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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把定期存款轉成活期存款，則： 
M1B 會減少，M2 不變  M1B、M2 皆不變 
M1B 會增加，M2 不變  M1B 會增加，M2 會減少 

2 下列有關貨幣市場的敘述，何者錯誤？ 
目前我國貨幣市場的信用工具之中，交易量最大者為國庫券 
乙種國庫券採貼現方式發行 
商業本票可分為交易性商業本票及融資性商業本票 
拆款市場被包含於貨幣市場之中 

3 次級市場可以使金融工具更具： 
風險性 安全性 穩定性 流動性 

4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凱因斯的貨幣需求理論又稱為流動性偏好理論 
凱因斯的流動性偏好理論裡，貨幣是存量的觀念 
依據可貸資金理論，債券相對其他資產的風險與利率呈反方向關係 
依據可貸資金理論，財富與利率呈反方向關係 

5 假如流動性效果比其他效果還要小，而且對預期通貨膨脹的調整非常慢，當貨幣供給增加，則： 
利率將下降  利率將提高 
利率一開始上升，但最終會低於原來水準 利率一開始下降再上升且最後會超過原來水準 

6 下列有關金融中介的敘述，何者錯誤？ 
金融中介的重要性大於金融市場 
銀行是最主要的金融中介機構 
金融中介機構的存在，能降低資訊不對稱所引起的逆選擇與道德風險問題 
共同基金性質上不屬於金融中介 

7 下列那一種不是提升銀行自有資本比率的方法？ 
增資 增加高風險放款 增加保留盈餘 發行次順位債券 

8 根據巴塞爾協定（Basel Ⅲ），2016 年初，銀行須提撥「保護緩衝資本」（capital conservation buffer），

在 2019 年，加計「保護緩衝資本比率」後，資本適足率的最低要求標準是： 
 12.5%  10.5%  10%  8% 

9 於存款保險制度，下列何者不是存款保險公司處理倒閉銀行的方法？ 
現金理賠法 購買承受法 概括承受法 直接經營法 

10 我國目前金融監理之主要機關為： 
經濟部  財政部 
中央銀行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代號：3507
頁次：4－2 

11 下列有關中間目標與操作目標的描述，何者錯誤？ 

中央銀行釘住貨幣數量目標，隱含放棄對利率的控制 

近年來，中央銀行以貨幣數量作為中間目標，已日漸式微 

中央銀行能同時釘住利率目標與貨幣數量目標 

近年來，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採用拆款利率等短期利率作為操作目標 

12 下列那一類型的金融中介機構，其資金來源較為穩定，故其資金用途主要為購買長期債券、股票及不動

產？ 

商業銀行 信用合作社 農漁會信用部 人壽保險公司 

13 將無流動性的資產，轉變為市場上具流動性證券的過程，被稱為： 

套利 國際化 程序交易 資產證券化 

14 下列何者不是懲罰性重貼現率的優點？ 

可以使重貼現率變動的宣示效果的不確定性消失 

減少對準備貨幣的干擾 

可以使銀行賺取利差 

中央銀行仍然可以扮演最後貸款人的角色 

15 下列那一項不是我國中央銀行發行狹義的沖銷工具？ 

甲種國庫券 乙種國庫券 央行定期存單 央行儲蓄券 

16 物價並非理想的中央銀行貨幣政策之中間目標，因為它不具備那一種中間目標選擇的標準？ 

相關性 可測性 可逆性 可控性 

17 某家大銀行遭到擠兌，其影響為整個社會的： 

通貨占活存比率會下降  通貨占活存比率會上升 

貨幣乘數會上升  貨幣供給額會上升 

18 下列有關法定存款準備率與存款貨幣創造的敘述，何者錯誤？ 

法定存款準備率提高，則存款創造乘數變小 

法定存款準備率下降，則存款創造乘數變大 

法定存款準備率由中央銀行規定，存款貨幣是由銀行創造出來的 

若法定存款準備率一律為 10%，原始存款為現金 10 萬元，則銀行可創造出來的最大存款貨幣總額為

100 萬元 

19 若市場利率相對重貼現率 ① ，將使得銀行重貼現貸款 ② 。 

①提高；②增加 ①提高；②減少 ①降低；②增加 ①降低；②維持不變 

20 如果中央銀行進行扭轉操作（operation twist），在公開市場買進長期債券，同時賣出等額的短期債券，

則準備貨幣將會： 

增加 減少 不一定 維持不變 

21 下列有關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的敘述，何者錯誤？ 

操作方式有買（賣）斷交易、附買（賣）回交易與發行央行單券等 

買斷交易與附買回交易將使準備貨幣增加 

發行央行定期存單將使準備貨幣減少 

買（賣）斷交易影響操作期間通常較短，而附買（賣）回交易的影響操作期間通常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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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下列有關凱因斯的流動性偏好理論之敘述，何者錯誤？ 

人們持有貨幣有三大動機：交易、預防與投機 

交易動機的貨幣需求與所得呈正相關 

投機動機的貨幣需求與利率呈正相關 

貨幣流通量會影響利率，而利率會影響人們的資產選擇，進而影響貨幣流通速度 

23 如果目前第一年期債券的利率為 4%，二年期債券的利率為 3%，則根據利率期限結構的預期理論，請問

預期第二年期債券的利率是多少？ 

 4%  3.5%  3%  2% 

24 當經濟體的實質部門（IS 曲線）較不穩定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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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追求充分就業目標是要讓失業率為： 

摩擦性失業率 結構性失業率 循環性失業率 自然失業率 

26 美國聯準會在貨幣政策上所調整的聯邦資金利率（Fed Funds Rate）是： 

銀行間彼此借貸的利率  銀行向中央銀行借錢的利率 

銀行將錢存放在中央銀行所獲得的利率 政府向中央銀行借錢的利率 

27 臺灣的中央銀行在貨幣政策上所調整的重貼現率是： 

銀行間彼此借貸的利率  銀行向中央銀行借錢的利率 

銀行將錢存放在中央銀行所獲得的利率 政府向中央銀行借錢的利率 

28 從 IS-AD-AS 模型來看，原油價格的上漲會造成： 

 IS 線往右移動  AD 線往右移動 短期 AS 線往左移動 短期 AS 線往右移動 

29 國人在銀行中的外匯存款，屬於臺灣貨幣供給中的： 

M1A M1B M2 不屬於貨幣供給 

30 當一張債券的市場價格比它的面額來得高的時候： 

殖利率（yield to maturity）高於票面利率（coupon rate） 

殖利率低於票面利率 

殖利率等於票面利率 

殖利率與票面利率的關係與價格無關 

31 在什麼情況下，對一張息票債券而言，目前收益率（current yield）會是到期殖利率（yield to maturity）的

良好近似值？ 

債券即將到期  債券的票面利率很高 

債券還有很久才會到期  債券的面額很低 

32 目前臺灣存款保險的限額是： 

每家銀行 500 萬元 每家銀行 300 萬元 每家銀行 150 萬元 全額保障 

33 在其他情況不變下，下列那一項會造成貨幣供給的增加？ 

銀行增加超額準備的持有 中央銀行進行公開市場賣出 

一般民眾現金持有的減少 存款準備率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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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當你從銀行提款機領出現金，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會產生那項變化？ 
貨幣基數會下降 貨幣基數會上升 貨幣基數不會改變 準備性存款上升 

35 長期總合供給線在下列那種情況下會往右方移動？ 
技術水準的下降 勞動力的下降 資本投入的下降 自然失業率的下降 

36 下列那一項不在中央銀行法中所規定的央行經營目標？ 
健全銀行業務  維護對內及對外幣值的穩定 
維持利率的穩定  促進金融穩定 

37 對總合需求（aggregate demand）能產生最大影響的利率是： 
銀行隔夜拆款利率  銀行一年期定存利率 
銀行長天期放款利率  一年期政府公債利率 

38 在其他情況不變的情形下，政府支出的增加會導致： 
總合需求增加 總合需求減少 總合供給增加 總合供給減少 

39 下列那一種金融機構不屬於臺灣中央銀行在金融統計上所定義之貨幣機構？ 
中央銀行 農漁會信用部 外國銀行在臺分行 人壽保險公司 

40 中央銀行增加其發行之定期存單，對貨幣基數產生的效果與下列那一項動作相同？ 
買入政府公債 增加對銀行之放款 賣出政府公債 買入外匯 

41 下列那一項不屬於目前臺灣中央銀行所定義之「準貨幣」？ 
定期儲蓄存款 貨幣市場共同基金 股票市場共同基金 郵政儲金 

42 在臺灣的本國銀行資產負債表中，下列那一項資產的金額最大？ 
對中央銀行債權  對民間部門放款 
對非金融機構證券投資  國外資產 

43 政府的財政支出增加，在其他條件不變下： 
利率會下降 貨幣供給會下降 利率會上升 貨幣供給會上升 

44 當銀行因缺乏流動性而必須將之補足時，下列何者做法的成本最低？ 
向中央銀行借錢 向其他銀行借錢 賣出手中的證券 減少放款 

45 下列那一項不是影響長期總合供給的主要因素？ 
勞動量的投入 資本的投入 政府的財政赤字 技術水準 

46 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進行干預，買入外匯，會造成： 
本國利率上升 本國貨幣升值 本國利率下跌 本國出口減少 

47 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賣出外匯，對國內的貨幣供給造成的影響與下列那一項動作相同？ 
中央銀行買入政府公債  中央銀行賣出政府公債 
中央銀行增加對銀行的貼現放款 中央銀行降低對銀行超額準備金的付息 

48 中央銀行所謂「最終借貸者」的功能是透過下列那一項中央銀行操作工具來進行？ 
公開市場操作 存款準備率的調整 貼現放款 對準備金付息 

49 如果名目工資的調整具僵固性，則實質工資應： 
隨景氣變好而上升 隨景氣變好而下跌 與景氣循環無關 隨物價上升而上升 

50 在其他條件不變之下，下列那一項會使本國貨幣對外幣升值？ 
國內物價上升  國內對進口品的需求上升 
國內的生產力提高  國內降低進口品的關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