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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101091《會計學概要[主題式題庫+歷年試題]》勘誤表 

頁數 位置 更正 

2 第一題  答 

 

7 第 4 題選項 (B)非流動資產$100,000 椁 

9 第 3 題解析(2) ……股價$32 小於 X5 年底股價$35，…… 

16 第 8 題題目 

本期淨利             $100,000  

折舊                   25,000  

應付公司債溢價攤銷      5,000  

應收帳款減少           10,000  

出售土地利益               20,000  

贖回公司債                 50,000 

18 第 17 題題目 
應收帳款淨額   $34,000     $52,000  

預收收入       10,000       25,000 

21 第 7 題答案解析 A  850,000+140,000-8,000+200,000-10,000+30,000-150,000+140,000=1,192,000 

36 第 3 題解析第 2 行 20X1 淨利多計$9,000。 

37 第 11 題解析 (1) 存貨評價由先進先出法改為平均法為會計原則變動。 

38 答(二) 
(二)1/20  應付帳款      49,000 

             現金                     49,000 

43 第 1 題解析第 1 行 (1)存貨所有權的歸屬作一歸納： 

57 

第 6 題答案 D 

第 6 題解析 

可稱為現金者 不可稱為現金者 

1.庫存現金 

2.零用金、找零金 

3.即期支票 

4.即期本票 

5.即期匯票 

6.郵政匯票 

7.支存、活存、活儲 

8.定期存款→若期限為一年內，中途解約

並不會損失本金者。 

1.郵票→應記為「預付費用」 

2.印花稅票：列為「預付稅捐」 

3.借條→應記為「其他應收款」 

4.遠期票據→應記為「應收票據」 

5.受限制的存款→應記為「長期投資」及「基

金」或「其他資產」（例如：存在外國或

已倒閉銀行的存款 

6.指定用途的現金→應記為「基金」 

7.存出保證金→應記為「其他資產」 
 

65 
第一題  

答(三) 

 

81 倒數 1~3 行 
(3) X1 年度總共賣出多少張門票：期初門票張數($40,000÷$500)＋本期賣出張數—本

年認列收入門票張數($300,000÷$500)＝期末門票張數($39,5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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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位置 更正 

93 第 9~10 行 
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損益      4,000 

金融資產－按公允價值衡量          4,000  

102 
第 10 題解析 成本總額—公允價值總額＝200,000—180,000＝20,000 

第 13 題解析第 1 行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證券投資，證券投資市價變…… 

112 申論題題目第 3 行 ……造成本$4,000,000，請幫洋風公司作 X10~X11 年相關分錄： 

114 第 1 題解析 

「投資性不動產」：以出租或賺價差為目的 

(1)受委託建造或開發的不動產屬在建工程存貨。(2)自用不動產屬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4)以銷售為目的之不動產屬存貨。 

(3)、(5)屬投資性不動產。 

115 第 5 題解析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重估價增值時，應認列為其他綜合損益-未實現重估增值。資產

因重估價減少，應先沖減重估增值時所認的其他綜合損益，不足之數再認列重估價

損失(當期損益科目)。 

117 申論題題目最後 1 行 註：……，期數 20 期之複利現值為 0.3118…… 

123 

第 1 題解析第 1 行 日期  借：利息費用  貸：公司債折價  貸：現金  帳面金額 

第 4 題解析第 1 行 日期  借：利息費用  貸：公司債折價  貸：現金  帳面金額 

145 第 3 題解析(2) 

(2)本題代入附息現值的觀念計算該票據現值，計算如下： 

該儀器之入帳金額 

設備成本：1,000,000+1,000,000(10%,2 年,複利現值)＝1,000,000+826,446 

＝1,826,446 

149 

第三題目試作(一) (一)如果需要的話，X5年底設備價值減損的分錄。 

答(一)第 5 行 X5年12月31日 

151 解析(二)、(三)、(四) 

(二)至 X15 年  累計折舊=10,000,000÷20×5=2,500,000  

帳面價值=10,000,000－2,500,000=7,500,000  

重估損失=7,500,000－7,200,000=300,000  

重估價損失 300,000  

廠房  300,000 

(三)至 X17 年 累計折舊=7,200,000÷(20-5)×2=960,000   

帳面價值=7,200,000－960,000=6,240,000  

減損損失=6,240,000－5,980,000=260,000  

減損損失 260,000  

累計減損－廠房 260,000 

(四)至 X19 年 減損前折舊費用=7,200,000÷(20-5)=480,000/年 

減損後折舊費用=5,980,000÷(20-7)=460,000/年 

折舊          460,000 

累計減損-廠房  20,000 

累計折舊       480,000 

原帳面價值=7,200,000－1,920,000＝5,280,000  

減損後帳面價值=5,980,000-460,0002=5,060,000 

可回收金額=5,400,000>5,060,000  

先沖減累計減損-廠房(260,000-20,000) 

累計減損－廠房 240,000  

減損迴轉利益 240,000 

廠房 100,000 

重估價損失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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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位置 更正 

160 
第 7 題題目最後 ……，則X10年底調整後的專利權餘額為： 

第 8 題題目最後 ……，則X10年度專利權的攤銷金額為： 

162 第 4 題解析(1)～(5) 

(1)研究電腦軟體及(2)研究專利權的支出：研究階段的支出，因尚未能為企業帶…… 

[(2)、(3)、(4) 順號為 (3)、(4)、(5)……] 

本題所述選項(1)及(2)應作為當期費用。 

176 第 3 題第 7、15 行刪除 

保留盈餘       $xxx 

…… 

(5)上述交易僅初次發行特別股不可能導致保留盈餘減少。 

179 申論題第 8 行 權益合計          $14,892,700 

183 第 5 題解析 

負債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資產總額=1,500,000÷30%=5,000,000 

資產=負債+權益→權益=5,000,000－1,500,000=3,500,000 

普通股流通在外股數=500,000／(10-5)=100,000 

每股帳面價值=權益總額／普通股流通在外股數 

=3,500,000/100,000=35 

187 第 1 題解析 

103 年合夥虧損總額=200,000＋120,000＋180,000+40,000+60,000 =600,000 

乙已領金額=180,000＋60,000=240,000 

乙之分配比率=2／5=40%→240,000-(600,000×40%)=0 

192 
答(二) 第 3 行 

 
 

 

195 第 4 題第 2 行  

 

206 第 5 題  (2) (2)借貸同時重複記載：也使試算表借貸總數同額增加，故難發現錯誤。 

214 第 11 題解析(6) 
(6)認列收入的時點：一般產品於為銷貨交付商品並符合上列五項條件時認列收入。

故選項(D)有誤。 

219 

答(一) 第 5 行 ※2,000×300＝600,000    300×(22,000-2,000)=6,000,000 

答(二) 

 

230 第 2 題解析 (4) 
(4) X3 年底順心公司該設備之帳面金額 

＝X3/1/1 機器帳面價值－X3 年折舊＝X3 年折舊＝325,000－65,000＝260,000 

231 第 6 題  (2)第 4 行 累計折舊－運輸設備      200,000 

236 

~237 
答(一) 最後 2 行 

損壞率=(10000-800)/1000=20% 

依題意：5%為正常損失，15%則為非常損失 

非常損失=2,598,000×15%=38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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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位置 更正 

答(三) 

 

  

 

241 答(二)、(三) 

 

243 第 14 題題目第 1~2 行 
甲公司從民國 97 年至 99 年間進行新產品的研發，於 99 年底時該專利產生之無形資

產符合定義及認列條件，在此之前，…… 

245 第 4 題解析第 1~2 行 期末業主權益＝期初業主權益＋本期收入－本期費用＋業主增資－業主提取 

253 第 2 行 
 

255 答(一)、(二) 

 

 

 

 

 

 

 

 

(1)1,040,000－624,000＝416,000 

(2)360,000×40%＝144,000 

(3)520,000×15%＝78,000 

(4)160,000＋520,000＝680,000 

(5)680,000×15%＝102,000 

(6)700,000×40%＝280,000 

(7)280,000×15%＝42,000 

(8)160,000×15%＝24,000 

長期投資        238,000 

股利收入        144,000 

      保留盈餘            238,000 

      遞延所得稅負債       42,000 

      投資收益            280,000 

 

銷貨成本        680,000 

      保留盈餘            1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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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位置 更正 

      應付所得稅           24,000 

      存貨                520,000 

 

(二) X4/12/31 

長期投資        416,000 

      保留盈餘            238,000 

      遞延所得稅負債       62,400 

 

保留盈餘        442,000 

應付所得稅       78,000 

      存貨                 520,000 

(1)416,000×15%=62,400 

(2)520,000×15%=78,000 

262、 

265 
第 6、22 題解析第 1 行 開立遠期本票償還積欠的貨款，不影響負債總額。 

278 第 8 題解析 第 1~2 行 
甲公司 X1 年該投資帳面金額之變動數＝按比例認列之投資收益（損失）－按比例認

列之其他綜合損益－按比例認列之宣告股利＝…… 

280 第 13 題解析 
出售庫藏股→出售價格<買回庫藏股成本，先沖銷「資本公積-庫藏股交易」，如資

本公積不足，則借記「保留盈餘」，故保留盈餘將會減少。 

284 (二) 
成本模式 

該辦公大樓 20X7 年折舊＝(600,400×75%)÷20×6/12=11,257,500 

295 第 4 題解析 (2) 自由現金流量＝36,000－添購新廠房 20,000－支付現金股利 12,000＝4,000 (留入) 

298、 

320 

第 16 題解析 (3) 

觀念延伸 

企業若確定無法在持續基礎上，可靠決定投資性不動產之公允價值，則應依國際會

計準則第 16 號之成本模式衡量投資性不動產，其殘值應假定為零。 

299 第 19 題解析 
X5 年初的公司債帳面金額＝1,000,000÷(1＋8%)－[(1,000,000×10%)÷(1＋8%)] 

＝925,926＋92,592＝1,018,518 

300 

第 23 題解析 

X9 年初帳面金額 

100,000×(0.926＋0.857＋0.794＋0.735＋0.681)＝100,000×3.993＝399,300 

X5/12/31 應存入 

399,300×P(3 期,8%)＝399,300×0.794＝317,044.2 

第 24 題解析 
借方＝200,000＋650,000＋450,000＋15,000＋280,000＋65,000＝1,075,000 

貸方＝10,000＋160,000＋515,000＋300,000＝1,095,000 

302 破題分析 本題係考期末存貨的估算，係屬傳統考題。 

303 相關試題第 2 行 甲公司在 X1 年初取得乙公司 40%股權 

315 第 16 題解析 

X1/1/1  

107,732×5%＝5,387 

100,000×6%＝6,000 

107,732-(6,000-5,387)＝107,119 

 

X1/12/31 

107,119×5%＝5,356 

100,000×6%＝6,000 

107,119-(6,000-5,356)＝106,475 

319 解題架構 1. 先作負債準備分錄及計算負債準備餘額。 

321 破題分析 本題係考金融資產的分錄，係分屬 IFRS 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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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位置 更正 

322 第三題  

 現金 其他綜合 

損失 

利息 

收入 

總帳面 

金額 

備抵 

損失 

X1/12/31 - - - 522,899 (2,500) 

X2/12/31 20,000 4,313 15,687 518,586 (50,000) 
 

 總帳面 

金額 

公允 

價值 

評價 

調整 

當期 

變動 

X1/12/31 522,899 520899 (2,000) (2,000) 

X2/12/31 518,586 450,000 (68,586) (66,586) 

 

 

 

 

 

 

 

 

 

 

 

 

 

 

 

 

 

 

 

 

324 第 9 題題目 

 期初存貨 期末存貨 資產 銷貨成本 本期淨利 權益 

X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X1 +3,000 -2,500 -2,500 -3,000 

+2,500 

=+5,500 

-5,500 當期變
動-5,500 

結帳 

-2,500 
 

327 第 1 題解析 

 

328 

第 9 題解析 

20X1 年 

期初存貨+3,000→銷貨成本+3,000→淨利-3,000 

期末存貨-2,500→銷貨成本+2,500→淨利-2,500 

合計：淨利低估 5,500→銷貨成本高估 5,500。 

第 13 題解析 
20X2 年資產僅計至 20X2 年到期的借款，因此向乙銀行借款之還款日即將到期，故

20X2 年底只計入流動負債 $30,000。 

製表日期：2022.11.24 

千華數位文化公司 編輯部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