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及外交行政
人員、民航人員、稅務人員及原住民族考試試題 

考 試 別：稅務人員、原住民族特考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組：財稅行政 
科 目：會計學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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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甲公司採曆年制，於 20X6 年 5 月 1 日平價發行面額$20,000,000，票面利率 7%之
三年期公司債，每年 4 月 30 日付息，發行日市場利率為 10%。發行時，該公司債
每$10,000 搭配可分離之認股證 500 單位，每單位認股證得於 20X9 年 4 月 30 日前
以$60 購買該公司面值$10 之普通股一股。債券發行日依選擇權定價模式估計認股
證之每單位價值為$4。 
20X7 年 12 月 1 日有 200,000 單位認股證行使，認購甲公司之普通股，當日普通股
每股市價為$65，認股證每單位公允價值為$5.5。惟之後因甲公司股價持續下跌，
剩餘認股證至 20X9 年 4 月 30 日均未行使而逾期失效。 
試作： 
甲公司下列日期應有之分錄（金額請四捨五入至整數位）：（21 分） 

⑴20X6 年 5 月 1 日。 
⑵20X6 年 12 月 31 日。 
⑶20X7 年 12 月 1 日。 
⑷20X9 年 4 月 30 日（支付最後一次利息並贖回債券及認股證失效）。 

假設甲公司普通股每股市價於 20X7 年及 20X8 年平均分別為$66 及$58，請問於
計算 20X7 年及 20X8 年之稀釋每股盈餘時，流通在外認股證換算應計入計算稀
釋每股盈餘分母之普通股數，於此兩年度分別為若干？（5 分） 

二、乙公司成立於 20X7 年，採曆年制。20X7 及 20X8 年度之稅前財務所得分別為
$30,000,000 及$38,000,000，適用之所得稅率均為 20%，且預計稅率未來不會改變，
預期各年也都將出現課稅所得。下列事項可能造成課稅所得與財務所得間之差異： 
⑴20X7 年初以$60,000,000 購入設備一部，預計耐用年限 5 年無殘值。報稅採倍數
餘額遞減法折舊，但財務報表係採直線法折舊。 

⑵20X7 年度認列投資政府公債之利息收入$5,000,000，依稅法規定此收入係屬免稅
所得。 

⑶20X8 年度與某客戶簽訂 3 年服務合約，服務價款合計為$22,500,000 已於 20X8
年全數收現，依稅法規定此合約須於 20X8 年全數認列收入，但依 IFRS 規定，
20X8 年僅能認列收入$7,500,000。 

試作：（每小題 8 分，共 24 分） 
乙公司 20X7 年之所得稅分錄，並請說明遞延所得稅項目應如何於資產負債表中
報導（流動或非流動）？  
乙公司 20X8 年之所得稅分錄，並列示該公司 20X8 年度綜合損益表之稅前淨利、
所得稅費用、稅後淨利之表達。 
假設政府於 20X8 年已經公告，將自 20X9 年起將所得稅率調降為 17%，且公司
評估遞延所得稅資產中，將有$1,000,000 無法實現，請作乙公司 20X8 年所得稅
分錄。 



代號：40160
| 

40560
70760

頁次：4－2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64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四維公司向銀行借款$1,000,000，年利率為 12%，但銀行要求回存借款金額的 10%，回存利率為 5%。試
問：該筆借款的實質有效利率為： 
界於 13.2%至 13.6%之間 界於 12.8%至 13.2%之間  
界於 12.4%至 12.8%之間 界於 12%至 12.4%之間 

2 苗栗公司 X1 年底提列壞帳之前，應收帳款總額為$2,000,000，備抵壞帳餘額為借方$30,000。應收帳款總
額$2,000,000 中，有$950,000 歸類為個別重大客戶之應收帳款，分別由客戶甲$400,000、客戶乙$310,000
與客戶丙$240,000 所構成；剩餘的$1,050,000 歸類為非屬個別重大客戶之應收帳款，由客戶 A$600,000 與
客戶 B$450,000 所組成。經單獨評估三位重大客戶後，發現甲與乙應分別認列減損損失$40,000 與$20,000；
至於丙則無減損跡象，其信用風險與其他非屬個別重大客戶類似。經集體評估後，該公司估計非屬個別
重大客戶的減損損失約為帳面金額的 4%。試問該公司當年應認列的壞帳損失為： 
$72,000 $81,600 $132,000 $141,600 

3 宜蘭公司 X1 年度財務狀況表上，部分會計科目的變動為：應收帳款增加$15,000，備抵壞帳增加$6,000，
存貨總額增加$50,000，備抵存貨跌價增加$3,000，應付帳款增加$20,000，本期所得稅負債增加$20,000，
遞延所得稅資產減少$3,000。當年度損益表如下： 

銷貨收入 $900,000 
銷貨成本 (450,000)
壞帳損失 (8,0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利益 6,000 
折舊費用 (5,000)
其他營業費用 (50,000)
稅前淨利 393,000 
所得稅費用 (30,000)
本期淨利 $363,000 

試問：依據上開資料，宜蘭公司當年度由營業所產生的現金流量為 x，由客戶收取的金額為 y，則 x + y =？ 
$1,240,000 $1,235,000 $1,232,000 $1,229,000 

4 臺東公司於 X1 年 1 月 1 日將公允價值$360,000，帳面金額$400,000（原始取得成本$600,000，累計折舊
$200,000）之機器設備，以$330,000 出售給臺南公司，旋即租回，租期 4 年，每年底支付租金$80,000，
然而依照市場行情每年的租金應該為$85,000。該項售後租回的租賃合約經判斷是屬於營業租賃。試問：
臺東公司在 X1 年度，應如何認列相關的費損科目？ 
認列處分損失$70,000、並認列租金費用$80,000  
認列減損損失$40,000、出售處分損失$30,000，並認列租金費用$80,000  
認列減損損失$40,000、並認列租金費用$87,500  
認列減損損失$40,000、出售處分損失$10,000，並認列租金費用$85,000 

5 花蓮公司於 X1 年 9 月 1 日購入 10 隻小乳牛，總市場價格為$500,000，另支付運費$40,000 與其他交易成
本$20,000，準備飼養成齡後用來生產牛奶。公司估計，如果立即將這些小牛出售，亦需支付運費$40,000
與其他交易成本$20,000。該年度共花費飼料成本$250,000，年底如果將這些小牛出售，市場價格為
$680,000，需支付運費$20,000 與其他交易成本$20,000。假設購入時該生物資產入帳金額為 x，而年底財
務狀況表上的金額為 y，試問：x + y =？ 
$810,000 $1,080,000 $1,180,000 $1,240,000 

6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公司在報導期間結束日後，通過發布財務報表日之前，發現某位老客戶因長期財務狀況惡化而宣告

破產，以致無法收回該客戶的貨款，此事件出乎公司的預期。有關此一事件，公司不須調整財務報表 
甲公司在報導期間結束日後，通過發布財務報表日之前，發生專利權糾紛，此糾紛引起重大的訴訟案

件。有關此一訴訟，公司不須調整財務報表  
甲公司於 X2 年 3 月向銀行借款，到期日為 X9 年 2 月初，該借款合約約定，如果公司違反所規定的債

務條款，則公司需立即清償此債務。X6 年公司違反該條款，惟 X7 年 1 月 2 日公司獲得銀行諒解，同
意取消該次違規紀錄。因此，甲公司於 X6 年應將此筆負債列為非流動負債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將一般用途財務報導的主要服務對象，稱為「主要使用者」，此一主要使用者包

括一般的消費者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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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紅海公司於 X1 年因產品設計不良，面臨客戶要求索賠金額$7,000,000 之訴訟。該公司律師評估，公司在
此訴訟案件中很可能敗訴，且賠償金額介於$3,000,000 至$6,000,000 之間。該公司事前已經投保產品責任
險，公司律師預估此一案件幾乎可以獲得理賠，最高可以獲得$4,800,000 的賠償。試問：X1 年認列之訴
訟損失與保險理賠收益各為多少（公司在認列保險理賠時，以保險理賠收益科目入帳）？ 
$7,000,000、$4,800,000 $6,000,000、$4,800,000 $4,500,000、$4,800,000  $4,500,000、$4,500,000 

8 白水公司於 X1 年 1 月 1 日給予某位高階主管 10,000 單位的認股權，履約價格$50，條件為必須在公司繼
續服務滿三年，且第三年底公司股價需大於$70 時，認股權才能行使，行使期間為第四年初起算的 6 年內
的任何期間。X1 年 1 月 1 日的股價為$55。白水公司使用選擇權定價模式，考慮股價在第三年年底大於
$70 與未大於$70 的可能性之後，估計認股權在此條件下的價值為每單位$18。白水公司預期該主管會繼
續服務滿三年，因此乃將勞務成本與所給予權益工具的公允價值，分攤於 X1、X2 及 X3 年，每年底借記
「薪資費用」，貸記「資本公積—員工認股權」。然而，X3 年底股價僅有$65。試問：公司應如何處理
此一未達績效條件的情況？ 
借記「資本公積—員工認股權」$180,000，貸記「薪資費用」$180,000  
借記「資本公積—員工認股權」$180,000，貸記「保留盈餘」$120,000 與「薪資費用」$60,000  
借記「資本公積—員工認股權」$180,000，貸記「資本公積—未生效認股權」$180,000  
不須做額外分錄 

9 下列有關金融資產的敘述，何者正確？ 
「放款與應收款」之金融資產，若有證據顯示無法依合約回收本息而應認列減損損失時，損失金額為

該金融資產攤銷後餘額與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按當時市場利率折現之現值的差額  
備供出售債務工具與權益工具均可認列減損損失，前者得認列減損損失的迴轉利益，但後者不得認列

減損損失的迴轉利益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出售時，相關之其他綜合損益餘額不得重分類至損益  
放款與應收款的金融資產，在重分類時得分類為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10 下列有關金融資產或負債的敘述，何者正確？ 
所有衍生工具均按公允價值衡量，非屬避險者其公允價值的變動列入損益，而指定為避險工具者，其

公允價值的變動列入其他綜合損益  
可轉換公司債為一種複合工具，投資人將其分離為認股權與公司債時，前者應列為持有供交易金融資

產，後者則應列為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可轉換公司債為一種複合工具，投資人應將公司債與認股權分離，但亦可將全部可轉換公司債指定為

持有至到期日的金融資產，全部按攤銷後成本衡量  
可轉換公司債在轉換時，投資人應按公允價值認列，而發行人應按帳面金額認列 

11 二信公司 X1 年初同時承攬兩項長期工程，預計於 X2 年底前都可以完成，公司採用完工百分比法。兩項
工程的相關資料如下： 

 甲工程 乙工程 
合約價格 $4,000,000 $3,000,000 
X1 年度已發生成本 2,400,000 1,440,000 
X1 年底估計尚須發生的完工成本 600,000 960,000 
X1 年度已經請款的金額 1,800,000 2,500,000 
X1 年度已經收款的金額 1,200,000 2,200,000 

在編製 X1 年底的財務狀況表時，有關上述兩項合約，在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上的餘額，下列何者正確？ 
流動資產$5,900,000、流動負債$4,300,000 流動資產$2,300,000、流動負債$700,000  
流動資產$2,000,000、流動負債$400,000 流動資產$1,600,000、流動負債$0 

12 白石公司於 X1 年 1 月 1 日以$1,080,190 的價格，發行不可轉換、不可贖回的累積特別股 10,000 股（每股
面額$100）。發行後，前三年每年支付 9%的現金股利，第四年起則每年支付 6%的現金股利。發行當日
市場股利殖利率為 6%。白石公司 X1 年度與 X2 年度稅後淨利均為$400,000，且普通股全年流通在外股數
亦均為 100,000 股。試問：X2 年度基本每股盈餘為（四捨五入，取至小數第二位）： 
$4 $3.10 $3.35 $3.37 

13 三德公司 X1 年度的課稅所得為$600,000，當年底有應課稅暫時性差異$100,000。X2 年 5 月 31 日公司繳
納所得稅，X2 年 6 月 8 日公司召開股東大會，通過稅後淨利提撥 10%的法定盈餘公積，同時分配現金股
利$300,000。該公司的營利事業所得稅率為 17%。假設 X1 年底與 X2 年 6 月 8 日應認列之所得稅費用分
別為 x 與 y，則 x + y =？ 
$102,000 $119,000 $141,290 $17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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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甲便利商店於 X1 年初開始一客戶忠誠計畫，顧客每購買$5,000 商品即贈送沒有到期日之兌換券一點，每

點兌換券自 X2 年初可向該商店兌換帳面金額$70，公允價值$100 之商品。X1 年該商店共發出 800 點兌
換券，管理階層預期僅有 600 點兌換券會被兌換。關於此客戶忠誠計畫，該商店於 X1 年底應認列之相關
負債總額為： 
$42,000 $56,000 $60,000 $80,000 

15 根據新頒法令規定，自 X2 年初起若甲公司未安裝成本$1,000,000 之污水處理系統而繼續營運，將處以每
月$20,000 之罰款。甲公司因預期將於 X3 年底結束營運，故於 X1 年底並未安裝該系統而擬以繳交罰款
之方式因應。關於此新頒法令，甲公司於 X1 年應認列之負債金額為： 
$0 $240,000 $480,000 $1,000,000 

16 關於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折舊與無形資產之攤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採重估價模式時無須提列折舊與攤銷  
無法決定未來經濟效益之消耗型態時，應以直線法提列折舊與攤銷  
以使用所產生收入為基礎得為適當之攤銷方法，但非為適當之折舊方法  
分類為待出售（或包括於分類為待出售之處分群組中）後仍須提列折舊與攤銷直至資產除列 

17 甲公司於 X1 年初以固定價格$1,000,000 承包一為期三年之建造合約，該合約之結果能可靠估計。該合約
X1 年發生成本為$120,000（其中$40,000 係購買將於 X2 年使用之材料，該材料能用於其他合約）且該合
約估計總成本為$800,000。若甲公司採至今已發生成本占估計總成本之比例衡量該合約之完成程度，該合
約對甲公司 X1 年度本期淨利之影響數為（不考慮所得稅影響）： 
$(20,000) $20,000 $30,000 $70,000 

18 甲休閒農場 X1 年底於市場以每頭$50,000 之價格購入乳牛 10 頭，並另支付運費$8,000 將該批乳牛由市場
運回農場飼養以供未來生產牛乳。甲農場估計若同日立即處分該批乳牛，除需支付運費$8,000 將其運回
市場外，並需另支付經銷商佣金等出售成本$2,000。該批乳牛對甲農場 X1 年度之本期淨利影響數為（不
考慮所得稅影響）： 
$0 $(8,000) $(10,000) $(18,000) 

19 承上題，若甲農場所購入者為蘋果樹 10 株。該批蘋果樹對甲農場 X1 年度之本期淨利影響數為（不考慮
所得稅影響）： 
$0 $(8,000) $(10,000) $(18,000) 

20 士林公司向保險公司投保房屋火險，保險額$300,000，共保要求比率為 80%。X1 年發生火災時，房屋公
允價值為$480,000，帳面金額為$400,000，估計房屋損失金額為$320,000。試問保險公司應賠償的金額為： 
$250,000 $266,667  $300,000 $320,000  

21 下列有關每股盈餘之敘述，何者正確？ 
判斷潛在普通股是否具有稀釋效果時，應以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的「本期淨利」為基礎，

而不應以「繼續經營單位淨利」或「停業單位淨利」為基礎。因此，「本期淨利」常被稱為「控制數」 
甲公司股票分割是在報導期間結束日後，財務報表公告以前發生，因此在計算每股盈餘時，其分母的

加權平均股數不應按股票分割後的股數計算  
在提出兩年度比較報表時，本年度如果發生股票股利，則在計算每股盈餘時，上年度的流通股數亦應

一併調整  
甲公司於 X1 年 4 月 1 日給予高階主管 10,000 股的認購本公司普通股的選擇權，行使價格每股$40。X1
年全年平均股價為$50，而 4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平均股價為$48。在計算稀釋每股盈餘時，加入分母
的加權平均股數應為 1,500 股 

22 甲公司持有關聯企業乙公司 40%普通股。甲公司以公允價值$400,000 處分 50%對乙公司投資但仍持續對
乙公司具重大影響力，若處分前甲公司對乙公司投資之帳面金額為$480,000，關於出售對乙公司投資，甲
公司應認列之處分利益為（不考慮所得稅影響）： 
$0 $160,000 $240,000 $320,000 

23 承上題，若甲公司係以公允價值$600,000 處分 75%對乙公司持股並將剩餘持股分類為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關於出售對乙公司投資，甲公司應認列之處分利益為（不考慮所得稅影響）： 
$0 $160,000 $240,000 $320,000 

24 甲公司 X0 年初以$60,000 購入土地一筆，採重估價模式衡量。甲公司於 X0 年底按當日公允價值$80,000
對該土地進行重估價，並選擇將重估增值累積於權益直至處分該土地。X1 年底甲公司評估該土地已發生
減損，估計可回收金額為$50,000。關於該土地，甲公司應認列計入 X1 年度本期淨利之減損損失金額為
（不考慮所得稅影響）： 
$0 $10,000 $20,000 $30,000 

25 承上題，X2 年底甲公司評估對該土地已認列之減損不復存在，估計可回收金額為$110,000。該土地對甲
公司 X2 年度之本期其他綜合損益影響數為（不考慮所得稅影響）： 
$0 $30,000 $50,000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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