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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會計 

科  目：成本與管理會計概要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一、王信義是一位相當有實力的新歌手,忠孝公司正打算為其發行新錄製的 MV(Music Video),銷售

方式是在網路平台中供消費者下載,忠孝公司預期該 MV 會十分暢銷。該 MV 製作與行銷固定

成本預計為$234,400,每 MV 被下載的變動製作與行銷成本為$30,這些成本並不包含對王信義

之支付。王信義希望的支付條件,除一次性簽約金$2,000,000 外,另再加計每 MⅤ淨售價之 15%

作為權利金。所謂淨售價係指在網路平台中，每次下載定價$100 扣除支付給網路平台通路商

之利潤,而預期網路平台商正常利潤為訂價之 20%。假設所得稅率 20%。 

試求:(一律四捨五入至整數) 

邊際貢獻率。(5 分) 

MV 達到損益兩平點之下載次數為何?(5 分) 

MV 賺取稅後$1,200,000 目標營業利益之銷售金額為何?(5 分) 

【擬答】 

 

單位支付網路平台變動成本=$100×20=$20 

單位邊際貢獻=$100-$30-$20-($100-$20)×15%=$38 

邊際貢獻率=$38÷$100=38% 

 

固定成本=$234,400+$2,000,000=$2,234,400 

損益兩平下載次數=
38$

400,234,$2
=58,800 次 

 

目標營業利益下銷售額=
38.0

)%201(000,200,1$400,234,$2 
=$9,827,368 

 

二、仁愛公司製造競賽遊戲用搖桿,採用正常成本法,以直接製造人工成本分攤製造費用。20x1 年

資料如下: 

預計製造費用 $180,000 實際製造費用 $207,000 

預計直接製造人工

成本 

$480,000 實際直接製造人工

成本 

$522,000 

20x1 年 12 月 31 日之存貨餘額為： 

帳戶 期末餘額 各帳戶期末額之直接製造人工成本 

在製品 $67,600 $22,800 

製成品 211,250 54,720 

銷貨成本 566,150 150,480 

試求: 

計算 20x1 年少分攤或多分攤製造費用之金額。(6 分) 

計算 20x1 年在製品、製成品及銷貨成本之期末餘額,採用下列方法處理少分攤或多分攤製

造費用:(1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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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在製品、製成品及銷貨成本之 20x1 年期末餘額(比例分配前)比例分配。 

根據在製品、製成品及銷貨成本之 20x1 年期末餘額中之已分攤製造費用金額(比例分配

前)比例分配。 

【擬答】 

 

製造費用分攤率=$180,000÷$480,000=$0.375 

已分攤製造費用=$522,000×0.375=$195,750 

少分攤製造費用=$207,000-$195,750=$11,250 

 

 

  期末餘額  比例  分攤金額 

在製品  $67,600  0.08  $900 

製成品  211,250  0.25  2,812.5 

銷貨成本  566,150  0.67  7,537.5 

  $845,000  1  $11,250 

 

  已分攤製造費  比例  分攤金額 

在製品  $8,550  0.1  $1,125 

製成品  20,520  0.24  2,700 

銷貨成本  56,430  0.66  7,425 

  $85,500  1  $11,250 

 

 

三、和平公司製造螺絲,主要產品有兩種形式:一般型螺絲 S3 和精密型螺絲 D9。S3 用一般機器製

造,而 D9 須用一般機器和特殊機器製造。其相關資料如下: 

 S3 D9 

銷售價格(每公斤) $80 $120 

每單位變動製造成本(每公斤) $40 $70 

每單位變動行銷成本(每公斤) $15 $35 

一般機器生產 1 公斤螺絲所需時數 1.0 0.5 

其他資料如下: 

一般機器每年產能限制為 55,000 小時;特殊機器的產能無限制。 

D9 預算固定成本$650,000,其中$350,000 是特殊機器的租借費用。這筆費用完全歸屬於

D9。租借機器可隨時取消,且無須處罰;所有其他成本是固定,且不可改變。 

試求: 

產品組合 S3 和 D9 各生產多少單位能使和平公司的營業利益最大?(5 分) 

公司能以$180,000 增加一般機器產能 16,000 小時。公司是否增加上述的產能(需要說明原

因)?(5 分) 

增加的 16,000 小時應該用來生產那一種產品(需要說明原因)?(5 分) 

【擬答】 

 

若生產 S3： 

生產 S3 單位數=55,000÷1=55,000 單位 

營業利益=($80-$45-$15)×55,000-$300,000=$1,075,000(較大) 

若生產 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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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 D9 單位數=55,000÷0.5=110,000 單位 

營業利益=($120-$70-$35)×110,000-$650,000=$1,000,000 

結論：應生產 S3 單位數 55,000 單位，生產 D9 單位數 0 單位，營業利益最大、 

 

若生產 S3： 

生產 S3 單位數=71,000÷1=71,000 單位 

營業利益=($80-$45-$15)×71,000-$300,000-$180,000=$1,295,000 

若生產 D9： 

生產 D9 單位數=71,000÷0.5=142,000 單位 

營業利益=($120-$70-$35)×142,000-$650,000-$180,000=$1,300,000(較大) 

若增加 16,000 小時營業利益增加金額=$1,300,000-$1,075,000=$225,000 

結論：應增加產能，營業利益增加$225,000 

應用來生產 D9，營業利益$1,300,000 最大。(全部小時都應生產 D9) 

 

乙、測驗題部分: 

  甲公司本年初之原料、在製品及製成品金額分別為$36,000、$18,000 及$54,000;本年底之

原料、在製品及製成品之額分別為$30,000、$12,000 及$72,000。此外,本年度購入$84,000

原料,投入$60,000 之直接人工成本及$80,000 之製造費用。甲公司本年度之銷貨成本為何? 

$290,000 $248,000 $236,000 $218,000 

  利用高低點估計的成本函數為 Y=$10,000+$2X(Y 代表水電費、X 代表生產數量)試問當生

產數量每增加 1 單位時,水電費增加的金額為何? 

$0 $2 $10,000 $10,002 

  甲公司生產單色鐵罐與彩色鐵罐,兩種鐵罐均需經 A、B、C 三部門依序加工始完成,每一

單位單色鐵罐所需加工時數為一小時,且彩色鐵罐所需之加工時數為單色鐵罐的二倍。該

公司採作業成本制(operation costing),本期 A、B、C 三部門之加工成本分別為$90,000、

$60,000、$30,000,無期初與期末在製品。 

本期直接材料的投入如下: 

批號 品名 數量 投入直接材料成本 

100 單色鐵罐 10,000 $70.000 

101 彩色鐵罐 20,000 $140,000 

則彩色鐵罐之單位製造成本為何? 

$12.5 $13 $14.2 $15 

  要成功實施作業基礎成本制度,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獲得高階主管的支持  

應體認作業基礎成本資訊並非完美  

應營造公司為何需要實施作業基礎成本制度的氛圍  

應迅速達成重大改變,以快速證明作業基礎成本制度是有效果的 

  某公司預估全年的產能水準為 20,000 個直接人工小時,製造費用為$250,000。該年度的實

際製造費用為$225,000 實際的直接人工小時為 19,000 小時。若多(少)分攤製造費用均調

整至銷貨成本,則有關該項調整之記錄,下列何者正確? 

貸記銷貨成本科目$25,000 貸記銷貨成本科目$12,500  

借記銷貨成本科目$25,000 借記銷貨成本科目$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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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公司生產運動用品器材,該公司的產品皆經過兩個生產部門,分別是裁切部門和完工部

門,有關裁切部門今年七月的資料:期初在製品的完工程度分別為:直接材料 100%(直接材

料成本$40,000),加工成本 50%(加工成本$60,000);期末在製品的加工成本完工比例為 40%,

裁切部門的直接材料在部門製程一開始即全部投入。有關完工部門今年七月的資料:直接

材料在製程完工 90%時才投入,期初在製品加工成本完工比例為 80%,加工成本為$28,000,

除此之外尚有前部轉入成本$24,000;期末在製品加工成本完工比例為 30%。兩部門其他相

關資料如下: 

 裁切部門 完工部門 

期初在製品單位數 20,000 24,000 

本期投入生產單位數 60,000 ? 

本期完工轉出單位數 64,000 68,000 

期末在製品單位數 ? 20,000 

直接材料投入 $48,000 $34,000 

加工成本 28,000 68,500 

轉出成本 128,000 ? 

假設該公司採用先進先出分步成本制度,有關完工部門七月份生產成本報告單的敘述,下列

何者正確(計算至小數點後兩位)? 

前部轉入成本的約當產量為 88,000 單位 本期完工部門轉出成本總額

$211,000 

加工成本的約當單位成本為$1.25 前部轉入成本的約當單位成本為

$2.38 

  甲公司今年度變動成本率 40%,淨利$150,000,營業槓桿為 3,其安全邊際銷貨金額為何? 

$250,000 $500,000 $600,000 $750,000 

  下列關於預算寬列(budgetary slack)之敘述,何者正確? 

預算寬列是指在編製預算時,同時高估收入與費用之行為  

若部門過去績效不佳,可藉由寬列預算予以激勵  

預算參與者擁有較多資訊卻不願與主管分享時,較易寬列預算  

以預算達成程度評估績效時,較少發生預算寬列 

  甲公司依據預計生產及銷售 10,000 單位產品所編製之製造費用靜態預算如下:      

變動製造費用$40,000     

固定製造費用$30,000     

若彈性預算下之製造費用總額為$76,000,則實際生產及銷售之單位數為何? 

10,600 10,857 11,500 12,000 

  甲公司 7 月份之實際直接人工工資率為每小時$30,標準直接人工工資率為每小時$25,標準

直接人工工時為 2,000 小時,直接人工效率差異為$6,000(不利),則該月份實際投入之直接人

工小時為何? 

1,760 小時。 1,800 小時 2,200 小時 2,240 小時 

  某公司經聯產過程產出甲產品與乙產品,聯合成本為$20,000。甲產品與乙產品每年產量各

有 1,000 單位,其中甲產品分攤聯合成本計有$2,500。甲產品可在分離點以每單位$3 出售,

或可額外耗費$1,000 再加工成更高級品後,將售價提高為每單位$5。若公司決定將甲產品

再加工後出售,則下列結果何者正確? 

可達損益兩平點 再加工可增加利潤$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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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工會導致損失$1,000。 再加工可增加利潤$2,000 

  公司以每單位售價$900 產銷水壺,而市場價格為每單位$820。目前該公司水壺之相關製造

成本為每單位$645,目標銷貨毛利率為 30%。若公司採目標成本制,則為達到目標成本,每

單位製造成本需減少多少? 

$15 $47 $71 $80 

  由於原董事長舊車已不堪使用,甲公司正在考量租用或購買一輛新車,以供新就任之董事長

使用,在租用或購買新車之決策中，下列項目何者屬於非攸關成本？      

舊車之帳面價值$3,800      

無論租用或購買,皆需新聘一位司機,月薪$33,000      

新車成本$812,000      

租車支出每月$22,000 

    

  有關會計報酬率法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會計報酬率法採用應計基礎計算投資報酬率  

若會計報酬率大於零,則淨現值大於零  

會計報酬率法係依據現金流量與投資額間之比率決定投資計畫之優劣 

會計報酬率法因考慮貨幣之時間價值,為較常使用之資本預算評估方法 

  如果某投資方案因每年所面臨之不確定性與風險不同,每年所要求之投資報酬率也不同,則

下列何種方法最適合評估此投資方案是否可行? 

內部報酬率法 淨現值法 會計報酬率法 收回期限法 

  甲公司計畫投資$50,000 購置自動化設備。該設備使用年限為 4 年,採年數合計法提列折

舊,無殘值,此投資每年可為公司增加稅後淨利$4,000,則此投資的還本期間為何? 

1.8 年 2.5 年 4 年 5 年 

  甲公司之越南事業部投資報酬率 16%,營業收入$2,040,000,淨利率 8%。甲公司之要求報酬

率 13%時,其越南事業部之剩餘利益為何? 

$21,216 $30,600 $132,600 $163,200 

  某公司專門生產平價洋裝,所有衣服均經過剪裁與縫紉兩部門,縫紉部門完成後即售予批發

商。該公司採責任中心制度，兩部門皆為利潤中心，縫紉部門可在市場上向供應商以$40

購買剪裁好的布料。下列是兩個部門的成本資料: 

 剪裁部門 縫紉部門 

原料 $8 %12 

直接人工 6 4 

變動製造費用 4 2 

固定製造費用 2 14 

兩部門固定製造費用的攸關區間為 40,000~100,000 件,每件洋裝以$120 出售給批發商。假

設剪裁部門以總成本的 180%移轉 40,000 件洋裝給縫紉部門,試問兩部門的利潤各為何?  

剪裁部門$640,000;縫紉部門$2,080,000 剪裁部門$640,000;縫紉部門

$2,640,000 剪裁部門$576,000;縫紉部門$2,080,000 剪裁部門$576,000;縫紉部門

$2,224,000 

  承上題,假設縫紉部門出售 100,000 件洋裝,試問下列兩種情況對公司利潤有何影響?      

情況一:剪裁部門以協議價格$30 移轉予縫紉部門      

情況二:剪裁部門以市價移轉予縫紉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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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情況二,情況一之下公司利潤會多出$1,000,000  

相較於情況二,情況一之下公司利潤會減少$1,000,000  

相較於情況二,情況一之下公司利潤會多出$200,000  

兩種情況下公司利潤皆相同 

  相較於以成本為基礎的轉撥計價，下列何者並非以市價為基礎的轉撥計價之優點？ 

市價較能反映機會成本 市價較成本容易取得  

市價較能合理衡量各部門績效 巿價較有助於達成目標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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