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8 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類    科：會計、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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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營業基金在 97 年度結帳前試算表之所有科目餘額如下： 
現金及約當現金 $ 869,168  限制用途之淨資產 $965,893
應收帳款 3,607  未限制用途之淨資產 731,749
備抵呆帳 72  服務收入 1,640,261
受限的現金及約當現金 993,322  利息收入 251,480
土地 3,021,637  人事費用 852,380
建築物及設備 23,029,166  公共設施費用 100,726
累計折舊 5,623,315  修護費用 64,617
應付帳款 312,830  用品費用 17,119
應付短期票據 360,000  折舊費用 578,861
應付債券 15,579,325  利息費用 874,909
投資於資本資產（扣除相

關債務）之淨資產 4, 951,996  轉出給普通基金 ？

其他有關上述營業基金之資料如下： 
本年度之客戶收現數為$1,640,155，利息及股利收現數為$251,480（其中的$150,000
為本年度僅有的用途受限現金）。本年度之付現數包括：對員工付現$750,828，
對供應商付現$365,137，債券利息付現$874,909，轉出給普通基金公共事務之數

額全數付現。 
所有應付債券皆用於資本資產的取得。 
期初應收帳款與應付帳款分別為$3,501及$393,953。 
依持有價值出售$4,725的設備。 
本年度清償應付債券之本金$50,000。 
上述試算表中各類淨資產之金額尚未更新。 
試作： 
計算 97 年度轉出給普通基金之金額。（4分） 
計算 97 年度結帳後各項淨資產之金額。（12分） 
計算 97 年度營運利益之金額。（4分） 
計算 97 年度之淨資產變動數。（4分） 
計算 97 年度之營運活動現金流量及現金流量淨變動數。（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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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列為我國中央政府普通基金普通公務之相關會計事項： 
97 年 10 月 1 日報廢固定資產一批，原始取得成本為$5,000,000，截至報廢日為止
之累計折舊為$4,900,000。 
97 年 10月 31日支付上述報廢資產發生拆除支出$200,000。 
97 年 11月 10日將上述報廢資產以$400,000出售。 
請依中央政府普通基金普通公務會計制度之規定，回答下列問題：  
試作上述報廢事項在普通基金彙編及機關帳中應有之會計分錄。（10分） 
試作上述報廢事項在普通資本資產帳彙編及機關帳中應有之會計分錄。（8分）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7302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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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現行政府資源配置之考量，其反映在對收支預算平衡的要求與債務發行的限制。政府會計報告宜能

提供包括確認年度收入是否足以支應年度支出、政府債務舉借之情形及未來償付到期債務能力等資訊以

評估之。」請問以上敘述是指何種觀念？ 

 公開報導責任 財務遵循責任 施政績效責任 跨期間公平性 

2 公債會計於公債發售完竣或期間截止時，應將「公債溢價」科目與下列何者對轉結清？ 

 核定公債發行數 公債納庫數 應發債票 預計公債納庫數 

3 在我國行政院各部會之附屬單位預算中，目前所管理之作業基金數目最多的部會為： 

 內政部 經濟部 交通部 教育部 

4 公債會計之「公債納庫數」與「預計公債納庫數」科目，其屬性分別為： 

前者為負債科目，後者為負擔科目 前者為資產科目，後者為負擔科目 

前者為資力科目，後者為負擔科目 兩者皆為負擔科目 

5 依中央政府普通基金普通公務會計制度，各機關會計年報之基本財務報表，除基金平衡表外，尚包括： 

收入、支出及基金餘額變動表、普通資本資產及長期負債帳類平衡表 

收入及支出累計表、普通資本資產及長期負債帳類平衡表 

收入、支出及基金餘額變動表、普通資本資產帳類平衡表、普通長期負債帳類平衡表 

收入及支出累計表 

6 按照我國政府會計觀念公報之規定，政府可掌握資源之衡量基準為何？ 

宜以有無所有權或是否負有責任為準，必要時亦可從有無控制能力加以觀察 

宜以有無所有權或是否符合跨期間公平性為準 

宜以是否具有施政績效或是否符合跨期間公平性為準，必要時亦可從有無控制能力加以觀察 

宜以是否用於公共目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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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對於衍生性稅課收入而言，下列敘述何者為是？ 

屬於對價交易收入 

認列時應採用民營事業適用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屬於其他財務來源 

屬於一般性收入 

8 在政府整體財務報表中，應列入報導之業務包括： 

政事型業務與受託型業務  事業型業務與受託型業務 

政事型業務與事業型業務  政事型業務、事業型業務與受託型業務 

9 營業基金若採間接法編製現金流量表時，營運活動之現金流量表達，係從那一項會計科目調整至營運活

動之淨現金流量？ 

本期賸餘 本期純益 營運賸餘 營業利益 

10 依目前我國政府會計準則公報之規定，下列對於信託基金（trust fund）之描述，何者為是？ 

應編製基金基礎財務報表  應納入政府整體財務報表 

得揭露營業情形之必要資訊 包括代理基金（agency fund） 

11 依我國政府會計準則公報，內部餘額（internal balance）有可能出現於下列那些財務報表？政府整體淨

資產表 政府整體營運表 政事型基金平衡表 業權型基金現金流量表 業權型基金平衡表或

淨資產表 

    

12 依我國政府會計公報，業權型基金之財務報導目的為：公開報導 財政遵循 施政績效 跨期

間公平性 

    

13 依我國政府會計公報之規定，政府整體財務報表應納入的報導個體及報導方式分別為何？ 

報導個體包括政府主體及組成單位，報導方式為分開列示 

報導個體包括政府主體及組成單位，報導方式為混合表達 

報導個體包括主要基金及非主要基金，報導方式為分開列示 

報導個體包括主要基金及非主要基金，報導方式為混合表達 

14 依我國政府會計準則公報之規定，下列何種基金屬於政事型基金：普通基金 特別收入基金 資

本計畫基金 債務基金 永久基金 

    

15 依中央政府普通基金普通公務會計制度之規定，特種公務會計包括： 

公庫出納會計、財產經理會計、徵課會計、公債及賒借會計、特種財物會計 

國庫出納會計、國有財產會計、徵課會計、公共債務會計、特種財物會計 

公庫出納會計、財產經理會計、徵課會計、公債及賒借會計 

國庫出納會計、國有財產會計、徵課會計、公共債務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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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政事型基金收到公營事業機構及民營事業長期股權投資之現金股利時，應如何認列？ 

兩者皆認列為一般性收入 

前者認列為一般性收入，後者認列為其他財務來源 

前者認列為其他財務來源，後者認列為一般性收入 

兩者皆認列為其他財務來源 

17 債務基金以外之政事型基金發行債券或舉借長期借款時，債券溢價與債券折價應如何記錄？ 

債券溢價認列為一般性收入，債券折價認列為一般性支出 

債券溢價認列為其他財務來源，債券折價認列為一般性支出 

債券溢價認列為一般性收入，債券折價認列為其他財務用途 

債券溢價認列為其他財務來源，債券折價認列為其他財務用途 

18 目前我國的非營業特種基金中，何種基金的數量最多？ 

作業基金 債務基金 資本計畫基金 特別收入基金 

19 依我國政府會計公報，編製作業基金之現金流量表時，來自投資的利息、收益與股利所得應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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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會計期間終了編製年度會計報告時，按預算基礎列示之各科目，應做何處理？ 

結轉至下一年度 

全數結清 

資力部份結轉至下一年度，負擔部份則全數結清 

資力部份全數結清，負擔部份則結轉至下一年度 

21 在修正權責發生基礎下，採購材料或物料之支出，應於何時認列？ 

可在購買時或使用時擇一認列 必須在購買時認列 

必須在使用時認列  必須在期末認列 

22 在政府整體營運表中，收入通常被區分為： 

一般性收入與其他財務來源 計畫收入與普通收入 

營業收入與普通收入  計畫收入與一般性收入 

23 若間接費用分攤有困難，在編製政府整體營運表時應如何處理？ 

做為一般收入之減項  做為普通收入之減項 

做為計畫收入之減項  做為營運收入之減項 

24 政事型基金之退休金支出，於提撥時，在採確定提撥制及確定給付制下，應分別認列為： 

一般性支出及一般性支出  其他財務用途及一般性支出 

一般性支出及其他財務用途 其他財務用途及其他財務用途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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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收到之現金應如何認列？ 

不管取得投資為公營事業機構或民營事業，皆列為一般性收入 

依所取得投資為公營事業機構或民營事業，分別列為其他財務來源或一般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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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管取得投資為公營事業機構或民營事業，皆列為其他財務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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