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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卷編號：ACC-0031 
全國視窗軟體應用技能測驗 

電腦會計測驗模擬試題 

 
【注意事項】  
一、  本測驗試題，學科為 15 道選擇題，每題 2 分，答錯倒扣 0.5 分，小計三十分。

術科試題共計三十小題（選擇、填充混和），第 1 題為 8 分，第 2 至 5 每題 3
分，第 6 至 30 每題 2 分，小計 70 分（選擇題答錯倒扣該題配分 25%）。總分

共計 100 分。測驗時間 60 分鐘。  
二、  本題庫內 0 為阿拉伯數字， O 為英文字母，作答時請先確認。  
三、  學科試題中滑鼠左右鍵位之選項，請以右手操作方式作答。  
四、  請按照術科試題作答，並依指示求取相關資料，在將求取之答案填入視窗中。  
五、  填答時僅需輸入數字或英文字母，不需輸入千分號 ","，比率值若無特別指定以百

分比 (%)計算，請以實際值取至小數點第二位 (四捨五入 )，負值請輸入負號 "－ "。  
六、  術科試題中，存貨數量之衡量採永續盤存制。  
七、  計時終了，所填入之答案將自動存檔，無法再作更改。  
八、  有問題請舉手發問，切勿私下交談。  

壹、 學科 30% (為單複選混合題，每題 2 分，答錯倒扣 0.5 分) 

1. 企業每屆年終結帳時，因帳上所記載之金額與實際情形不相符合，故必須做下列

何項處理？ 
(A) 分錄 
(B) 過帳 
(C) 試算 
(D) 調整 

2. 各種存貨成本流動假設中，下列何者在長期物價上漲時，可造成較高的報表利

益？ 
(A) 個別認定法 
(B) 先進先出法 
(C) 後進先出法 
(D) 平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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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際無法收回的應收帳款稱為下列何者？ 
(A) 呆帳 
(B) 損失 
(C) 折舊 
(D) 折耗 

4. 若將廣告費誤記為保險費，則試算表借貸雙方金額為下列何種狀況？ 
(A) 借方小於貸方 
(B) 借方大於貸方 
(C) 相等 
(D) 視情況而定 

5. 公司賒購辦公桌椅數套則應貸記下列何者會計科目？ 
(A) 其他應付款 
(B) 預付帳款 
(C) 應付票據 
(D) 其他應付票據 

6. 在財務循環中下列何種缺失對企業之影響比較不重要？ 
(A) 支票係由一人簽章 
(B) 將簽章後的支票送回財務主管 
(C) 總經理在簽支票時不核對相關文件 
(D) 由核准供應商發票人員簽發支票 

7. 期末作成『借：保險費，貸：預付保險費』為下列何種分錄？ 
(A) 平時分錄 
(B) 轉回分錄 
(C) 調整分錄 
(D) 結帳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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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台一公司於 6 月 30 日辦理月結算時，有當月份應付之薪資$9,210，將於 7 月 3
日發放。6 月時應做下列何項處理？ 
(A) 借：薪資$9,210   貸：應付薪資$9,210 
(B) 借：應付薪資$9,210 貸：薪資$9,210 
(C) 借：薪資$9,210   貸：現金$9,210 
(D) 借：薪資$9,210   貸：應付帳款$9,210 

9. 下列那一科目不屬於資產類科目？ 
(A) 未攤銷費用 
(B) 預付費用 
(C) 本期損益 
(D) 備抵呆帳 

10. 在 Windows 作業系統中，以滑鼠點取下列哪一個工具鈕，可令使用中的視窗佔

滿整個螢幕？ 
(A)  
(B)  
(C)  
(D)  

11. 企業代業主支付費用時應作下列何項分錄？ 
(A) 借記業主往來 
(B) 借記業主投資 
(C) 借記雜項費用 
(D) 貸記業主往來 

12. 下列有關試算表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 試算表可驗證分類帳借貸方之平衡 
(B) 試算表應列示分類帳所有科目及其餘額 
(C) 試算表可證實該會計期間各帳戶均無錯誤 
(D) 試算表有助於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之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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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結算工作底表的損益欄，貸方總額小於借方總額時，會產生下列何種損益？ 
(A) 買賣利益 
(B) 營業淨利 
(C) 進銷利益 
(D) 淨損 

14. 公司銷貨淨額$100,000，銷貨成本$70,000，則毛利率為下列何項比率？ 
(A) 10% 
(B) 30% 
(C) 70% 
(D) 100% 

15. 企業籌備期間支出的各種費用，應列為下列何類科目？ 
(A) 營業收入 
(B) 非營業費用 
(C) 營業費用 
(D) 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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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術科 70% (第 1 題為 8 分，第 2～5 題每題 3 分，第 6～30 題每題 2 分) 
術科部份請依照試卷指示作答、求取相關資料，並依題號將資料填入填答視窗中。 

國賓公司 92 年 12 月 1 日開始會計電腦化，至 92 年 11 月 30 日止之各項資料如下: 

一、各實帳戶： 

會計科目 借方金額 貨方金額 
現金 $55,000  
銀行存款 130,000  
應收票據 160,000  
應收帳款 330,000  
備抵呆帳－應收帳款  $20,000 
存貨 170,000  
預付保險費 40,000  
土地 230,000  
建築物 180,000  
累計折舊－建築物  50,000 
生財器具 110,000  
累計折舊－生財器具  15,000 
存出保證金  85,000 
應付票據  165,000 
應付帳款  230,000 
存入保證金  55,000 
股本  650,000 
累積盈虧  315,000 

二、各科目明細餘額（明細帳部份） 

1.銀行存款

帳      戶 
： 

金  額 
銀行存款－彰銀活存 $87,000 
銀行存款－華銀活存  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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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收票據

帳    戶 
： 

金  額 
應收票據－大中公司 $100,000 
應收票據－大華公司  60,000 

3.應收帳款

帳    戶 
： 

金  額 
應收帳款－大華公司 $130,000 
應收帳款－大君公司  170,000 

4.存貨

帳 戶 
： 

數量 單位 金 額 
商品 A 150 件 $15,000 
商品 B 250 套 50,000 
商品 C 350 個 105,000 

5.應付票據

帳    戶 
： 

金  額 
應付票據－太平洋公司 $70,000 
應付票據－大亞公司  60,000 
應付票據－崇光公司  45,000 

6.應付帳款

帳    戶 
： 

金額 
應付帳款－三商公司 $230,000 

三、期初票據資料 

票據名稱 票據號碼 金額 開票日 到期日 
應收票據－大中公司 A123456 $100,000 92.10.25 92.12.22 
應收票據－大華公司 B240686 60,000 92.11.05 93.01.05 
應付票據－太平洋公司 C356789 70,000 92.11.10 93.01.10 
應付票據－大亞公司 D241235 60,000 92.11.25 93.01.25 
應付票據－崇光公司 E157976 45,000 92.10.18 92.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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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計人員發現基本資料諸多錯誤，請予以修正： 
1.會計主檔統制科目建制 

下列二個科目有誤，請至”會計主檔”中修改。 
應收帳款 “金額欄” 請改為 $340,000 
存出保證金 “借/貸欄” 請改為 “借方餘額” 

2.會計主檔明細科目建制 

請將下列明細科目增錄至“會計主檔”中。 
應收帳款－大君公司 $40,000 
應付票據－金石公司  35,000 

下列一個明細科目為多餘,請予以刪除。 
應付票據－崇光公司 $45,000 

3.請繼續以下各項作業 

請將下列票據內容增錄之。 
票據名稱 票據號碼 金額 開票日 到期日 

應付票據－金石公司 F578888 $35,000 92.11.15 93.01.15 
下列票據為多餘，請予以刪除。 

票據名稱 票據號碼 金額 開票日 到期日 
應付票據－崇光公司 E157976 $45,000 92.10.18 92.12.18 

貳、請依據上述基本資料進行開帳作業，科目代號及科目名稱…等，請依選用的電腦會

計軟體自行對照。 
 

請回答下列問題：(填充題的部份僅需輸入數字或英文字母，不需輸入千分

號 " ,"， 若為負值請輸入負號 "－" )  

01.在執行上述幾項作業後，進行“期初平衡檢查”之資產負債表借/貸總和為多少？ 

             

02.該公司“流動資產”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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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該公司“流動負債”為多少？ 

             

04.該公司“股東權益”為多少？ 

             

05.該公司“固定資產”為多少？ 

             

請進行下述傳票作業： 

一、國賓公司 92 年 12 月份之交易如下： 
2 日 賒銷商品 B 給大中公司 100 套，售價為$40,000，當日收到大中公司簽

發一個月期支票乙紙$40,000（NO：F235768，到期日為 93.01.02）。 
5 日 大華公司交付一個月期支票乙紙$110,000（NO：B240900，到期日為

93.01.05），償還先前之帳款。  
10 日 向力霸公司賒購商品 A 100 件，每件價格 100。 
15 日 現銷商品 C 200 個給福華公司，每件售價 350。 
22 日 大中公司 A123456 票據到期$100,000，存入彰銀活存。 
31 日 以現金支付本月份之員工薪資$30,000。 

二、請將上述六筆交易輸入至“傳票作業”。 

三、請將上述六張傳票過帳。 

請回答下列問題： 

06.該公司本月底“應收票據”帳戶餘額為多少？ 

             

肆、該公司 12/5 收到大華公司票據$130,000，償還帳款，會計人員誤記為$110,000，請

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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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國賓公司主管欲瞭解該公司各項財務狀況，請您代為查出： 
比率值若無特別指定以百分比(%)計算，請以實際值取至小數點第二位(四捨五入) 

請回答下列問題： 

07.該公司本月底“現金”帳戶餘額為多少？ 

             

08.該公司本月底“應收帳款”帳戶餘額為多少？ 

             

09.該公司本月底“存貨”帳戶餘額為多少？ 

             

10.該公司本月底“應收票據”帳戶餘額為多少？ 

             

11.該公司本月份“銷貨成本”帳戶餘額為多少？ 

             

12.該公司本月底“商品 C”結存數量為多少個？ 

             

13.該公司本月底“商品 A”存貨金額為多少？ 

             

14.該公司本月份銷售總金額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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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該公司本月份主要進貨廠商為何公司？ 
(A) 大亞公司 
(B) 太平洋公司 
(C) 崇光公司 
(D) 力霸公司 

16.該公司本月份那項商品銷售金額最多？ 
(A) 商品 C 
(B) 商品 A 
(C) 商品 D 
(D) 商品 B 

17.該公司本月底活存帳戶以那家餘額較多？ 
(A) 彰銀 
(B) 一銀 
(C) 花旗 
(D) 華銀 

18.該公司本月底餘額較多之活存帳戶餘額有多少？ 

             

19.該公司 93 年 1 月份到期應償付之票據金額有多少？ 

             

20.該公司 93 年 1 月份將到期之應收票據金額多少？ 

             

21.該公司本月底流動資產金額？ 

             

22.該公司本月底流動負債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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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該公司本月底速動資產金額？  

             

24.該公司本月底業主權益總額為多少？ 

             

25.該公司本月底本期損益金額為多少？ 

             

26.該公司本月底流動比率？ 

             

27.該公司本月底速動比率？ 

             

28.該公司本月底固定資產淨額對負債總額之比率？ 

             

29.該公司本月底存貨週轉率為多少？(使用平均存貨計算) 

             

30.該公司本月底銷貨毛利為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