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31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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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全一張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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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現行實施集中支付機關單位會計經費類作下列事項之完整分錄： 
收回以前年度支付之押金並繳庫。（9 分） 
申請動支第二預備金於奉准、收到及支付時。（12 分） 
註銷以前年度應付歲出款及應付歲出保留款（未開付款憑單向國庫領款）。（4 分） 

二、請依我國政府會計準則公報（第二號）解釋下列名詞之意涵： 
修正現金基礎。（10 分） 
修正權責發生基礎。（1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7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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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事型基金發行債券時，應於基金帳中作何種會計處理？ 
認列為負債 認列為一般性收入 認列為其他財務來源 不需作任何會計處理 

2 修正權責發生基礎下，有關支出之認列，下列何者應於會計期間終了認列為應付款項？ 
退休金給付 退職金給付 流動負債之應付利息 長期負債之應付利息 

3 政事型基金自行償付到期長期負債，應於普通資本資產及長期負債帳中作何種會計處理？ 
認列為負債沖減 認列為一般性支出 認列為其他財務用途 不需作任何會計處理 

4 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由下列何機關審議？ 
行政院 立法院 監察院 審計部 

5 政事型基金的何種收入應於資源提供者承諾給付，且資源可以衡量及極有可能收取，並供運用時認列？ 
稅課收入 罰款收入 協助收入 賠償收入 

6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為中央政府之信託基金，在 101 年度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中，已提供何種相

關的財務報表？ 
平衡表、收支餘絀決算表、餘絀撥補決算表、現金流量決算表 
平衡表、收支餘絀決算表、餘絀撥補決算表 
平衡表、收支餘絀決算表 
收支餘絀決算表 

7 某機關適用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度，當接到代理國庫銀行報告收回本機關以前年度一般性支出，其經費類帳應作何種

分錄？ 
借記：可支庫款，貸記：經費支出 借記：國庫往來，貸記：一般性支出 
借記：歲入納庫數，貸記：歲入實收數 不需作分錄 

8 政事型基金於 X1 年 1 月 1 日舉借 10 年期長期負債，到期償付本金，每年付息 1 次，第 1 次付息日為 X2 年 1 月 1 日，

下列有關利息之會計處理，何者正確？（會計年度採曆年制） 
於基金帳中，X1 年 12 月 31 日應認列應付利息；X2 年 1 月 1 日付息時，應沖減應付利息 
於普通資本資產及長期負債帳中，X1 年 12 月 31 日應認列應付利息；X2 年 1 月 1 日付息時，應沖減應付利息 
於基金帳中，X1 年 12 月 31 日不作相關分錄；X2 年 1 月 1 日付息時，應認列一般性支出 
於普通資本資產及長期負債帳中，X1 年 12 月 31 日不作相關分錄；X2 年 1 月 1 日付息時，應認列一般性支出 

9 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度某歲入類會計科目之定義為：「凡查明應收之歲入款項尚未納庫之數皆屬之」，則該會計科目為： 
應收歲入款 應收歲入保留款 應納庫款 待納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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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政事型基金取得普通固定資產後，於使用期間發生能延長資產耐用年限之大修支出，應於基金帳中作何種會計分錄？ 
借記：固定資產，貸記：淨資產 借記：累計折舊，貸記：淨資產 
借記：其他財務用途，貸記：國庫往來 借記：一般性支出，貸記：國庫往來 

11 在作業基金的現金流量表中，出售機器設備的現金流入應置於何項之下？ 
營運活動之現金流量  資本及相關融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非資本融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12 依政府會計準則公報之規定，下列何種基金應將其預算入帳？ 
普通基金 政事型基金 營業基金 業權型基金 

13 某機關適用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度，其取得專利權應記錄之財產統制科目為： 
專利權 權利 無形資產 智慧財產權 

14 若政事型基金以土地交換取得某民營企業之股票 10 張（10,000 股）及現金 100 萬元。政事型基金之土地成本為 900
萬元，公允價值為 1,000 萬元。該民營企業之流通在外股數為 1,000,000 股，每股市價 900 元。此項交易應於該政事

型基金帳中作何種會計處理？ 
認列一般性收入 100 萬元  認列土地沖減 900 萬元 
認列其他財務來源 100 萬元 認列長期股權投資 900 萬元 

15 政事型基金收到清算股利時，應於普通資本資產及長期負債帳中作何種會計處理？ 
認列為股利 認列為一般性收入 認列為其他財務來源 認列為長期股權投資沖減 

16 下列何種項目屬於一般性收入？ 
同一政府其他基金之移轉  協助收入 
發行公債本金收入  收回國營事業資本 

17 「政府當期所提供之服務的成本，應由當期收入加以支應」係基於下列何者之考量？ 
施政績效責任 跨期間公平性 會計期間假設 成本原則 

18 下列何者為業權型基金之收入？ 
一般性收入 其他財務來源 協助收入 收益 

19 政事型基金因提供社會保險所產生之負債準備，應如何報導於年度會計報告中？ 
概要揭露必要資訊即可  僅列入政事型基金平衡表中 
列入政事型基金平衡表中，並概要揭露必要資訊 不作任何財務報導 

20 下列何種基金屬於動本基金（expendable fund）？ 
營業基金 內部服務基金 作業基金 資本計畫基金 

21 在歲入類單位會計中，當本年度法定歲入預算數成立時，應作何種會計分錄？ 
借記：歲入預算數，貸記：本期餘絀 借記：預計一般性收入，貸記：本期餘絀 
借記：預計一般性收入，貸記：預計納庫數 借記：歲入預算數，貸記：預計納庫數 

22 下列何者屬於中央總會計制度之統制紀錄部分？ 
特種公務會計 營業會計 非營業會計 附屬單位會計 

23 修正權責發生基礎之收入應兼具當期可用性，可用性包括已發生之收入預計於會計期間終了後一定期間內可收取以供

運用之資源。該一定期間為何？ 
一律為 2 個月  一律為不超過 2 個月 
原則為超過 2 個月，例外為不超過 2 個月 原則為不超過 2 個月，例外為超過 2 個月 

24 在經費類單位會計中，下列何者為未參加集中支付之單位會計機關所使用之會計科目？ 
預計支用數 可支庫款 保留庫款 經費結存 

25 除法律另有規定外，下列何種基金應納入政府會計報導個體之範圍？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  國民年金保險基金 
中央公教人員急難救助基金 勞工退休基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