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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公司於 X1 年 1 月 1 日與 100 位員工訂定各給與 20 股普通股（面額$10）

之協議，給與日股票市價為每股$30，條件為員工不得在既得期間內離職，

既得條件達成時可立即領取股票，既得期間則視甲公司獲利成長率之達成

情況而定，茲列示如下：

若 X1 年度獲利成長率超過 16%，則股份可於 X1 年底既得。

若 X1 年度與 X2 年度之獲利成長率兩年平均超過 11%，則股份可於 X2

年底既得。

若 X1 年度至 X3 年度之獲利成長率三年平均超過 8%，則股份可於 X3

年底既得。

甲公司在 X1 年至 X3 年間預期不發放股利。X1 年底，甲公司實際獲

利成長率為 14%，實際有 6 位員工離職。甲公司預期 X2 年度之獲利成長

率為 14%，故預期股份將於 X2 年底既得，X2 年度預期將會有 5 位員工

離職。X2 年底，甲公司實際獲利成長率僅為 6%，故股份並未於 X2 年底

既得。X2 年度實際有 4 位員工離職，甲公司並預期 X3 年度會有 8 位員

工離職，預期 X3 年度獲利成長率為 11%，故可達成三年平均成長率超過

8%之目標。X3 年底，實際有 5 位員工離職，實際獲利成長率為 13%，三

年平均成長率為 11%，符合績效條件。

試作：

甲公司 X1 年度至 X3 年度認列員工勞務成本之金額各為何？（15 分）

 X3 年底達成既得條件之員工，均領取股票，則甲公司認列「資本公積

－普通股股票溢價」之金額為何？（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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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乙公司於 X1 年初承包一項廠房建造工程，合約承包價為$74,000,000，相

關資料如下：

X1 年度 X2 年度 X3 年度

至本期期末累計實際發生成本 $26,000,000 $54,900,000 $85,000,000

估計尚須發生（投入）成本 39,000,000 25,100,000 0

其中，X2 年實際發生成本中有$500,000 為購買材料，尚未施工，該

材料非為該建造合約所特別訂製，於 X3 年才投入工程。該項建造合約符

合隨時間逐步滿足履約義務之條件，乙公司採用成本投入法以衡量完工百

分比。依合約規定，工程如能在 3 年內完工，業主另給$1,000,000 之獎勵

金。合約開始時，乙公司估計至少需 3.5 年才能完工，惟至 X2 年底，乙

公司判斷該項工程高度很有可能在 X3 年底完工，亦即全部工程可能在 3

年內完工。而最後工程在 X3 年 12 月 31 日完工。

試作：X2 年度至 X3 年度認列之當期工程收入、當期工程成本（包括補認

列損失部分）、當期合約利潤（損失）之金額各為何？（請注意：利

潤或損失請標示清楚）（30 分）

三、下列兩題均與權益法有關，請分別作答：（假設取得時投資成本與所享有

股權淨值份額間無差額）

甲公司於 X2 年 4 月 1 日以$32,000 買進乙公司 25%的股權，並具有重

大影響。當日乙公司的淨資產為$160,000。乙公司 X2 年度之淨利為

$50,000，該年度應發放之累積特別股股利為$10,000，但乙公司並未宣

告發放。

試作：甲公司於 X2 年 12 月 31 日，「採用權益法之投資」的帳面金額

為多少？（10 分）

丙公司於 X3 年 1 月 1 日以$70,000 買進丁公司 40%（4,000 股）的股

權，丁公司的淨資產為$175,000。X3 年丁公司本期淨利為$40,000，該

年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債務工具投資評價未實現利益增

加了$6,000。丙公司 X4 年 1 月 1 日，以每股$24 處分對丁公司之 30%

持股，因持股比率大幅下降，因此喪失了對丁公司之重大影響。丙公司

將保留對丁公司之投資作為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股票

投資。

試作：丙公司 X4 年 1 月 1 日之分錄。（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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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列為各自獨立之情況，請分別作答：

甲公司於 X7 年初發現多項前期會計帳務錯誤或遺漏事項如下：

 X5 年初支付機器設備年度保養費用$30,000，誤以機器設備入帳，該機

器設備估計耐用年限尚餘 5 年，採直線法折舊，無殘值。

 X6 年 1 月 1 日預付 3 年保險費$30,000，於當日全數認列為保險費用，

期末未作調整分錄。

甲公司於 X6 年度購買一塊土地，將土地上原有舊建築物拆除，發生之

成本$50,000 作為當年度費用，舊建築物拆除後出售所得$30,000 則作為

當年度之收益。

 X6 年底有一批賖銷商品售價$60,000，成本$50,000，目的地交貨，商品

尚未送達客戶手中，然甲公司已認列為 X6 年度之銷貨收入，且 X6 年

底期末存貨未包括這批商品。

甲公司期末均遺漏未作應付薪資之調整分錄，待付現時直接認列薪資費

用，X5 年底及 X6 年底未作調整之應付薪資分別為$70,000 及$60,000。

甲公司存貨採永續盤存制，X6 年度之淨利為$700,000，期末帳列資產為

$5,000,000。

試作：若不考慮所得稅之影響，計算甲公司 X6 年度之正確淨利及 X6

年底正確資產總額。（請詳列計算過程，否則不予計分。金額四

捨五入計算至整數位。）（10 分）

甲公司於 X6 年 10 月 1 日與乙公司約定出售 600 台手機給乙公司，每

台售價$5,000。其中 300 台在 X6 年 11 月 15 日送達，剩下的 300 台在

X7 年 1 月 10 日送達；付款條件為：貨款的 30%於 X6 年 10 月 1 日支

付，50%於第一次送達日支付，剩下的 20%於第二次送達日支付。若甲

公司 X6 年度財務報表於 X7 年 3 月 15 日發布。

試作：甲公司在 X6 年度之財務報表，應報導之合約負債及銷貨收入之

金額各為多少？（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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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公司 X6 年度之交易資料如下：
期初存貨 $187,000
期末存貨 165,000
X6 年度進貨 290,000
X6 年度進貨退回 5,000
X6 年度進貨運費 8,000
X6 年度銷貨運費 5,000
X6 年度現金銷貨 100,000
X6 年度銷貨毛利 125,000
期初應收帳款 130,000
X6 年度應收帳款沖銷金額 5,000
X6 年度應收帳款收現數 390,000
X6 年度期初備抵損失貸餘 2,000

若甲公司係採應收帳款餘額之 2%作為期末應有之備抵損失的衡量。

試作：甲公司應於 X6 年認列之預期信用減損損失為何？（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