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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 1-40題，每題 1.25分，共計 40題，占 50分】 

【1】1.下列何者屬於間接金融？ 

企業向銀行貸款  企業透過證券公司發行股票 

企業透過票券金融公司發行商業本票 企業透過證券公司發行公司債 

【4】2.下列何者屬於直接金融？ 

保險客戶購買保險 投資客購買共同基金 公司使用信用狀交易 次級市場的股票交易 

【1】3.金融資產貝他值(beta)越高表示： 

其系統性風險越高 其系統性風險越低 其非系統性風險越高 其非系統性風險越低 

【3】4.下列財務比率何者不是評估銀行獲利性之指標？ 

資產報酬率 淨值報酬率 資本適足率 存放利差 

【2】5.下列何者是銀行資產品質良好與否的指標之一？ 

資本適足率 逾放比率 資產報酬率 流動準備率 

【2】6.下列何項金融工具不屬於衍生性金融商品？ 

股票選擇權 商業本票 利率遠期契約 股票指數期貨 

【2】7.投資者投資二種資產，為了分散風險，此二種資產的報酬率最好具有何種關係？ 

正相關 負相關 零相關 完全正相關，相關係數等於一 

【4】8.關於共同基金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公開募集投資人資金  基金委由專業投資機構代為投資管理 

投資標的可為股票、債券或外幣等金融工具 投資風險與損益，由投資人與負責管理基金之專業投資機構共同分擔 

【3】9.中央銀行宣布調降基準利率半碼，半碼代表： 

 50 個基本點  100 個基本點  0.125%  0.25% 

【2】10.當一家上市公司決定以發行公司債的方式滿足資金需求時，需要找下列哪一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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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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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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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現階段臺灣證券交易所每天股價漲跌幅限制是多少？ 

 7%  10%  15% 無漲跌幅限制 

【2】13.下列何者屬於貨幣市場的金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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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下列何者屬於資本市場之金融工具？ 

商業本票 可轉換公司債 附買回協議 國庫券 

【4】15.下列何者屬於貨幣市場之金融工具？ 

上市公司股票 公司債 未上市公司股票 銀行承兌匯票 

【1】16.下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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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金融市場依信用工具期限的長短分類，可分為： 

初級市場與次級市場 債權市場與股權市場 集中市場與店頭市場 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 

【1】18.有價證券首次發行的市場稱為： 

初級市場 流通市場 次級市場 貨幣市場 

【1】19.關於股票市場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上市比上櫃的條件來得嚴格 牛市是指股市行情看跌 

我國上櫃公司家數比上市公司家數多 臺灣存託憑證是我國企業在境外掛牌上市 

【1】20.銀行若面臨倒閉，應最優先償還： 

存戶存款 在貨幣市場操作的票據 往來銀行的借款 股東 

【1】21.債券價格與利率呈現什麼樣的關係？ 

反向關係 正向關係 無關 關係不一定 

【3】22.現行每一存款人在同一家金融機構的最高保額為存款本金： 

新臺幣 100 萬元 新臺幣 150 萬元 新臺幣 300 萬元 新臺幣 500 萬元 

【2】23.下列何項因素不直接影響公司債券價格的波動？ 

公司信用評等狀況 公司股利 市場利率 時間 

【1】24. 依規定，上市櫃公司其財務報表及重大訊息須在何處公告？ 

公開資訊觀測站 國內報紙 上市櫃公司自家網站 鉅亨網 

【1】25.期貨市場中所謂「正向市場」是指所有期貨價格與現貨價格比較時，期貨價格會： 

高於現貨價格 等於現貨價格 低於現貨價格 與現貨價格無關 

【2】26.下列何者係指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予受託人，依委託人之意旨，為受益人利益管理或處分財產之法律關係？ 

委任 信託 寄託 讓與擔保 

【4】27.信託關係消滅時，除信託行為另有訂定外，有關信託財產之歸屬，下列何者是第一順位？ 

國庫  受託人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享有全部信託利益之受益人 

【2】28.依信託法規定，信託行為有害於委託人之債權人權利者，債權人應如何主張權利？ 

向受託人主張信託契約無效 聲請法院撤銷信託行為 

聲請召開債權人會議  聲請強制執行信託財產 

【3】29.中央銀行如欲採取寬鬆貨幣政策，應採取下列何項措施？ 

提高存款準備率 提高重貼現率 買進可轉讓定存單 賣出可轉讓定存單 

【2】30.客戶的保證金淨值，如因市場行情往不利的方向發展，當淨值跌破某一水位，期貨商會向客戶發出追繳保證金

的通知，此一特定水位稱為： 

原始保證金 維持保證金 差異保證金 零和保證金 

【4】31.下列何者不是金融中介的功能？ 

降低融資成本 降低融資風險 提高資金流動性 金融商品少樣化 

【3】32.現階段金融業專屬本業之營業稅稅率為何？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3】33.票券商接受發行人之委託，依約定包銷或代銷票券之行為，稱之為： 

保證 簽證 承銷 標售 

【4】34.臺灣的興櫃市場是何種股票可以合法流通的市場？ 

上市 上櫃 上市與上櫃 未上市與未上櫃股票 

【2】35.大數法則運用在保險經營上極為重要，此原理說明「危險」與「不確定性」隨著投保單位數的增加而： 

增加 降低 不變 不一定 

【3】36.人壽保險之保險費率依各年齡之實際死亡率而遞增，係稱為： 

彈性保費 平準保費 自然保費 躉售保費 

【1】37.下列何者是傷害保險事故之傷害的構成要件？ 

須為身體上的傷害  傷害是第三人所造成 

包括任何事故所致之傷害  傷害必須達一定嚴重程度 

【4】38.強制汽車責任保險之死亡給付金額（新臺幣）為何？ 

 100 萬元  120 萬元  150 萬元  200 萬元 

【4】39.下列何種人身保險在相同投保條件下，女性比男性的保險費為高？ 

傷害保險 定期壽險 終身壽險 年金保險 

【4】40.在財產保險中，損失發生後，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盡的義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損失通知的義務 B.損

失施救的義務 C.保留現場的義務 D.損失舉證的義務 

僅 ABC 正確 僅 ABD 正確 僅 ACD 正確  ABCD 皆正確 

 



第二部分：【第 41-65題，每題 2分，共計 25題，占 50分】 

【3】41.關於資料儲存單位的大小排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GB>TB>MB>KB  TB>MB>GB>KB  TB>GB>MB>KB  GB>KB>MB>TB 

【4】42.下列哪一個數值和(344)8+(235)8的計算結果相同？ 

 (571)8  (573)8  (600)8  (601)8 

【2】43.電腦常用的時間單位有：毫秒、微秒及奈秒，請問 1 毫秒等於多少秒？ 

百分之一秒 千分之一秒 萬分之一秒 十萬分之一秒 

【4】44.下列何者非壓縮檔類型？ 

 .rar  .7z  .zip .com 

【2】45.新聞記者利用 SNG 採訪車將颱風狀況畫面即時傳回電視台，是採用下列何種媒介？ 

紅外線 微波 光纖 無線電波 

【1】46.若以解析度 600dpi 列印一張 2*3（高 2 吋，寬 3 吋）的照片，至少須要多少畫素？ 

 216 萬  60 萬  50 萬  30 萬 

【3】47.關於資訊相關設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Microsoft Excel 是屬於應用軟體 

 Windows 10 是屬於作業系統 

點陣式印表機較噴墨印表機速度快 

 DVD 燒錄機可讀取及燒錄 DVD 與 CD 光碟片 

【3】48.十六進位碼之 AB，其 2 的補數以二進位碼表示為下列哪一項？ 

 (00101001)2  (01010100)2  (01010101)2  (01101111)2 

【3】49. USB 3.0 是新一代 USB 的規格，有關 USB3.0 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USB 3.0 支援全雙工   

比 USB 2.0 多了數個觸點，並採用發送列表區段來進行數據發包 

 USB 3.0 設計的「Super Speed」傳輸速度為 15Gbit/s，理論數據傳輸速度為 1500MByte/S 

 USB 3.0 的設計兼容 USB 2.0 與 USB 1.1 版本，並採用了三級多層電源管理技術，可以為不同設備提供不同的電源

管理方案 

【2】50.有關電腦病毒，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電腦蠕蟲病毒是透過電子郵件傳播，會自我複製並大量寄發含有病毒的郵件 

不定期更換登入系統之密碼是預防電腦病毒的基本做法 

電腦病毒不但會感染程式檔，也會感染資料檔與圖片檔 

病毒碼可潛伏在 USB 隨身碟中 

【3】51.如果覺得電腦桌面的圖示及文字太小，請問應該如何調整設定，才可以使圖示及文字變大？ 

調高螢幕色彩品質  調高解析度 

調低解析度  磁碟格式化 

【1】52.若使用中的電腦有些應用程式已停止回應，下列按鍵何者可以開啟工作管理員，以讓系統能回復正當運作？ 

 Ctrl+Alt+Delete   Ctrl+Alt+Shift 

 Ctrl+Alt+Enter   Ctrl+Alt+tab 

【3】53.下列何項措施無法保護資訊系統避免各種危害？ 

加密重要資料   

輸入帳號與密碼才可使用系統，並且不定期更換登入系統之密碼 

壓縮重要資料   

禁止不相干的人進入電腦主機房 

【3】54.假設某一電腦網路的傳輸速率為 2Mbps，請問傳送 200KB 的檔案，約花費多少時間？  

 0.3 秒  0.5 秒  0.8 秒  0.9 秒 

【2】55.台灣使用悠遊卡不管是搭乘交通運輸或是小額消費購物都很便利，請問悠遊卡是使用哪一頻段？ 

低頻標籤(125 或 134.2 KHz) 高頻標籤(13.56 MHz) 

超高頻標籤(868~956 MHz) 微波標籤(2.45 GHz) 

【3】56.有關 HTML5 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HTML5 是 HTML 文件的最新版本，主要由 W3C 制定，目前規格仍在發展階段 

舊的 HTML(HTML4.01, XHTML1.0)雖然在 SGML,DOM 等標準，但因為商業競爭關係，各瀏覽器實作差異很大 

 HTML5已將所有規格整合在一起，結構及互動會由根據抽象的DOM規格來定義，這份基本規格稱之為DOM5 HTML，

使用HTML文法的稱作HTML5，使用XML文法的稱做XML5 

 HTML5 以 markup（標記）取代 script（敘述） 

【2】57.有關電子商務的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一家傢俱製造公司利用網路與其供應商之間進行電子資料交換與電子採購處理，這是屬於 B2B 的電子商務 

姍姍在某購物網站申請了帳號，並在該購物網站選購個人生活用品，是屬於 C2B 電子商務模式 

網路團購是網友們以集體訂購的方式，向廠商爭取更大的議價空間，是屬於 C2B 電子商務模式 

將個人物品透過特定網站，如 Yahoo!奇摩拍賣、eBay 等進行拍賣，以提供其他網友競標購買，此種運用網際網路

進行交易是屬於 C2C 電子商務類型 

【2】58.節點(node)主要是指具有網路位址(IP)的設備，下列哪一項不是節點？ 

網路印表機 集線器(Hub)   ADSL 數據機  Linux 伺服器 

【1】59.當我們在自己的電腦上設計了一份文宣，用了一些特殊的字型，但其他電腦沒有安裝這個字型，應使用下列哪

一個程序來執行？ 

在「Word 選項」中的「儲存」項目，在最下方勾選「在檔案內嵌字型」 

在「Word 選項」中的「字型」項目，在最下方勾選「在檔案內嵌字型」 

在「Word 選項」中的「儲存」項目，只要勾選「只嵌入文件中使用的字元」選項 

在「Word 選項」中的「字型」項目，只要勾選「只嵌入文件中使用的字元」選項 

【2】60.利用 Excel 軟體的 AVERAGE 函數計算學期平均成績，卻發現有缺考的學生成績反而比較高，請問應使用下列

哪一個函數才能正確解決這個問題？ 

 AVERAGED 

 AVERAGEA 

 AVERAGEIF 

 AVERAGEIFS 

 

 

 

 

【4】61.電信公司每個月底結算的電話費帳單，最適合採用下列哪一種資料處理型態？ 

交談式處 

分散式處理 

理即時處理 

批次處理 

【2】62.洋洋的隨身碟有 4 GB 的記憶體空間，她在隨身碟中儲存 20 個 PowerPoint 檔案、5 個影片檔、120 張照片、128

個圖檔，若簡報檔每個占 2 MB、影片每部約占 300 MB、照片每張占 2 MB、圖檔每個占 8 KB。請問她的隨身碟還剩

多少空間？ 

 1,290 MB  2,315 MB  1,292 MB  2,310 MB 

【3】63.有關電腦設備介面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USB 介面的印表機與電腦之間是採用串列方式 電腦硬碟若採用 SATA 介面，表示其傳輸方式為序列式 

 PS/2 連接埠是連接網路線  HDMI 連接埠是連接螢幕設備 

【2】64.有關網際協議通話技術 VOIP(Voice over IP)，下列何者不是目前常用的通話控制協定？ 

 H.323  MGCE  SIP  MEGACO 

【1】65.智慧型手機螢幕上方都會顯示 E、G、3G、H、H+、4G，請問 E、G、H、H+網路速度，下列何者正確？ 

 E是 2.75G、G是 2.5G、H是 3.5G、H+是 3.75G  E 是 2.24G、G 是 2.8G、H 是 3.9G、H+是 3.87G 

 E是 2.55G、G是 2.1G、H是 3.6G、H+是 3.54G  E 是 2.32G、G 是 2.9G、H 是 3.3G、H+是 3.98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