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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介紹 
本書為線上「解題學會計」題解分析的縮影，書中的題解都是從「解題學會計」線上題庫中所

截選出，截⾃自民國104年各式國考會計試卷中的第⼀一題，由⽼老師以淺顯易懂的⽩白話作出解說，
解說⽅方式是先點出每⼀一題它要考的題旨是什麼，以及如何思考題旨，再進⼀一步做出詳細解釋分

析，最後得到答案。︒ 

本書的解析⽅方式著重理解，涶棄死背，是作者⼀一貫的教學原則。︒ 

作者簡介 

邦尼⽼老師從事會計教育⼯工作多年，⼀一直以他特有的⽅方式，以把難吞的會計可⼜⼝口化為志趣 ，讓

學⽣生們容易理解會計觀念。︒邦尼是「⽩白話會計」部落格的主筆，在他的部落格上可以看到他⽩白
話教學風格，也可以在「會計問答網」看到他的無償回覆。︒邦尼曾出没在國內90﹪的銀⾏行教

育訓練，教育對象為學⽣生、︑法⼈人的職員（銀⾏行的授信⼈人員、︑綜合券商的產業研究員、︑保險公司
的精算⼈人員等），也曾在台北科技⼤大學教授「解題學會計」的會計課程。︒ 

⽬目標讀者 

• 找題解練習的同學 

• ⽣生在⽔水深⽕火熱的考⽣生同胞 

• 已接受訓練、︑努⼒力，但不夠有效在學會計的⼈人 

• 有些許會計基礎的會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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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解分析 

104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會計學⼤大意 
選擇題 第1題 題解 

1、︑ 下列項⽬目在綜合損益表之表達，何者最為正確︖？ 

(A) 折舊費⽤用均應列在管理費⽤用項下   

(B) 銷貨成本是費損之⼀一 

(C) 呆帳費⽤用應列在非常損益項下   

(D) 業務員佣⾦金應列在管理費⽤用項下 

觀念解析 

這題在考各種費損的分類，基本原則如下： 

a、︑直接與使存貨達可供銷售狀態相關之⽀支出，應列為存貨成本，待存貨銷售時轉列為銷貨成
本。︒ 

b、︑與本業營運相關但不列入銷貨成本之⽀支出，應列為營業費⽤用。︒ 

營業費⽤用中，與推銷活動有關者列為推銷費⽤用，與管理活動有關者列為管理費⽤用，與研發活動
有關者列為研發費⽤用。︒ 

c、︑不與本業營運相關之⽀支出，應列為業外費損。︒ 

有了以上的觀念後，可以開始解題了。︒ 



(A) 折舊費⽤用應視其來源之⽤用途⽽而定，若是辦公⼤大樓的折舊費⽤用，應列為管理費⽤用，若是⽤用來
⽣生產產品的機器設備的折舊，應列為存貨成本，以此類推。︒所以折舊費⽤用並不⼀一定會列在管理
費⽤用項下。︒ 

(B) 費損包含了：銷貨成本、︑營業費⽤用、︑業外費損等，所以此陳述正確。︒ 

(C) IFRS已無非常損益，且呆帳費⽤用通常被列為管理費⽤用之⼀一。︒ 

(D) 業務員佣⾦金通常列為推銷費⽤用/銷售費⽤用。︒ 

綜上，(B)最為正確 

解題時憑的是記憶︖？還是憑會計知識︖？

頭腦內塞滿各種公式，卻不了解其內涵。︒在⼩小範圍考試時能憑著腦海

中的記憶，⼩小範圍考試時只要”努⼒力”讀書，把看過的”硬背”起來，那
應該可以考的不錯。︒ 

但範圍⼀一⼤大，你的記憶體有限，能裝的空間就會不⾜足，就算你的記憶

體有擴充，都能夠”背”起來，若不理解會計知識只靠”背”，常常有可
能誤中出題⽼老師的陷阱，⽽而碰到有變化的題型更會束⼿手無策。︒(會計

是背不完的...) 

「解題學會計」上的解法都不主張你⽤用死背的。︒

http://www.learnaccountin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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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 會
計類科 會計 
非選擇題 第1題 題解 

⼀一、︑新北公司於2014年12⽉月31⽇日帳上列有應收帳款$331,750，備抵呆帳$16,700。︒ 

2015 年中該公司發⽣生下列交易： 

賒銷                 $2,017,800         

應收帳款收現   1,956,000 

沖銷應收帳款        16,200 

2015 年 12 ⽉月 31 ⽇日應收帳款帳齡分析顯⽰示如下： 

帳齡                  ⾦金額     估計呆帳率 

30 ⽇日以內   $169,250            1.6% 

30-90 ⽇日      100,000            3.0% 

91-180 ⽇日       55,900            6.0% 

181-360 ⽇日     38,200         20.0% 

360 ⽇日以上     14,000         50.0% 

試作： 

(⼀一) 2015年賒銷、︑應收帳款收現、︑沖銷應收帳款及估計呆帳之分錄。︒（8 分） 

(⼆二) 該公司2015年12⽉月31⽇日帳上應收帳款與備抵呆帳餘額為多少︖？（8 分） 



(三) 計算該公司2015年之應收帳款週轉率與應收帳款收現⽇日數，假設⼀一年為 360 天並使⽤用不
減除備抵呆帳之應收帳款餘額計算。︒（請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兩位數）（8 分） 

觀念解析 

這題在考應收帳款的相關處理，只要學過初會就能拿分，得好好把握。︒ 

(⼀一) 

賒銷： 

借：應收帳款       2,017,800 

貸：    銷貨收入             2,017,800 

應收帳款收現 

借：現⾦金              1,956,000 

貸：    應收帳款             1,956,000 

沖銷應收帳款 

借：備抵呆帳            16,200 

貸：    應收帳款                 16,200 

估計呆帳 

年底應有備抵呆帳 = 169,250*1.6% + 100,000*3.0% + 55,900*6.0% + 38,200*20.0% + 
14,000*50.0% 

= 2,708 + 3,000 + 3,354 + 7,640 + 7,000 

= 23,702 



提列年度壞帳費⽤用前帳列備抵呆帳 

= 16,700 - 16,200 

= 500 

故應增提備抵呆帳：23,702 - 500 = 23,202 

借：呆帳費⽤用          23,202 

貸：    備抵呆帳                 23,202 

  

(⼆二) 

應收帳款 = 331,750 + 2,017,800 - 1,956,000 - 16,200 = 377,350 

備抵呆帳餘額 = 16,700 - 16,200 + 23,202 = 23,702 

  

(三) 

應收帳款週轉率 = 賖銷 / 平均應收帳款 = 2,017,800 / ((331,750+377,350)/2) = 5.69 

應收帳款收現⽇日數 = 360 / 應收帳款週轉率 = 360 / 5.69 = 63.27 天 



 

解題沒有⽅方向感︖？

考⽣生⼀一定要明⽩白：每⼀一個題⽬目都有他的「考點」，也就是⽼老師要考驗你

的地⽅方。︒⼀一般來說，80%以上的考題只會放⼀一個「考點」，你只要能正
確理解「考點」，搭配上適當的會計基礎知識(如：借貸法則...)就能輕

鬆拿分。︒ 

很多學⽣生看完題⽬目後不知到要找「考點」，就像出⾨門不知道⽬目的地，只
在題⽬目中的⽂文字、︑數字堆中打轉，這樣是很危險且無效率的。︒建議你看

考題時⼀一定要先找出「考點」，再去你的知識庫裏去尋找有關「考點」
的相關知識，才不會茫然無措。︒ 

「解題學會計」上的解法都會指出考點的所在。︒

http://www.learnaccountin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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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高考三級財稅⾏行政、︑⾦金融保險 會計學 
選擇題 第1題 題解 

1. 企業⾸首份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財務報表至少應包括： 

A. 兩份財務狀況表、︑兩份綜合損益表、︑兩份現⾦金流量表、︑兩份權益變動表及相關附註 

B. 三份財務狀況表、︑兩份綜合損益表、︑兩份現⾦金流量表、︑兩份權益變動表及相關附註 

C. 三份財務狀況表、︑三份綜合損益表、︑兩份現⾦金流量表、︑兩份權益變動表及相關附註 

D. 三份財務狀況表、︑三份綜合損益表、︑三份現⾦金流量表、︑三份權益變動表及相關附註 

觀念解析 

這題在考⾸首次適⽤用IFRSs之財務報表表達。︒ 

不同於⼀一般財報要求的：2份財務狀況表、︑2份綜合損益表、︑2份現⾦金流量表、︑2份權益變動表

及相關附註。︒ 

之所以要有2份財報，主要是為便於報表閱讀者比較企業財務狀況及營運績效之變化。︒ 

但⾸首次採⽤用IFRSs時，企業應編製3份財務狀況表(資產負債表)，其他報表則維持2份。︒ 

原因是1期虛帳⼾戶報表：綜合損益表、︑現⾦金流量表及權益變動表，須有2張(期初及期末)的實帳

⼾戶報表才有辦法編製。︒ 

若要連續2期的虛帳⼾戶報表，則應有3期連續的實帳⼾戶報表，使⽤用者才能看清企業的全貌。︒ 



例如X2年度時⾸首次採⽤用IFRSs時： 

X2年度財報應揭露X1年及X2年的現⾦金流量表，此時應有X1年初、︑X1年底、︑X2年底的資產負
債表才能編製。︒ 

至於為何X3年度(非⾸首次採⽤用IFRSs時)只須提供X2年底、︑X3年底的資產負債表呢? 

那是因為在X2年度的財報中，已有提供X1年底的資產負債表了， 

如果使⽤用者想知道X1年底的資產負債表，只要去調閱X2年度的財報即可。︒ 

綜上，應選B。︒ 

 

會計原則多如兔⽑毛，⽽而且很多規定極其相似但卻又有不同之處，如果不

⽤用⼼心分辨其差異，並想辦法以⾃自⼰己的⽅方式來理解，就會出現「寫考卷時
志得意滿，發考卷時驚怒交加」的情形。︒(例如：可轉換特別股與可轉

換公司債有何異同?) 

如果你有上述症狀，請⼀一定要修正⾃自已的學習⽅方式，可以參考「解題學
會計」上的解法。︒

會計原則張冠李戴︖？

http://bit.ly/1s3MLAY
http://bit.ly/24BP1AC
http://www.learnaccountin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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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高考三級會計類組 中級會計學 
選擇題 第1題 題解 

1. 下列那⼀一項不是財務報導的編製⽬目的︖？ 

A. 提供投資與授信決策之資訊 

B. 報導⼀一個企業的清算價值資訊 

C. 報導企業的資源、︑對這些資源的請求權及其變化的資訊 

D. 報導企業產⽣生現⾦金流量的能⼒力 

觀念解析 

這題在考會計觀念架構，財報編製⽬目的。︒ 

A. 正確，此為財報編製之主要⽬目的。︒ 

B. 錯誤，會計上有繼續經營假設，所以⼀一般情形下並不採⽤用清算價值編製報表。︒ 

C. 正確，此即編製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及權益變動表之⽬目的。︒ 

D. 正確，此即編製現⾦金流量表之⽬目的。︒ 

綜上，應選B。︒ 



 

我們經常在網上推出新會計題解，通常會先以免費的⽅方式開放給部分學

員試閱，所只要跟上⽼老師的解題進程，即可免費閱讀新增的會計考題題
解，源源不絕。︒試閱題組適⽤用於初次使⽤用「解題學會計」網站的同學，

可以先了解邦尼⽼老師的⽩白話解說風格。︒

我要怎樣如才能閱讀到新增的題解︖？

http://www.learnaccountin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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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普考財稅⾏行政、︑⾦金融保險、︑會計 會計學
概要 
選擇題 第1題 題解 

1. 甲公司 X1 年底應收加⼯工收入為$7,000，預收加⼯工收入為$21,000。︒X2 年底應收加⼯工收入

為$12,000，預收加⼯工收入為$15,000。︒甲公司在 X2 年總共收到加⼯工收入的現⾦金$146,000，
試問甲公司 X2 年綜合損益表上加⼯工收入為多少︖？ 

A $135,000  B $145,000  C $147,000  D $157,000 

觀念解析 

這題在考應計基礎為現⾦金基礎的轉換，⼗〸十分常考，不容錯過。︒ 

這種考題解法多樣，只要專精於⼀一項即可， 

邦尼這邊提供比較推薦的2種解法，供⼤大家參考。︒ 

解法⼀一：分錄法 

X2年初應收加⼯工收入7,000，年底變12,000，增加了5,000。︒(應借記) 

X2年初預收加⼯工收入21,000，年底變15,000，減少了6,000。︒(應借記) 

又收現了146,000。︒(應借現) 

寫成分錄： 

借：應收加⼯工收入       5,000 



借：預收加⼯工收入       6,000 

借：現⾦金                    146,000 

貸：    加⼯工收入               157,000 

解法⼆二：邏緝推衍法 

稍微說明⼀一下上表， 

請先理解最左邊⼀一欄的結構，想⼀一想，看懂後開始填入數字： 

期初應收、︑期初預收，期末應收、︑期末預收、︑本期收現數，先填入表格， 

就可利⽤用中間欄(本期收現數)，求出本期認收入、︑本期收現數。︒ 

求出後填入本期收入欄，就可求出本期收入合計數了。︒ 

綜上，應選D。︒ 



 

找不⾜足夠多有答案的會計考古題來練習︖？

對已經有點程度的⼈人，研究顯⽰示，從測驗題中學習能有效提⾼高學習效
果。︒ 

「解題學會計」以電⼦子形式出版，我們的會計題庫總覽中有市⾯面上最
多、︑最詳細的解析包括⾃自民國103年起的許多國考會計題組，試題的
詳細解說每個星期還在增加中，完整會計題組⽬目錄請到我們網上，然

後點選"題庫總覽"⽬目錄。︒

http://www.learnaccounting.tw
http://www.learnaccounting.tw


104年⾼高考會計師 中級會計學 
選擇題 第1題 題解 

1. 下列何者將造成企業對於報導期後⼗〸十⼆二個⽉月內到期之長期負債以「非流動負債」歸類︖？ 

A. 報導期間結束⽇日前，因違反貸款合約條款使得債權⼈人有權⽴立即要求清償 

B. 報導期間結束⽇日後、︑財務報表公告前，企業已完成長期性再融資 

C. 報導期間結束⽇日前，企業預期或有意圖並且依據融資合約有裁決能⼒力做長期性再融資 

D. 負債到期將以償債基⾦金清償 

觀念解析 

這題在考負債之表達：流動負債與非流動負債之區分， 

原則上，12個⽉月內到期之負債應列為流動負債， 

但⽼老師愛考的就是例外。︒ 

在財務報表⽇日12個⽉月內到期之負債要列為非流動負債，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公司有主動裁量權，得不經債權⼈人同意，將負債之清償⽇日延後至財務報表⽇日12⽉月之後，且
公司有意圖⾏行使該權利。︒ 

⼆二、︑公司於財務報表⽇日之前已完成長期性再融資。︒ 

若是因為違反借款合約，使得該負債應⽴立即清償，原則上要列為流動負債。︒ 

若要列為非流動負債，應全部符合下列4個條件： 

⼀一、︑在報導期間結束⽇日前 



⼆二、︑取得債權⼈人寬限至報表結束⽇日12個⽉月之後 

三、︑公司有能⼒力於寬限期內改正違約情形，且 

四、︑債權⼈人不得於寬限期內要求公司⽴立即返還借款 

A 選項在報導期間結束⽇日前已違約使債權⼈人得⽴立即要求清償，應為流動負債。︒ 

B 選項雖已完成長期性再融資，但完成⽇日是在期後，所以仍應列為流動負債。︒ 

C 選項陳述符合前述例外情形，故可列為非流動負債。︒ 

D 選項負債到期以什麼清償不是重點，重點是應清償的時間。︒ 

綜上，應選C。︒ 

 

想專注在某特定會計題旨來練習，可是非常難找到新
近特定主旨的題⽬目來考驗⾃自⼰己的實⼒力︖？

針對特定會計主題加强是很有效率的⽅方法。︒如果你⼼心中有特定主題要

複習，學員可以在本網上輕鬆鍵入會計關鍵字，依據同學想要釐清的
會計主題關鍵字，迅速地從題庫中調出相關的會計考古題⽬目來練習，
非常有效率地加強特定會計觀念。︒ 

在「解題學會計」線上要⽤用全⽂文檢索來過濾題旨，請上線參考這裡。︒

http://bit.ly/1TwN6SB
http://bit.ly/1TwN6SB


104年稅務特考四等 會計學概要 
選擇題 第1題 題解 

1. 甲公司按季編製財務報表，X8 年 6 ⽉月 30 ⽇日財務報表部分項⽬目餘額如下：應付薪資$80,000

（按⽉月⽀支薪，當⽉月⽀支付上個⽉月薪資，X8 年員⼯工⽉月薪未改變）、︑預收租⾦金$36,000（X8年 5 ⽉月 
1 ⽇日出租部分樓層，預收半年）、︑應收廣告收入$420,000（X8 年 3 ⽉月 1 ⽇日訂定廣告合約，即

⽇日起提供每⽉月廣告服務至 X8 年 9 ⽉月30 ⽇日，到期收款）。︒試問 X8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30 ⽇日薪
資費⽤用、︑租⾦金收入及廣告收入合計之損益影響數為多少︖？ 

A.($48,000)  B.$87,000  C.$93,000  D.$112,000  

觀念解析 

這題在考應計基礎下各項收益、︑費損之計算。︒ 

先來看薪資費⽤用，由：”按⽉月⽀支薪，當⽉月⽀支付上個⽉月薪資”推知，6⽉月底的應付薪資是6⽉月份的薪

資費⽤用，X8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共3個⽉月，所以薪資費⽤用為 80,000 * 3 = 240,000。︒ 

再來看租⾦金收入，X8/5/1預收6個⽉月租⾦金，至X8/6/30時已經過2個⽉月，所以X8/6/30帳列的
預收租⾦金是4個⽉月份的租⾦金，推知⼀一個⽉月的租⾦金收入為 36,000 / 4 = 9,000。︒又房屋是X8/5/1

出租，X8 年 5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共2個⽉月，所以租⾦金收入為 9,000* 2 = 18,000。︒ 

最後，來租廣告收入，X8 年 3 ⽉月 1 ⽇日提供廣告服務，至X8/6/30⽌止，帳上應認列4個⽉月的廣
告收入，又帳列應收廣告收入為420,000，推知1個⽉月廣告收入為105,000。︒X8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共3個⽉月，所以廣告收入為 105,000 * 3 = 315,000。︒ 

合計3者對損益的影響為：-240,000 + 18,000 + 315,000 = 93,000 

綜上，應選C。︒ 



 

習慣在書上劃重點，以後想重覆再回頭總覆習︖？

解題學會計上的網⾴頁相容於其它網上⼯工具，比如說，你可以⽤用Diigo線

上書籤⼯工具在線上畫重點、︑擷取網⾴頁畫⾯面，還可以加註⾃自⼰己的⼼心得寫
上註解，收藏⾃自⼰己要關注的會計試題。︒

http://www.learnaccounting.tw
http://bit.ly/1LwuW0f
http://www.learnaccounting.tw
http://bit.ly/1LwuW0f


104年稅務特考三等財稅⾏行政 會計學 
選擇題 第1題 題解 

1. 甲公司於 X9 年 1 ⽉月 1 ⽇日出售帳⾯面⾦金額$925,000、︑剩餘耐⽤用年限 10 年之機器設備予⼄乙公

司，售價$1,200,000（公允價值僅$950,000），並⽴立即租回使⽤用，租期 8年，甲公司評估此
租賃屬融資租賃，最低租賃給付現值為$1,200,000，甲公司採年數合計法攤提折舊。︒試問甲

公司 X9 年底之未實現售後租回利益餘額若⼲干︖？ 

A. $201,667  B. $225,000  C. $256,667  D. $270,000 

觀念解析 

這題在考租賃會計：售後以融資租賃租回 時 未實現售後租回利益 之攤算。︒ 

出售產⽣生之未實現售後租回利益 = 1,200,000 - 925,000 = 275,000。︒ 

該利益應配合折舊比例攤銷， 

X9年應提列折舊比例：10 / (1+2+3+…+10) = 10 / 55， 

故X9年應攤銷⾦金額 = 275,000*10 / 55 = 50,000 

X9年底未實現售後租回利益餘額 = 275,000 - 50,000 = 225,000 

綜上，應選B。︒ 

PS. 本題折舊採⽤用10年，係假設租約期滿甲公司有優惠承購權或得無條件取得所有權。︒為何會
這樣假設，原因⼀一，因為最低租賃給付現值已為100%之公允價值。︒原因⼆二，是因為如果你⽤用
8年算的話，沒有選項可以選呀~~^^ 



 

 

你想先鎖定單⼀一考試題組⾃自修試試看︖？

PDF適⽤用要⾃自修或複習某特定考試題組的考⽣生，我們⼤大部分的會計試

題組會對應⼀一份PDF，可單本購買。︒PDF內容同線上題庫的內容⼀一
致，PDF的特性是你無需連上網路，下載後可離線閱讀。︒購買者可永
久擁有PDF，隨時閱讀，没有時限，無防拷機制。︒無限勘誤再版更

新，永久免費重覆下載。︒



104年普考記帳⼠士 會計學概要 
選擇題 第1題 題解 

1. ⼤大哲公司 X1 年 1 ⽉月 1 ⽇日發⾏行⼀一⾯面額$1,400,000，四年到期之公司債，每年年底付息，票⾯面

利率 5%之公司債。︒發⾏行時市場利率為 4%，因此⼤大哲公司之發⾏行價格為103.63。︒⼤大哲公司 X4 
年初以票⾯面⾦金額至市場上買回，⼤大哲公司採利息法攤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大哲公司不必認列任何損益   

B.⼤大哲公司應認列$38,852  非常損失 

C.⼤大哲公司應認列$26,406 非常利益   

D.⼤大哲公司應認列$13,463 的其他利益 

觀念解析 

這題在考應付公司債：利息法攤銷、︑提前損回之會計處理。︒ 

要解這題其實不⽤用計算，因為IFRS已經廢除「非常損益」的觀念，所以B、︑C⼀一定是錯的。︒ 

再來，溢價發⾏行之公司債其帳⾯面值在到期前應會⼤大於⾯面額，若以票⾯面⾦金額提前贖前⼀一定會有利

益，所以選項A也錯。︒ 

排除了A、︑B、︑C，答案⼀一定是D。︒ 

以上解析是快速解法，觀念清楚的同學⾃自然可以秒殺這題。︒ 



但若是想⾛走⼤大⾺馬路，⼀一步步求解 (邦尼⿎鼓勵同學⼀一步⼀一腳印，把基礎扎穩)，其實只要把分錄⼀一
個⼀一個寫出來，答案也會很快跑出來的。︒ 

(分錄只是思考過程，不必真的⼀一個個寫出來啦) 

X1/1/1 

借：現⾦金             1,450,820   (1,400,000*1.0363) 

貸：    應付公司債       1,400,000 

貸：    應付公司債溢價         50,820 

X1/12/31 

借：利息費⽤用               58,033    (1,450,820*0.04) 

借：應付公司債溢價    11,967 

貸：    現⾦金                         70,000  (1,400,000*0.05) 

X2/12/31 

借：利息費⽤用                57,554    ((1,450,820-11,967=1,438,853)*0.04) 

借：應付公司債溢價  12,446 

貸：    現⾦金                           70,000  (1,400,000*0.05) 

X3/12/31 

借：利息費⽤用               57,056    ((1,438,853-12,446=1,426,407)*0.04) 

借：應付公司債溢價   12,944 

貸：    現⾦金                                  70,000  (1,400,000*0.05) 



X4/1/1 

借：應付公司債      1,400,000     

借：應付公司債溢價    13,463  (50,820-11,967-12,446-12,944) 

貸：    現⾦金                              1,400,000 

貸：    其他利益                            13,463 

綜上，應選D。︒ 

 

 

只想先鎖定單⼀一考試題組⾃自修試試看︖？

歡迎各種程度的會計⼈人都來參與討論會計問題、︑會計試題答案，把⾃自⼰己
定位要成為四⽅方熱⼼心會計達⼈人之⼀一，學⽽而優則教，回饋會計社群的好管

道就在「會計問題網」。︒教學相長，為⼈人解惑，⾃自⼰己理解更紮實。︒

到哪裡可以參與會計問答討論︖？

http://www.askaccounting.tw
http://www.askaccounting.tw


104年地⽅方特考三等會計 中級會計學 
選擇題 第1題 題解 

1. ⼤大甲公司於X4年初以$10,000,000購置⼀一棟商辦⼤大樓，並⽀支付仲介佣⾦金及過⼾戶⼿手續費等

$500,000，作為出租⽤用途以賺取租⾦金，該商辦⼤大樓符合分類為投資性不動產。︒經評估，該商
辦⼤大樓尚可使⽤用 40 年，無殘值。︒ 

X4年底該⼤大樓公允價值為$11,000,000。︒假設⼤大甲公司提列資產折舊均採⽤用直線法，試問該公
司X4年稅前淨利因該商辦⼤大樓採成本模式與公允價值模式之差異為何︖？ 

A.$237,500  B.$750,000  C.$762,500  D.$1,250,000 

觀念解析 

這題在考投資性不動產：成本模式、︑公允價值模式。︒ 

若採成本模式，要折舊不評價： 

X4/1/1 

借：投資性不動產  10,500,000 

貸：    現⾦金                                   10,500,000 

X4/12/31 

借：折舊費⽤用               262,500 

貸：    累計折舊-投資性不動產      262,500 

若採公允價值模式，不折舊要評價： 



X4/1/1 

借：投資性不動產  10,500,000 

貸：    現⾦金                                     10,500,000 

X4/12/31 

借：投資性不動產      500,000 

貸：    投資性不動產評價利益       500,000 

比較⼀一下，公允價值模式沒有折舊又多了評價利益，共差異：262,500 + 500,000 = 762,500 

綜上，應選C。︒ 



付諸⾏行動 
Action is Everything 

會計相較於其它商業科系來說的確是比較專業，在就業上是比較有保障的科系，只要學得好，
對未來肯定是有幫助的。︒有網友曾經問過學會計是否會變聰明、︑邏輯判斷能⼒力是否會比較強

嗎? 這就難講了，如果學會計只是死背硬背，不去思考、︑不去應⽤用，那學起來肯定是又累又無
趣，本來聰明有邏輯的頭腦也會被弄得⼀一團亂。︒ 

反過來說，⽤用主動求知的⼼心來學習會計，努⼒力去思考理解每個會計原則背後的道理，那麼本來

不聰明沒邏輯的腦袋，也可以透過學習會計的過程變得清晰⽽而有邏輯。︒事實上，"學習"  本身
就是⼀一種訓練思考的 “運動”，只要⽤用⼼心思考，不管學什麼科⽬目，都會讓你的腦袋"升級"的。︒ 

本書最後列舉⼀一些你可以⾺馬上付諸⾏行動訓練思考的網址，你可以到這些網址上去將「想」做的

事項具體轉化成正在做的⾏行動，選擇適合⾃自⼰己的⽅方式開始去做，即刻付諸⾏行動： 

1. 參考別⼈人的學習經驗 
http://www.learnaccounting.tw/difficulty-of-learning.html 
你會⼼心裡害怕考不好會計︖？懷疑⾃自⼰己的會計觀念⽼老是搞不清楚︖？好多⼈人在學習會計時都⾯面臨這

類困難，⼼心裡⾯面⽼老不踏實。︒如果你也有這類的疑問，你其實並不孤單，到這個網址參考⼀一下別
⼈人為⼤大家寫下的經驗，也不妨留⾔言⾃自⼰己在學會計的困難之處和有趣的地⽅方，讓⼤大家在學習上作
伴。︒ 

2. 提出你個⼈人的使⽤用意⾒見 
http://www.learnaccounting.tw/learn-from-tests-feedback.html 

http://www.learnaccounting.tw/difficulty-of-learning.html
http://www.learnaccounting.tw/learn-from-tests-feedback.html


不必寫長篇⼤大論的經驗，只要⼀一⼩小段、︑或⼀一句話將你在把會計學好的路途上⼀一件最困擾你的事。︒
填寫這個簡單的「解題學會計」問題意⾒見表，送出後的兩三天之內你會收到我們的電郵回覆，
也許我們可以疏減你的困擾也說不定！ 

3. 建議系所申請題解PDF電⼦子書贊助 
http://www.learnaccounting.tw/sponsor-college.html 
同學們！這個贊助活動本網是協同系所、︑或系學會，來嘉惠未來將會參加會計考試的同學。︒只
要是台灣地區各院校會計相關系所辦公室或系學會，都可以我們網上來申請要求獲得無償贊助
PDF書給予貴系所成員（學⽣生、︑⽼老師），歡迎你們多加利⽤用。︒ 

4. 跟隨⽩白話會計臉書⾴頁 
https://www.facebook.com/AccountingKid/ (⽩白話會計臉書⾴頁) 

邦尼⽼老師有⼀一個⾃自⼰己的臉書⾴頁就叫「⽩白話會計臉書⾴頁」，在2016年4⽉月時突破5,000粉絲，在
那裡你可以知道⽼老師的教學動向，讓我們跟隨⽼老師⼀一起⽤用⽩白話來學會計吧~~~。︒ 

5. 看會計⼈人的Excel秘笈 
https://www.facebook.com/acctexcel/timeline (會計⼈人的Excel⼩小教室臉書⾴頁) 
「會計⼈人的Excel⼩小教室」上有Excel在會計上的使⽤用技巧的分享，幫你進入狀況，是每個會計

⼈人必備的Excel功夫秘笈。︒⼤大多數會計⼈人在會計事務所裡收到客⼾戶給的資料和底稿⼤大部份都是
Excel檔案，會計⼈人每天進出Excel，基本操作熟不熟、︑操作的快不快，跟晚上幾點下班是正相

關。︒傳統學校裡不教Excel，所以我們建議你在進事務所前⾃自⼰己可以先學學Excel。︒ 

6. 練習更多國考會計題⽬目 
http://www.learnaccounting.tw/learn-from-tests.html (線上題庫) 
http://www.learnaccounting.tw/books.html (PDF出版⺫⽬目錄) 
「解題學會計」網站在線上有最多的獨家會計詳解，適合⾃自修會計的同學，付費學員可以選擇
⾃自由閱讀線上所有題解分析題庫，或選擇單本購買單⼀一PDF出版書⽬目中的書。︒ 

http://www.learnaccounting.tw/sponsor-college.html
https://www.facebook.com/AccountingKid/
http://bit.ly/1Vmnhdr
http://www.learnaccounting.tw/learn-from-tests.html
http://www.learnaccounting.tw/books.html


7. 嘗試回答別⼈人的會計問題 
http://www.askaccounting.tw 
「會計問答網」是你回饋會計社群的好去處，這裡可以和同伴交流會計經驗、︑會計觀念，看別
⼈人的會計疑問主動嘗試回覆，學⽽而優則教，印象更深刻。︒

http://www.askaccountin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