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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何者為資本市場的工具？ 

 可轉讓定期存單 可轉換公司債 國庫券 銀行承兌匯票 

2 中央銀行若進行非沖銷式外匯干預（non-sterilized foreign exchange intervention）以促進本國貨幣升值，則： 

 央行國際準備減少  該國貨幣供給增加 

央行賣本國貨幣買國外資產 央行降低本國資產利率 

3 當中央銀行採取釘住利率目標時，若景氣不佳造成貨幣需求降低，則中央銀行須採取下列何種方法？ 

 降低存款準備率  貨幣供給維持不變 

藉由公開市場操作降低貨幣供給 藉由公開市場操作增加貨幣供給 

4 中央銀行宣布調降基準利率 1 碼，1 碼代表： 

100 個基本點（basis point） 250 個基本點 

0.25%  0.1% 

5 根據銀行資產負債表的特性，缺口分析（gap analysis）和存續期間分析（duration analysis）皆是用來管理何

種風險？ 

道德風險 信用風險 作業風險 利率風險 

6 2007 年美國次級房貸危機之所以演變成後續的跨國大規模金融風暴，其主要係歸因於下列何項因素？ 

金融法規規範轉趨保守 房貸證券化 通貨膨脹率攀升 股市泡沫化  

7 2008 年的金融海嘯期間，各國中央銀行為促進市場的流動性，增加貨幣供給，下列何者不是各國中央銀行

採行的政策方式？ 

增加發行公債 從市場購回公債 調降存款準備率 調降重貼現率 

8 當一家上市公司有資金需求，決定以發行公司債的形式滿足資金需求時，需要找下列那一金融機構發行公司債？ 

證券自營商 證券承銷商 證券經紀商 證券投資信託公司 

9 當一國財政瀕臨破產，為避免財政繼續惡化，該國政府決定加稅，假設在其他情況不變下，IS 曲線將： 

斜率變陡 斜率趨緩 右移 左移 

10 在 IS-LM 模型中，若一國處於凱因斯流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則該國採取下列何種政策，會造成利率

不變且所得增加的現象？ 

緊縮性貨幣政策 擴張性貨幣政策 緊縮性財政政策 擴張性財政政策 

11 銀行事先同意於某一特定期間，提供其客戶一定金額之內的貸款稱之為： 

保證準備（fiduciary reserves） 銀行承兌匯票（bank acceptance） 

貸款承諾（loan commitments） 信用分配（credit ra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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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列何者屬於中央銀行資產負債表中的資產科目？ 

對政府放款及墊款 通貨發行額 金融機構準備性存款 央行發行定期存單 

13 下列那一項中央銀行貨幣工具的使用，不一定會使得貨幣基數增加？ 

中央銀行向某銀行買進其持有的歐元 中央銀行買進某公司持有的美元  

中央銀行降低重貼現率  中央銀行向民眾購入其持有的政府公債 

14 一國中央銀行若為了有效實施釘住美元之匯率政策，下列何種方式較無法達成這個目標？ 

縮小國內與美國之利率差距   

降低國內與美國之通貨膨脹率差距 

 增加發行國內通貨準備，融通銀行資金需求  

備有足夠的美元外匯存底 

15 自民國 100 年 1 月 1 日起，每一存款人在國內同一家有投保存款保險之金融機構的存款本金及利息，合計

受到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最高保額多少之保障？ 

新臺幣 100 萬元 新臺幣 150 萬元 新臺幣 300 萬元 無上限 

16 下列何者屬於銀行資產負債表的表外活動（off-balance-sheet activities）？ 

保留盈餘 房屋貸款 存款 信用狀 

17 根據我國現行的金融體系中，下列何者屬於存款貨幣機構？ 

農、漁會信用部 中央再保險公司 信託投資公司 人壽保險公司 

18 利率的期限結構（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是指債券下列那兩者因素間之關係？ 

利率與風險之關係  利率與到期期限之關係 

風險與到期期限之關係  利率與價格之關係 

19 在其他情況不變下，某人將其銀行小額定期儲蓄存款提前解約，改以現金方式持有，則貨幣供給中的： 

M1A 增加，M1B 增加 M1A 增加，M1B 不變 M1A 減少，M1B 減少 M1A 減少，M1B 不變 

20 某銀行之利率敏感性負債比利率敏感性資產多出 5 億元，則當市場利率水準由 3%上升至 8%時，在其他情

況不變下，將使該銀行： 

利潤增加 0.15 億元 利潤增加 1.5 億元 利潤減少 0.15 億元 利潤減少 0.25 億元 

21 假設在完美的市場前提下，未拋補利率平價（uncovered interest rate parity）成立，投資人投資相同風險的國

外資產和國內資產，何者投資報酬率較高？ 

投資國外資產報酬率較高 投資國內資產報酬率較高 

投資國內或國外資產報酬率相同 投資國內或國外資產報酬率無法比較 

22 一般商業銀行為滿足客戶不時的提領現金需求，應特別注意下列何項管理策略的應用？ 

信用風險管理 流動性管理 資產管理 資本適足率管理 

23 在未拋補利率平價（uncovered interest rate parity）成立的情況下，若： 

國內利率水準大於國外利率水準，則預期本國貨幣將貶值 

國內利率水準小於國外利率水準，則預期本國貨幣將貶值 

國內利率水準等於國外利率水準，則預期本國貨幣將貶值 

國內利率水準等於國外利率水準，則預期本國貨幣將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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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金融市場中資訊不對稱所衍生的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問題，可以透過以下什麼方法來降低？ 

銀行加強對貸款用途的監督 個人向銀行借款時提供足額擔保品  

銀行向客戶收取較高的放款利率 邀請民意代表協助向銀行遊說借款 

25 下列那一項不是凱因斯流動性偏好理論（liquidity preference theory）中的貨幣需求動機之一？ 

交易動機 投機動機 預防動機 避險動機 

26 美國在 2007 年次貸風暴後，採取一連串的「量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主要作法是透過： 

公開市場買進長期債券  調低各類存款準備率 

調低聯邦基金利率  調低重貼現率 

27 在其他條件不變的情況下，當經濟體系中預期未來通貨膨脹率會愈來愈高時，則： 

人們愈想存錢以對抗通膨 愈有誘因趕快還清銀行貸款 

愈不可能發生財富重分配 實質利率將愈來愈低 

28 下列那一項因素不會使得到期期限（term to maturity）相同的本國債券，利率有可能不同？ 

流動性風險 違約風險 央行調整重貼現率 稅負考量 

29 中央銀行如欲增加貨幣供給，可使用下列何種措施？ 

提高存款準備率 在外匯市場買入外匯 提高重貼現率 在公開市場出售票券 

30 一國中央銀行大量印製鈔票以融通該國財政赤字支出，將導致： 

長期經濟快速成長 貨幣大幅升值 大眾被課徵通貨膨脹稅 長期總供給曲線右移 

31 2009 年底以來，歐洲主權債務危機（sovereign debt crisis）中的歐豬國家－PIIGS，下列何者正確？ 

S 指的是瑞典  S 指的是瑞士 

P 指的是波蘭  兩個 I 指的分別是愛爾蘭與義大利 

32 報紙上常看到的大麥克指數，是經濟學人雜誌根據下列何種理論發展出衡量兩種貨幣在匯率理論上是否合

理的指標之一？ 

利率平價理論 購買力平價理論 匯率平價理論 賣權－買權平價理論 

33 J 曲線效果指的是一國貨幣貶值後，貿易餘額的變化會呈現： 

先減後增 先增後減 一直增加 一直減少 

34 外幣的買賣匯差（bid-ask spread）會隨著該貨幣的下列何種因素增加而降低？ 

交易量 辨識度 價值 波動程度 

35 下列何者為立即糾正措施（prompt corrective action）的正確闡釋？ 

當金融機構資本適足率低於規定時，中央銀行立即拆借資金給該金融機構，以解決其流動性問題 

當金融機構獲利率低於零時，政府立即介入紓困，保障其獲利，避免該金融機構倒閉 

當金融機構資本適足率低於規定時，存款保險公司即時介入處理問題金融機構，避免問題擴大 

當金融機構連續幾年獲利率低於規定時，存款保險公司即時紓困，降低其保費，以有效提升該金融機構的獲利率 

36 下列何者扮演銀行的最後貸款者（lend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 

中央銀行 投資銀行 財政部 存款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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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當購買一檔股票的預期報酬率為 9%，若股利殖利率為 6%，則購買此檔股票預期的資本利得率為何？ 
9% 6% 15% 3% 

38 截至 2011 年底，下列那一個國家為歐盟（European Union）會員，但並未共同發行使用歐元（Euro）？ 
挪威 瑞典 瑞士 德國 

39 依據鮑謨－托賓（Baumol-Tobin）的貨幣需求模型分析，預防性貨幣需求（precautionary demand for money）會與： 
利率水準呈現正向相關  所得水準呈現負向相關 
其他資產的預期報酬呈現負向相關 其他資產的預期報酬呈現正向相關 

40 目前臺灣證券交易所股價漲跌幅限制為何？ 
3.5% 7% 15% 無漲跌幅限制 

41 中央銀行為了抑制高房價、股市泡沫而欲緊縮銀根，可以採取下列何種措施？ 
加強不動產信用管制、提高存款準備率 加強不動產信用管制、公開市場買進政府公債 
道德勸說銀行業配合政策、嚴格審查外資匯出 道德勸說銀行業配合政策、降低政府預算赤字 

42 根據傅利曼（Friedman）之「現代貨幣數量學說（modern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預期通貨膨脹率與

實質貨幣需求呈： 
正相關 負相關 不相關 不規則相關 

43 若一債券的到期殖利率（YTM）等於當期殖利率（current yield）時，顯示此債券為下列何者？ 
零息債券（zero coupon bond） 折價債券（discount bond） 
溢價債券（premium bond） 平價債券（par bond） 

44 中央銀行為了同時維持匯率與國內貨幣供給的穩定，當外匯市場中美元交易出現超額供給時，中央銀行可以： 
在外匯市場買進美元，同時在公開市場買進政府公債 
在外匯市場買進美元，同時調低重貼現率 
在外匯市場買進美元，同時在公開市場出售中央銀行定期存單 
在外匯市場買進美元，同時調低存款準備率 

45 下列何者屬於貨幣市場金融商品？ 
上市公司股票 公司債 未上市公司股票 商業本票 

46 在其他條件不變的情況下，若中央銀行進行公開市場買進，則根據 IS-LM 與 AD-AS 分析架構之分析，將使： 
LM 曲線左移，AD 曲線左移 LM 曲線右移，AD 曲線左移 
LM 曲線左移，AD 曲線右移 LM 曲線右移，AD 曲線右移 

47 下列何者不是金融仲介存在的功能？ 
減少政府干預 降低交易成本 分散風險 降低資訊不對稱 

48 一國中央銀行為了配合總統連任選舉，於選前採行擴張性的低利率政策以刺激經濟，則： 
物價水準將趨於穩定  將導致政治性的景氣循環 
將引進外資大量匯入  匯率將大幅度升值 

49 流動性陷阱係指當： 
貨幣需求的利率彈性為無窮大時 貨幣需求曲線為正斜率時 
貨幣供給曲線為正斜率時 貨幣供給曲線為水平的部分 

50 貨幣學派主張貨幣政策形式應為： 
權衡的貨幣供給成長法則 固定的貨幣供給成長法則 
與景氣循環同方向操作的貨幣政策 與景氣循環反方向操作的貨幣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