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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銀行 105年新進人員甄試試題 

甄試類別【代碼】：六職等／企金業務人員【J1015-J1019】 
科目二：綜合科目【含：(1)會計學概要、貨幣銀行學概要、票據法概要、銀行法概要； 

(2)授信及外匯專業能力】 
＊請填寫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先檢查答案卡（卷），測驗入場通知書號碼、座位標籤號碼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
監試人員處理。使用非本人答案卡（卷）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試卷為一張雙面，測驗題型分為【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45 題，每題配分 2 分，共 90 分】與【非
選擇題 1題，每題配分 10分，共 10分】，總計 100分。 

選擇題限以 2B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請選出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非選擇題限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於答案卷上採橫式作答，並請依標題指示之題號於各題指定
作答區內作答。 

請勿於答案卡（卷）上書寫姓名、入場通知書編號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功能、儲存程式功能)，但不
得發出聲響；若應考人於測驗時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放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勸阻無效，仍執
意使用者，該科扣 10分；該電子計算器並由監試人員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後歸還。 

答案卡（卷）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科以零分計算。 

壹、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45題 
【3】1.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會計政策變動應調整當期及未來期間  

會計估計變動應重編前期報表 

因受益期間改變，將原先採費用化的支出改為資本化，視為一種會計估計變動 

更正前期的錯誤必須調整當期淨利 

【1】2.寰宇公司 X2 年賖銷收入$20,000，X2 年提列呆帳費用$1,000，相關帳戶金額如下表，請問寰宇公司 X2

年自銷貨收到現金若干？  

  期初   期末  

應收帳款 $18,000 $21,000 

備抵呆帳 800 1,800 

 $17,000  $18,000  $20,000  $22,000 

【3】3.台成公司 X6 年有關現金流量之資料如下：（1）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入$100,000（2）特別股轉換成普通

股$65,000（3）開立抵押票據購買土地$80,000（4）購買設備$50,000（5）發放股票股利$22,000（6）購買庫藏

股$10,000。根據上述資料，請問台成公司 X6 年淨現金流入之總額為何？ 

 ($40,000)  ($66,000)  $40,000  $90,000 

【2】4.檸檬公司有一帳面價值為$500,000 之持有至到期日債券投資，因發行公司出現財務危機，檸檬公司經過

評估後，預期收回金額之現值為$150,000。且此次減損被認定為非暫時性的，檸檬公司應做分錄為何？ 

借：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350,000 

   貸：持有至到期日投資         350,000 

借：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350,000 

   貸：累計減損—持有至到期日投資    350,000 

借：累計減損—持有至到期日投資  350,000 

   貸：持有至到期日投資         350,000 

借：持有至到期日投資未實現跌價損失 350,000 

   貸：持有至到期日投資         350,000 

【2】5.台南輪胎公司之存貨採定期盤存制，其 X7 年 6 月份輪胎存貨之相關資訊如下表，請計算加權平均法之下

台南輪胎公司 X7 年 6 月份之銷貨成本： 

6/1 期初存貨    30 單位 @ $400   6/3 銷貨  20 單位      @ $600 

6/6 進貨        25 單位 @ $420   6/10 銷貨 15 單位      @ $620 

6/11 進貨       15 單位 @ $410   6/16 銷貨 30 單位      @ $620 

6/20 進貨       30 單位 @ $430 6/23 銷貨 25 單位      @ $700 

 $41,550  $37,395  $37,250  $32,500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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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銀行的資本適足率的最低要求標準為何？ 

 7%  8%  10%  10.5% 

【1】7.在 IS/LM 模型下假設：消費函數 C=10+0.8Y，投資函數 I=10-400i，政府支出 G=20，貨幣需求函數

Md=55+0.1Y-100i，貨幣供給Ms=60，其中 Y表所得，i表利率，試求均衡所得與利率各為多少？ 

100，5% 120，7% 100，6.5% 150，5% 

【4】8.當國際收支出現大幅逆差時，央行如何採取「沖銷式外匯干預」？ 

買進外匯，賣出債券  買進外匯，買進債券  

賣出外匯，賣出債券  賣出外匯，買進債券 

【2】9.我國中央銀行發行的 5角硬幣為有限法償幣，請問超過多少個 5角硬幣時，受償者可拒絕接受？ 

 100個  200個  300個  400個 

【2】10.在其他條件不變之下，有關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商品出口增加使經常帳餘額增加 對外直接投資增加使資本帳餘額減少 

外匯存底增加使準備與相關項目餘額減少 本國投資外國證劵資金增加使金融帳餘額減少  

【4】11.票據上金額之記載，若文字記載與號碼（數字）記載不符時，應以何為準？ 

當事人真意 最低額 號碼 文字 

【3】12.匯票執票人於到期日前，得向何人為承兌之提示，並於正面記載承兌字樣後由其簽名？ 

發票人 背書人 付款人 保證人 

【3】13.下列何者不屬於本票之絕對必要記載事項？ 

表明本票字樣 無條件擔任支付 發票地 發票年月日 

【3】14.本票之發票人所負責任，與下列何人相同？ 

匯票發票人 支票發票人 匯票承兌人 支票付款人 

【1】15.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匯款執票人應於到期日或其後三日內，為付款之提示 

付款人對背書不連續之匯票而付款者，應自負其責 

付款人對背書真偽除惡意或重大過失外，不負認定之責 

執票人得拒絕到期日前之付款 

【3】16.依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徵信準則規定，企業總授信金額（包含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歸戶餘額及

本次申貸金額）達新台幣二億元者辦理中長期授信，需另加送營運計畫、現金流量預估表、預估資產負債表及

預估損益表。其中，下列何項業務之金額不得扣除？ 

存單質借 出口押匯 進口開狀 進口押匯 

【1】17.依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徵信準則規定，中小企業總授信金額在新台幣 A 金額以下或 B 金額以下且有十

足擔保者，得簡化徵信範圍？ 

 A：600 萬元、B：1,500 萬元  A：800 萬元、B：1,200 萬元 

 A：1,000 萬元、B：1,800 萬元  A：1,500 萬元、B：2,000 萬元 

【4】18.依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徵信準則規定，下列何者非屬得酌情免索取徵信資料之對象？ 

公營事業 政府計畫性授信案件 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提供他行定存單之客戶 

【4】19.依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徵信準則規定，企業總授信金額達新台幣多少金額以上者，應徵提會計師財務

報表查核報告？ 

 1,000 萬元  2,000 萬元  2,500 萬元  3,000 萬元 

【4】20.個人總授信金額達新台幣多少金額以上者，對於其年度收入之徵信，應與相關稅務文件進行核對？ 

 500 萬元  600 萬元  1,000 萬元  2,000 萬元 

【1】21.依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授信準則規定，下列何者屬於間接授信之範疇？ 

賣方委託承兌 透支 資本性支出貸款 貼現 

【3】22.關於貸放後之覆審及追蹤考核工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直接授信應查核其資金實際用途是否與申貸用途相符 

對約定分期償還之企業授信，應隨時查核其產銷情形及獲利能力 

無追索權應收帳款承購案件得免辦理 

覆審人員不得覆審本身經辦之授信案件 



【3】23.下列何者不屬於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徵信準則規定得依海外分行當地之法令規定與實務慣例或國際聯

貸之特性，酌情索取相關資料以配合辦理徵信工作之範疇？ 

海外分行之自貸案件  海外分行之聯貸案件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之自貸案件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之聯貸案件 

【1】24.銀行辦理個人購屋貸款（含自建住宅）及各項消費性貸款，如約定收取提前清償違約金，應以個別磋商

條款方式約定並按哪二項原則計收？ 

「提供消費者選擇權」及「違約金遞減」 「違約金遞減」及「加權平均動用餘額」 

「違約金遞減」及「消費者保護」 「提供消費者選擇權」及「從優核計」 

【4】25.送保案件尚未到期，惟若有異常情形發生時，授信單位應於知悉之日起二個月內通知中小信保基金，否

則基金得不代位清償，下列何者不屬於應通報情形？ 

授信對象或其負責人受票據交換所拒絕往來處分 應繳付之利息延滯期間已超過三個月 

未能依約分期攤還已超過一個月 授信對象之關係企業停止營業 

【2】26.關於銀行法所稱銀行對同一人、同一關係人或同一關係企業之授信限額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銀行對同一自然人之授信總餘額，不得超過該銀行淨值百分之五 

銀行對同一法人之授信總餘額，不得超過該銀行淨值百分之十五 

銀行對同一公營事業之授信總餘額不受限制 

銀行對同一關係人之授信總餘額，不得超過該銀行淨值百分之三十 

【1】27.銀行辦理房屋貸款，客戶投保火險、地震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受益人應為借款人  一般而言，火險係依重置成本為保險金額 

住宅保險費率較商業費率低 保單正本由銀行留存 

【2】28.在由補償銀行代開狀銀行補償指定銀行之信用狀(RE Form L/C)作業中，不會使用下列何種國際規則（慣例）？ 

 UCP600  URC522  URR725  ISBP745 

【4】29.依據央行「銀行業辦理外匯業務作業規範」之規定，下列何者為指定銀行辦理「出口信用狀通知及保兌

業務」之憑辦文件？ 

國內顧客提供之委託單據 國外顧客提供之交易單據 

國內顧客提供之對外交易單據 國外同業委託之文件辦理 

【1】30.開狀銀行在進口開狀時，若僅為申請人（進口商）簽發信用狀，於進口到單時，進口商須做二次結匯（即

實務所稱之還款贖單），銀行對進口商不做外幣融資，請問下列何者為此種信用狀？ 

 Sight L/C  Buyer’s Usance L/C  Seller’s Usance L/C  UPAS L/C 

【2】31.辦理信用狀修改時，倘修改事項為受益人名稱或地址時，應將擬修改之受益人名稱或地址，填列於 SWIFT 

MT707 之哪一個欄位？ 

 59 欄位   79 欄位  

 72 欄位  依據 UCP600，受益人名稱及地址不得修改 

【3】32.非保兌銀行之通知銀行對其所為之信用狀通知，下列何者非屬該通知銀行應負之義務？ 

確認信用狀或修改書外觀之真實性 通知書須正確的反應所收到信用狀或修改書之條款及條件 

對其所通知之信用狀（或修改書）為兌付或讓購  

選擇不通知信用狀時，則須將此意旨盡速告知所由收受信用狀、修改書或通知書之銀行 

【1】33.依據 UCP600 之規定，下列何種單據，其上之貨物說明須與信用狀所顯示者相符？ 

商業發票 提單 保險單 產地證明書 

【3】34.下列何種國貿貨款清算方式（付款方式）之作業程序，係進口地之受委託銀行於相關貿易單據寄達時，會

先請付款人（進口商）於遠期匯票上承兌，但相關貿易單據之交付須俟進口商於該票據到期為付款後始得交付？ 

 D/A  D/P  Usance D/P  O/A 

【2】35.下列外匯匯兌業務，何者係屬銀行融資授信業務，申請人須先向銀行申請授信額度後，始得受理？ 

匯出匯款 光票買入 光票託收 申購旅行支票 

【2】36.依據 UCP600 之規定，運送單據上有下列何種註記者，將不被接受？ 

 packaging may not be sufficient for the sea journey 

 packaging is not sufficient for the sea journey 

 a clause on a transport document stating that the goods may be loaded on deck 

 shipper’s load and count 

【4】37.辦理 Forfaiting 業務時，買斷行之買斷撥款係於何時做成？ 

買斷行簽發買斷同意書時 

出口商簽署買斷行之買斷同意書及簽發信用狀讓渡書時 

轉介銀行提示單據給買斷行時 

接獲開狀銀行承兌或同意讓購並確認到期日之電文後 

【4】38.一依據 ISP98 所簽發之擔保信用狀，其有效期限為 2016 年 8 月 1 日 at our counter（開狀銀行櫃台），假

設屆期 8/1 適逢颱風來襲，停班停課，8/2 恢復營業，對於該擔保信用狀，應如何處理？ 

因颱風導致開狀銀行中斷營業導致之後果，銀行不負義務或責任，因此，該擔保信用狀已失效 

順延至次一營業日 

順延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 

順延至 2016 年 9 月 1 日 

【1】39.有關銀行辦理擔保提貨與副提單背書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貨物以海運方式運抵進口港，而單據尚在國外或郵寄途中時，得辦理擔保提貨 

副提單背書僅適用於以空運方式進口貨物 

全額結匯開狀案件亦得辦理擔保提貨與副提單背書 

對已辦理擔保提貨與副提單背書之開狀案件，申請人（進口商）與開狀銀行皆得主張拒付 

【2】40.辦理有追索權之應收帳款承購業務，其逾期放款列報之處理為何？ 

於帳款逾期三個月，向聯徵中心列報為買方之逾期放款 

於帳款逾期三個月，向聯徵中心列報為賣方之逾期放款 

俟應收帳款承購商或保險公司確定不理賠之日起三個月內，列報逾期放款 

於應收帳款轉銷時將買方資料填報聯徵中心建檔並予揭露供會員金融機構查詢 

【4】41.依銀行法規定，借款人所提質物或抵押物之放款值，由銀行覈實決定，下列何者非屬銀行評估之依據？ 

時值 折舊率 銷售性 保證人之有無 

【4】42.依銀行法規定，商業銀行辦理住宅建築及企業建築放款之總額，不得超過放款時所收存款總餘額及金融

債券發售額之和之多少比率？ 

 5%  10%  20%  30% 

【2】43.下列何者非屬銀行法所稱擔保授信之範疇？ 

經政府核淮設立之信用保證機構之保證 借款人營業交易所發生的應付票據 

動產質權  不動產抵押權 

【1】44.依銀行法規定，銀行對該行負責人為擔保授信，應有十足擔保，其條件不得優於其他同類授信對象，如

授信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金額以上者，並應經何程序始得為之？ 

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 

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股東會半數同意 

常務董事會半數同意 

【1】45.依銀行法規定，銀行對該行負責人為擔保授信，應有十足擔保，其條件不得優於其他同類授信對象，其

條件不包括下列何者？ 

資金動用方式 保證人之有無 擔保品及其估價 授信期限 

貳、非選擇題一大題 

第一題： 

收受存款屬銀行最基本之業務，但何謂收受存款，則大有界定之必要。請依銀行法說明收受存款之定

義。【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