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年公務人員初等考試試題  

等  別：初等考試 
類  科：金融保險 
科  目：貨幣銀行學大意 
考試時間： 1 小時 座號：        
※注意：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本科目共5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3506 
頁次：4－1 

1 下列何者會造成準備貨幣增加？ 

中央銀行於外匯市場賣出美元 

中央銀行於外匯市場買進歐元同時發行等額的可轉讓定存單 

中央銀行調低法定準備率 

中央銀行於公開市場買進中央政府公債 

2 若我國中央銀行利用外匯市場干預使新臺幣貶值，意味： 

中央銀行外匯存底會減少 國內貨幣供給會因此減少 

外國利率會因此下降  不利於穩定國內物價 

3 下列那項貨幣政策，最可能使銀行準備金需求增加？ 

公開市場操作買進 調低重貼現率 調高存款準備率 發行可轉讓定存單 

4 下列有關我國中央銀行的描述，何者正確？ 

根據銀行法設立 

因代理國庫，故公債發行量屬於中央銀行負債 

總裁的任期不受政黨輪替影響 

雖具通貨發行權，但新臺幣仍委由臺灣銀行負責發行 

5 下列關於我國銀行控股公司的敘述，何者正確？ 

根據銀行法設立  不可持有子公司全部股份 

公司股票由少數大股東持有 子公司可跨足證券及保險業 

6 下列何者不是我國銀行法中所謂的「銀行」？ 

投資銀行 商業銀行 專業銀行 外商銀行 

7 在其他因素不變下，何種貨幣政策最可能造成本國貨幣升值？ 

大量買進本國公債 大量買進美元 調高重貼現率 限制外資流入 

8 下列有關總需求（AD）曲線之敘述，何者正確？ 

AD 線上各點代表商品市場與貨幣市場的均衡 

在其他條件不變下，中央銀行調高法定準備率，AD 線會右移 

在其他條件不變下，政府大幅加碼各項公共建設支出，AD 線會左移 

在其他條件不變下，臺灣對外淨出口大幅滑落，AD 線會右移 

9 何種金融機構不屬於我國的貨幣機構（monetary institutions）範圍？ 

中央銀行 農漁會信用部 外商銀行 郵政公司 

10 如果中央銀行透過公開市場操作，向銀行買進 1 億元債券，何種效果係為錯誤？ 

整體銀行體系的準備金與貨幣供給額都會增加 銀行的資產總額不變 

銀行的準備金增加 1 億元 銀行的負債增加 1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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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其他情況不變下，何種狀況會使準備貨幣增加？ 

貿易逆差  金融機構轉存款增加 

中央銀行發行可轉讓定存單 中央銀行增加借款給政府 

12 一般而言，貨幣政策會影響銀行的準備金水準及銀行可貸資金數量，進而影響消費與投資等經濟活動，試問

此效果稱為： 

利率效果 信用分配效果 財富效果 資產選擇效果 

13 在評估銀行財務狀況的指標中，何者將可用於衡量資產品質？ 

自有資本／風險性資產  總收入／平均資產 

資產報酬率  逾期放款／總放款 

14 中央銀行利用何種貨幣工具，來執行「最後貸放者」的角色或任務？ 

公開市場操作 重貼現率 存款準備率 選擇性信用管制 

15 目前物價水準上漲，人們對貨幣需求會產生變化，當中央銀行採取釘住利率目標時，將會採取何種政策？ 

降低利率 增加貨幣數量 減少貨幣數量 維持貨幣數量不變 

16 下列何者可以反映銀行的資金運用效率？ 

流動比率 資本適足率 逾放比率 存放比率 

17 當商品市場的總需求變動較大時，實質部門的 IS 曲線較不穩定，若中央銀行採取釘住「利率」目標，則： 

所得波動幅度較大  所得波動幅度較小 

IS 曲線右移時，LM 曲線維持不變 IS 曲線右移時，LM 曲線將會左移 

18 銀行對借款顧客要求在其所借款項中，至少有部分（即百分之若干）須存於該銀行，不得動用，該部分資金

稱為： 

放款承諾 補償性存款 信用分配 資產轉換 

19 從國際收支平衡表觀察，我國中央銀行外匯存底大幅成長的可能原因是： 

我國對外貿易逆差  本國企業對外投資增加 

外資內流大量增加  民間來自國外所得減少 

20 菲利普曲線是失業率與下列何者的關係曲線？ 

經濟成長率 通貨膨脹率 利率 匯率 

21 根據凱因斯的流動性偏好理論，在其他條件不變下： 

所得增加，名目貨幣需求會增加，名目利率會下跌 

物價水準上揚，名目貨幣需求會減少，名目利率會下跌 

金融支付系統改良，名目貨幣需求會減少，名目利率會下跌 

中央銀行調高法定準備率，名目貨幣供給會減少，名目利率會下跌 

22 所謂「價量不相容原則」是指中央銀行若以控制利率作為貨幣政策中間目標，就會失去對何者的控制？ 

匯率 貨幣供給量 通貨膨脹率 失業率 

23 下列何者最有可能導致倒 U 字型的殖利率曲線？ 

預期通貨膨脹率短期內持平但長期內下降 預期通貨膨脹率短期內稍降但長期內上升 

預期通貨膨脹率短期內稍升但長期內下降 預期通貨膨脹率短期內持平但長期內上升 

24 當民眾自郵局提款十萬元並將此筆金額拿去買彩券，此對 M1A、M1B 與 M2 會有什麼立即影響？ 

M1A 增加，M2 增加  M1B 減少，M2 不變 

M1A 減少，M1B 增加  M1A 增加，M2 不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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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貨幣供給創造過程中，何種參與者扮演主導者的角色？ 

商業銀行 中央銀行 貸款者 存款者 

26 評價銀行財務表現有所謂的 CAMELS 標準，何種指標可用於代表當中的「E」？ 

流動比率 資本適足率 每股盈餘 逾放比 

27 何種貨幣工具在數量可控制性、執行彈性與時效性上都較其他貨幣工具優越？ 

公開市場操作 重貼現率 法定準備率 選擇性信用管制 

28 下列何者是中央銀行的主要資產？ 

通貨淨額 銀行存款準備金 外匯準備 國庫存款 

29 在中央銀行的資產負債表中，何者係屬於中央銀行的負債？ 

黃金與外匯 放款及貼現 準備貨幣 政府公債 

30 在商業銀行的資產負債表中，何者不屬於資產項目？ 

存款準備金 次順位金融債券 放款 證券投資 

31 金融機構為因應提存準備金需要而形成的資金借貸市場稱為： 

商業本票市場 國庫券市場 金融業拆款市場 銀行承兌匯票市場 

32 下列有關金融體系資訊不對稱的敘述，何者正確？ 

資訊不對稱造成逆選擇問題通常發生在交易之後 

資訊不對稱造成道德危險問題通常發生在交易之前 

股市觀測站裡重要訊息公告與降低資訊不對稱無關 

信用評等或財報定期揭露可以降低資訊不對稱風險 

33 下列有關臺灣現階段的存款保險制度，何者錯誤？ 

強制參加存款保險  存款保險採取差別費率 

存款保障金額無上限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是主要存款保險負責機構 

34 當債券的到期殖利率（yield to maturity）等於票面利率（coupon rate）時： 

債券價格等於債券面值  債券價格小於債券面值 

債券價格大於債券面值  債券價格可能大於、小於或等於債券面值 

35 下列何者屬於貨幣市場交易商品？ 

國庫券 公債 公司債 股票 

36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商業銀行的企業金融放款屬於直接金融 

證券公司承銷新上市櫃股票屬於間接金融 

中央銀行是我國現階段負責金融檢查的主要機構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是我國現階段主管金融監理的機構 

37 當體系處於惡性通貨膨脹時期（hyperinflation），何種貨幣功能所受影響最大？ 

交易媒介 計價單位 價值儲藏 遞延支付 

38 根據利率平價理論（interest rate parity）， 如果本國利率相對外國利率上升，則本國貨幣： 

長期會升值 長期會貶值 短期會升值 短期會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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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根據古典學派的貨幣數量學說，貨幣供給增加 10%，則： 

物價水準上揚 10% 失業率下跌 10% 產出水準增加 10% 利率下跌 10% 

40 凱因斯學派認為貨幣政策的傳遞機制，主要是透過： 

匯率管道 資產價格管道 利率管道 財富效果管道 

41 何種金融機構主要從事股票市場的融資與融券業務？ 

證券金融公司 票券金融公司 證券投資信託公司 證券投資顧問公司 

42 若公眾將持有通貨回存至銀行體系，將造成： 

貨幣供給減少 準備貨幣減少 強力貨幣增加 銀行準備金資產增加 

43 何種曲線代表國際收支平衡？ 

IS 曲線 LM 曲線 BP 曲線 菲利普曲線 

44 假設 2 年期的債券年利率為 5%，3 年期的債券年利率為 4%，根據「純粹預期理論」，2 年後的預期 1 年期

利率約為： 

1% 2% 3% 5% 

45 為了因應新版的巴賽爾資本協定，何種策略將可提高商業銀行的資本適足性？ 

吸收大面額定期存款 發行無擔保金融債券 增加證券投資 增加保留盈餘 

46 下列何種因素變化不會影響貨幣乘數？ 

重貼現率 超額準備率 法定準備率 現金外流率 

47 當金融市場處於流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時，意味： 

物價不可能再下降 

擴張性貨幣政策將可降低利率，從而刺激景氣回升 

貨幣需求的利率彈性為零 

政府支出增加不易使利率上升 

48 根據凱因斯經濟學派對利率（i）與所得（Y）關係的分析，認為： 

為了維持貨幣市場均衡，Y 與 i 會呈正向關係 擴張性貨幣政策會使 Y 與 i 均上升 

超額的貨幣供給會使 i 與 Y 均下降 物價上升會使 i 與 Y 上升 

49 在一定期間內，我國物價指數若從 100 上升為 110，則： 

本國貨幣購買力在該期間將下降 10% 

假設同樣期間內，我國主要貿易對手國的物價不變，則依據購買力平價說，我國貨幣在該期間應該會升值 

假設同樣期間內，我國主要貿易對手國的物價不變，則依據購買力平價說，我國有效匯率指數在該期間應

該會下降 

本國貨幣購買力在該期間將上升 10% 

50 下列有關資本市場的敘述，何者錯誤？ 

債券市場是資本市場的一環 

存託憑證的主要當事人包括發行人、保管機構、存託銀行、承銷商與投資人 

證券金融公司也是證券市場的重要參與者 

接受證券發行人委託發行有價證券的證券商，稱為證券經紀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