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頁，共 7頁

試題卷 

次 別 ： 全國各級農會第 5 次聘任職員統一考試 

科 目 ： 貨幣銀行學 

職 等 ： 九職等以下新進人員 

一、是非題10分（每題1分）共10題：  

1.若殖利率曲線為水平線，則根據「流動性貼水理論」(期限偏好理論)，表示

未來的短期利率將不變。 

2.對當地經濟發展較為了解是分支銀行制度的優點之一。  

3.自由準備是指「超額準備」扣減「向央行借入款」。 

4.若銀行的資金狀況呈現負缺口時，則銀行會面臨流動性風險與利率風險。 

5.我國銀行於央行的準備金帳戶存款不計利息。 

6.若中央銀行透過公開市場操作，向銀行買進 1 億元債券，則銀行的資產總額

不變。 

7.某人將他行的支票存入其往來銀行，並經交換入帳，則對整體銀行體系及全

體社會而言，存款貨幣不變、準備金不變且貨幣供給額不變。  

8.若禁止央行對政府融通、央行預算獨立等，則表示央行其政治的獨立性較高。 

9. GDP 並非理想的貨幣政策之中間目標，因為它不具備可控制性。 

10.當貨幣需求曲線為水平線時，表示所得對貨幣需求的重要性，相較於利率

來得大。 

 

 

二、單選題 40 分（每題 2 分）共 20 題 

 

1.12 項商品，其中一項商品是貨幣作為交易媒介，則交換比率有： 

  (A)144 種 (B)66 種 (C)12 種 (D)11 種 

 

2.下列那一項敘述是錯誤： 

(A)貨幣購買力的高低與物價水準成反比 

(B)在其他情況不變下，若物價水準上漲一倍，則貨幣的價值下跌一半 

(C)「普遍接受性」是一物能成為貨幣的必要且是最重要的條件 

(D)存款貨幣包括定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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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融市場依信用工具的期限長短來分類，可分為： 

(A)債務市場與股權市場 

(B)初級市場與次級市場 

(C)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 

(D)股票市場與債券市場 

 

4.下列何項是為「直接證券」： 

(A)企業股票 (B)基金受益憑證 (C)保單憑證 (D)銀行定期存單 

 

5.下列何項利率的敏感度最高，最能反映銀行體系資金的變化： 

(A)銀行存款利率 (B)拆款利率 (C)商業本票利率 (D)國庫券利率 

 

6.下列市場中何者的資訊不對稱問題比較低？ 

(A)中古車市場 (B)保險市場 (C)銀行借貸市場 (D)股票市場   

 

7.下列對「影子銀行」(shadow banks)的敘述何者是錯誤？ 

(A)資金的來源與運用具「以長支短」性質 

(B)具備「資金中介」功能 

(C)高財務槓桿 

(D)較少受到監理  

 

8.若投資人買進債券的價格高於面額且在賣出債券時發生資本損失，則： 

(A)到期收益率<票面利率<當期收益率 

(B)到期收益率<當期收益率<票面利率 

(C)當期收益率<票面利率<到期收益率 

(D)當期收益率<到期收益率<票面利率 

 

9.若貨幣供給增加所造成的「流動性效果」，小於貨幣供給增加所造成的「所

得效果」、「物價水準效果」及「預期通貨膨脹效果」的合計，則當貨幣供給

增加時，最後利率會： 

(A)下降 (B)上升 (C)不變 (D)以上皆非 

 

10.經濟景氣出現衰退現象，對債券價格與利率的影響為： 

(A)債券價格下跌、利率上升 

(B)債券價格下跌、利率下跌 

(C)債券價格上漲、利率上升 

(D)債券價格上漲、利率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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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當物價水準上升而名目貨幣供給不變的情況下，則貨幣市場： 

(A)發生超額供給 (B)維持均衡  (C)利率上升 (D)利率下降  

 

12.根據 Basel Ⅲ 資本協定，2016 年開始，銀行必須逐步提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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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A) 8% (B) 10% (C) 10.5% (D) 12.5% 

 

13.在其他情況不變下，下列何項事項會使準備貨幣增加？ 

 (A)貿易逆差 (B)央行增加借款給政府 (C)金融機構轉存款增加 

 (D)央行發行沖銷工具   

 

14.若中央銀行自外匯市場購買大量外匯之影響，則不包括下列何項：  

 (A)準備貨幣增加  (B)貨幣供給增加  (C)對金融機構債權增加 

 (D)本國貨幣貶值   

 

15.若中央銀行欲使長期利率下降，並使短期利率上升，則應如何進行「扭轉

操作」？ 

 (A)買進長期債券，同時賣出短期債券 

 (B)賣出長期債券，同時買進短期債券 

 (C)同時買進長期債券與短期債券 

 (D)同時賣出長期債券與短期債券 

 

16.根據凱因斯模型，下列敘述何者為正確？ 

 (A)邊際消費傾向愈大，政府支出乘數愈小 

 (B)邊際稅率愈大，政府支出乘數愈小 

 (C)乘數效果是誘發性支出變化，導致所得變動的效果 

 (D)考慮政府部門的支出乘數，大於未考慮政府部門的支出乘數 

 

17.當經濟體的金融部門(LM 曲線)較不穩定時，中央銀行應選擇釘住何種目

標？ 

(A)利率 (B)貨幣數量 (C)匯率 (D)失業率 

 

18.以 IS /LM 模型來探討政策有效性，下列何者「不會」出現貨幣政策無效的

情況： 

(A)流動性陷阱 (B)投資陷阱 (C)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無限大 

(D)貨幣需求不受利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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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在新古典學派的模型下，若央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完全被社會大眾所預料

到，則： 

(A)物價水準上漲、產出增加 

(B)物價水準上漲、產出不變   

(C)物價水準不變、產出增加 

(D)物價水準與產出均不變 

 

20.發生通貨膨脹時，會對下列何者有利： 

(A)債權人 (B)債務人 (C)固定收入者  (D)納稅義務人 

 

 

三、複選題 50 分（每題 2.5 分）共 20 題 

 

1.某人從其郵政儲金提領 10 萬元現金，存入其在銀行的活期儲蓄存款帳戶

時，對 M1A 、M1B 及 M2之立即影響為？ 

(A)M2增加而 M1A減少 

(B)M2增加而 M1B增加 

(C)M2減少而 M1A增加 

(D)M2不變而 M1B增加 

(E)M1A不變而 M1B增加 

 

2.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 

(A)通貨是個人持有財富的類型之一 

(B)貨幣是「流量」的觀念 

(C)所得是一定期間收入的「流量」 

(D)通常物價上漲率愈高，貨幣的購買力愈低 

(E)紙幣是一種信用貨幣 

 

3.下列有關貨幣市場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拆款市場被包含於貨幣市場之中 

(B)乙種國庫券以貼現方式發行 

(C)商業本票可分為交易性商業本票及融資性商業本票 

(D)目前我國票券市場的信用工具之中，交易量最大者為國庫券 

(E)就投資人而言，其與銀行從事附買回交易是一種短期資金的投資行為 

 

4.下列機構可以參加我國金融業拆款市場？ 

(A)郵政公司 (B)外商銀行 (C)商業銀行 (D)證券金融公司 
(E)票券金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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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下列有關「金融中介」的敘述何者是正確？。 

(A)金融中介的重要性大於金融市場 

(B)金融中介的存在可降低資訊不對稱，金融市場則無此功能 

(C)保險公司屬於金融中介機構 

(D)銀行是最主要的金融中介機構 

(E)基層金融機構也是金融中介機構的一種 

 

6.下列有關利率風險結構的敘述何者是正確？ 

(A)違約風險愈低的債券，其利率愈高 

(B)流動性愈低的債券，其利率愈高 

(C)租稅負擔的差異是引起利率差異的原因之一 

(D)信用評等愈高的金融工具，其利率愈高 

(E)金融工具變現時所花費的成本及費用愈高，其利率愈高 

 

7.若公司之債券評等下降時，則： 

（A）其違約風險下降 

（B）其違約風險上升 

（C）債券價格會下跌 

（D）債券價格會上升 

（E）債券價格不變 

 

8.下列何項是屬金融整合的「內部因素」？ 

(A)降低成本  (B)增加營收  (C)增加市場占有率  (D)多角化降低風險  

(E)管制合併法令的解除 

 

9.下列何者不是提升銀行自有資本比率的方法： 

(A)增資 (B)發行金融債券 (C)增加高風險放款 (D)減少高風險放款 

(E)增加保留盈餘 

 

10.下列何者是金融危機的徵兆？ 

(A)利率大幅上揚 

(B)品質好的與不好的債券之利差縮小 

(C)品質好的與不好的債券之利差擴大 

(D)股票價格大幅下跌 

(E)銀行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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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下列有關金融監理的敘述何者是正確？  

(A)金融監理的運作方式有三：主管機關的監理、市場制約及自律規範 

(B)主管機關的監理包括法規、監督、檢查及處分 

(C)金融檢查可分為實地檢查與場外監控 

(D)存款保險制度不是屬於金融監理制度的一環 

(E)金融預警的資料不能作為金融檢查的依據或參考 

 

12.在下列情況下，貨幣乘數會變大？ 

 (A)民眾持有較少現金 

 (B)貼現率提高 

 (C)銀行保有較多的超額準備 

 (D)存款準備率下降 

 (E)銀行經營態度轉趨保守 

 

13.下列何者會影響貨幣基數？ 

 (A)中央銀行向銀行買進政府公債 

 (B)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融通 

 (C)中華郵政公司將所收存款，增加轉存中央銀行 

 (D)銀行將庫存現金轉為在中央銀行之存款 

 (E)中央銀行賣出外匯資產 

 

14.下列有關貨幣政策傳遞管道的敘述何者是正確？ 

 (A)凱因斯學派重視利率管道 

 (B)小型開放經濟體的匯率效果較明顯 

 (C)在相當仰賴銀行中介的金融體系，信用分配管道很重要 

 (D)托賓 q 理論強調貨幣政策透過股價影響消費 

 (E)信用分配管道係透過銀行可貸資金數量，來影響經濟活動 

 

15.依據費利德曼的現代貨幣需求理論，下列何者與貨幣需求呈負相關？ 

 (A)恆常所得 

 (B)預期通貨膨脹率 

 (C)債券報酬率與貨幣報酬率的差距 

 (D)權益證券報酬率與貨幣報酬率的差距 

 (E)財貨報酬率與貨幣報酬率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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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在其他情況不變下，下列何項因素變動，會使本國貨幣升值？ 

 (A)本國相對物價水準上漲 

 (B)本國進口關稅提高 

 (C)對外國貨偏好提高 

 (D)本國的相對生產力提高 

 (E)本國利率上升 

 

17.下列有關國際收支的敘述，何者是正確？ 

 (A)準備資產的符號為「負」時，表示準備資產增加 

 (B)美國遭受 911 恐怖攻擊，各國匯入的援助資金不包括在國際收支統計之

中 

 (C)國際收支帳的編製原理與企業的損益表編製相似 

 (D)經常帳包括貿易帳、勞務帳、所得收支及經常移轉等四大項 

 (E)當一國發生貿易順差時，表示經常帳為順差 

 

18.下列各項敘述何者是正確？ 

 (A)採取固定匯率制度的國家，其匯率是完全固定不動的 

 (B)可調整的釘住匯率制度是屬於浮動匯率制度的一種 

 (C)目前世界上採取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數，大於採取固定匯率制度的國家

數 

 (D)浮動匯率制度下，中央銀行完全不會干預外匯市場的運作 

 (E)固定匯率制度下，若外匯需求大於供給，中央銀行必須賣出外匯 

 

19.下列有關布列頓森林制度與通貨膨脹目標機制二種國際貨幣制度之比

較，何者是正確？ 

 (A)前者屬浮動匯率制度，後者屬固定匯率制度 

 (B)前者仰賴國際合作，後者較不須仰賴國際合作 

 (C)前者 IMF 扮演重要角色，後者 IMF 的角色較不重要 

 (D)前者軸心國家(美國)扮演重要角色，後者軸心國家的角色不重要 

 (E)前者黃金扮演重要角色，後者黃金的角色可以忽略 

 

20.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外國(大國)採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將造成本國： 

 (A)利率上升  (B)利率下降   (C)所得提高   (D)所得減低 

 (E)物價水準下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