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度 1 4 9 0 1 會 計 事 務 - 人 工 記 帳 丙 級 技術士技能檢定學科測試試題
本試卷有 選擇 題 80 題， 每題 1.25 分，皆 為單選 選擇題， 測試時 間為 100 分鐘， 請在答 案 卡上作答 ，答錯 不
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單選題：
1. (3) 本店會計將支付的存出保證金$2,000 誤借記 為存入 保證金$2,000 ，則 更正分 錄為① 借：現金$2,000，
貸：存入保證金$2,000②借：存入保證金$2,000，貸：存 出保證 金$2,000③借：存 出保證金$2,000，
貸：存入保證金$2,000④借：存出保證金$2,000，貸：現 金$2,000 。
2. (2) 採加值型 營業稅 時，若銷項 稅額大 於進項 稅額，即產生 ①留抵 稅額 ②應納 稅額③ 銷項稅 額④ 應退稅額。
3. (4) 依據我國現行國家標準規定，冷氣機 的冷氣 能力 標示應 以何種 單位表 示？① BTU /h ②R T③kcal /h ④k
W。
4. (1) 結算工作底稿中損益表欄的借方總額 大於貸 方總 額表示 ①本期 淨損② 銷貨毛 損③本 期淨利④ 銷貨毛
利。
5. (3) 大安公司 於 11 月 1 日，簽發一 張面額$30,000，票 面利 率 12%三個月 期的票 據，向銀 行借 款$30,000，
其 12 月底應做之調整分錄為①借： 應付利 息$600，貸：利 息費用$600②借 ：利息 費用$900，貸： 應
付利息$900③借：利息費用$600，貸：應付利息$600④借：利 息費用$300， 貸：應 付利息$300。
6. (3) 過帳時，分類帳所記載之日期為①記 入日記 簿日 期②傳 票核准 日期③ 交易發 生日期 ④過帳日 期。
7. (4) 日記簿的類頁欄是填寫下列何者的頁 數①明 細帳 ②日記 帳③試 算表④ 分類帳 。
8. (1) 台中公司年底調整前備抵損失借餘$400，該 年底應 收帳款 餘額$1,180,000 ，估計損 失率 為 2％，則 調
整後備抵損失餘額為①貸餘$23,600②借餘$23,600③貸餘$24,400 ④借餘$24,400。
9. (1) 餘額式現 金帳戶 昨日餘 額$10,000，本日付 現$1,000，過帳後 餘額欄 金額為 ①$9,000②$11,000③$0④$
1,000。
10. (4) 會計處理程序第一步驟是①過帳②調 整③試 算④ 分錄。
11. (2) 標價$1,000 之商品 連續 打 7.5 折、8 折、9 折，同 時付款 條件 為 2/10，n/30，則發 票金額 為 ①$529②$
540③$550④$980。
12. (4) 業主為企業墊付電費時應借記①業主 往來② 暫付 款③郵 電費④ 水電瓦 斯費。
13. (1) 使用電子 方式處 理會計 資料之 商業，主辦 會計人 員故意 毀損、滅失、塗改 貯存 體之會 計資 料，致使財
務報表發 生不實 之結果 ①處五 年以下 有期徒 刑、拘 役或科 或併科 新臺幣 六十萬 元以下 罰金 ②處三年 以
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 科或併 科新臺 幣三 十萬元 以下罰 金③處 三年以 下有期 徒刑、拘役 或科 或併科新 臺
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④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 、拘 役或科 或併科 新臺幣 十五萬 元以下 罰金。
14. (2) 平時即設 有存貨 明細帳，隨時 可由明 細帳記 錄得知 存貨結 存數的 盤存方 法為① 定期盤 存制 ②永續盤 存
制③混合制④實地盤存制。
15. (2) 利用電腦 處理會 計作業，下列 敘述何 者錯誤 ①比人 工記帳 節省時 間②期 末不必 作調整 分錄 與登錄傳 票
③可以隨時查詢帳簿或報表資料④電 腦會將 傳票 資料轉 入日記 簿及分 類帳。
16. (1) 設現金基礎下之銷貨收入$500,000 ，而期初應收帳 款餘額$180,000 ，期末 應收帳 款餘額$140,000 ，則
權責基礎下之銷貨收入為①$460,000 ②$680,000 ③$640,000④$540,000 。
17. (1) 我國商業會計法規定，會計基礎應採 用①權 責發 生制② 混合制 ③聯合 基礎④ 現金收 付制。
18. (3) 臺灣地狹 人稠，垃圾 處理一 直是不 易解 決的問 題，下列何 種是較 佳的因 應對策 ？①向 海爭 地掩埋② 蓋
焚化廠③垃圾分類資源回收④運至國 外處理 。
19. (3) 商業會計的主要功用是①僅記現金收 付②僅 記債 權與債 務③提 供財務 資訊給 有關人 員作決策 參考④
僅記收益與費損。
20. (1) 勞工工作 時右手 嚴重受 傷，住 院醫療 期間公 司應按 下列何 者給予 職業災 害補償 ？①原 領工 資②基本 工
資③前 6 個月平均工資④前 1 年平 均工 資。
21. (1) 小禎離開 異鄉就 業，來 到小明 的公司 上班，小明是 當地的 人，他 應該：① 多關心 小禎 的生活 適應情況，
如有困難 加以協 助②小 禎是同 單位的 人，是 個競爭 對手，應該多 加防範 ③小禎 非當地 人，應該不容 易
相處，不要有太多接觸④不關他的事 ，自己 管好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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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4) 流動負債$100,000 ，流動 比率 為 2，今 悉流動 負債高 估$50,000，則正確 之流動 比率為 ①3 ②2③5④4。
23. (1) 銷貨毛利 少，銷 貨淨額 多，表 示①銷 貨成本 太高 ②營業 外費用 太大③ 銷售費 用太大 ④營業 費用太大。
24. (4) 採應計基 礎下，應收帳 款確定 無法收 回時應 ①貸：預期信 用減損 損失② 貸：備 抵損失 —應收 帳款③借：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④借：備抵損失— 應收帳 款。
25. (4)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虛帳戶的結算可 根據工 作底 稿的損 益表欄 來作② 結帳後 所有虛 帳戶應沒 有餘額
③實帳戶之結帳可免作結帳分錄④未 編製工 作底 稿期末 無法結 帳。
26. (3) 依勞動基 準法規 定，雇 主延長 勞工之 工作時 間連 同正常 工作時 間，每 日不得 超過多 少小時 ？①15②11
③12④10。
27. (2) 賒購辦公桌椅數套，則應貸記①應付 票據② 其他 應付款 ③其他 應付票 據④應 付帳款 。
28. (3) 投資收入 應列示 於綜合 損益表 之①銷 貨收入 項下 ②營業 收益項 下③營 業外收 益項下 ④非常 損益項下。
29. (2) 用以證明交易事項發生的憑證，稱為 ①記帳 憑證 ②原始 憑證③ 傳票④ 會計憑 證。
30. (1) 如果水龍 頭流量 過大，下 列何 種處理 方式是 錯誤的 ？①直 接換裝 沒有省 水標章 的水龍 頭② 直接調整 水
龍頭到適當水量③加裝節水墊片或起 波器④ 加裝 可自動 關閉水 龍頭的 自動感 應器。
31. (2) 未作應付 薪資之 調整分 錄會導 致①費 損與負 債高 估②費 損與負 債低估，權 益高估 ③費損、負債與權 益
皆低估④費損與權益低估。
32. (4) 愛心晚會時，本店捐款$20,000，應借記①交際費$20,000②廣 告費$20,000③稅捐$20,000④捐贈$20,0
00。
33. (3) 會計資訊系統使用者權限之界定應由 何人負 責最 佳①使 用者本 身②資 訊部門 人員③ 總經理④ 銷售主
管。
34. (1) 水電瓦斯 費誤記 為郵電 費，則 試算表 借貸雙 方金額 ①仍然 相等② 借方小 於貸方 ③同額 增加 ④借方大 於
貸方。
35. (1) 銀行透支是屬於①負債②權益③收益 ④資產 。
36. (4) 非公務機 關利用 個人資 料進行 行銷時，下 列敘述 何者「錯誤 」？① 倘非公 務機 關違反「應 即停止利 用
其個人資料行銷」之義務，未於限期 內改正 者， 按次處 新臺 幣 2 萬元 以上 20 萬元 以下罰鍰 ②當事 人
表示拒絕 接受行 銷時，應停 止利用 其個 人資料 ③於首 次行銷 時，應提供 當事人 表示拒 絕行 銷之方式 ④
若已取得當事人書面同意，當事人即 不得拒 絕利 用其個 人資料 行銷。
37. (2) 收入應該何時認列①於支付所得稅時 ②當賺 得收 入時③ 於每月 底時④ 當收到 現金時 。
38. (1) 將資料處 理過程 所產生 的資訊 提供給 使用者，以作 為修正 或改良 原來的 輸入程 式或資 料處 理程式的 活
動稱為①回饋②統計③分析④歸納。
39. (3) 權益帳戶 期初餘 額$100,000，期末 餘額$85,000，本期 增資$25,000，業 主又提 領現金$30,00 0 自用，則
本期發生①淨損$20,000②淨利$10,000 ③淨損$10,000④淨利$20,000。
40. (4) 下列何者 不會減 少溫室 氣體的 排放？ ①開發 太陽 能、水能等 新能源 ②大量 植樹造 林，禁止 亂砍亂伐 ③
減少使用煤、石油等化石燃料④增高 燃煤氣 體排 放的煙 囪。
41. (2) 日記簿的每頁借貸雙方金額，其合計 數必① 不一 定相等 ②相等 ③不相 等④可 相等也 可不相等 。
42. (4) 下列有關會計處理程序，依會計循環 之順序 排列 ，何者 正確？a. 交易事 項記入 日記簿 ；b.將日記 簿之
分錄過入 分類帳；c. 交易發 生取得 原始憑 證；d.編製記 帳憑證；e. 根據分 類帳編 製試算 表①c →d→b→a
→e②d→c→a→b→e③d→c→a→e→b④c→d→a→b→e。
43. (3) 本年的期末存貨結轉至次年度帳上時 叫做① 銷貨 成本② 進貨③ 期初存 貨④期 末存貨 。
44. (4) 學校駐衛警察之遴選規定以服畢兵役 作為遴 選條 件之一 ，根據 消除對 婦女一 切形式 歧視公約(C EDA
W)，下列何者錯誤?①服畢兵役者 仍以男 性為主 ，此條 件已排 除多數 女性被 遴選 的機會 ，屬性別 歧視
②駐衛警 察之遴 選應以 從事該 工作所 需的能 力或 資格作 為條件 ③已違 反 C EDA W 第 1 條對 婦女的歧 視
④此遴選條件未明定限男性，不屬性 別歧視 。
45. (2) 下列何者非屬電氣之絕緣材料？①絕 緣油② 漂白 水③氟 、氯、 烷④空 氣。
46. (1) 結算是結清①收益及費損帳戶②負債 帳戶③ 資產 帳戶④ 權益帳 戶。
47. (1) 有關各企 業的會 計資訊 系統，下列敘 述何者 正確① 有類似 的資料 處理流 程②有 完全相 同的 成本處理 流
程③有類似的組織型態④必須有相同 的會計 項目 編碼。
48. (2) 下列何者非試算表之功用①驗證帳冊 之記錄 有無 錯誤② 瞭解一 筆交易 之全貌 ③可作 為編製報 表之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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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④可瞭解營業概況。
49. (2) 企業開立 銷貨發 票時，為提高 工作效 率並節 省人力 起見，可將原 始憑證 與傳票 一次套 寫，稱為①總 傳
票②套寫傳票③會計項目日結單④複 式傳票 。
50. (4) 自行煮水、包 裝飲用 水及包 裝飲料，依生命 週期評 估排碳 量大小 順序為 下列何 者？① 包裝 飲料＞自 行
煮水＞包裝飲用水②包裝飲用水＞自 行煮水 ＞包 裝飲料 ③自行 煮水＞ 包裝飲 料＞包 裝飲用水 ④包裝
飲料＞包裝飲用水＞自行煮水。
51. (3) 使用會計 資訊系 統，使用者 離開座 位時，下 列何項 處理錯 誤①應 登出作 業系統 ②關機 ③關 螢幕④應 登
出會計資訊系統。
52. (3) 下列關於 營業秘 密的敘 述，何 者不正 確？① 營業秘 密不得 為質權 及強制 執行之 標的② 營業 秘密所有 人
得授權他 人使用 其營業 秘密③ 受雇人 於非職 務上 研究或 開發之 營業秘 密，仍歸 雇用人 所有 ④營業秘 密
得全部或部分讓與他人或與他人共有 。
53. (3) 下列何種單據在記錄完畢後可作為傳 票記錄 的依 據①報 價單② 設定期 初應付 款項的 其他進貨 登錄單
③驗收單④沒有預收貨款的訂購單。
54. (1) 試算表為企業何種性質的報表①非正 式報表 ②主 要報表 ③正式 報表④ 財務報 表附表 。
55. (4) 三月十日賒銷商品$36,000，付款條件為 3/10,2/20,n/30 ，於 三月廿 三日收 到一 半貨款 時，應借 記現金
多少①$34,920②$17,460③$35,280④$17,640。
56. (1) 將交易分錄記入日記簿時，下列哪個 欄位可 先不 必填寫 ①類頁 欄②會 計項目 欄③日 期欄④金 額欄。
57. (2) 依據商業 會計法 第四十 條內容 規定電 子方式 有關「 內部控 制、輸 入資料 之授權 與簽章 方式、會計資 料
之儲存、保管、更正 及其他 相關事 項」之辦法，須 由下列 何機關 定之① 公司自 行定之 ②中 央主管機 關
定之③直轄市政府定之④鄉（鎮）公 所定之 。
58. (3) 下列何者 非屬勞 工從事 電氣工 作，應 符合之 規定？ ①使其 使用電 工安全 帽②停 電作業 應檢 電掛接地 ③
穿戴棉質手套絕緣④穿戴絕緣防護具 。
59. (3) 會計循環 指①商 業景氣 從復甦、繁榮、衰退 迄蕭條 止之循 環②企 業業務 自計畫、執行 迄考 核止之循 環
③會計工 作自分 錄、過帳、試 算、調整、結 帳、編表止 之循環 ④由現 金、購貨、賒 銷迄收 款 止之循環。
60. (4) 台中公司之流動資產$10,000，流動負債$5,000，存貨$2,000，應收帳款$1,000， 則其速 動比率為 ①1.
4②1.5③1.7④1.6。
61. (1) 下列何者能分辨資料和資訊①資訊是 會計資 訊系 統的重 要輸出 ②資料 是會計 資訊系 統的最主 要產物
③資料比資訊對決策者更有用④資料 和資訊 是一 樣的。
62. (1) 企業組織 通常可 分為① 獨資、合夥 及公 司②股 份有限 公司、兩合 公司及 有限公 司③股 份有 限公司及 兩
合公司④股份有限公司、兩合公司、 有限公 司及 無限公 司。
63. (4) 混合帳戶是指包括哪兩種性質之帳戶 ①收益 與費 損②負 債與資 本③資 產與負 債④實 帳戶與虛 帳戶。
64. (1) 設運送條 件為起 運點交 貨之銷 貨行為，若買 方支付 運費，則分錄 應貸記 現金，借記① 進貨 費用②暫 收
款③其他應收款④運費。
65. (4) 過帳時有 一借方 金額誤 以十倍 之數過 入同會 計項 目之貸 方時，導致 試算表 不能平 衡，其貸 方大於借 方
之數①可 以用 5 除盡求 得錯誤 金額② 可以用 9 除盡 求得錯 誤金額 ③可以用 7 除 盡求得 錯誤 金額④可 以
用 11 除盡求得錯誤金額。
66. (1) 期末時，借記本期損益，貸記保險費 是①結 帳分 錄②開 業分錄 ③開帳 分錄④ 調整分 錄。
67. (4) 誤將資產作費損入帳，使當年帳面上 之淨利 數① 增加② 不變③ 不一定 增加或 減少④ 減少。
68. (1) 銷貨毛利率降低的可能原因①漏記銷 貨②高 估銷 貨③漏 記進貨 ④所購 商品誤 記為銷 管費用。
69. (1) 下列何者非會計資訊系統基本的執行 功能① 預算 編列② 蒐集並 處理有 關商業 活動的 資料③提 供決策
資訊④提供系統足夠的控管。
70. (4) 經濟部能源局的能源效率標示分為幾 個等級 ？①7②1 ③3④5。
71. (2) 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含量增加是 造成全 球暖 化的主 因之一 ，下列 何種飲 食方式 也能降低 碳排放
量，對環境 保護做 出貢 獻：A.少 吃肉，多 吃蔬菜； B.玉 米產量 減少時， 購買玉 米罐頭 食用 ；C.選擇 當
地食材；D.使用免洗餐具，減少清洗 用水與 清潔劑 ？①A CD②A C③A B④AD 。
72. (2) 結算工作 底稿中， 試算表 欄借方 內列示 備抵損 失－應 收票據$200，調整 時提列 預期信 用減 損損失$1,0
00，則備抵損失 －應收 票據應 填在調 整後試 算表欄 ①借方$800②貸 方$800③貸方$1,200④ 借方$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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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4) 以遠期支票支付保險費，其分錄為① 現金分 錄② 多項式 分錄③ 混合分 錄④轉 帳分錄 。
74. (3) 新舊會計 系統轉 換時，下 列何 者風險 最高① 實施新 舊系統 並行作 業一段 時間② 實施嚴 格的 內部控管 措
施③直接更換新系統④將新系統開發 的很完 善。
75. (3) 年初用品 盤存$950，未作回 轉分 錄，該年 度購入 文具用 品$2,000 ，記入文具 用品帳 戶，年 終盤點尚 存
$500，則期末調整分錄 ①借：文具用 品$950，貸：用品盤存$950②借：用品盤 存$450，貸：文具用品
$450③借：文具用品$450，貸：用品盤存$450④借：用品盤存$500， 貸：文 具用品$500。
76. (1) 四公尺以 內之公 共巷、弄路 面及水 溝之 廢棄物，應 由何人 負責清 除？① 相對戶 或相鄰 戶分 別各半清 除
②清潔隊③環保志工④里辦公處。
77. (2) 以現金購買土地，使資產總額①增加 ②不變 ③減 少④不 一定。
78. (2) 原始憑證 已具備 傳票的 格式者，可 不必 編製傳 票，以原始 憑證代 替記帳 憑證稱 為①套 寫傳 票②代傳 票
③總傳票④複式傳票。
79. (1) 預付費用已過期的部分為①費損②資 產③負 債④ 收益。
80. (3) 利用比率 及各式 圖表方 式來表 達企業 的財務 資訊，其主要 目的在 使該項 資訊具 有①攸 關性 ②完整性 ③
可瞭解性④時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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