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鬆學會計
張雪雲
士林社區大學推薦
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肆拾學分班結業/國立中興大學經濟學系/
高級職業學校綜合商業科會計組教師,29 年資深專任教師/丙級會計
學國家證照輔導教師

一、 課程設計
(一)

課程目的：

1.台灣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及逐漸老化的社會現象，有

著養不起的未來之隱憂，一再被金錢所逼，走上絕路
的社會案例鮮明屢見於社會新聞裡，危機意識的喚
醒，多元而全方位的學習之必要性顯現。（輕鬆學會
計自 90 之 1 學年度，開課至今，每學期均有 35 到
45 位的學員選修，連續開課至今，走入第四年頭，
學員出席率高達 95%以上，SARS 流行期間皆然）。
2.企業的外移及世界性的不景氣，造成中高年齡層被迫

轉業之困境，多一把謀生刷子，多個就業機會，造福
人群回饋社會，張老師以一位退休者轉換職場，貢獻一份微薄心力之心，為中高年齡層朋友再開
一扇就業之窗，設計此課程，也贏得社區居民熱烈迴響，一再介紹親朋好友參加此課程研習。
3.家庭主婦因先生之轉業失敗，必須外出工作，培育其之二度就業之技能；或是在家庭企業為縮減
人士開銷，由太太擔任會計記帳工作，培育其帳務處理能力。
4.協助各行業各企業部門主管或是新進主管或是公司縮編後，一人擔任數職，必須加強財務報表分
析能力，以採取適當的管理決策。
（每週一個晚上對忙碌的主管而言，比起集中授課的補習班，
較容易撥出上課時段）
。
5.家庭主婦及社會投資大眾想做好家庭投資理財規劃，做好家庭收支控管工作者，或是有興趣於股
市上市、上櫃公司之財報分析者，皆須具備財務分析、財務資金控管能力，因此會計進階課程加
強此單元教學。
6.因故休學之中輟生，無力再回學校接受正規教育，培養其就業考取丙級會計證照的能力，增加其
謀得工作機會的能力，包括原住民子女都有多位受益者。

(二)

課程設計理念：

1.社區大學學員學經歷背景落差很大，每位學員對課程之需求不同，所抱持的學習態度也不同，因
此，教材的設計及教學教法之施行，課程進展速度都必須隨著學員吸收情況做調整，故機動性高，

教師在教材的準備及補救教學上須費時費力的做多元準備，方能適性適學的做好師生互動，隨時
幫助學員突破其之個別學習瓶頸。
2.因為會計本身屬學術加技能演練並重的學科，帳務處理技能的培養須授課方式之活絡，教師教學
當下須隨時注意學員的反應，隨時解疑之愛心、耐心學養必須融入教學情境中，培養學員隨時覺
察問題，掌握發問時機，解決問題，或是透過分組互動找尋問題之答案。
3.分組討論、分組負責單元教材及分組分享學習心得，到學期期末的成果展示等多項活動設計，以
提昇教學品質，提高學員學習興趣，解決學習困境而設計。
4.實例解說、補充教材、補救教學之施行，皆以學員之能力本位為課程設計核心，以發揮適才適學
之功效。
5.各組工作單之責任單元分配，讓各組學員能從人際互動中，達到良性的互動觀摩學習，同時能吸
取他人經驗之功效，教師從旁輔導以培養各組學員日後獨立處理帳務之能力。

(三)

課程內容：

每週清楚條列各單元教材主題及課程進度和課程實務演練教材、習作實務實習，每單元教學目
標皆明示於學員學習工作單上，學員可從各組報告中，做總合式整合自己學習成效評估，以便和教
師先預約補救教學時間，達成預期學習目標（詳見課程之教案內容）。

二、教學方法
(一) 課程進行方式：
1. 教材講述。
2. 實例演練。
3. 實務習作實習。
4. 分組上網找尋相關稅務法規、商業會計準則、實務案例報告分享。
5. 提供補助教材，以方便學員程度差異、不同行業的需求學習滿足。
6. 成立讀書會，由學員做主軸，教師從旁協助，適時提供適當單元教材，作為讀書會互相模
擬學習研究之教材。
7. 教師每週提供兩個時段給學員預約掛號，以便協助學員做工作上或課業上的相關諮商或做
個別缺課補課之用。。

(二) 教材教案：（詳見課程之教案內容，如附件）
（三）教學技巧：
1.班級成員分組負責各責任區單元，以心得分享，彼此觀摩學習來帶動學習氣氛。
2.以分組報告來提昇學員注意教材的重點，教材本身學習要領，教材資源的搜尋，引導學員做深
層的學習。

3.工作單的設計引發學員分工合作，各施所長，教師從旁協助釐清觀念，培育其精簡吸收帳務處
理稅法稅則各項規定，以便正確處理帳務工作之能力。
4.在單元教材的銜接上，採 5 分鐘的職場靈修、心靈雞湯或身心靈小品作為分享或是由學員分享
人生體驗等，以提昇學員的職場或心靈的隨時增長訴求，填補某些層面的需求缺口。

(四)

學習要求：

1. 想二度就業或想增加第二專長或想儲備技能以應付職場縮編，增加會計相關工作機會者。
2. 肯虛心求教又肯認真學習者。
3. 看懂中文及會加減乘除之數字運算，且不排斥數字者。
4. 家庭主婦、外籍新娘聽懂國語，想做條理化家庭財務控管者。

(五)

學習評量：

1. 出席率。
2. 實務習作之各種帳簿、報表作品評比。
3. 各組工作單之書面及口頭報告呈現。

三、班級經營
(一) 班級經營之理念
1. 良好的人際互動，是教學相長之根源，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儲備彼此雙贏互利之共用資
源，改造社會唯利是圖之惡風，營造溫馨的求學氣氛。
2. 事業有專攻、求學有先後，彼此尊重，互相觀摩學習成長，建立現代公民優質的風範與氣
度。
3. 各單元教材功用不同，難易度也各異，各組學員要懂得截長補短，互相研討，相互攜手共
同成長。
4. 於授課中，適時分享終身學習理念及如何突破自我學習瓶頸，建立學員終生學習，多元化
經營自己的理念。
5. 構建現代公民應能跟上時代脈動的潮流，善於運用社區大學提供的豐富價廉的社會資源，
來多元經營自己的人生。
6. 從世界各國之企業帳務處理準則的共通性，來建立正確的規劃人生之心態，適時引導學員
建立世界觀的現代公民之宏觀心態，培養其立足台灣，關懷世界的心懷。

(二) 班級經營之做法
1. 分組實習、分組負責單元收集資訊、培養互助合作的和諧分工理念。
2. 成立會計學讀書研習會，利用週休假日集會，一起喝咖啡，一起研習丙級會計國家證照歷
屆試題，互相砥礪，互相學習。
3. 教師每週撥出補救教學時段，分別和個別學習落差之學員做補教教學。
4. 建立共存共榮之聯繫機制，教師和學生隨時緊密聯繫，利用假期到戶外踏青或做戶外活動，
增進彼此感情。
5. 建立橫的學員聯絡網及直的聯絡網，建立永續經營的同學會，以協助學員突破走出電視前
的打發時間習慣，宣導利用晚上到社區大學進修的好處，讓生命增加更多附加價值，讓生
命增加廣度和寬度。
6. 欣逢學期末又是農曆新年，則贈送象徵性祈福紅包（該紅包都請高僧大德加持過）
，於每學
期結束時，留贈一張張老師特別為學員製作心靈加油卡，可當作書籤也可當作座右銘，看

到加油卡就如同張老師在身旁般，隨時為大家加油打氣，倍增幾分師生之聯絡情誼，也奠
定社區大學內永續經營的基礎。

四、課程成果
(一) 基本資料：
1. 學員人數：考慮教學品質，每期招收學員以 35 位到 40 位為限。
2. 結構分析：
【依學歷統計分析】
：國小、國中以上程度，約佔 15%；但是學員普遍是高中及高
中之學歷，約佔 65%還有多位是工科、法學、外文、教育、軍人之碩士學位者，約佔 15%每
期都有數位企業老闆級或老闆娘之學員或是公司之高級主管，約佔 5%。
【依年齡統計分析】
：年齡不駒，70 歲以上佔 0.3%，60 歲到 70 歲約佔 1.2%，50 歲到 60
歲約佔 8.8%；40 歲到 50 歲約佔 24.3%，30 歲到 40 歲約佔 49%，20 歲到 30 歲約佔 14%，
18 歲到 20 歲約佔 2.4%。
3. 出缺席狀況：因教材本身的聯繫性，前後單元相當緊密，故學員不敢常請假，以免影響學
習成效，出席率每年每期常在 95%以上，SARS 流行期間皆然，學員仍照常舉辦假日讀書會，
或藉教室相約分組研習，故本課程教學成效屢獲讚楊。通常每學期全勤者約 42.3%，請假不
超過三堂者約 53.3%，請假超過三堂者約 4.4%。
4. 通常老闆級及主管級的學員，常會因工作需求出國或出差，故教師須主動要求事先請假及
事後預約補課，因此事非得已他們不會請假。
5. 期末教學成果展，每位學員將全學期之帳務實習作品參展，屢獲社區居民的肯定，致使本
課程能年年招生都很順利，如期開課。
（二）課程衍生成果：
1.三年來有五位家庭主婦二度就業成功，分別從事會計及出納工作。

2.有三位中輟生、一位原住民小姐因為多此項技能，而找到適性的工作。
3.有六位家庭主婦順利接下家庭企業的會計工作，同時縮減公司的人事開銷。
4.有五位公司主管能勝任查核公司財報及分析財報的職務轉換工作，同時能從財務分析中，掌
握資訊採取適當的決策。
5.有 18 位學員取得丙級會計國家證照，兩位因此保住公司主辦會計之工作，一位五十多歲國
中程度的媽媽，通過丙級會計國家證照的學科測試，順利接管公司出納工作，一位中輟生通
過術科測試，家人及親朋都相當肯定他。
6.一位高中畢業生，考不上大學求職無門，多一張證照，多一份求職信心，想多元化學習技能，
在父母資金協助下，自己創業。

（三）教學經驗分析：

1.教師本身融合三十多年的教學經驗，由簡而繁，補救教學及補充教材的因人設計，能幫助學

員突破學習瓶頸。
2.採行能力本位教學，最適合社區大學之不同學經歷背景的學員。
3.學員的程度落差較大，學習成效落差也大，教師需以勤能補拙的耐心、愛心來引導落後狀況
的學生，因此教師私下主動和學員溝通即進行補救教學的技巧，要誠懇又成熟，方不至於傷
到學員的自尊心，而願意更上一層樓的接受協助，學習的瓶頸也較容易突破。

（四）學習成效分析：
1.學員學經歷背景不同，分組相互觀摩學習，教師刻意營造讀書研習會，對學員的學習成效頗

具帶動之效果。
2.會計丙級證照的考照成效，對學員具有正面加分的砥礪效果，群策群力，眾志成城，在國家
推動證照制度下，引發學員選修本課程之動機，高達百分之八十多的檢定證照及格率，給予
後進學員信心的肯定。

（五）教學及班級經營成效分析：
1.通常成人的學習成長曲線是較為緩慢的，當然也有特殊例外，我們必須採行能力本位式教
學，因材施教 ，以收社區大學創校之成效。
2.一般學員選修課程的目標都很明確，對教師的教學成效也具某種程度的評選水準，教師於授
課中須隨時調整。
3.通常成人的學習意願是自發性，因此其之持續力及意志力都較強，比較容易協助他克服學習
的瓶頸。
4.教師個人的專業學養與班級經營理念，一旦獲得學員的肯定，能夠吸引學生的注意與興趣，
成人的相對支持度也是異常高昂的，他們會主動轉介其他學員來參與新學期的開課選修，一
旦該教師再開其他課程時，他們成為忠實的基本學員。
5.從社區等各方面的評價，許多事實顯示，社區大學從招生、服務到教學，給學員認真辦學的
第一印象起，影響極為深遠。
6.社區大學是現代公民充電的最優質且多元、選擇性最高的學習場所，懂得利用社區大學資源
之社區居民，會創造雙贏的人生，我們從許多學員身上實例得到此見證。

五、總結
1. 創意教學乃是以新的思維來突破傳統模式的授課方式，給予多元化社區大學注入新的班及
經營方式，但是基於每個課程有其本身的基本特質存在，要創意對會計學既定的傳統教材
已被框框固定住，要突破這些先入為主的框框，須靈活的教學技巧及良好的師生互動為基

礎，方不至於阻力重重，因此張老師融入實務實例教材的重新編製，來解決學員學經歷落
差高的教學困境，因此教材的跳脫教科書創新是.創意教學之關鍵，把難的教材簡單化，把
複雜的會計理論簡單化、觀念化，把實帳處理標準規格化，是顯現教學成效之成功所在。
2. 採取能力本位式教學及引導式教學，讓學員能有自由發揮自我能力挑戰的空間，只是學員
本身學習的意願及態度，往往是教學成效決定之所在，並非每位學員的求知慾皆相同，因
此學習成效落差也相當大，老師須很敏銳的洞澈分析，適時提供補救教學，否則未達預期
學習成效的學員會提前下車，聽不懂或未能全程參與之下，缺席率會提高，每位講師須提
高警覺，隨時檢測學員的腳步是否跟上，隨時自我調整，不能迷失在創意中，而大損學員
學習的動力！
3. 接近社區民眾，就能貼近他們的心，了解他們的學習需求缺口，一本社區大學的基本任務：
「為社區民眾重新建構知識」
，當然以學員的具有的知識經驗做出發點，來規劃每學期的教
學活動，是比較貼近學員基本面的教學，適度調整教材及教學授課方式，也是一種社區教
學的創新，並非一定要大舉的革新及刻意的標榜創新，平常心、耐心、愛心的教學理念，
仍是舊有的應有教學素養，創意並非推翻舊有的一切，並非完全迎合『創意』
，而削減優質
的過往成功教學，於此提供與會講師先進應深思熟慮之處，以審慎的態度對應，樂見其成
的觀摩學習心態來吸收各位先進之成功經驗，對自我教學的成長，應有所助益。
4. 本文的撰述，皆以樂觀審慎的態度來報導，敬請各位先進不吝賜教，共同來耕耘屬於社會
教學資源的大區塊，讓大家心手相連打造一個新的社會學習典範，營造一個新的人際良好
互動園地。

【附件】
教案

輕鬆學會計 1（上冊）（全學期）

設計者：張雪雲

單元名稱 會計科目介紹、會計六個程序、會計平時帳務及期末帳務的處理要領闡述和實例習作演練
教材來源 龍騰圖書公司 92 年版會計學 1 上冊
班
級 輕鬆學會計
教學資源 黑板、投影機、投影片、資料、單鎗投射機、電腦
教室情況 五〜六人一組，共分為六組，依照分組位置坐
實施地點 普通教室(配有一部筆記型電腦)
實施日期 92 年 3 月 2 日起一整學期
教學時間 17 週（第 9 週為公民）
學生分析 年滿 18 歲之社會人士
學生人數 35 人

教學研究

教材分析：

A. 應認知會計學的基本概念：
1.了解會計學的應用、借貸法則、會計科目的分類及運用。
2.認識會計循環之意義、會計處理程序、帳務處理應注意的規則。
3.了解會計帳處理之帳簿種類及報表可分為：
（1） 日記帳簿
（2） 分類帳簿
（3） 試算表、工作底稿、資產負債表、損益表、業主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
4. 帳務處理技巧、記帳通則解說、實例解說、實作演練、帳務處理容易出錯應注意之所在。
5. 分類帳簿種類介紹及過帳實務實例解說、實作演練。
6. 了解試算表之功用及種類、如何運用試算表來找出帳務處理錯誤之處，同時做好修正帳務之
必要工作。
7. 明瞭調整事項在公司財務報表的影響性、重要性。
8. 介紹調整帳務處理所依據的會計基礎之種類，了解稅務會計處理上之各項規定及如何運用實
例解說。
9. 工作底稿種類介紹、功用及如何運用工作底稿來編製資產負債表、損益表以精簡編製財務報
表之時間及提高財務報表之準確性。
10.工作底稿實例解說、習作演練。
11.結帳的意義、結帳實例解說、實務實習。
12.財務報表之意義、種類、功用、編製原則及編製技巧解說。
13.損益表之意義、功用、編製所依據之公式、編製之格式、編製要領、稅法之相關規定、所得
稅之計算、稅後淨損益之表達規定。
14.損益表編製實例解說、習作演練。
15.資產負債表之意義、功用、編製之格式、編製要領、稅法之相關規定。
16. 資產負債表之編製實例解說、習作演練。
B. 應發展的實務演練帳務處理技能、及正確帳務處理觀念的建立：
1.具觀摩學習的能力：仔細觀察各實務帳務處理技巧及模擬習作之學習實習學神經系統的分布
位置。
2.具推理的能力：推斷何種刺激會引起何種反應以及推斷神經受傷後的異常結果。
3.具統整的能力：能統整『刺激和反應』與『神經系統』的關聯性。
C. 應發展的科學態度：
1.培養好奇的態度：對於複雜的神經系統感到好奇。
2.養成虛心的態度：虛心學習教材內容。
3.培養進取的態度：勇於表現自己的意見。
4.養成客觀的態度：客觀的接受別人的意見。
5.培養合作的態度：閱讀資料，分工合作，並且積極參與討論。
學員起點行為
1.在職場工作上需求或是準備轉換跑道，想多一把謀生刷子或是想了解收支開銷之帳務處理，以便能運
用於家庭投資理財之財務管理者，具有理財及財務控管觀念者。
2.只要認識國字對阿拉伯數字變動不排斥者，有想擴充知識技能學習領域之學員，頗具學習動機者。
3.在投資理財上想增加財務報表的分析能力、而本身具有加減乘除數字運算能力者。

單 元 目 標

具 體 目 標

1.能舉出借貸法則之變化及交易事項發生後借
貸法則的判斷與會計科目之正確運用。
2.能說明借貸法則及會計科目使用之通則。
1.明瞭會計學在公司型號營運上的重要性。
3.能說明會計循環之意義、會計處理程序、帳務
2.認識會計五要素在會記帳務處理上的重要性
處理應注意的規則、並能以簡易分錄方式正確
及正確使用會計科目於交易事項記載的重要
紀錄交易事相。
性。
4.能分辨平時會計程序及期末會計程序之帳務
3.認識會計循環之意義、會計處理程序、帳務
處理時間性之不同及所作帳務處理之預期達
處理應注意的規則及動手處理交易事項。
成功能性目標的區隔。
4.明瞭不同的會計程序之不同的時段工作作業
5.能覺察各種帳簿之階段性任務，能適當正確使
重點。
用帳簿和帳務處理。
5.能區隔日記簿、分類帳簿的功能性設計及正
6.試算表之功用及種類、如何運用試算表來找出
確使用時點。
帳務處理錯誤、並正確做好帳務更正處理。
6.懂得運用餘額式及總額式試算表做除錯動
7.熟悉調整帳務的會計記帳基礎區分、及稅法規
作。
定的記帳基礎處理要點。
7.能區隔調整帳務的會計記帳基礎及正確使用
8.簡易製作月報、季報、半年報之工作底稿，便
三種記帳基礎。
利財務報表的製作及確保財務報表的正確性。
8.認知工作底稿在期末結帳時，所扮演的橋樑
9.製作簡易損益表之月報、季報、半年報之工作
性角色，並能妥善利用工作底稿，發揮其之
底稿，便利財務報表的製作及確保財務報表的
功能。
正確性。
9 認知損益表在期末結帳時的重要性，其之準確
10.製作簡易製作資產負債表之月報、季報、半
性對公司及公司債權人、投資股東的關切性
年報之工作底稿，便利財務報表的製作及確保
與代表公司營運成敗之關鍵性。
財務報表的正確性。
10. 認知資產負債表在期末結帳時的重要性，
其之準確性對公司及公司債權人、投資股東
的關切性與代表公司營運成敗之關鍵性。
A.認知方面：

教
學
目
標

B.技能方面：
1.能利用演練習作達到自我獨立處理帳務之目
1. 有演練帳務處理技巧、推理、思考及觀察的
標。
能力。
2. 有分析、模擬技巧。
2.能正確推斷出記帳會計科目、會計處理基礎
3. 能熟悉各相關稅務法規之規定條文。
運用、會計報表之編製。

C.情意方面：

1.能表現出高昂的學習興趣。
2.能表現出對自身學習之瓶頸及對自身學習成
1.注意聽講且樂於接受教材內容。
效之關切。
2.引發學員對帳務處理產生興趣。
3.發現疑問，提出問題解決之方法。
3.發現問題，共同討論。
4.自動演練及閱讀資料，進行小組討論。
4.由各單元教材之學習中，體悟帳務處理對公
司營運的重要環節性功能，能配合公司之運 5.願意與他人合作，維持良好人際關係。
作提供準確之財務資訊，以便公司管理當局
及相關人士做出合理投資及管理決策。

教
教學模式

教師活動

學

活

動

活動流程

流

程

學生活動

教具

時間

輔導與評量

1.收集學生個人學習背景資料，再尋
找適性教學資源、資料。2.準備適性

1.預習課程各單元教材。2.演練教師所

教材、補充教材及補救教學之教材。

製作演練習作及個單元補充教材之相關

3.製作帳簿、表格教具。4.佈置單元

資料。3.預習及復習各單元教材。4.學

教學教室。5.掌握教室師生互動氣

員能力本位習作觀摩、討論、心得分享。.

氛、隨時修正教學速度、教學教材難
課前準備 易度。6.製作演練實例習作表格及備
分資料。

1.學員自我挑戰的習作演練。

48hrs

1.各組組員互動研討學習。
1.教學評量每一單元習作評、做錯誤
個別訂正及實行約談式個別補救教

1.教師與學習落差較大的學員間之一對

學。

一補救教學。

開學開始上 1.規範上課規則 、上課應準備的文 教師講解
課

具。2.組員分配任務

1.準備上課，並了解教室裡的上課規範， 上課規則表 10'
確定本堂課自己應扮演的角色及應採
取的學習方式和態度。

復習上次上 1.喚起學生們在上節課堂所學過單 師生互動
課內容/引

元觀念及習作演練要領的記憶。

室規範及對單元教
材概括式的記憶。

工作單

1.努力回憶、提醒式教學來幫助學生喚醒 TP 片/電腦 10'
記憶、複習單元教材，以便銜接夏一單

起動機

再次喚起學生對教

減少學生對教材的
學習障礙。

元的學習

進入各單元 1.說明各單元補充教材及習作演練 教師說明

1.用心聆聽， 專心思考，並了解每人在 TP 片補充教 50'

引導學生利用習作

主題解說及 的題目之設計用意及教師所要達成

每個單元教學時，可能會遇到的學習瓶 材/補教教材

作自我測試找尋答

帳務學習技 的預期目標：

頸，個人如何和教師間所負責的任務。

案、檢視自己帳務處

巧之傳授

(1)借貸法則釐清

理觀念之正確與否

(2)科目正確使用於適當的交易。

及討論

(3)帳務處理要領解說及演練。
(4) 日記帳簿正確記帳演練
(5)分類帳 過帳要領解說及習作演
練。
(6)試算表製作解說及習作演練、編
制要領、發現錯誤的處理要領。

展開演練及 1.輔導學生討論情形並評量。2.注意 進行討論
相互討論

台下各組同學的秩序與專心度。

1.專心演練並和學員討論自己的問題癥

資料/課本/ 15'

結所在，並可徵求教師從旁支援，每人 電腦/軟體
做好各習作的演練並加強熟記帳務處

對於有疑惑的同學
或小組給予輔導。

/TP 片

理的規則。

分組演練及 1.聆聽上台同學的報告內容並做自 師生共同參 1.用心學習、分組學習各單元能力本位教 TP 片
學習心得分

我評量及教師習作評量後訂正。 與

享報告

結/教師指名

表的方式來做復習
的工作。

問題

TP 片/課本/ 5'

對於各組的報告內

電腦

容給予適當的串連

同學回答

結束活動

1.預告下次上課內容。2.下課

師生互動

利用各小組討論發

師負責從旁協助，達到預期學習目標。

總結及複習 1.對各小組的報告做一總結利用發 教師歸納總 1.專心聽講/用心思考/專心聆聽並回答
問配合電腦複習神經系統

12'

材，學員互相觀摩研究，各組組長及教

1.對於圖片的內容及電腦軟體產生興趣
並期待下次上課的來臨。2.小組長將小
組討論記錄表及報告記錄表收回。3.場
地員領導同學將桌椅歸回原位.

TP 片/電腦 3'

輕鬆學會計 1（上冊）各單元教材
小組工作單
²第一組：日記帳簿單元教學學程紀要及學習瓶頸、學習心得、日記帳簿演練成效分享。
²第二組：分類帳簿單元教學學程紀要及學習瓶頸、學習心得、分類帳簿演練成效分享。
²第三組：試算表及調整事項單元教學學程紀要及學習瓶頸、學習心得、試算表及調整事項學習實例成
效分享。
²第四組：工作底稿單元教學學程紀要及學習瓶頸、學習心得、工作底稿習作學習成效分享。
²第五組：損益表單元教學學程紀要及學習瓶頸、學習心得、損益表學習成效分享。
²第六組：資產負債表單元教學學程紀要及學習瓶頸、學習心得、資產負債表學習成效分享。
各組請記錄：
（以 A4 紙張紀錄裝訂成冊）
１、由教材及教師補充教材學習到的觀念及釐清帳務處理之觀念、商業會計法之各項規定、日記帳記帳
要領，實例演練注意要點，新手上路帳簿錯誤之處理規則、實作日記帳展示。
２、由電腦軟體得到的：稅務法規、商業會計法、營利事業所得稅法、加值型營業稅法等各項帳務處理
之規定。
３、由 WWW 查到的相關知識：稅務法規、商業會計法、營利事業所得稅法、加值型營業稅法等各項帳務
處理之規定。
²使用的搜尋引擎之紀錄：
²查詢關鍵字之紀錄：
²網址之紀錄：
²內容摘要之紀錄：
B. 上課組員任務
•組

長：分配組員工作、主持討論、資料的發放及收回並協助組員完成任務。

•發表員：該組上台報告討論之結果的主持人。
•記錄員：記錄該組觀察及討論的結果。
•糾察員：負責該組討論及上課時常規秩序的維持，並掌握老師規定之時間，使該組在規定時間內完成
討論。
•場地員：負責領導上課前及上課後，該組課桌椅的編排與復原。
•TP 片製作員：負責該組上台報告時所使用之投影片的製作或教師課前製作。

C. 舊有知識:
•加減乘除數字運算。
•電腦網路搜尋技能、網路資訊之篩選。

D. 可應用資源:
1•龍騰文化事業公司會計學 1 教科書及實務習作。
2•認課教師醫學員程度所編製的補充教材及補救教學教材。
3•電腦輔助教學軟體(CAI)
4•網際網路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