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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40 題（每題 1.25 分）
【3】1.下列何種方法，可有效縮減營業週期？
降低應收帳款週轉率
提高應收帳款週轉天數
提高存貨週轉率
提高存貨週轉天數
【4】2.下列何項「未」被納入「現金科目」中？
郵政匯票
旅行支票
銀行本票
存出保證金
【2】3.甲公司於 2/1 向乙公司賒購商品$100,000，付款條件為 2/10，n/30，若甲公司於 2/9 付清所有貨款，
請問應支付多少金額？
 $80,000
 $98,000
 $100,000
 $102,000
【4】4.中華公司於 X8 年的普通股股數如下：1 月 1 日流通在外股數為 1,000 股，4 月 1 日增資發行 500 股，
9 月 1 日買回庫藏股 300 股。請問該公司 X8 年度加權平均流通在外普通股股數為何？
 1,117 股
 1,200 股
 1,233 股
 1,275 股
【3】5.某公司發行面額$100，三年期，票面利率為 4%的公司債。若發行當時市場利率為 5%，則此一公司
債的發行何者正確？
平價發行
溢價發行
折價發行
無法判斷
【3】6.公司宣告並發放股票股利之影響為何？
資產及股東權益同時減少
資產及股東權益同時增加
資產及股東權益皆不變
資產減少、股東權益增加
【3】7.有關呆帳之會計處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直接沖銷法不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在備抵法下，呆帳費用是一估計數字
在備抵法下，呆帳實際發生時所作之分錄，會減少應收帳款淨額
在直接沖銷法下，認列呆帳損失時，借記呆帳費用，貸記應收帳款
【4】8.在永續盤存制中，將賒帳購入的商品退回時，應貸記何科目？
應付帳款
進貨
進貨退回與折讓
存貨
【4】9.有關「估計服務保證負債」科目，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屬費用科目
屬預付費用科目
為年底預估保證負債時的借記科目
實際發生修理費用時，應借記此科目
【2】10.乙公司本年度期末發現期初存貨高估$6,000 而期末存貨低估$9,000。若未調整時可能產生的影響為何？
銷貨成本低估$15,000 淨利低估$15,000
銷貨成本高估$6,000 期末股東權益高估$9,000
【2】11.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將本國上市公司的某數量股票存入保管銀行，並在國外就該部分的股權發行存託憑證(depositary receipt)，
此即海外存託憑證
銀行承兌匯票(banker’s acceptances)屬於貨幣市場的金融工具，而國庫券(treasury bills)屬於債券市場的金
融工具
銀行發行可轉讓定期存單(negotiable certificates of deposits)的理由之一是，定期存款較活期存款穩定，容
易做銀行資產經營配置決策
重購回協定(repurchase agreements)是指，出售方在金融市場出售有價證券以獲取資金之時，與購買方於
同時間做一協定，規範出售方承諾在未來某特定日期，依據確定價格再予以購回此一證券

【2】12. A 君將自己在銀行的證券劃撥存款帳戶的新臺幣 20 萬元，轉帳到自己的定期存款帳戶裡。請問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M1A 餘額上升 20 萬元
 M1B 餘額下降 20 萬元
 M2 餘額下降 20 萬元
 M1B 和 M2 餘額均下降 20 萬元
【2】13.在其他條件不變下，付息債券(coupon bond)的價格和到期收益率(yield to maturity)是呈現________。
正相關
負相關
固定不變
無一定相關
【3】14.提高公司債券利息的課稅稅率，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將造成下列何種狀況？
公司債券價格上漲，且公司債券收益率(yield)上升
公司債券價格上漲，且公司債券收益率(yield)下滑
公司債券價格下跌，且公司債券收益率(yield)上升
公司債券價格下跌，且公司債券收益率(yield)下滑
【2】15.假設國際資本流動幾乎沒有阻礙，則國外利率與本國貨幣之預期貶值率的總和，將等於國內利率水
準。這種情況稱之為________。
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條件
未拋補利率平價(uncovered interest rate parity)條件
匯率平價(exchange rate parity)條件
外匯市場均衡(foreign market equilibrium)條件
【4】16.商品出口和進口之間的差額稱為下列何者？
經常帳餘額(current account balance)
金融帳餘額(financial account balance)
資本帳餘額(capital account balance)
貿易餘額(trade balance)
【2】17.假設法定存款準備率(required reserve ratio)為 20%，銀行的超額準備金(excess reserves)為 1,000 元，
且其活期存款帳戶為 80,000 元。若中央銀行調降法定存款準備率至 10%，在其他條件不變下，銀行的超額
準備金為下列何者？
 8,000 元
 9,000 元
 10,000 元
 11,000 元
【1】18.在金融危機期間，如果銀行存款持續被存款戶提領出去，並以現金持有。在其他條件不變下，超額
準備-存款比例(excess reserve ratio)會________。
上升
下降
不變
無法判斷
【2】19.如果一國提高其進口關稅，在其他條件保持不變下，這將造成該國的 IS 曲線往________，並且均衡
總和產出會________。
左邊；增加
左邊；減少
右邊；增加
右邊；減少
【1】20.香港選擇________，因此不能同時擁有獨立自主(independent)的貨幣政策。
自由的資本移動(free capital mobility)和聯繫匯率制度(linked exchange rate system)
自由的資本移動和浮動匯率制度(flexible exchange rate system)
資本控制(capital control)和浮動匯率制度
資本控制和聯繫匯率制度
【1】21.有關本票記載事項，下列何種情況將導致票據無效？
未記載發票日
未記載到期日
未記載受款人
未記載付款地
【2】22.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
票據上之簽名，得以指印代之
支票有二人以上共同簽名時，應連帶負責
票據有無行為能力人之簽名，不影響其他簽名之效力
【4】23.本票發票人之責任，與下列何人相同？
匯票背書人
支票發票人
匯票發票人
匯票承兌人
【3】24.執票人向下列何者行使追索權時，得依非訟事件法之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
匯票之承兌人
本票之擔當付款人 本票之發票人
匯票之參加承兌人
【2】25.有關止付通知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遠期支票不可為止付通知
保付支票不可為止付通知
平行線支票不可為止付通知
票據權利人限於提出止付通知後三日內，向付款人提出已為聲請公示催告之證明
【3】26.有關背書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背書得由背書人在票據之背面黏單上為之
背書人記載被背書人，並簽名於票據者，為記名背書
背書人不記載被背書人，僅簽名於票據者，為無效背書
背書人得記載背書之年、月、日
【3】27.有關匯票利息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利率未經記載，定為年利 6 釐
當事人得特約訂定利息之起算日
若當事人未特約者，利息自到期日起算
發票人得記載對票據金額支付利息及其利率
【請接續背面】

【1】28.有關匯票背書與轉讓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背書人於票據記載禁止轉讓，後手再為背書轉讓，該後手就票據債務不負責任
背書人於票據記載禁止轉讓，票據仍得轉讓
記名匯票之發票人有禁止轉讓之記載者，不得轉讓
無記名匯票得依交付轉讓
【4】29.下列何人得為免除作成拒絕證書之記載？
匯票參加付款人
匯票承兌人
匯票之參加承兌人 匯票背書人
【4】30.有關平行線支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支票經在正面劃平行線二道者，付款人應對金融業者支付票據金額
支票上平行線內記載特定金融業者，付款人僅得對特定金融業者支付票據金額
支票上平行線內記載特定金融業者，應將該項支票存入其在該特定金融業者之帳戶，委託其代為取款
支票發票人於平行線內記載照付現款並簽名於其旁，付款人僅得對金融業者支付票據金額
【2】31.有關支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支票限於見票即付
支票在票載發票日前，執票人得為付款之提示
以支票為抵銷者，視為支票之支付
發票人應照支票文義擔保支票之支付
【2】32.甲持有匯票之到期日為 108 年 4 月 9 日，其最遲應於何時為付款之提示？
 108 年 4 月 12 日
 108 年 4 月 11 日
 108 年 4 月 10 日
 108 年 4 月 9 日
【4】33.甲偽造乙簽名，簽發支票予丙。丙不知票據上乙之簽名為甲所偽造，丙收受後背書轉讓予丁。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甲乙丙三人均毋庸對丁負責
甲應對丁負票據之責任
甲應與乙連帶對丁負票據之責任
乙毋庸對丁負票據責任，丙需對丁負票據責任
【1】34.甲簽發不記名本票予乙，乙背書轉讓予丙，丙再背書轉讓給丁，丁未於法定期間內為付款提示。丁
得向何人行使追索權？
甲
甲及乙
乙及丙
均不得行使追索權
【3】35.甲於高雄簽發面額 5 萬元，票載發票日為 108 年 1 月 30 日，並記載到期日為 108 年 2 月 7 日，付款
銀行為高雄銀行苓雅分行之支票於乙。此票據未記載付款地。於 108 年 2 月 5 日，乙向高雄銀行為付款提
示。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未遵期提示，票據無效
該票據因記載到期日，票據無效
該票據未記載付款地，票據無效
乙未遵期提示，不得請求高雄銀行給付票款
【2】36.甲簽發無記名支票予乙，並記載禁止背書轉讓，乙隨即將該支票交付轉讓予丙。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於該支票記載禁止背書轉讓有效
甲於該支票記載禁止背書轉讓，不生票據法效力
甲於該支票記載禁止背書轉讓，使票據無效 甲於該支票記載禁止背書轉讓，甲得拒絕付款
【1】37.甲為支付價金 10 萬元，先行簽發未載發票日之支票予乙，並授權乙於 108 年 1 月 10 日，自行記載
發票日為當日。乙於 108 年 1 月 10 日將該票據填寫發票日為 108 年 1 月 10 日，背書轉讓予丙，丙再背書
轉讓給丁。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丁得對甲、乙及丙行使票據法上之權利
因票據獨立性，僅丙需對丁負票據之責任
因甲未授權乙得再背書轉讓，故丁僅得向乙行使票據之權利
因甲交付票據時未填寫發票日，票據無效
【3】38.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執票人得對於發票人、承兌人、背書人及其他票據債務人之一人或全體，不依負擔債務之先後，行使追
索權
被追索者為清償時，與執票人有同一權利
按票據法規定：「發票人、承兌人、背書人及其他票據債務人，對於執票人連帶負責。」若執票人對背
書人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對發票人未罹於時效之請求權亦不得行使
執票人對債務人之一人已行使追索權，對於其他票據債務人，仍得行使追索權
【1】39.甲簽發本票予乙，乙背書轉讓給 17 歲的丙，丙未經其法定代理人 A 同意，將票據背書轉讓給丁，丙
並依丁要求找 B 擔任保證人。B 於票據上簽名，並載明保證字樣。丁收受後再背書轉讓給戊。若戊於付款
提示遭拒，得向何人行使票據法上之權利？
甲、乙、丁、B
僅甲、乙、丁
甲、乙、丙、丁、A 甲、乙、丙、丁、B
【3】40.甲簽發一紙本票於乙，乙要求丙為保證人，因此丙於票據上為甲保證。試問，關於丙之權利義務，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丙清償債務後，得行使執票人對甲之追索權
丙應對甲之本票債務負票據責任
丙得主張先訴抗辯權
乙向丙行使追索權時，不得直接聲請法院為強制執行

貳、非選擇題 2 大題（每題 25 分）
第一題：
台北公司於 X8 年 10 月 1 日開設，公司決定以「永續盤存制」來處理其商品存貨。截至目前為止有下
列交易事項：
10/1 投入現金 1 百萬元設立台北公司。
10/1 向銀行借款$500,000，並開立票據給銀行，年借款利率為 12%，雙方約定一年後還清本利和。
10/1 預付 1 年辦公室租金，每月租金為$20,000。
10/2 以 10 萬元購入辦公設備，其中 2 萬元為付現，其餘將於下個月支付。此批設備預計可用 5 年，無
殘值，公司決定採用直線法計提折舊。
10/12 支付 10/2 辦公設備之欠款。
10/15 賒帳購買商品$200,000，付款條件為 2/10, n/30。
10/17 現金支付 10/15 購貨運費$500。
10/24 支付 10/15 所有貨款。
11/1 接下甲顧客未來半年的訂單，顧客已全數付清，台北公司承諾每月出貨 1 萬元（進貨成本為$8,000）
。
未來將於每月 1 日寄出商品，今日已寄出本月商品。
11/5 賒銷商品予乙公司，售價$30,000，成本為$20,000，付款條件為 1/10, n/45。
11/10 乙公司退貨$3,000（成本$2,000）。
11/15 乙公司還清所有貨款。
請作該公司上述交易的會計分錄，並寫出該公司年底可能的調整分錄。

第二題：
在 2007 至 2009 年發生金融危機 (financial crises) 期間，美國聯準會（Federal Reserve，簡稱 FED）採
取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貨幣政策，使其資產快速增加，從 2007 年 9 月約 8,000 億美元竄升到 2014
年的 40,000 多億美元。FED 自 2017 年 10 月開始，對於其持有的公債及金融機構的證券（例如，不動產抵
押貸款證券等）到期後不再買進，此舉使得 FED 的資產規模逐步縮減，亦即，FED 採取縮減財務報表（shrink
the balance sheet）措施（簡稱為「FED 縮表｣）。請回答並說明下列有關 FED 縮表之相關問題：
（一）請問 FED 縮表對於美國的貨幣供給有何影響？【5 分】
（二）如果古典學派主張的貨幣中立性(neutrality of money)可以適用於美國，請問 FED 縮表對美國物
價水準有何影響？【5 分】
（三）如果凱因斯的流動性偏好理論(liquidity preference theory)可以解釋美國利率之決定：
(1)請問 FED 縮表對美國利率有何影響？【5 分】
(2)請問 FED 縮表會造成美元對外國貨幣貶值或升值？【5 分】
（四）請問 FED 縮表會使得美國的 LM 曲線如何改變？【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