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年度 14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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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下列何種患者不宜從事高溫作業？①心臟病②遠視③重聽④近視。
2. (3) 喬巴公司期末備抵損失－應收帳款貸方餘額為 $2,500，期末應收帳款餘額為$600,000，依應收帳款
餘額 1.5%提列減損，期末調整分錄為 ①借記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6,000，貸記備扺損失－應收帳款$
6,000②借記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9,000，貸記備扺損失－應收帳款$9,000③借記預期信用減損損失$6,
500，貸記備扺損失－應收帳款$6,500④借記預期信用減損損失$11,500，貸記備扺損失－應收帳款 $
11,500。
3. (4) 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中華民國 139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中華民國 94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百分之多少以下？①20②30③40④50。
4. (3) 所謂「日記簿」，下列各種帳簿的名稱哪一項是不正確的 ①原始記錄簿②序時帳簿③終結記錄簿④
分錄簿。
5. (3) 預付保險費$60,000，本期耗用$15,000，則下列有關調整分錄之敘述何者正確①借方保險費用$45,0
00②調整後之預付保險費餘額 $15,000③借方保險費用$15,000④貸方預付保險費$45,000。
6. (2) 廚房設置之排油煙機為下列何者？①整體換氣裝置②局部排氣裝置③排氣煙囪④吹吸型換氣裝置。
7. (1) 員工出差前預支差旅費$4,000，誤以薪資支出入帳，其改正分錄應①借記暫付款$4,000②貸記暫付
款$4,000③借記雜費$4,000④借記交際費$4,000。
8. (2) 仁愛商店在創業期間支付律師酬勞金 $11,000，則應借記①薪資支出$11,000②其他費用$11,000③商
譽$11,000④水電瓦斯費$11,000。
9. (4) 下列何者並非會計總帳作業系統必須具備的功能 ①分類資料②記錄資料③蒐集資料④核對資料。
10. (1) 下列何者並非電腦化會計作業的主要優點 ①錯誤率高②增加資訊的時效性③可大量減少書面資料④
能處理大量的交易。
11. (3) 分類帳之記錄係以事項發生之 ①店名②商品種類③會計項目④財務報表要素

為主體。

12. (3) 下列套裝軟體何者適合資料庫管理①Word②PowerPoint③Access④Excel 。
13. (3) 某甲於公司擔任業務經理時，未依規定經董事會同意，私自與自己親友之公司訂定生意合約，會觸
犯下列何種罪刑？①貪污罪②侵占罪③背信罪④詐欺罪。
14. (1) 結帳後收益帳戶①沒有餘額②發生貸額③發生借額④不一定。
15. (4) 會計上之 2/10，n/30 是表示①日期②分數③編號④折扣條件。
16. (2) 對於染有油污之破布、紙屑等應如何處置？ ①與一般廢棄物一起處置②應蓋藏於不燃性之容器內③
應分類置於回收桶內④無特別規定，以方便丟棄即可。
17. (4) 與房東簽約並支付押金，該筆交易處理之結果 ①會增加費損②會減少資產③會增加資產④不影響資
產總額。
18. (1) 大氣層中臭氧層有何作用？①吸收紫外線②保持溫度③造成光害④對流最旺盛的區域。
19. (3) 水電瓦斯費誤記為郵電費，則試算表借貸雙方金額 ①借方大於貸方②借方小於貸方③仍然相等④同
額增加。
20. (3) 結算是結清①權益帳戶②資產帳戶③收益及費損帳戶④負債帳戶。
21. (3) 如果水龍頭流量過大，下列何種處理方式是錯誤的？ ①加裝節水墊片或起波器②加裝可自動關閉水
龍頭的自動感應器③直接換裝沒有省水標章的水龍頭④直接調整水龍頭到適當水量。
22. (2) 餘額式分類帳的金額欄有①一個②三個③四個④二個。
23. (3) 會計帳簿之應收帳款分類帳，應於年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 ①五年②一年③十年④十五
年。
24. (1) 哪一種網路硬體裝置，可以透過電話線，將電腦連上 ISP 與網際網路①數據機②多媒體閘道器③伺
服器④網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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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 公司是①以營利為目的之行政法人②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法人 ③以營利為目的之財團法人④非以營
利為目的之社團法人。
26. (4) 會計部門即將建置一套有關會計帳務系統，則應由誰決定此會計資訊系統的資訊需求 ①總經理②董
事長③電腦化執行委員會④會計主管。
27. (4)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政府機關亦使用營利會計②公用事業會計為非營利會計③營利會計對會計交易
事項均加以記載，但並未定期結算損益或無須結算損益 ④營利會計是指平時記載交易事項，並定期
結算損益。
28. (2) 為使期末決算工作順利進行所編的表為①盈餘分配表②結算工作底稿③綜合損益表④資產負債表。
29. (1) 電腦化會計作業中，日記帳之設定最不可能具有下列何種功能 ①設定以會計項目餘額大小順序排列
②設定以傳票種類記錄交易③設定以傳票編號先後順序記錄交易④設定以時間先後順序記錄交易。
30. (4) 4 月 1 日購入設備，成本$4,800，估計可用 5 年，殘值$300，採直線法提列折舊，則當年之折舊費
用為①$720②$900③$960④$675 。
31. (3) 下列何者不是結算工作底稿的功用①便於作調整及結帳分錄②提早明瞭企業之營業成果及財務狀況
③檢查過帳有無錯誤④便於編製決算表。
32. (2) 實際發生呆帳時，應貸記①預期信用減損損失②應收帳款③備抵損失—應收帳款④現金。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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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1) 商業會計事務不得委由下列何者辦理 ①其他代客記帳業者②依法取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③商
業設置之會計人員④會計師。
35. (4) 日記簿上每記錄一筆分錄，隨後應即更新下列何種帳表 ①試算表②綜合損益表③資產負債表④分類
帳。
36. (1) 下列何者非混合帳戶①應付薪資②預付房租③預收佣金④存貨帳戶。
37. (1) 銀行的自動提款機最可能採用的模式為①互動式系統②專家系統③批次處理系統④決策支援系統。
38. (1) 下列何種省水馬桶的使用觀念與方式是錯誤的？ ①省水馬桶因為水量較小，會有沖不乾淨的問題，
所以應該多沖幾次②如果家裡的馬桶是傳統舊式，可以加裝二段式沖水配件 ③選用衛浴設備時最好
能採用省水標章馬桶④因為馬桶是家裡用水的大宗，所以應該儘量採用省水馬桶來節約用水。
39. (4) 下列哪些廢紙類不可以進行資源回收？①雜誌②報紙③包裝紙④紙尿褲。
40. (1) 台中商店賒售商品一批價值$50,000，言明付款條件為 2/10，n/30，若對方在折扣期間付款，則台中
商店將收到多少錢①$49,000②$50,000③$ 48,000④$47,000 。
41. (4) 購入商品$10,000，付現$2,000，餘欠，此項交易為①單項交易②轉帳交易③現金交易④混合交易。
4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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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②
$529③$980④$540 。
43. (2) 設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明細帳之目的不是為了 ①加強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控管②估計資產價值③
便於編表④簡化記錄。
44. (4) 下列哪一項錯誤會影響試算表之平衡 ①借貸會計項目顛倒②貸方帳戶過錯③整筆交易漏過④借方重
過。
45. (3) 企業主要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其中屬於動態報表者
有①四種②二種③三種④一種。
46. (1) 下列行為何者「不」屬於敬業精神的表現？ ①隱匿公司產品瑕疵訊息②遵守時間約定③遵守法律規
定④保守顧客隱私。
47. (3) 於營造工地潮濕場所中使用電動機具，為防止感電危害，應於該電路設置何種安全裝置？ ①閉關箱
②自動電擊防止裝置③高感度高速型漏電斷路器④高容量保險絲。
48. (2) 小美是公司的業務經理，有一天巧遇國中同班的死黨小林，發現他是公司的下游廠商老闆。最近小
美處理一件公司的招標案件，小林的公司也在其中，私下約小美見面，請求她提供這次招標案的底
標，並馬上要給予幾十萬元的前謝金，請問小美該怎麼辦？ ①退回錢，並告訴小林都是老朋友，一
定會全力幫忙②應該堅決拒絕，並避免每次見面都與小林談論相關業務問題 ③收下錢，將錢拿出來
給單位同事們分紅④朋友一場，給他一個比較接近底標的金額，反正又不是正確的，所以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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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1) 香吉士公司期末備抵損失－應收帳款借方餘額為 $3,000，本年底應收帳款餘額為$1,700,000，損失
率 1%，期末調整分錄為①借記預期信用減損損失$20,000，貸記備扺損失－應收帳款$20,000②借記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23,000，貸記備扺損失－應收帳款$23,000③借記預期信用減損損失$2,000，貸
記備扺損失－應收帳款$2,000④借記預期信用減損損失$17,000，貸記備扺損失－應收帳款$17,00
0。
50. (1) 結算工作底稿中本期淨利記在 ①損益表欄的借方②損益表欄的貸方③不一定④資產負債表欄的借
方。
51. (3) 流動比率高表示企業①財務狀況好②資本很雄厚③償債能力強④營業成果好。
52. (4) 如系統有明細分類帳之工作視窗，則應付帳款的餘額為下列哪項之計算結果 ①貸方－借方②期初＋
借方＋貸方③借方＋貸方④期初＋貸方－借方。
53. (4) 現收利息收入$1,000，誤貸記利息費用，使餘額式試算表之合計數 ①借貸方均多計$1,000②無影響
③僅借方少計$2,000④借貸方均少計$1,000。
54. (4) 旻昌公司年底未提減損前應收帳款$300,000，未提列減損前備抵損失－應收帳款借餘 $6,000，損失
率為 2%，則預期信用減損損失為多少①$18,000②$6,000③$24,000④$12,000 。
55. (3) 日記簿記錄的時間應為①每月一次②每週一次③每筆交易隨即記錄④每一會計項目記錄一次。
56. (2) 試算表中之類頁欄表示①餘額大小之次序②分類帳之頁次③日記簿之頁次④試算表之會計項目次
序。
57. (2) 民國 101 年 3 月 20 日東南商店業主代付商店 2 月份水電費$5,000，則①資產減少，費損增加②費損
增加，權益增加③資產減少，負債減少④資產減少，權益減少。
58. (2) 台中商店於 12 月 1 日向銀行借款$80,000，每月付息一次，月息 1 分 2 厘，則期末調整分錄為①
借：利息費用$9,600，貸：應付利息$9,600②借：利息費用$960，貸：應付利息$960③借：應收利
息$960，貸：利息收入$960④借：應收利息$9,600，貸：利息收入$9,600。
59. (1) 欣妮公司 101 年 10 月 1 日購入機器一台$800,000，殘值$50,000，採直線法計提折舊，103 年初帳
面金額為$753,125，則下列敘述何者為正確①103 年底帳面金額為$715,625②103 年底累計折舊為$9
6,875③103 年折舊$50,000④耐用年限 15 年。
60. (3) 五月一日賒購商品$12,300，付款條件為 2/10,1/20,n/30，則在同年五月十五日付款可獲得折扣 ①$2,
460②$246③$123④$1,230 。
61. (3)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總分類帳與明細分類帳具統制與隸屬的關係②分類帳之性質是分類性「橫」的
記載③分類帳為過帳的依據④過帳為會計工作的第二個程序。
62. (1) 冷氣外洩會造成能源之消耗，下列何者最耗能？ ①全開式無氣簾②自動門無氣簾③自動門有氣簾④
全開式有氣簾。
63. (2) 中和公司採用永續盤存制，5/3 向廠商進貨一批共計$5,000，廠商同意其先行支付 70％之價款，其
餘尾款於 5/15 支付即可，5/3 會計記錄之敘述何者正確①資產減少$3,500②資產增加$1,500③負債
增加$5,000④資產增加$5,000。
64. (3) 現購商品$5,000，誤記為償還貨欠，將使餘額式試算表合計數 ①貸方較借方多$5,000②平衡，但較
正確金額多$5,000③平衡，但較正確金額少$5,000④借方較貸方多$5,000。
65. (2) 代業主支付私人汽車的汽油費應①貸記業主往來②借記業主往來③借記燃料費④貸記燃料費。
66. (2) 平時之會計程序依序為①分錄、試算、編表②分錄、過帳、試算③分錄、過帳、編表④過帳、分
錄、試算。
67. (4) 下列何者為企業的速動資產①預付費用②存貨③用品盤存④應收帳款。
68. (4) A 受僱於公司擔任會計，因自己的財務陷入危機，多次將公司帳款轉入妻兒戶頭，是觸犯了刑法上
之何種罪刑？①詐欺罪②洩漏工商秘密罪③偽造文書罪④侵占罪。
69. (3) 由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之比可瞭解商店的 ①營業成績②經營能力③償債能力④資本雄厚與否。
70. (4) 資產負債表與綜合損益表之連鎖關係在於 ①業主資本②銷貨成本③業主往來④本期損益。
71. (2) 利用電腦處理會計作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可以隨時查詢帳簿或報表資料②期末不必作調整分錄
與登錄傳票③比人工記帳節省時間④電腦會將傳票資料轉入日記簿及分類帳。
7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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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4②2③5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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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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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3) 一會計項目原為借差$10,000，再過一筆貸方$3,000，則得①借差$10,000②貸差$7,000③借差$7,000
④貸差$3,000。
75. (3)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試算表中類頁欄和分類帳中日頁欄，所填數字應完全相同 ②總額式試算表是根
據分類帳各帳戶之差額編列而成③結算工作底稿中，損益欄和資產負債欄合計的差額，金額相同，
方向相反④結算工作底稿應在結帳後編製。
76. (3) 將現金$600,000，存入華南銀行，開立支票存款戶，其分錄為 ①借：應收票據$600,000，貸：銀行
存款$600,000②借：銀行存款$600,000，貸：應收帳款$600,000③借：銀行存款$600,000，貸：現
金$600,000④借：現金$600,000，貸：銀行存款$600,000。
77. (4) 下列何者不是溫室效應所產生的現象？①北極熊棲地減少②造成全球氣候變遷，導致不正常暴雨、
乾旱現象③氣溫升高而使海平面上升 ④造成臭氧層產生破洞。
78. (3) 簽發遠期支票償還貨欠，依規定在票載發票日前，不得為付款之提示，故應以何會計項目入帳 ①應
收票據②應付帳款③應付票據④銀行存款。
79. (3) 家戶大型垃圾應由誰負責處理？①行政院②行政院環境保護署③當地政府清潔隊④內政部。
80. (4) 餘額式分類帳之餘額計算為①每季②每月③每星期④每過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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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