,000 

          資產(1/1)          34,000 

          負債(1/1)          24,800 

          資產(12/31)        67,200 

          負債(12/31)        28,000 

          業主提取           ？ 

   試作：試編製誠信律師事務所 06 年度之業主權益變動表。 

 

解答： 

1/1 之業主權益＝＄9,200 

12/31 之業主權益＝＄39,200 

06 年之淨利＝＄62,000 

業主提取＝＄32,000 

 

誠信律師事務所 

業主權益變動表 

06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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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資本(1/1)                  $ 9,200 

加：本期淨利                  62,000       

                               $71,200 

減：業主提取                  32,000 

期末資本(12/31)               $39,200 

 

中 03.指出下列科目為資產科目(A)、負債科目(L)或業主權益科目(OE)。 

         1.服務收入   6.租金費用 

  2.現金         7.廣告費 

3.業主提取      8.業主資本   

         4.應付票據      9.應付帳款 

5.應收帳款     10.辦公設備 

解答： 

1. OE 2. A 3. OE 4. L 5. A 6. OE 7. OE 8. OE 9. L10. A 

 

中 04.指出下列科目為資產科目(A)、負債科目(L)或業主權益科目(OE)。 

1.資本主資本        6.辦公設備 

2.長期抵押借款      7.租金支出 

3.利息支出          8.預收貨款 

4.銀行透支          9.文具用品費 

5.用品盤存         10.火災損失 

 

解答： 

1. OE 2. L 3. OE 4. L 5. A 6. A 7. OE 8. L 9. OE 10. 0E 

 

難 05.瓊文服裝社年底各科目餘額如下： 

          資本主往來 ＄   500     資本        ＄100,000 

          銀行存款     47,980     應收帳款       59,000 

          現金          1,850     備抵呆帳          390 

          應付票據     12,000     應付帳款       15,600 

         長期借款     50,000     存貨           38,760 

         辦公設備     30,000     累計折舊          100 

    試作：下列各會計類目之總額： 

        (1)流動資產(2)固定資產(3)資產總額 

(4)流動負債(5)長期負債(6)業主權益 

解答： 

    (1)流動資產＝＄1,850＋＄47,980＋＄59,000－＄390＋＄38,760 

＝＄14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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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固定資產＝＄30,000－＄100＝＄29,900 

(3)資產總額＝＄147,200＋＄29,900＝＄177,100 

(4)流動負債＝＄12,000＋＄15,600＝＄27,600 

(5)長期負債＝＄50,000 

(6)業主權益＝＄100,000－＄500＝＄99,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