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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30題（每題 2分） 

【1】1.當民眾預期通貨膨脹提高時，債券市場的供需與利率有何變化？ 

債券需求曲線左移，供給曲線右移，利率上升 

債券需求曲線右移，供給曲線左移，利率下降 

債券需求曲線左移，供給曲線左移，利率上升 

債券需求曲線右移，供給曲線右移，利率下降 

【2】2.在 AD-AS模型中，若央行實施公開市場銷售，短期對產出與物價有何影響？ 

產出上升，物價水準下降 

產出下降，物價水準下降 

產出上升，物價水準上升 

產出下降，物價水準上升 

【2】3.停滯性通貨膨脹通常是什麼因素造成的？ 

供給面有利的衝擊 

供給面不利的衝擊 

需求面有利的衝擊 

需求面不利的衝擊 

【4】4.可以出售先前發行的證券之市場稱為何種市場？ 

初級市場 

借貸市場 

第三市場 

次級市場 

【3】5.一個利率為 5%且每年付$20 的永續債券，它的價格為何？ 

 $100   $200 

 $400   $1,800 

【1】6.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如預期房屋價格會上升，則房屋需求會 A ，此外，國庫券需求會 B ，A

和 B應分別填入下列何者？ 

上升；下降  上升；上升 

下降；下降  下降；上升 

【4】7.當債券價格高於均衡價格時，會出現債券超額 A 之後利率會 B ，A和 B應分別填入下列何者？ 

需求；上升  需求；下降 

供給；下降  供給；上升 

【2】8.如果接下來五年的年利率分別為 4%、5%、7%、8%、6%，則根據期望理論預測五年期債券今日的

利率為何？ 

 8%  6%  5%  4% 

【2】9.購買國庫券的人選擇購買長期債券而非短期債券的動機為何？ 

風險貼水 

流動性貼水 

稅率貼水 

市場貼水 

【3】10.貨幣基礎包括下列何者？ 

流通在外通貨和政府公債 

流通在外通貨和財政部貨幣負債 

流通在外通貨和商銀在央行準備 

商銀在央行準備和政府公債 

【1】11.當中央銀行向 A銀行提供$100的重貼現放款時，在銀行的準備金系統中產生何種變化？ 

增加$100  增加超過$100 

減少$100  減少超過$100 

【3】12.如果中央銀行決定減少銀行準備金，將會如何操作？ 

購買政府債券 

向銀行提供貼現放款 

賣出政府債券 

印更多鈔票 

【1】13.在簡單的存款擴展模型中，如果中央銀行向以前沒有超額準備金的銀行提供 100 元的貼現放款，則

該銀行現在可以將其放款增加多少？ 

 $100 

 $10 

 $100乘以所需法定準備率之倒數 

 $100乘以所需法定準備率 

【2】14.若銀行有超額轉準備金$7,000和法定準備率 10%的活期存款負債$100,000，則銀行實際準備金為何？ 

 $10,700  $17,000  $27,000  $97,000 

【3】15.若要求的法定準備率為 1/3，當流通在外通貨為$300，支票存款為$900，在沒有超額準備金的情況下

M1 貨幣乘數為何？ 

 2.8  2.5  2  0.67 

【4】16.下列何項在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不是資產？ 

重貼現放款 

財政部票據 

清算中應收現金項目 

財政部存款 

【3】17.公開市場操作有兩種類型： A 公開市場操作是為了改變準備金的水準和貨幣基礎， B 公開市

場操作是為了抵銷其他影響貨幣基礎的因素，A和 B應分別填入下列何者？ 

防禦性；動態性 

防禦性；靜態性 

動態性；防禦性 

動態性；靜態性 

 
【請接續背面】 



【2】18.當名目利率為 4%，預期通貨膨脹率為 2%時，實際利率為何？ 

 -2%  2%  6%  -6% 

【1】19.在流動性陷阱中，貨幣需求曲線呈現： 

水平  垂直 

負斜率  正斜率 

【2】20.投資支出與利率之間的負相關使 A 曲線呈現 B 斜率，A和 B 應分別填入下列何者？ 

 IS；正   IS；負 

 LM；負   LM；正 

【1】21.其他條件不變，減稅可以 A 可支配所得， B 消費支出，並導致 IS曲線向 C 移，A、B、C

應分別填入下列何者？ 

增加；增加；右  增加；減少；右 

減少；增加；左  減少；減少；左 

【3】22.假設經濟體處於自然率下的產出，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從長期來看，增加消費者和企業的信心將會

導致實質 GDP  A 和通貨膨脹 B ，A 和 B應分別填入下列何者？ 

增加；增加  減少；減少 

不變；增加  不變；減少 

【1】23.在政策利率設為零的情況下，預期通貨膨脹率的上升將導致實際利率 A ，這將導致投資支出和總

產出 B ，A和 B 應分別填入下列何者？ 

下降；增加  下降；下降 

增加；增加  增加；下降 

【2】24.貨幣緊縮政策，提高實質利率，造成本國貨幣 A ，而淨出口 B ，A和 B應分別填入下列何者？ 

升值；增加  升值；減少 

貶值；增加  貶值；減少 

【3】25.當英鎊兌美元從$1.25變成$1.50，則英鎊 A 且美元 B ，A和 B應分別填入下列何者？ 

升值；升值  貶值；升值 

升值；貶值  貶值；貶值 

【4】26.在其他條件保持不變下，較高的關稅和進口配額限制導致一個國家的貨幣在 A 期下 B ，A和

B應分別填入下列何者？ 

短；貶值  短；升值 

長；貶值  長；升值 

【3】27.政府從發行貨幣中獲得的收入為下列何者？ 

利息 租金 鑄幣稅 國家紅利 

【2】28.美國次貸金融危機是由於逆選擇的 A 和道德風險以及房價的 B 引發，A和 B應分別填入下列

何者？ 

增加；上升  增加；下降 

減少；上升  減少；下降 

【4】29.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外國利率 A 導致對國內資產需求 B 和本國貨幣升值，A和 B應分別填入

下列何者？ 

變高；變高  變高；變低 

變低；變低  變低；變高 

【1】30.當英鎊兌美元從$1.50變成$1.3，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美國人喜歡到倫敦旅遊  美國出口增加 

美國喜歡留在大峽谷旅遊 英國進口增加 

貳、非選擇題 2大題（每題 20分） 

第一題： 

風險趨避的(risk aversion)小華評估著下列兩個投資方案（底下均不考慮手續費與稅負等交易成本）： 

方案一：以價格 100元買入面額(face value)為 100元、到期期間是 2年、票面利率(coupon rate)為 10%、每

年付息 1次的政府債券。 

方案二：買入 A公司股票，並預計持有 730天後再賣出持股。A公司於這段期間並不配息、不配股。並且，

A公司股票出現不同景氣狀況的機率和其對應的報酬率，如下表所示： 

A公司股票的報酬率狀況分布 

 景氣衰退 景氣持平 景氣回升 

報酬率 -15% 10% 80% 

機率 0.4 0.3 0.3 

依據這些資訊，請回答下列問題： 

（一）該債券的到期收益率(yield to maturity)大約為何？【7分】 

（二）持有 A公司股票的持有期間報酬率和其預期的年化報酬率為何？【8分】 

（三）理性的小華應當選擇哪一方案來做資產投資？必須述明理由。【5分】 

 

第二題： 

假設某家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如下表所示︰ 

資產   （十億元） 存續期間（年） 負債                （十億元） 存續期間（年） 

準備與現金   5 0 支票存款                 16 2.0 

證券  貨幣市場存款帳戶(MMDA)  5 0.1 

   低於1年   5 0.4 儲蓄存款                 15 1.0 

   1到2年    5 1.6 存單(CD)  

   高於2年  10 7.0     變動利率             8 0.5 

住宅貸款      低於1年              10 0.2 

   變動利率 10 0.5     1到2年                5 1.3 

   固定利率 10 6.0     高於2年               5 2.6 

商業放款  國庫券                    6 0 

   低於1年  15 0.7 借入  

   1到2年   10 1.5     低於1年              10 0.3 

   高於2年  25 4.3     1到2年                5 1.4 

固定資產     5 0     高於2年               5 3.2 

依據這些資訊，請回答下列問題： 

（一）請用存續期分析法(duration analysis)分析，當利率由 1%下跌到 0.9%時，該銀行的淨值變化情

形？【8分】 

（二）假如金融監理機關將住宅貸款的風險權數，依巴塞爾委員會的新規定，按貸款成數做區分；在

自用貸款成數六到八成的區間，其適用的風險權數從現行的 35%降低至 30%。該政策對銀行的

資本適足率(capital adequacy ratio)與放款行為產生何種影響？【5分】 

（三）銀行資本要求(bank capital requirement)和其資訊揭露的要求(disclosure requirement)等政策，對金

融市場和機構的資訊不對稱問題(asymmetric information problem)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7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