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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科：會計 

科 目：會計審計法規大意 

 

  預算的主要階段包括籌劃、擬編、審議、執行，經費流用係屬於那一個階段之工作？ 

籌劃 擬編 審議 執行 

  第一預備金係於何種預算中設定；其數額不得超過何種標準？ 

單位預算中設定；其數額不得超過歲出總額 1% 

單位預算中設定；其數額不得超過經常支出總額 1% 

單位預算中設定；其數額視財政情況而定 

於總預算中設定；其數額視財政情況而定 

  附屬單位預算之執行，如因經營環境發生重大變遷或正常業務之確實需要，得不受預算

法第 25 條（政府不得於預算所定外動用公款）之限制，於報經下列何機關核准後先行

辦理？ 

行政院 行政院主計總處 審計部 主管機關 

  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基金應編入總預算者，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盈餘應解庫額 虧損由庫撥補額 資本由庫增撥額 盈餘之提列公積 

  依預算法規定，籌劃年度總預算案時，歲入歲出未平衡時，應由下列何機關提出解決辦

法？ 

財政部  行政院主計總處  

行政院會同財政部 行政院主計總處會同財政部 

  有關追加預算及特別預算之敘述，下列有幾項錯誤？ 各機關依法律增加業務致增加經

費時，得提出追加歲出預算 遇有不定期或數年一次之重大政事，提出追加預算 特

別預算之經費，應由中央財政主管機關籌劃財源平衡之 所辦事業因重大事故，經費超

過法定預算，得請求提出特別預算 

僅一項 僅二項 僅三項 四項 

  某機關原定歲出預算有節減之必要，經行政院核定，將其以後各期分配數之一部，列為

準備，請問某機關有實際需要時，應如何處理？ 

辦理經費流用 動支預備金 辦理追加預算 專案核准動支 

  在特種基金，下列何者應於總預算中編列全部歲入、歲出之基金之預算？ 

單位預算 特種基金預算 附屬單位預算 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 

  下列何者得於年度總預算外，提出特別預算？ 

行政院主計總處 財政部 主辦機關 行政院 

  有關立法院審議預算之重點，下列何者錯誤？ 

總預算案之審議，應注重歲出規模、預算餘絀、計畫績效、優先順序 

總預算案之審議，歲入以擬變更或擬設定之收入為主，審議時應就來源別決定之 

營業基金預算之審議，以業務計畫、營業收支、生產成本、資金運用、轉投資及重大

之建設事業為限 

特別收入基金預算之審議，以基金運用計畫為主 

  有關預算執行之彈性，下列何者錯誤？ 

各機關因應政事臨時需要必須增加計畫及經費時，得請求辦理追加歲出預算 

各機關執行歲出分配預算遇經費有不足時，應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轉請中央主計

機關備案，始得支用第一預備金 

各機關之歲出分配預算，其計畫或業務科目之各用途別科目中有一科目之經費不足，

而他科目有賸餘時，得辦理流用 

各機關執行歲出分配預算，其下月或下期之經費不得提前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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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規定之政府編列預算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方式，下列何者屬

之？ 社群媒體 廣播媒體 園遊會 電視媒體 

  僅   僅   僅  

  預算法第 27 條規定，政府非依法律，不得於其預算外增加債務，請問政府係於其預算

編列下列何種債務？ 

短期債務 長期債務 短期銀行借款 國庫券 

  立法院審議刪除或刪減之預算項目及金額，不得動支預備金，但下列何種經費，不在此

限？ 

法定經費 繼續經費 歲定經費 經行政院同意者 

  依預算法規定，有關預算審議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總預算案應於會計年度開始一個月前由立法院議決 

法定預算附加條件或期限者，從其所定。但該條件或期限為法律所不許者，不在此限 

立法院就預算案所為之附帶決議，應由各該機關單位依照法令辦理 

總預算案於立法院院會審議時，得限定議題及人數，進行正反辯論或政黨辯論 

  各機關執行歲入分配預算，對於超收之歲入款應如何處理？ 

併決算辦理  一律解庫 

扣除支出後，賸餘數繳庫 視情況繳庫 

  依預算法規定，繼續經費預算之編製，應列明下列那些項目？ 經費總額 執行期間 

全部計畫之內容 各年度之分配額 

僅     僅   僅  

  國庫之年度出納終結報告應分送那些機關查核？ 

中央主計機關及財政主管機關  

財政主管機關及審計機關 

中央主計機關、財政主管機關及審計機關  

中央主計機關及審計機關 

  非政府機關代理政府事務者，其報告與會計人員之報告發生差額時，應由何人加編差額

解釋表？ 

會計人員 出納人員 業務人員 機關自行決定 

  行政院於 108 年提出中央政府新式戰機採購特別預算，執行期間為 109 年度至 115 年

度，請問主辦機關處理該特別預算事件之會計事務，為下列何者？ 

普通公務之會計事務 特種公務之會計事務 

非常事件之會計事務 特種基金之會計事務 

  各機關各種會計憑證，其保存年限屆滿幾年後得予銷毀；且如何銷毀？ 

 2 年；經該管上級機關及該管審計機關之同意，得予銷毀 

 2 年；經該管上級機關之同意，得予銷毀 

 5 年；經該管上級機關及該管審計機關之同意，得予銷毀 

 5 年；經該管上級機關，得予銷毀 

  各機關會計憑證、會計簿籍及會計報告，應於何時由主辦會計移交所在機關管理檔案人

員保管之？ 

會計年度結束期間後 會計年度終了日後 

總決算公布或令行日後 隨時辦理 

  下列有關內部審核之敘述，何者正確？ 

計畫、預算之執行與控制之審核謂之工作審核 

著重收支之控制，謂之事前審核 

現金及其他財物處理程序之審核謂之財務審核 

各機關實施內部審核，應由機關首長指派之 

  會計制度之設計，下列相關項目之決定順序為何？ 會計憑證 會計科目 會計簿籍 

會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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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會計檔案保管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總會計之會計憑證，於保存屆滿 20 年後，經行政長官及審計機關之同意，得移交文

獻機關或其他相當機關保管之 

各機關之會計憑證，於總決算公布或令行日後，應由主辦會計人員移交所在機關管理

檔案人員保管之 

附屬單位會計之會計報告，自總決算公布或令行日起，至少保存 10 年 

分會計之日報、五日報、週報、旬報、月報之保存期限，得縮短為 3 年 

  各機關主辦會計人員執行內部審核，對於該機關主管長官命令之不合法會計文書，應如

何辦理？ 

報告上級機關 拒絕之 報告監察院 書面聲明異議 

 
  各機關實施內部審核，涉及非會計專業規定、實質或技術性事項，應由下列何者負責辦

理？ 

會計人員 專門技術人員 業務主辦單位 採購人員 

  下列有關會計簿籍之敘述，何者錯誤？ 

分會計之會計事務較繁者，得僅設序時帳簿及其必需之備查簿 

會計資料採用機器處理者，其機器貯存體中之紀錄，視為會計簿籍 

單位會計之特種序時帳簿及明細分類帳簿，為求簡便計，得酌量合併編製 

管理特種財物機關，關於所管珍貴動產，應備索引、照相、圖樣及其他便於查對之暗

記紀錄等備查簿 

  各機關對外之收款收據，非經主辦會計人員或其授權人之簽名或蓋章者，不生效力；但

有特殊情形者，得報經下列何者核准，另定處理辦法？ 

該管審計機關  該管主計機關 

該管主計機關及審計機關 所在機關長官 

  各機關或各種基金，應依會計法及會計制度之規定，編製會計報告連同下列何者，依限

送該管審計機關審核？ 

原始憑證 有關資料 施政計畫 相關資訊檔案 

  依會計法規定，高雄市及高雄市那瑪夏區之會計，分別為下列何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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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計、總會計  總會計、單位會計 

總會計、附屬單位會計 單位會計、分會計 

  下列何者非屬政府及其所屬機關應為詳確之會計事項？ 

債權、債務之發生、處理、清償 各項成本、費用及營業收支增減之原因 

現金、票據、證券之出納、保管、移轉 不動產物品及其他財產之增減、保管、移轉 

  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於 110 年 2 月 1 日合併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其未合併

以前原兩校 109 年度決算，依決算法第 9 條規定，應由何者編造？ 

分別由原國立陽明大學、原國立交通大學編造  

教育部主計處代為分別編造 

行政院主計總處代為分別編造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代為分別編造 

  有關行政院主計總處查核彙編中央政府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依決算法第 20 

條及第 21 條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就各主管決算及國庫年度出納終結報告，參照總會計紀錄，編成總決算書 

接到單位決算，應即查核彙編，如發現其中有不當或錯誤，應修正彙編之 

查核彙編單位決算之修正事項，應通知原編造機關及審計機關 

應將各附屬單位決算包括營業及非營業者，彙案編成綜計表，加具說明，隨同總決

算，一併呈行政院 

  審計長應於會計年度中將政府之半年結算報告，於政府提出多久內完成其查核，並提出

查核報告於立法院？ 

15 日  20 日  1 個月  2 個月 

  下列有關決算的敘述何者正確？ 

決算所列各項應收款、應付款於年度終了屆滿 2 年，仍未能實現者，可免予編列 

決算所用之機關單位及基金，依預算法之規定 

各機關之決算，經機關長官及主辦會計人員簽名或蓋章後，分送中央主計機關及該管

審計機關 

機關名稱更改者，其決算由更改前之機關編造 

  中央政府總決算書應由何機關編成？ 

中央主計機關 主管機關 中央審計機關 中央財政機關 

  審計機關對於下列何者之應行審計事務，得參照審計法之規定執行之？ 

特種公務機關 

公私合營之事業 

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政府資本超過百分之五十者 

公有營業機關轉投資於其他事業，其轉投資之資本額超過該事業資本百分之五十者 

  有關審計機關辦理書面審計事務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各機關已核定之分配預算，連同施政計畫及其實施計畫，應依限送審計機關 

公有營業及事業機關應編製結算表、年度決算表，送審計機關審核 

審計機關應經常或臨時派員赴各機關就地辦理審計事務 

各機關於會計年度結束後，應編製年度決算，送審計機關審核 

  有關審計機關行使委託審計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審計機關為辦理之便利，委託其他審計機關辦理審計事務，其決定應通知原委託機關 

審計機關對於審計上涉及特殊技術及監視、鑑定等事項，得委託其他機關、團體或專

門技術人員辦理，其結果仍由原委託之審計機關決定之 

審計機關委託其他審計機關辦理之審計事務，應將委託事務範圍及其他必要事項，以

書面通知之 

審計機關委託其他審計機關辦理之審計事務，遇有再審查時，應由原委託審計機關辦

理之 

  下列何者非屬審計機關應以審計會議或審核會議決議行之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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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復案件之決定  聲請覆議案件之准駁 

逾聲復期限案件之逕行決定 再審查案件之准駁 

  審計人員發現各機關人員有財務上不法或不忠於職務上之行為，審計人員或審計機關採

行之處置，下列何者錯誤？ 

審計人員應報告該管審計機關，通知各該機關長官處分之 

審計機關應即移送法院辦理，並報告於監察院 

審計人員認為有緊急處分之必要，應立即報告該管審計機關，通知該機關長官從速執

行之 

審計機關得報請監察院依法處理 

  各機關已核定之分配預算，如與法定預算或有關法令不符者，審計機關應如何處理？ 

修正之 稽察之 糾正之 依法處理 

  公有營業之盈虧撥補，未依法定程序辦理時，審計機關應如何處理？ 

糾正之 剔除之 修正之 提出改善意見 

  各機關經管現金、票據，如有遺失、毀損而致損失，且情節重大者，應檢同有關證件，

報經下列何者核轉該管審計機關審核？ 

主管機關 該管最上級機關 上級主計機關 行政院 

 
  各機關對於所經管之財物，依照規定使用年限，已達報廢程度必須報廢，應如何處理？ 

經審計機關同意後逕予銷毀 

經管之財物在一定金額以上者，應報審計機關查核 

經管之財物在一定金額以上，不能利用之廢品，應徵得上級機關同意 

由機關逕行報廢 

  公務機關編送會計報告及年度決算時，應就計畫及預算執行情形，附送何種報告送審計

機關？ 

業務報告 績效報告 工作報告 查核報告 

  對於再審查案件所為之決定，各機關仍堅持異議，得申請何種救濟行動？ 

覆議 聲復 覆核 審議 

  審計機關決定剔除、繳還或賠償之案件，應通知何者限期追繳，若延誤追繳，致公款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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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損失者，該人員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該負責機關之長官 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 

機關長官及主辦會計人員 機關長官及主管人員 

  下列有關會商審計機關之敘述，何者錯誤？ 

各機關會計制度，應會商該管審計機關後始得核定施行 

各機關內部審核規章，應會商該管審計機關後始得核定施行 

各機關訂有業務檢核或績效考核辦法者，應通知審計機關 

會計科目名稱經規定後，其變更必須經各該政府主計機關會商該管審計機關後始得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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