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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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預算法第 62 條之 1，涉及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預算編列，此一條文目

的為何？適用於那些單位？在那些媒體宣導？經費執行情形之揭露機

制為何？後續執行及管理機制又為何？（13 分）

二、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於民國 111 年 5 月 30 日，三讀通過會計法第 99 條之 1

修正案，將國務機要費除罪，請說明修正後該條文內容為何？此一修正

案，朝野雙方有何不同看法？（9 分）

三、媒體報導，「110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由原預算差短 824 億元，反轉為

賸餘 2,971 億元，創下歷史新高。請依決算法規定，回答下列問題：中央

主計機關對於總決算與綜計表如何編送？審計機關審核政府總決算時，應

注意事項為何？立法院對於審計長提出之審核報告如何審議？（18 分）

四、立法院會於民國 111 年 5 月 27 日，通過同意「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及其特別預算施行期間延長一年至民國 112 年 6 月

30 日。依預算法規定，特別預算提出之情事為何？此一特別條例係引用

那一種情事？特別預算如何審議？（10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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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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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何者屬於歲入歲出之範圍？①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收入 ②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支出 

③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之移用 ④債務之償還

①②③④ 僅①② 僅②③ 僅③④

2 下列何者屬資本計畫基金？

航港建設基金 營建建設基金

離島建設基金 國軍營舍及設施改建基金

3 為有效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維護人民健康，並因應其對國內經濟社會之衝擊，

中央政府對於相關防治及紓困工作須提出何種預算？①於年度總預算外，提出特別預算 ②年度

總預算的追加預算 ③於特別預算外，提出追加預算 ④特別預算的追加預算

僅①③ 僅①④ 僅② 僅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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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會計法規定，下列那些情形係由中央主計機關另訂辦法予以處理？①所管不動產，應備地圖、圖樣
等備查簿其程式 ②採用機器處理會計資料或貯存體其錯誤更正 ③集中處理會計事務者，原始憑
證之整理及保管其處理 ④受政府補助之民間團體及公私合營之事業，其會計制度及會計報告程序
①② ②③ ③④ ①④

5 下列何者屬獨立編列司法概算之機關？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 司法官學院、法官學院
懲戒法院、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廉政署、調查局

6 中央政府某年度附屬單位預算之營業基金部分包含營業總收入 25,359 億元、營業總支出 23,373
億元，稅後淨利 1,986 億元，盈餘繳庫 2,024 億元；非營業基金部分包含業務總收入 30,836 億元、
業務總支出 30,378 億元，賸餘 458 億元，賸餘繳庫 225 億元。另中央政府收有投資民營事業之現
金股息紅利為 236 億元，下列何者為應列入該年度總預算之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2,444 億元  2,485 億元  2,249 億元  2,680 億元

7 依預算法規定，下列何者係送立法院審議之事項？
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及日本撤退臺灣接收其所遺留財產而成立之財
團法人，每年由各該主管機關編送的年度預算書
動支預備金每筆數額超過 5,000 萬元者
營業基金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應補辦預算，每筆在 3 億元以上者
重要公共工程建設及重大施政計畫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報告，連同財源籌措及
資金運用之說明

8 依預算法規定，下列應於總預算案中彙總列表說明之敘述，何者正確？
各機關單位補助地方政府之經費
當年度立法院為未來承諾之授權金額執行結果
因擔保、保證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內之支出者
政府上年度報告未及編入決算之收支

9 依預算法規定，下列何者為總預算內得互相流用科目？
各機關科目 各政事科目 各計畫或業務科目 第一預備金科目

10 下列何者之會計事務屬總會計？①中央 ②直轄市 ③縣（市）、鄉（鎮、市） ④直轄市山地原
住民區
①②③④ 僅①②③ 僅①③④ 僅①②④

11 下列何者之會計事務屬普通公務會計事務之範圍？①公務機關之現金、票據、證券之出納、保管、
移轉之會計事務 ②公務機關之不動產物品及其他財產之增減、保管、移轉之會計事務 ③公庫
關於現金、票據、證券之出納、保管、移轉之會計事務 ④公債主管機關，關於公債之發生、處
理、清償之會計事務
①② ①③ ②③ ③④

12 機關某項支出為美金 300.2 元，匯率為 29.67，折合新臺幣為 8,906.934 元，下列何者為記入主要
帳簿之記帳金額？
新臺幣 8,906.9 元 新臺幣 8,907 元 美金 300.2 元 美金 300 元

13 下列關於各項會計帳簿之敘述，何者錯誤？
分錄日記帳簿屬普通序時帳簿
歲入收支登記簿、經費收支登記簿屬特種序時帳簿
總分類帳簿，以編造會計報告總表為主要目的而設
歲入收支登記簿、經費收支登記簿以編造會計報告明細表為主要目的而設

14 下列關於各種會計報告、年度報告等各類書表之敘述，何者正確？
各單位會計機關及各附屬單位會計機關之半年度報告於期間經過後 30 日內送出
總會計年度報告於期間經過後 30 日內送出
特別預算跨越兩個年度以上者，其收支應於執行期滿後，編送各該年之年度會計報告
特別預算跨越兩個年度以上者，應由主管機關依會計法所定程序，分年編送年度決算

15 依會計法規定，下列那些情形得免製傳票？①關係財物增減事項，原始憑證經機關長官及主辦會
計人員已為負責之表示者 ②分會計機關之事務簡單，原始憑證經機關長官及主辦會計人員簽名
或蓋章者 ③整理結算及結算後轉入帳目事項無原始憑證者 ④原始憑證格式合於記帳憑證之
需要者
①② ①③ ②③ 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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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對於油價之帳務，擬運用角分處理記帳，依會計法規定，其擬定之處理辦

法，須經下列何者核定施行？

行政院 行政院主計總處 經濟部 經濟部會計處

17 110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之歲入、歲出預算數各為 2 兆 535 億元、2 兆 1,359 億元，另債務還本

850 億元、債務舉借數 1,674 億元；經執行結果，歲入、歲出決算數各為 2 兆 3,867 億元、2 兆 896

億元，另債務還本 1,200 億元、原預算所列債務舉借數全數不予舉借。下列何者為決算之收支賸餘？

 824 億元  1,771 億元  2,971 億元  3,445 億元

18 國立交通大學與國立陽明大學於 110 年 2 月 1 日正式合併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有關未合併

以前原兩校校務基金 110 年度決算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由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代為分別編造 由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一併編造

由教育局代為分別編造 由教育部一併編造

19 審計機關審核各機關或各基金決算應注意者，審計法較決算法所規範多列示之事項，為下列

何者？

營業計畫已成與未成之程度 事業效能之程度

經濟與不經濟之程度 違法失職或不當情事之有無

20 依預算法規定，審議程序準用預算法關於總預算之規定，為下列何者？①特別預算 ②動支第二

預備金 ③追加預算 ④歲出分配預算

僅①② 僅①③ 僅①②③ ①②③④

21 審計機關於審計上涉及特殊技術及監視、鑑定等事項時，下列處理方式，何者正確？

得諮詢其他機關、團體或專門技術人員，或委託辦理，其結果仍由原委託之審計機關決定之

得諮詢其他機關、團體或專門技術人員，或委託辦理，其結果仍由受委託之機關、團體或專門

技術人員決定之

得諮詢其他機關、團體或專門技術人員，或委託辦理，其結果仍由審計人員決定之

得諮詢其他機關、團體或專門技術人員，或委託辦理，其結果仍由原委託之審計機關轉呈監察

院決定之

22 我國政府審計具有監督、洞察及前瞻三大核心功能，屬前瞻功能之預警性發現事項，下列何者正確？

發現有未盡職責者 發現制度規章有缺失者

發現有可提升效能者 發現有影響營業效能之潛在風險者

23 就預算事件，下列何者得為機關或附屬單位起訴、上訴或參加其訴訟？①監察委員 ②主計長 

③審計長 ④檢察官

①②③④ 僅①②③ 僅②③ 僅①④

24 下列何者為經審計機關查核後，須詳予紀錄，以為核簽公庫支撥經費款項之書據、憑單或公庫支

票，及審核各該機關財務收支暨決算之依據？

已核定分配預算 會計月報及結算表

分期實施計畫 收支估計表

2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民國 110 年度起依農田水利法第 22 條規定設置農田水利事業作業基金，其

賸餘分配不包含下列何者？

填補歷年虧損 提列公積 分配股息紅利 撥充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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