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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信託業法【第 1-15題，每題 2分，共計 15題，占 30分】 
【3】1.信託業法中所稱主管機關為何？ 

法務部 財政部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法院 

【3】2.依信託業法規定，信託業至少持股比率超過多少以上之企業，稱為信託業之利害關係人？ 

百分之一 百分之三 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1】3.信託業法中，對共同信託基金之募集及其受益證券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限對特定人募集  應先擬具計畫，報經主管機關核准 

應為記名式  得由受益人背書轉讓 

【3】4.依信託業法規定，信託業得經營之業務項目，下列何者錯誤？ 

動產之信託  著作權之信託  

不動產交易履約保證  擔任遺囑執行人 

【2】5.依信託業法規定，信託業其業務之經營涉及信託業得全權決定運用標的，且將信託財產運用於證券交易法第六

條規定之有價證券時，其符合一定條件者，並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兼營何種業務？ 

證券投資信託業務  證券投資顧問業務  

投資公司業務  投資銀行業務 

【4】6.依信託業法規定，信託業對信託財產具運用決定權者，下列何者係經事先告知受益人取得其書面同意後得為之？ 

購買本身承銷之有價證券   

購買本身利害關係人之財產 

讓售與本身   

存放於其銀行業務部門作為存款 

【2】7.依信託業法規定，有關信託業辦理信託資金集合管理及運用業務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委託人權利之行使，得於信託契約訂定由受益人會議以決議行之 

無論持有比率多少，受益人均得以書面附具理由，向信託業請求閱覽其法定編具之文書 

集合管理運用之金錢信託應保持適當之流動性 

委託人得依契約之約定，委託信託業將其所信託之資金與其他委託人之信託資金集合管理及運用 

【1】8.依信託業法規定，有關信託業承諾擔保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不得承諾擔保本金或最低收益率 得承諾擔保本金及最低收益率 

僅得承諾擔保本金  僅得承諾擔保最低收益率 

【2】9.信託業辦理委託人不指定營運範圍或方法之金錢信託，其營運範圍包括下列何者？ 

購買不動產 投資公司債 投資上櫃股票 投資上市股票 

【4】10.依信託業法規定，信託業應提存賠償準備金，繳存至下列何單位？ 

金管會 信託公會 臺灣銀行 中央銀行 

【3】11.依信託業法規定，下列何者對信託業提存之賠償準備金有優先受償權？ 

國稅局 中央銀行 信託委託人或受益人 信託業之債權人 

【3】12.依信託業法規定，信託業營業年度應編製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向主管機關申報，其間隔期間為何？ 

每月 每季 每半年 每年 

 

【1】13.依信託業法規定，除兼營信託業務之銀行外，信託業自有財產之運用範圍，下列何者錯誤？ 

投資非自用不動產 投資公司債 投資上櫃股票 銀行存款 

【2】14.依信託業法規定，信託業之董事長異動時，應於事實發生之翌日起幾個營業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 

一 二 三 五 

【3】15.依信託業法規定，信託業違反法令或信託契約，致委託人或受益人受有損害時，與信託業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

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其應負責之主管人員應連帶負責 

其應負責之董事應連帶負責 

該連帶責任自應負責之人員卸職之日起三年內，不行使該項請求權而消滅 

該應負連帶責任之人員遭解職處分，仍應負責 

貳、國文【第16-35題（第16-25題，每題2分；第26-35題，每題1.5分），共計20題，占35分】 
【2】16.以下是席慕蓉的〈長城謠〉，請依詩意選出排列最恰當的選項： 

「儘管城上城下爭戰了一部歷史 

儘管奪了焉支又還了焉支（甲） 

蹲踞在荒莽的山嶺（乙） 

多少個隘口有多少次悲歡啊（丙） 

你永遠是個無情的建築（丁） 

冷眼看人間恩怨。」 

甲丁乙丙 甲丙丁乙 丁丙乙甲 甲乙丁丙 

【4】17.下列選項中的「遺」字，何者與「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的「遺」字意思相同？ 

我向聞其人，而「遺」其人之名，先生猶憶得否？  

不「遺」細行，故能成大德 

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  

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燕書 

【3】18.「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詩中的「貂錦」所指為何？ 

捕貂的獵人 閹人 將士 農人 

【3】19.「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盈盈」的意思與下列何者相同？ 

「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腹中腸鳴，「盈盈」然食不化 

「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 神交冉冉，愁思「盈盈」，斷魂欲遣誰招 

【2】20.下列文句，何者使用倒裝句法？ 

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 古之人不余欺也 

委肉當餓虎之蹊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 

【4】21.辛棄疾〈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馬作的盧飛

快。」「八百里分麾下炙」其意為何？ 

方圓八百里內的士兵可分到烤肉 方圓八百里內的士兵被炎熱所炙烤 

從八百里外運送糧餉來供給士兵 將牛分給軍中部屬來烤食 

【3】22.下列選項「」中的通假字哪個搭配不適當？ 

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悟」  

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民」 

文倦於事，憒於憂，而性「懧」愚－「陋」  

有司請「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早」 

【4】23.「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

也？子行矣！」莊子透過「舐痔」行徑來對曹商得百乘的現象表達什麼看法？ 

稱讚他醫術高明 稱讚他醫者父母心 暗指他行徑怪僻 暗諷他恬不知恥 

【1】24.下列哪一副對聯最適合掛在書店？ 

藏古今學術，聚天地精華  但願人皆健，何妨我獨貧 

鐵漢三杯軟腳，金剛一盞搖頭 雖是毫末生意，卻是頂上功夫 



 

【3】25.陶淵明〈飲酒詩〉：「清晨聞扣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繿縷

茅檐下，未足爲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

飲，吾駕不可回！」關於此詩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倒裳」，表達了作者對田老的不尊重 

「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此句是田父勸陶淵明一起耕種，共同享受田園的樂趣 

「紆轡誠可學」，指回頭從政對作者而言固然是可學之事 

「違己詎非迷」，此句表達作者擔心大量的農耕工作可能會傷身，因此對是否要從事農耕而感到迷惑 

【2】26.歐陽修說：「非詩能窮人，窮者而後工也。」又在梅堯臣的詩集序中特陳「詩窮而後工」說，做為作家成熟的

條件。中國文學觀念中，「詩窮而後工」的「詩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作家仕途不得意  作品內容不夠充實  

作品窮盡心力  作家生活潦倒 

【4】27.古人的名與字，在意義上多相互關連，如：蘇軾的「軾」，意思為車前的橫木，用以前瞻；孔丘字「仲尼」，

取其相關義。以下古人的名與字，在意義上雖相互關連，但取其反義的，是哪一個選項？ 

陶淵明，字元亮 屈原，名平 吳敬梓，字文木 韓愈，字退之 

【4】28.《詩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意思是什麼？ 

幽靜的女子，君子喜歡追求  

身材凹凸有致的女子，是君子的好對象 

有德的女子，君子樂於追求  

美好的女子，是君子的好配偶 

【2】29.下列各選項「」中的詞語，何者使用正確？ 

我的餐廳即將開張，歡迎前來「寶號」用餐  

姊姊「于歸」之日，雙眼閃耀著幸福的光采 

老同學多年不見，今年中秋節請你們光臨「府上」一聚  

因家父身體不適，我們「賢昆仲」無法出席今天的宴會 

【3】30.甲：「我已屆不惑，是個小部門的主管。」乙：「我年近而立，尚未購屋。」丙：「我活了一甲子，還沒有見

過這種怪事。」以上三人的年齡比較，何者正確？ 

甲比丙大 乙比丙大 丙比甲大 乙比甲大 

【2】31.（甲）文章是案頭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乙）柔情一般的水，水一般的柔情（丙）名不正則言不順，言

不順則事不成（丁）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上列各句，何者使用到「回文」修辭？ 

僅乙 僅甲乙 僅甲乙丙 僅乙丙丁 

【4】32.梁啟超說：「趣味主義最重要的條件是『無所為而為』。」此處「無所為而為」的意思，和下列哪個選項最接近？ 

雖以他事為目的，仍在此事之手段中勉力行事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登岸而不捨筏   

為生活而生活，為遊戲而遊戲 

【1】33.「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以下選項何者和孔子這句話的涵義最接近？ 

仁者明辨是非，評斷公正  仁者嫉惡如仇，不容褻玩  

仁者宅心仁厚，廣結善緣  仁者不問善惡，不論曲直 

【3】34.「走過／才知道那是中年／以後弄皺了的／一張臉／凹的 是舊疾／凸的 是新傷／談笑之間／有人說／涼拌

最好」，以上所引詩作，所詠之物是什麼？ 

楓葉 聖誕紅 苦瓜 桃花 

【閱讀測驗：請回答 35題】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

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呂氏春秋．察今》） 

【2】35.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楚人所攜帶的錢包掉進水裡 「遽契」意謂立刻在乘坐的船邊刻了記號 

楚人是以游泳的方式渡江  船靠岸後楚人請人下水去找 

參、英文【第36-55題（第36-45題，每題2分；第46-55，每題1.5分），共計20題，占35分】 
一、字彙【請依照句子前後文意，選出最適當的答案】 

【2】36. The dome of the cathedral is 42 meters in ___________, making it the largest in the city. 

 graph  diameter  metaphor  phamphlet 

【1】37. Officials from the Tainan City Government Fire ___________ told the public not to panic during an earthquake. 

 Bureau  Lumber  Novice  Patron 

【4】38. Can you believe that a stream flows uphill? It is against the laws of ___________. 

 chorus  forecasts  globes  physics 

【3】39. The company was ___________ from bankruptcy by a special grant from the government. 

 licensed  neglected  rescued  wrecked 

【4】40. The candidate’s ruthless speech has provoked ___________ responses between the opposing parties. 

 barren  colonial  feminine  hostile 

【1】41. These professional athletes suffered ___________ injuries from excessive amount of practice.   

 dreadful  gorgeous  juvenile  martial 

【2】42. With a donation from its alumni, the university is able to ___________ the exterior of its historical buildings. 

 distribute  renovate  exploit  obstruct 

【3】43. The villagers have experienced a ___________ winter of blinding snowstorms and extreme low temperature. 

 dense  durable  severe  slight 

【2】44. Some of the presenters’ submissions to the conference will be edited and ___________ in a book. 

 boasted  compiled  dictated  facilitated 

【2】45. It probably never occurred to you, but this event has more profound effects on us than we ___________ realize. 

 permanently  consciously  boldly  chiefly  

二、文法測驗【請在下列各題中選出最適當的答案】 

【3】46. Alzheimer's disease ___________ the sixth leading cause of death in the United States. 

 rank for  ranking as  is ranked as  is ranking for 

【4】47. Food poisoning is a common, ___________ distressing problem for millions of people throughout the world. 

 how  still  too  yet 

【4】48. Up till now, no terrorist group ___________ responsibility for the bombing. 

 claim  is claimed  is being claimed  has claimed 

【2】49. These are the secondary issues, but they must ___________ into account as well. 

 take  be taken  to take  be taking 

【1】50. When we travel, we never quite know what experience we are ___________ to have. 

 about  either  liked  unless 

【4】51. This improbable story would ___________ forever if the wrecked ship had not been found. 

 lose  be lost  have lost  have been lost 

【4】52. After visiting several hotels, we finally got a better idea of ___________ we could stay for the night. 

 what  when  which  where 

【3】53. I need at least eight hours’ sleep a night. ___________ I get enough sleep, I cannot do well on the examination. 

 After  Since  Unless  While 

【1】54. The eruption of the volcano took place on August 8th, ___________ the death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causing  have causing  was caused by  in order to cause 

【3】55. I really enjoyed the show. We laughed so hard at the jokes, ___________ ? 

 do I  did we  didn’t we  haven’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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