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會計與經濟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管理學會

102 年度春季壽險管理人員暨核保理賠人員測驗
科目：會計與經濟

試

場

規

則

一、 每次測驗時間為 100 分鐘。
二、 參加測驗人員憑身分證件（限用中華民國身分證、有效期間內之駕駛
執照、護照正本、附有相片之健保 IC 卡、外僑永久居留證或大陸配
偶領有長期居留證件）及准考證入場，無身分證件者以缺考計。
三、 測驗開始後未滿 30 分鐘不准出場，超過 15 分鐘仍未入場者均以缺考
計。
四、 參加測驗人員應依准考證上所載之場次及試場座號對號入座，否則均
以缺考計。
五、 禁止攜帶參加測驗證件、文具以外之物品進入試場，否則以違規論並
以 0 分計算該次測驗成績。
六、 測驗進行時，參加測驗人員禁止左顧右盼、使用電子通訊設備、交談
等，企圖舞弊之情事，否則以違規論並以 0 分計算該次測驗成績。
七、 答案紙上不得出現任何與作答無關之註記，否則以缺考計。
八、 繳卷時，請繳回答案紙，並請監考人員於該參加測驗人員之入場通知
上簽章。
九、 參加測驗人員如有疑問（如准考證號碼與答案紙號碼不同、試題印刷
不清等情形），應舉手表示，待監考人員近身時方可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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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60 題，每題 1.67 分，答錯不倒扣)
1. 忠孝公司資產為$350,000，負債為$50,000，權益為＄300,000。今忠孝公司
賒購一輛運輸設備$40,000，試問這筆交易產生什麼影響：
(A) 資產與權益同時減少$40,000
(B) 資產不變，權益增加$40,000
(C) 資產與負債同時增加$40,000，權益不變
(D) 權益減少$40,000，負債增加$40,000
2. 仁愛公司於年底漏列應收利息的調整分錄，則產生的影響為：
(A) 資產與權益等額低列
(B) 資產與權益等額高列
(C) 資產低列，權益高列
(D) 資產高列，權益低列
3. 試算表中列示，期初存貨成本為$10,000，進貨淨額為$95,000，若實際盤存
得知期末存貨為$30,000，則銷貨成本為何？
(A) $ 65,000
(B) $ 75,000
(C) $ 85,000
(D) $105,000
4. 下列那一項是提供財務資訊的制約因素：
(A) 中立性
(B) 審慎性
(C) 完整性
(D) 成本和效益的均衡
5. 進貨應入帳而未入帳但期末存貨正確，此項錯誤對本年度的影響為：
淨
利
銷貨成本
應付帳款
保留盈餘
(A)
高
低
低
高
(B)
低
高
高
低
(C)
高
高
低
高
(D)
低
低
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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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銀行往來調節表中，「未兌現支票」應作為：
(A) 公司帳現金餘額加項
(B) 銀行對帳單餘額加項
(C) 公司帳現金餘額減項
(D) 銀行對帳單餘額減項
7. 期末會計人員誤將提列呆帳之調整分錄重覆入帳，將使：
(A) 負債高估
(B) 股東權益低估
(C) 收入高估
(D) 費用低估
8. 設備資產的成本為$35,000，估計可使用 4 年，殘值$5,000，按平均法提列
折舊，則第四年初帳面價值為：
(A) $27,500
(B) $20,000
(C) $12,500
(D) $ 5,000
9. 無形資產：
(A) 因為沒有實體形狀，故沒有價值
(B) 在營運期間轉換為實體資產
(C) 其價值是來自提供企業某種權利或特權而產生
(D) 因為缺乏實體形狀，所以在財務狀況表上無法歸類
10. 民國 102 年 10 月 1 日信義公司開立一紙一年期的票據＄240,000，年利率
2％，向銀行借款，年終時應付利息為：
(A) $ 1,600
(B) $14,400
(C) $ 4,800
(D) $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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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司債面額＄100,000，年息 12％，售價＄103,000，溢價採直線法分五年
攤銷，則每年應認列的利息費用為：
(A) $12,000
(B) $12,600
(C) $12,360
(D) $12,630
12. 和平公司以每股＄15 發行面額＄10 的普通股 10,000 股，在記錄交易時應
貸記：
(A) 普通股股本＄100,000 及資本公積—普通股溢價＄50,000
(B) 普通股股本＄100,000
(C) 普通股股本＄150,000
(D) 普通股股本＄100,000 及保留盈餘＄50,000
13. 中山公司將歷年提存的公積及未分配盈餘，用來增資發行無償配股時，則
中山公司：
(A) 股東權益總額不變
(B) 股東權益總額增加
(C) 資產總額增加
(D) 每股帳面價值不變
14. 交易目的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下跌的損失，應列為：
(A) 股東權益的加項
(B) 股東權益的減項
(C) 前期損益調整
(D) 本期損失
15. 林森公司本年度報導稅後淨利$100,000，折舊費用$16,000，壞帳費用
$2,000，出售固定資產利益$5,000，則該公司本年度營業活動產生淨現金
流入：
(A) $ 87,000
(B) $111,000
(C) $113,000
(D) $1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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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杭州公司股票的面額為$10，102 年每股盈餘為$0.5，當時股票市價為
$150，則其本益比為：
(A) 15
(B) 20
(C) 300
(D) 0.05
17. 下列各項敘述中，非屬於管理會計特徵者為：
(A) 其目的為供管理當局內部管理之用
(B) 必須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報表
(C) 可包含未來性及非貨幣性的資訊
(D) 可以部門別來編製報表
18. 在攸關範圍內，單位變動成本會隨著作業量的減少而：
(A) 不變
(B) 增加
(C) 減少
(D) 有時增加，有時減少
19. 財務會計應遵循下列何者處理：
(A) 一般公認審計原則
(B)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C) 一般公認財務原則
(D) 一般公認主計原則
20. 企業經營發生虧損時，會計方程式：
(A) 不一定會平衡
(B) 左方較大
(C) 右方較大
(D) 依然平衡
21. 應計費用是指一項費用：
(A) 已發生但尚未支付
(B) 應發生但尚未發生
(C) 已發生並已支付
(D) 無法合理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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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良好的現金控制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A) 收到現金立即入帳
(B) 管錢不管帳
(C) 職員應自始至終負責整筆交易完成
(D) 大額支出應使用支票
23. 備抵呆帳法下，何時應借記呆帳費用：
(A) 發生銷貨交易時
(B) 估計呆帳提列數時
(C) 某筆應收帳款確定無法收回時
(D) 某筆應收帳款逾期未收回時
24. 金山公司的機器設備原估計可用 10 年，使用 5 年後，發現尚可再用 8 年，
是屬於：
(A) 會計原則的變動
(B) 會計估計的變動
(C) 會計錯誤的更正
(D) 會計主體的變動
25. 因研究所發生的支出為：
(A) 遞耗資產
(B) 無形資產
(C) 固定資產
(D) 費用
26. 設新生公司於 102 年 9 月 30 日，預估全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為$300,000，並
暫繳半數金額計$150,000，則繳納時分錄應借記：
(A) 所得稅費用$150,000
(B) 所得稅費用$300,000
(C) 預付所得稅$150,000
(D) 稅捐$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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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建國公司於 102 年初發行面額$100,000，票面利率 7%，五年期公司債，每
半年付息一次，前兩期攤銷表部分資料如下：
付息期次

現金利息

折價攤銷

利息費用

0

未攤銷折價
$4,055

1

$3,500

$338

$3,838

$3,717

2

$3,500

$351

$3,851

$3,366

則該債券發行價格為：
(A) $95,824
(B) $95,945
(C) $96,203
(D) $96,634
28. 設復興公司 102 年 12 月 31 日的股東權益如下：
股 東 權 益
普通股，面值$10，流通在外50,000股
資本公積—普通股溢價

$500,000
50,000

保留盈餘
股東權益總額

253,000
$803,000

則當日復興公司普通股之每股權益（或稱為每股帳面價值）為：
(A) $10
(B) $11
(C) $5.06
(D) $16.06
29. 敦化公司 102 年初有 8％，每股面值$ 100 的可轉換特別股 1,500 股流通在
外，發行條款約定，每 1 股特別股可以轉換為普通股 10 股，普通股每股面
額$ 10。其他相關資訊如下：102 年 1 月 1 日流通在外普通股 20,000 股，
102 年 4 月 1 日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 4,000 股，102 年 12 月 1 日買回普通
股 2,000 股擬供轉讓員工之用，102 年 12 月 31 日流通在外普通股為
22,000 股，又 102 年無特別股轉換為普通股情事。設敦化公司 102 年稅後
淨利為$156,000，則敦化公司當年度普通股基本每股盈餘為：
(A) $7.09
(B) $6.83
(C) $6.31
(D)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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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安和公司 102 年初以現金$6,000,000 投資光復公司流通在外之普通股
30％，當時光復公司的股東權益為$20,000,000。投資當年度安和公司收到
光復公司發放之現金股利$600,000。又 102 年度光復公司的稅後淨利為
$5,000,000，該公司決定分配$1,300,000 特別股股利。則安和公司於 102
年應認列之投資收益為：
(A) $1,110,000
(B) $

390,000

(C) $1,500,000
(D) $

600,000

31. 下面哪一個觀念不能用生產可能線來說明？
(A) 機會成本
(B) 稀少性
(C) 均衡價格
(D) 經濟發展
32. 下列哪一個項目不屬於 M1B？
(A) 通貨淨額
(B) 郵政儲金
(C) 活期存款
(D) 以上皆是
33. 中央銀行的任務中，所謂維護對外幣值之穩定，指的是：
(A) 物價穩定
(B) 利率穩定
(C) 匯率穩定
(D) 以上皆非
34. 以下各類資產，何者的流動性最低？
(A) 活期存款
(B) 台積電股票
(C) 土地
(D) 定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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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若中央銀行想增加貨幣供給，可以採行:
(A) 提高重貼現率
(B) 提高存款準備率
(C) 發行定期存單
(D) 買回國庫券
36. 假設蘋果公司決定來台投資建立雲端儲存中心，會使得:
(A) 經常帳收入增加
(B) 金融帳收入增加
(C) 資本帳收入增加
(D) 金融帳支出增加
37. 佔我國 M2 中最高的項目是:
(A) 通貨
(B) 準貨幣
(C) 活期存款
(D) 支票存款
38. 下列哪一項是流量？
(A) 國內生產毛額
(B) 平均每人消費
(C) 固定投資
(D) 以上皆是
39. 我國外匯存底的累積，主要源自:
(A) 經常帳順差
(B) 金融帳順差
(C) 外匯的利息收益
(D) 資本帳順差
40. 失業率的定義為:
(A) 失業人數除以總人口
(B) 失業人數除以就業人數
(C) 失業人數除以勞動力
(D) 勞動力除以總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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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菲利浦曲線是代表哪兩個變數間的關係？
(A) 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
(B) 失業率與經濟成長率
(C) 通貨膨脹率與經濟成長率
(D) 經濟成長率與勞動參與率
42.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可支配所得增加時，消費支出會:
(A) 上升
(B) 減少
(C) 不變
(D) 不確定
43. 當貨幣供給增加時，利率水準通常會:
(A) 上升
(B) 下降
(C) 不變
(D) 不一定
44. 1997~98 的東亞金融風暴是屬於哪一類金融危機？
(A) 銀行危機
(B) 通貨危機
(C) 債務危機
(D) 泡沫危機
45. 下列哪一個國家不屬於金磚四國？
(A) 中國
(B) 越南
(C) 巴西
(D) 印度
46. 所得彈性大於 1 的商品稱為:
(A) 必需品
(B) 劣等品
(C) 奢侈品
(D) 季芬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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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如果 X 產品的供給增加，導致 Y 產品的需求增加，則 X 與 Y 為:
(A) 替代品
(B) 互補品
(C) 正常財
(D) 劣等財
48. 若計程車費率提高後，計程車司機收入增加，表示消費者對計程車服務的需
求彈性:
(A) 等於 1
(B) 小於 1
(C) 大於 1
(D) 等於 0
49. 經濟學說的「一隻看不見的手」，指的是:
(A) 消費者
(B) 市場
(C) 政府
(D) 生產者
50. 下列何者是價格下限？
(A) 最低工資率
(B) 循環信用利率不得超過 20%
(C) 最高房租上限
(D) 以上皆是
51. 純公共財有何特性？
(A) 無排他性
(B) 共享性
(C) 邊際成本為零
(D) 以上皆是
52. 廠商的長期平均成本線水平時，表示:
(A) 規模成本遞增
(B) 規模成本遞減
(C) 規模成本不變
(D) 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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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課徵進口關稅，對國內的影響為:
(A) 進口品的國內價格上升
(B) 進口品的國內產量增加
(C) 進口量減少
(D) 以上皆是
54. 經濟租的產生是由於供給曲線傾向於:
(A) 彈性無窮大
(B) 缺乏彈性
(C) 負斜率
(D) 水平線
55. 完全競爭廠商的短期供給曲線是:
(A) 平均變動成本最低點以上的邊際成本線段
(B) 平均固定成本最低點以上的邊際成本線段
(C) 平均成本最低點以上的邊際成本線段
(D) 平均變動成本最低點以後的線段
56. 下列何者是獨占廠商所獨有？
(A) 短期均衡可能虧損
(B) 長期沒有廠商進出
(C) 會做廣告推銷
(D) 以上皆是
57. 下列何者市場中存在著供給曲線？
(A) 完全競爭
(B) 獨佔
(C) 寡佔
(D) 以上皆是
58. 在經濟體系達充分就業階段，貨幣供給增加將使：
(A) 產出水準增加
(B) 產出水準減少
(C) 物價水準上升
(D) 物價水準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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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生產技術進步，將使得:
(A) AD 線右移
(B) AD 線左移
(C) AS 線右移
(D) AS 線左移
60. 國內生產淨額等於國內生產毛額減去
(A) 折舊
(B) 國外要素所得淨額
(C) 出口淨額
(D) 投資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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