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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否則不予計分。 
�本試卷一張雙面，皆為四選一單選選擇題。共 80題，每題 1.25分，限用 2B鉛筆在「答案卡」上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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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機放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勸阻無效，仍執意使用者，該科扣 10分；計算機並
由監試人員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後歸還。 
�答案卡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 

【2】1.購物時所取得之統一發票是屬於： 
�內部憑證 �外來憑證 �記帳憑證 �對外憑證 
【4】2.下列何者是試算表不能發現的錯誤？ 
�應收帳款貸方金額過錯  �某一日記簿上之分錄借方金額重複過帳 
�做分錄時，某分錄的貸方發生移位的錯誤 �將員工差旅費誤記為員工薪津科目 
【1】3.賒銷之應收帳款，如於賒銷之後的會計期間產生壞帳，其壞帳費用是屬於哪一個會計期間的費用？ 
�產生賒銷的會計期間 �發生壞帳的會計期間 �盈餘較多的會計期間 �任何的會計期間均可 
【4】4.甲公司依調整前各帳戶餘額計算的營業淨利為$30,000，期末有三項調整分錄（1）借：預付保險費$3,000，貸：保險
費$3,000，（2）借：預收利息$2,000，貸：利息收入$2,000，（3）借：壞帳$4,000，貸：備抵壞帳$4,000，則調整後的營
業淨利為何？ 
� $21,000 � $25,000 � $27,000 � $31,000 
【3】5.將進貨運費誤記為銷貨運費，則對損益表的影響為： 
�銷貨成本多計 �銷貨毛利少計 �銷貨毛利多計 �營業費用少計 
【1】6.當公司會計部門於銀行調節表編製完成後須於帳簿上做成調整分錄的項目為： 
�存款不足的顧客支票 �未兌現支票 �在途存款 �銀行行員誤記事項 
【3】7. 20X1年末應收帳款的餘額為$90,000，調整前備抵壞帳的餘額為貸餘$1,000，若壞帳率為應收帳款餘額的 4%，則財
務報表上應收帳款的淨變現價值為： 
� $2,600 � $3,600 � $86,400 � $87,400 
【3】8.甲公司採定額零用金制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以零用金支付時應借記費用或資產，貸記現金 �以零用金支付時應借記費用或資產，貸記零用金 
�零用金補充時應借記費用或資產，貸記現金 �零用金補充時應借記費用或資產，貸記零用金 
【2】9.雙子公司發現本年10月 31日銀行結單餘額是公司帳上的現金餘額的 90%，檢視結果發現：（1）10月底的在途存款
為$18,000，未兌現支票為$8,000，（2）銀行已完成收款之託收票據之金額為$10,000及銀行扣除手續費$500公司均尚未記
錄，（3）存款不足的公司客戶即期支票為$4,000，（4）銀行行員將他公司的付款支票由本公司帳戶扣除之金額$3,000，
則銀行結單之餘額為： 
� $65,000 � $67,500 � $75,000 � $130,000 

【3】10.天蘋公司出售公司持有之土地一塊，收到二年期之不附息期票一張，面額$898,880，當時市場利率為 6%，則收到期
票時應貸記應收票據折價的金額為： 
� $1,120 � $50,880 � $98,880 � $101,120 

【4】11.明新公司的股東權益包括：（1）普通股，每股面值$10，流通在外 10,000股，總面值為＄100,000，（2）資本公積-
普通股溢價$30,000，（3）保留盈餘$50,000，其每股普通股之帳面價值為： 
� $10 � $13 � $15 � $18 

【3】12.幸福公司流通在外的普通股有 100,000股，每股面額$10，20X1年 8月 1日幸福公司宣告 10%之股票股利，宣告日
普通股之市價每股$22，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宣告時幸福公司不需做分錄，只需做備忘記錄，故帳戶不受影響 
�宣告後幸福公司的普通股股數增加 10,000股，股東權益總數增加$100,000 
�宣告後幸福公司的保留盈餘減少$220,000，待分配普通股股數為 10,000股 
�宣告後幸福公司的保留盈餘減少$220,000，普通股股數增加 10,000股 

【4】13.以$80出售當初以$70買回的庫藏股票 5,000股，下列何者正確？ 
�貸記庫藏股票$400,000  �貸記普通股股本$350,000 
�貸記資本公積-庫藏股票交易$400,000 �貸記資本公積-庫藏股票交易$50,000 

【3】14. 20X1年 11月 1日三景公司賒購商品一批，商品定價$80,000，交易條件為起運點交貨，商業折扣為 20%，付款條件
為 2/10，n/30，購貨當天並支付運費$1,500，11月 4日進貨退出$4,000，11月 10日付清貨款，則該批商品的淨進貨成本
為： 
� $58,800 � $60,000 � $60,300 � $64,000 

【3】15.光輝公司採永續盤存制下的先進先出成本流動假設，20X1年進銷資料為：1月 1日存貨 1,000件@$18，3月 20日進
貨 2,000件@$20，8月 30日進貨 800件@$21。5月 20日銷貨 1,500件，售價@$45，12月 10日銷貨 1,200件，售價@$45，
則銷貨毛利為： 
� $22,800 � $52,000 � $69,500 � $74,800 

【1】16.牡羊公司在 20X1年 3月 1日發行 8年期公司債，面額$1,000,000，票面利率為 5%，市場利率為 4%，付息日為每年
3月 1日及 9月 1日，發行價格為$1,067,893，以利息法攤銷溢價，則 20X1年的債券利息費用為：（每期利息費用之計算
均四捨五入至元） 
� $35,548 � $35,596 � $41,667 � $42,643 

【2】17.燿新公司 20X1年度的進貨為$80,000，進貨退出及折讓為$5,000，進貨運費為$1,000，期初存貨為$20,000，期末存貨
為$35,000，則銷貨成本為若干？ 
� $59,000 � $61,000 � $71,000 � $91,000 

【3】18.第一公司 20X1年初購入機器一部，成本$80,000，估計可用八年，殘值$8,000，使用年數合計法提折舊，則 20X2年
底提完折舊後機器的帳面價值為何？ 
� $30,000 � $42,000 � $50,000 � $62,000 

【4】19.旺品公司 20X1年初購入機器一部，購價為$100,000，機器運費為$3,000，安裝費$6,000，試車費$5,000，估計可用 5
年，殘值$10,000，以直線法提折舊，至 20X3年初大修，支出$30,000，大修後可延長使用年限 2年，殘值為$8,400，則 20X3
年底的折舊額為： 
� $17,120 � $17,840 � $18,440 � $18,800 

【2】20.大直公司估計其產品保證費用是其銷貨淨額的 3%，20X1年初產品保證負債的餘額為$7,000，20X1全年的銷貨淨額
為$300,000，20X1年中發生之產品保證費用為$6,000，則 20X1年底資產負債表上產品保證負債的餘額為： 
� $9,000 � $10,000 � $15,000 � $16,000 

【1】21.期初存貨$100,000，期末存貨$140,000，銷貨$1,560,000，銷貨成本$960,000，則下列何者正確？  
�存貨周轉率為 8次；平均存貨銷售天數為 45.63天 �存貨周轉率為 13次；平均存貨銷售天數為28.08天 
�存貨周轉率為 10次；平均存貨銷售天數為36.5天 �存貨周轉率為 4次；平均存貨銷售天數為 91.25天 

【3】22.禎祥公司 20X1年度總銷貨收入$2,000,000，資產週轉率為 5倍，當年度的淨利為$120,000，請問該公司 20X1年的資
產報酬率為： 
� 6% � 24% � 30% � 40% 

【2】23.天龍公司 20X1年 5月 10日以市價$20買進上市公司地虎企業的股票 30,000股，手續費$600，天龍公司將所持有之
地虎企業股票分類為交易目的的金融資產，交易手續費當作費用，20X1年底時地虎企業的股票市價為$23，則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 20X1年底資產負債表上的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利益為$90,000 
� 20X1年底損益表上的金融資產評價利益為$90,000 
� 20X1年底資產負債表上的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利益為$89,400 
� 20X1年底損益表上的金融資產評價利益為$89,400 

【1】24.鳥語公司於 20X1年 1月 10日買入 35%花香公司股票，成本為$400,000，20X1年 7月 31日花香公司發放全部股東
$100,000的現金股利，20X1年期末花香公司報導淨利$120,000，則 20X1年 12月 31日鳥語公司對於花香公司的長期股權
投資餘額應為： 
� $407,000 � $420,000 � $442,000 � $477,000 

【1】25.傳承公司 20X1 年度損益表上的淨銷貨收入為$200,500，同一年度期初應收帳款為$35,500，期末應收帳款$55,000，
期初應付帳款為$60,500，期末應付帳款$40,000，則 20X1年度由銷貨收到之現金數為何？ 
� $181,000 � $199,500 � $201,500 � $220,000 

【2】26.下列何者在現金流量表中為融資活動之項目？ 
�收回貸出之款項  �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所得之金額 
�銷貨的收現  �賣出固定資產 

【2】27.發行公司債，支付利息時溢價的攤銷，在依間接法編製之現金流量表中，是當作： 
�來自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中本期淨利之加項 �來自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中本期淨利之減項 
�理財活動之現金流量之加項 �理財活動之現金流量之減項 

【2】28.依據 1979年 11月修正公布之「中央銀行法」，我國的中央銀行在政府組織上隸屬於： 
�總統府 �行政院 �監察院 �財政部 

【3】29.我國貨幣總計數的定義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 M1A =M1B+活期儲蓄存款  �就貨幣涵蓋的資產而言，M1B>M2 
� M2被歸類為廣義貨幣  � M2=M1B+通貨淨額 

【1】30.下列何者之倒帳風險(default risk)最小？ 
�國庫券 �支票 �外國債券 �商業本票 

【4】31.銀行對於隨時可能發生的資金需求，源自銀行的變現力與舉債能力不足所產生的風險，稱為： 
�信用風險 �市場風險 �利率風險 �流動性風險 

【2】32.風險值(Value at Risk, VaR)可用以衡量銀行所面對的哪種風險？  
�信用風險 �市場風險 �利率風險 �流動性風險 

【4】33.首次發行有價證券的金融市場，稱為： 
�債券市場 �流通市場 �次級市場 �初級市場 

【2】34.對於交易方程式(equation of exchange)，古典貨幣數量學說中認為，在短期內，貨幣交易流通速度是固定的，產出水
準(商品及勞務的交易量)也是固定的。因此，物價水準會和何者成同比例的變動？  
�就業水準 �貨幣數量  �前期物價 �股價指數 

【1】35.中央銀行設有監事會，下列何者是央行監事會的當然監事？ 
�行政院主計長 �財政部長 �經濟部長 �法務部長 

【4】36.在金融體系中，扮演「最後貸款者」角色，以維護金融市場穩定的是哪一個金融機構？ 
�台灣銀行 �外商銀行 �信用合作社 �中央銀行 

【2】37.若存款大眾將一億元存款轉成通貨持有，則透過銀行體系存款倍數創造，貨幣供給量會有何變化？ 
�貨幣供給量減少一億元整  �貨幣供給量減少超過一億元 
�貨幣供給量增加一億元整  �貨幣供給量增加超過一億元 

【1】38.假設中央銀行自公開市場中買入 10億元的政府債券，則貨幣基數(Monetary base)會有何變化？ 
�貨幣基數增加 10億 �貨幣基數減少 10億 �貨幣基數不變 �貨幣基數的變化無法預測 

【3】39.在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個人或公司自銀行取得的貸款(Loan)，對商業銀行而言，是： 
�業主權益 �負債 �資產 �業外收入 

【1】40.長期間影響匯率的因素中，若台灣勞工的生產力增加，會使新台幣相對於外國貨幣： 
�升值 �貶值 �不變 �無法預測 

【2】41.各項利率期間結構的假說或理論中，假設不同期限的債券彼此之間無法互相取代的是： 
�預期假說 �市場區隔理論 �流動性貼水理論 �期限偏好理論 

【1】42.其他條件不變下，當中央銀行採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會使利率： 
�上升 �不變 �下降 �無法預測 

【3】43.其他條件相同，有關利率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殖利率越高，則債券價格越高 
�到期期間越長，債券價格變化受利率波動影響的程度越低 
�票面利率越高，債券價格變化受利率波動影響的程度越低 
�若債券價格高於面值時，則債券殖利率高於其票面利率 

 【請接續背面】 



【4】44.下列何者是貨幣市場金融工具？ 
�股票 �政府債券 �海外存託憑證 �商業本票 

【4】45.有關貨幣基數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貨幣基數=通貨淨額+金融機構轉存款 �貨幣基數=存款貨幣機構及郵局的準備金+政府存款 
�貨幣基數=存款貨幣機構及郵局的準備金+對政府債權 �貨幣基數=通貨淨額+存款貨幣機構及郵局的準備金 

【2】46.通常銀行決定給借款者信用額度的主要因素當中，被稱為信用基礎三 C的是指品格(Character)、能力(Capability)、以
及下列何者？ 
�公司規模(Company size) �資本(Capital) �擔保品(Collateral)  �事業情況(Condition of business) 

【1】47.所謂基本利率(Prime rate)是指： 
�銀行對其信用程度極好之客戶的極短期放款所收取的放款利率 
�銀行對其平均信用程度之客戶的極短期放款所收取的放款利率 
�銀行對其信用程度極好之客戶的長期放款所收取的放款利率 
�銀行對其平均信用程度之客戶的長期放款所收取的放款利率 

【2】48.「次要信用的利率通常比貼現率高 50個基本點(Basis points)。」 請問上述所謂”50個基本點”是指多少？  
� 0.05% � 0.5% � 5% � 50% 

【4】49.在各種貨幣需求理論中，有關利率與貨幣需求之關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古典學派的貨幣數量學說認為利率是貨幣需求的顯著影響因素 
�凱因斯的流動性偏好理論，基於交易動機，貨幣需求與利率成正比 
�貨幣學派的傅利曼(Friedman)認為人們持有貨幣數量的多寡會受利率高低的顯著影響 
�後凱因斯學派認為交易性貨幣需求與利率成反比 

【3】50.有關各國中央銀行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美國聯邦準備體系(Federal reserve system, Fed)依照由東至西的時區差異，將美國分成 3個聯邦準備行政區，每個 
  聯邦準備行政區各有一個聯邦準備銀行 
�歐洲中央銀行制度包括歐洲中央銀行與會員國財政部 
�英國英格蘭銀行為最古老的中央銀行 
�日本的中央銀行為三菱銀行，組織上獨立於政府之外 

【4】51.菲利普曲線是用於說明通貨膨脹率與下列何者之關係？ 
�利率 �匯率 �成長率 �失業率 

【4】52.下列何者不包括在M1B之中？ 
�通貨淨額 �支票存款 �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 

【4】53.若市場資金緊俏，為改善此狀況，中央銀行可採取下列何項措施？A.在公開市場買入債券 B.降低貼現率 C.降低
存款準備率 
�僅 AB �僅 BC �僅 AC � ABC均可 

【4】54. A持有 B所簽發以台灣銀行台中分行為付款人之支票一張，請問 A無法在下列哪一家金融機構辦理該支票之託收交
換？ 
�郵局 �彰化銀行 �基隆市農會 �凱基投信公司 

【3】55. A任職於彰化銀行台南分行，今其朋友 B持 C所簽發以台灣銀行台中分行為付款人之支票一張，該支票之左上角劃
有平行線二行，其內寫有BANK字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 A不可於彰化銀行台南分行為B辦理託收交換作業 � B僅能於台灣銀行台中分行辦理該支票之託收交換作業 
� B可在任何依法得辦理支票存款業務之金融機構辦理託收交換作業，包括 A所任職之彰化銀行台南分行 
� B僅得於台灣銀行總行辦理託收交換 

【4】56. A為無行為能力人惟 B對此並不知悉，A在 B所經營之商店消費後，簽發以A自己為發票人之本票一張，交付予 B，
B並於到期日前以背書將該本票轉讓予C，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若 B對 A為無行為能力人一事並不知悉，則 B得對 A行使付款請求權 
�因 A為無行為能力人，故 A所簽發之本票為無效本票，C亦不得對 B主張票據權利 
�票據為無因證券，不論 A是否有行為能力，簽發票據後均須依票據法第五條之規定依票載文義負責 
� B係依自己之行為於票據上背書，須依票載文義負票據責任 

【3】57. A簽發本票一張，以 B為發票人，並記載 A自己為代理人，記名受款人為 C，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若 B真的有此授權，則此種情形稱為顯名代理，由 AB連帶負票據責任 
�若該本票面額超過 B所授權之範圍，則由 A負全部票據面額之給付責任 
�若 B並未為此授權，則為無權代理，由 A自負票據責任 
�若 B並未為此授權，則為無權代理，由 A負票據付款責任，但 B亦應負被追索責任 

【3】58.見票即付匯票，以何時為到期日？  
�發票日 �承兌日 �提示日 �視當事人意思 

【3】59. A股份有限公司於甲銀行開立支票存款戶，並約定以公司大章及法定代理人之印鑑，此外並另約定須有主辦會計之
印章始符合約定付款要件，A公司簽發支票一張交付B為貨款給付時，竟以公司之圓形統一發票章蓋用，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若 A公司未依原約定印鑑蓋用於票據上者，必須另有公司之書面證明為真正票據，銀行始得付款 
�若 A公司未使用原先約定之公司大章，則該支票必須由法定代理人及主辦會計依票據法第五條之票載文義連帶負責 
�該支票即使託收亦應以印鑑不符予以退票 
�公司之統一發票章亦為公司之正式印章，故該支票仍為有效，銀行必須付款 

【2】60.下列何者票據無效？ 
�本票記載面額新台幣五十萬元及蘋果一百顆 �本票記載收到貨款始為付款 
�本票無到期日及受款人之記載 �本票記載到期日為六月三十一日 

【3】61.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票據得為一部背書轉讓  �匯票付款人得為一部承兌，不問執票人同意與否 
�匯票、本票得為一部保證  �匯票得為一部付款，但執票人得拒絕之 

【4】62. A簽發面額十萬元支票一張交付予 B，B存入銀行後因存款不足遭到退票，B取回該支票後先為禁背之記載，再另
為背書轉讓予 C，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僅有發票人始得為票據之禁背記載，背書人不得為之 
�不論發票人或背書人所為之禁背均具有絕對效力，一旦有禁背記載，該票據即失去流通功能 
�因為支票無到期日之規定，故並無期後背書之適用 

� B所為之禁背記載對A之票據責任並不生影響 
【1】63. A簽發到期日為五月三十日、面額新台幣一百萬元整之本票交付予B，作為購買房屋之頭期款，到期日時B並未向

A提示請求付款，並於六月十日以背書將該本票轉讓交付予C作為償還欠款之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 A仍應負票據發票人之責任 � AB均不須對 C負票據責任 
� AB對 C均僅有民事債權債務責任 � A得援引 B得對抗 C之事由對抗 C之行使權利 

【2】64.有關匯票之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匯票發票人與付款人一定必須為不同人，否則即違反票據法第二條之規定 
�匯票發票人得為免除擔保承兌之特約，此種特約得排除期前追索之適用 
�匯票發票人與背書人不同，故執票人不得向發票人為追索 
�匯票承兌日期依法規定，並非得由發票人特約之事項 

【2】65.有關匯票之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匯票發票人及背書人均得於票上記載預備付款人 
�匯票不獲承兌時，執票人得向預備付款人請求參加承兌，但其承兌之效力直接對付款人發生效力 
�匯票依其種類之不同，是否必須承兌亦有所不同  
�匯票付款人得為一般自然人，不限於金融機構 

【3】66. A簽發面額一百萬元整、到期日五月三十日之本票，交付予 B作為債務不履行之賠償，B不慎遺失該票據遭 C所拾
得，C偽造 B之背書並自己背書後，持之向D借得新台幣三十萬元花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 B因自己之原因遺失本票，依權利外觀理論B仍應對D負票據責任 
�若 D係善意第三人，不論其對價關係如何，均得對 AB主張票據權利 
�本件因對價不相當，即使 D係善意不知C係拾得人及簽名偽造人，均不得對 B主張權利 
� A得對 D主張惡意抗辯 

【2】67. A簽發面額新台幣一百萬元本票一張交付予B，作為購買汽車之對價，但 B未於約定日期交付該汽車，A乃依約對
B解除契約並請求返還本票，B於 A解除契約後但票據到期日前以背書將本票轉讓予 C，並自 C取得新台幣八十五萬元花
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若八十五萬元可認為係合理相當對價，則不論 C是否為善意或惡意，C均得對A主張票據權利 
�若 C於受讓票據時知悉 B之違約事實，則屬惡意抗辯之情形，A得對抗 C之權利主張 
�此種情形應優先保護第三人之權利否則票據流通功能將會喪失，故 AB應對 C連帶負責，不論對價關係如何 
�此種情形屬於物的抗辯，不因執票人之變更而中斷其抗辯關係 

【1】68. A遺失一張支票，有關權利救濟之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 A得直接向付款銀行主張撤銷付款委託  
� A得向付款銀行辦理掛失止付 
�掛失止付之暫時效力將因 A向法院聲請公示催告而得以延續 
�若 A知悉該票據被何人所拾得，亦得向法院聲請對該人為禁止轉讓及提示付款之假處分 

【3】69.有關票據保證之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二人以上為保證時，責任依保證人數而比例分攤 �支票保證限於平行線支票始有適用 
�保證人與被保證人責任相同 �本票保證人亦得為第一二三條之對象直接為強制執行 

【3】70.有關支票之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票據經使用機械方式防止塗銷者，其號碼仍不得取代文字之記載 
�支票之保付係由受託付款之金融機構為之，保付後，該金融機構之責任與匯票發票人相同 
�特種平行線支票限於該特約之金融機構始得辦理託收交換 
�支票之付款請求權時效為自發票日起三年 

【1】71.有關支票之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支票發票人之存款不敷支付支票金額時，付款人得為一部付款 
�付款人保付後，僅背書人免其責任，發票人仍負最終之責任，不因保付而免責 
�支票得於發票日起隨時撤銷付款委託，但必須向付款人說明理由 
�發票人帳號內仍有足額之存款，但已受破產宣告者，付款人對於支票仍得為付款 

【4】72.支票執票人不於法定期限內為付款之提示或不於拒絕付款日或其後五日內請求作成拒絕證書者，對下列何人不喪失
追索權？ 
�直接前手背書人  �直接前手背書人及其前手 
�發票人與全體背書人  �發票人 

【3】73.下列何者間不負連帶責任？ 
�二人以上共同為票據債務之保證 �二人以上共同簽名發票 
�支票發票人與付款人  �匯票發票人與承兌人 

【2】74.票據上附條件之背書，其效力為何？ 
�該票據無效 �該條件視為無記載 �該條件有效 �該背書無效 

【1】75.票據追索權之喪失：本票之執票人，對前手之追索權，免除作成拒絕證書者自到期日起算，幾年不行使而消滅？ 
�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3】76.下列何者不屬於票據法規定「本票」之絕對必要記載事項？ 
�發票人簽名 �表明其為本票之文字 �發票地 �發票年月日 

【1】77.依票據法規定，支票未記載受款人者，應以何人為受款人？ 
�執票人 �保證人 �發票人 �付款人 

【3】78.依票據法規定，本票發票人所負責任，與下列何者相同？ 
�支票付款人 �匯票發票人 �匯票承兌人 �支票發票人 

【1】79.塗銷之背書，影響背書之連續者，其效力如何？ 
�對於背書之連續，視為未塗銷 �對於背書之連續，視為無記載 
�背書不得塗銷  �該票據全部無效 

【3】80.票據法有關匯票「背書」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空白背書之匯票，得依匯票之交付轉讓之 �無記名匯票得僅依交付轉讓之 
�匯票不得背書轉讓予發票人 �背書由背書人在匯票之背面或其黏單上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