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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資訊 

課程代碼 A0D18X01 

課程中文名稱 中級會計學(一)(A) 

課程英文名稱 Intermediate Accounting And Practice (II) 

學分數 4.0 

必選修 自選必修 

開課班級 四技會資二甲 四技會資二乙 

任課教師 許淑鈴  

上課教室(時間) 週一第 3 節(W0407) 

週一第 4 節(W0407) 

週四第 3 節(W0407) 

週四第 4 節(W0407) 

課程時數 4 

實習時數 0 

授課語言 1 華語 

授課語言 2  

輔導考照 1  

輔導考照 2  

課程概述 本課程為財務會計之一，係中級會計學第二學期課程，深入探討固定資產、

無形資產、負債、股東權益及投資之會計處理，並分析、解釋相關財務資訊，

以供決策之用。 

先修科目或預備

能力 

初級會計學、中級會計學(一)  

課程學習目標與

核心能力之對應 

※編號 , 中文課程學習目標 , 英文課程學習目標 , 對應系指標 

-------------------------------------------------------------------------------------- 

1.能了解財務會計的觀念性架構 ,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financial accounting , 1 會計知識 

2.能了解國際會計準則基本學理 ,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basic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  , 1 會計知識 

3.能了解國際會計準則企業會計實務 ,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corporation 

accounting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 , 1 會

計知識 

4.能應用國際會計準則去分析會計實務交易  , To be able to apply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 to analyze accounting 

transaction in practice , 3 會計實務 

5.能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編製循財務報表 , To be able to apply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 to prepare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 3 會計

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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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能應用企業財務報表分析財務資訊 , To be able to apply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 to analyze financial information , 7 分析評

估 

中文課程大綱 1. 財務報表的表達 

2. 無形資產與其他營業用資產 

3. 流動負債與或有事項 

4. 長期負債 

5. 股東權益 

6. 稀釋性證券與每股盈餘 7. 投資  

英/日文課程大綱 1. Depreciation, Impairments, and Depletion 

2. Intangible Assets 

3. Current Liabilities and Contingencies 

4. Long-Term Liabilities 

5. Stockholders' Equity 

6. Dilutive Securities and Earnings Per Share 

7. Investments 

 

課程進度表 第一週：課程介紹、財務會計導論 

第二週：損益表、綜合損益表與權益變動表 

第三週：財務狀況表 

第四週：利息：現值與終值(一) 

第五週：利息：現值與終值(二) 

第六週：現金與應收款項(一) 

第七週：現金與應收款項(二) 

第八週：平時考與檢討 

第九週：期中考週 

第十週：存貨(一) 

第十一週：存貨(二) 

第十二週：存貨(三) 

第十三週：不動產、產房及設備(一) 

第十四週：不動產、產房及設備(二) 

第十五週：其他固定資產及特殊評價基礎(一) 

第十六週：其他固定資產及特殊評價基礎(二) 

第十七週：平時考與檢討 

第十八週：期末考週 

 

教學方式與評量

方法 

※課程學習目標 , 教學方式 , 評量方式 

-------------------------------------------------------------- 

能了解財務會計的觀念性架構 , 課堂講授實作演練 , 日常表現筆試筆試筆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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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了解國際會計準則基本學理 , 課堂講授實作演練 , 日常表現筆試筆試筆

試 

能了解國際會計準則企業會計實務 , 課堂講授實作演練 , 日常表現筆試筆

試筆試 

能應用國際會計準則去分析會計實務交易  , 課堂講授實作演練 , 日常表現

筆試筆試筆試 

能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編製循財務報表 , 課堂講授實作演練 , 日常表現筆試

筆試筆試 

能應用企業財務報表分析財務資訊 , 課堂講授實作演練 , 日常表現筆試筆

試筆試 

指定用書 書名：中級會計學新論上冊 

作者：林蕙真 

書局：華泰 

年份：2017 

ISBN：978-986-7473-84-4 

版本：9 

參考書籍  

教學軟體  

課程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