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類    科：會計 
科  目：政府會計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可以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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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論題部分：（50 分）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論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作答。 

一、某資本計畫基金 X6 年初普通資本資產及長期負債帳中之資產包括下列項目： 
(1) X1 年 10 月 1 日以$300,000 取得耐用 5 年之機器設備。 
(2) X4 年 7 月 1 日以$100,000 取得耐用 5 年之辦公設備。 
(3) X5 年 12 月 31 日以$750,000 平價購入之債券投資。 
X6 年度該基金發生下列事項： 
(1) 1 月 2 日與民間機構簽訂一設備租賃契約，並即支付當年度租金$200,000，該設

備之經濟效益年限為 5 年，公平價值為$850,000。該租約租期為 5 年，每年 1
月 2 日支付租金$200,000，各期租金給付總額以 10%折現之現值為$834,000。 

(2) 4 月 1 日以$4,800,000 發行面額$5,000,000，10%，每年 9 月 30 日及 3 月 31 日

付息，5 年期之一次還本債券，並支付$80,000 債券發行成本。債券本息償付由

債務基金辦理，其中利息由本資本計畫基金撥付債務基金支付。 
(3) 7 月 1 日將X4 年 7 月 1 日取得之辦公設備，與設備供應廠商交換公平價值$80,000，

耐用 3 年之同種類設備，並收到現金$6,000。 
(4) 9 月 1 日向民間收取工程受益費$500,000。 
(5) 10 月 1 日報廢 X1 年 10 月 1 日取得之機器設備，花費$5,000 拆除費，並以$8,000

售出。 
(6) 4 月初民眾控告興建中之工程損壞其房舍，12 月底律師評估很有可能需賠償

$50,000。 
(7) 12 月底收到 X5 年底買入之債券投資利息$90,000。 
試作： 
依據我國政府會計準則，該資本計畫基金 X6 年度因上述相關事項所產生之

一般性收入，其他財務來源，一般性支出，其他財務用途之金額各為何？

（20 分） 
假設資產、負債之相關分攤與攤銷均採直線法，設備之殘值均為零，則 X6 年度

該資本計畫基金之普通資本資產及長期負債帳中之資產與負債總額分別變動多少

金額（須標明增加或減少，否則不予計分）？（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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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某政府 X1 年底總會計結帳前試算表計有下列相關科目： 

歲出分配數 $1,616,000 經費支出數 $1,316,800 

歲出預算數 116,800 公債收入預算數    107,200 

歲入分配數 1,552,000 公債收入 64,000 

歲入實收數 1,324,800 應收歲入保留款 24,000 

歲入保留數 24,000 應付歲出款 8,000 

應收歲入款  28,800 應付歲出保留款 153,600 

公庫結存   536,000 歲出保留數 153,600 

各機關結存  99,200 移用以前年度歲計賸餘預算數     ? 

歲計餘絀    ? 收支調度數     ? 

累計餘絀    ?   

試作： 
計算下列各項金額：（16 分） 
移用以前年度歲計賸餘預算數 
移用以前年度歲計賸餘預算數之執行數 
 X1 年期初累計餘絀 
 X1 年底結帳後總會計平衡表中之餘絀總額 
若尚未發行之公債決定於下年度執行，作X1 年度結束時有關該事項之分錄。（4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7316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論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1 依政府會計準則公報之規定，在修正權責發生基礎下，下列有關支出之認列方式，何者正確？ 

採購材料或物料時，必須於購買時認列為支出  

長期負債之利息於給付時認列為支出，會計期間終了時，應認列相關應付利息 

預付款項若於支付時全數認列為支出，會計期間終了時，應認列預付款項 

退休金等給付，應分別於給付日或提撥日認列為支出，會計期間終了時，不認列應付款項 

2 下列有關業權型基金收入之敘述，何者正確？ 

包括對價交易及無對價交易  

包括一般性收入及其他財務來源 

僅包括政府依法令或契約規定收取或賺得之非受贈資源 

可採用權責發生基礎或修正權責發生基礎 

3 依政府會計準則公報之規定，下列交易事項何者最可能必須認列入帳？ 

負債準備 或有負債 資產準備 或有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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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會計分錄釋例之規定，某大學獲民間企業捐款$1,000,000，並指定用途為購置屬

資本支出之研究儀器，則分錄為： 
借記：其他準備金$1,000,000；貸記：受贈收入$1,000,000 
借記：其他準備金$1,000,000；貸記：暫收及待結轉帳項$1,000,000 
借記：銀行存款$1,000,000；貸記：暫收及待結轉帳項$1,000,000 
借記：銀行存款$1,000,000；貸記：受贈收入$1,000,000 

5 政事型基金以交換方式取得長期股權投資，若交換涉有部分現金收付時，應將其收到現金列為： 
其他財務來源 
依所取得投資為公營事業機構或民營事業，分別列為其他財務來源或一般性收入 
一般性收入 
依所取得投資為公營事業機構或民營事業，分別列為一般性收入或其他財務來源 

6 依政府會計準則公報之規定，政府財務報表要素之認列要件，不包括： 
攸關性 應計基礎 符合定義 可衡量性 

7 依政府會計準則公報之規定，下列何者為資本計畫基金個別基金報導之財務報導要素？ 
收益 費損 基金權益 資產 

8 公務人員退休金會計之「應計退休金未提基金之精算現值」，係屬公務人員退休基金平衡表之何種科目？ 
資產減項科目 負債加項科目 基金餘額減項科目 以上皆非 

9 作業基金收到來自其他基金之現金時，應將其分類為何種現金流量？ 
營運活動之現金流量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非資本融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資本及相關融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10 政府若指定債務基金辦理普通長期負債之償付及相關財務運作事項，原舉債之政事型基金將財務資源移

轉予債務基金作為償債財源時： 
該政事型基金應認列為一般性支出，債務基金應認列為其他財務來源 
該政事型基金應認列為其他財務用途，債務基金應認列為一般性收入 
該政事型基金應認列為一般性支出，債務基金應認列為一般性收入 
該政事型基金應認列為其他財務用途，債務基金應認列為其他財務來源 

11 下列有關政府整體淨資產表之敘述，何者正確？ 
淨資產應分為限制用途之淨資產及未限制用途之淨資產二類 
應分別依資產減負債等於淨資產及資產等於負債加淨資產之格式作報導 
區分為政事型業務、事業型業務及信託基金三類作報導 
應將政府主體及組成單位分開列示 

12 依中央政府作業基金會計報告、會計科目及淨資產運用分錄釋例一致規定，支付存出保證金對各類淨資

產有何影響？ 
限制用途之淨資產會減少，未限制用途之淨資產會增加 
限制用途之淨資產會增加，未限制用途之淨資產會減少 
限制用途之淨資產會減少，未限制用途之淨資產會減少 
對各類淨資產皆無影響 

13 依中央政府普通基金普通公務會計制度之規定，由普通基金自行償還之一般債務，償還時應有之分錄為： 
借：其他財務用途－XX 支出，貸：國庫往來－付項 
借：一般性支出－XX 支出，貸：國庫往來－付項 
借：其他財務用途－XX 支出，貸：國庫往來－其他 
借：一般性支出－XX 支出，貸：國庫往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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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依據 101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之規定，歲出機關別預算科目編號按款、項、目、節四級編號

分類，其中「目」係指下列何者： 
主管機關科目 單位預算機關科目 業務計畫科目 工作計畫科目 

15 有關作業基金之特質，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所從事之活動屬於事業型業務 基金性質為政事型基金 
非供循環應用，經付出後通常仍可收回 以營利為目的 

16 依政府會計準則公報之規定，有關政府基金數量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應視組織之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數量宜多設以因應未來不時之需 
應依據法令或配合財務管理之需要設置適當數量  
同種類之基金只能設置一個 

17 下列有關耗用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會計期間終了時，應按未領用之材料或物料金額提列基金餘額準備 
屬業權型基金於採購材料或物料時所採用之方法 
應於購買時依購買金額認列為一般性支出 
應將未領用之材料、物料增加數，認列為材料、物料存貨之增加數及其他財務來源 

18 施政績效責任及財政遵循責任，分別為何種衡量焦點所強調之重點？ 
前者為當期財務資源觀點所強調，後者為全部財務資源觀點所強調 
前者為全部財務資源觀點所強調，後者為經濟資源觀點所強調 
前者為經濟資源觀點所強調，後者為當期財務資源觀點所強調 
兩者皆為當期財務資源觀點所強調 

19 依據行政院主計總處民國 101 年 3 月間訂頒「中央政府政事型特種基金會計報告、會計科目及分錄釋

例一致規定」，有關「理財目的之長期投資」係屬： 
流動資產 限制性資產 資本資產 其他資產 

20 依據「中央政府普通基金普通公務會計制度」之規定，有關「存出保證金」科目係屬： 
流動資產 限制性資產 資本資產 其他資產 

21 依據行政院主計總處民國 101 年 3 月間訂頒「中央政府政事型特種基金會計報告、會計科目及分錄釋

例一致規定」，有關「解繳國庫」科目係屬： 
一般性收入 一般性支出 其他財務來源 其他財務用途 

22 依據行政院主計總處民國 101 年 3 月間訂頒「中央政府作業基金會計報告、會計科目及淨資產運用分錄

釋例一致規定」，有關「受贈固定資產交易」將造成下列何者之增加： 
投資於資本資產（扣除相關負債）之淨資產 投資於資本資產之淨資產 
限制用途之淨資產  未限制用途之淨資產 

23 依據行政院主計總處民國 101 年 3 月間訂頒「中央政府作業基金會計報告、會計科目及淨資產運用分錄

釋例一致規定」，有關「來自投資之股利所得」係屬現金流量表之那一個活動： 
營運活動 資本及相關融資活動 非資本融資活動 投資活動 

24 行政院主計總處之首長職稱為下列何者？ 
主計處長 主計總處長 主計總長 主計長 

25 我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係屬下列何種基金？ 
信託基金 債務基金 營業基金 特別收入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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