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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中央銀行於利率決策會議後決議升息一碼，請問「一碼」等於下列何者？ 

 0.100%  0.125%  0.250%  0.500% 

【2】2.某固定收益商品提供 2.0%的名目利率，若預期通貨膨脹率為 1.2%，則根據費雪方程式(Fisher equation)，此固定
收益商品之實質利率約為下列何者？ 

 -0.8%  0.8%  1.2%  3.2% 

【4】3.甲公司發行一筆浮動利率債券(Floating Rate Note, FRN)籌集資金，計息方式為三個月期 LIBOR+75 bps (basis 
points)，當三個月期 LIBOR為 1.540%時，試問此筆債券之付息率為多少？ 

 1.548%  1.615%  2.040%  2.290% 

【2】4.我國貨幣政策之最高決策與主管機關是： 

財政部 中央銀行  主計總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4】5.下列何種債券非以人民幣計價？ 

點心債券 寶島債券 熊貓債券 武士債券 

【4】6.資金供需雙方互通有無所形成的資金融通體系中，下列何者屬「間接金融」範疇？ 

張三投資乙公司股票   

張三買乙公司發行的票券 

張三投資乙公司發行的債券 

張三把錢存進 A銀行，再由 A銀行將資金貸放給乙公司  

【1】7.銀行吸收存款並依中央銀行所定比率提存的準備金，稱為： 

法定準備金 流動準備金 超額準備金 自由準備金 

【4】8.丙公司發行有普通股、特別股、主順位債券、次順位債券等四種工具來籌集資金，請問此四種籌資工具在丙公
司進行清算時之受償順位依序為下列何者？ 

普通股、特別股、主順位債券、次順位債券 特別股、普通股、主順位債券、次順位債券 

主順位債券、次順位債券、普通股、特別股 主順位債券、次順位債券、特別股、普通股 

【1】9.各國金融主管當局對銀行的資本大都有較嚴格的規定，即針對最低資本或資本適足率之要求，下列何者非其可
能的理由？ 

提升銀行獲利能力  降低銀行無法償債的風險 

降低銀行業主的道德危險  做為防範銀行倒閉的一種緩衝 

【2】10.信用評等機構針對各債務發行主體或其所發行債務所評定的信用等級，主要是考量下列哪一種風險？ 

利率風險 違約風險  匯率風險 市場風險 

【3】11.通常被視為是全球景氣動向之最佳指標（最佳景氣溫度計）的是下列何者？ 

美國三年期公債殖利率  美國五年期公債殖利率 

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美國三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2】12.銀行服務型態已演進至 Bank 3.0時代，下列何者不是 Bank 3.0對銀行服務所造成的改變？ 

透過行動裝置提供銀行服務 以實體分行為主提供銀行服務 

科技與金融結合提供銀行服務  非銀行機構如互聯網、電信公司等亦參與提供銀行服務 

【2】13.若某股票其本益比(price / EPS ratio)為 20倍，則可知其投資報酬率為多少？ 

 2%  5%  10%  20% 

【4】14.關於國內股票漲跌幅限制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初次上市或上櫃首三日沒有漲跌幅限制 

股票每日最大漲跌幅限制為前一日收盤價的 7% 

股票每日最大漲跌幅限制為前一日收盤價的 8% 

股票每日最大漲跌幅限制為前一日收盤價的 10% 

【2】15.下列何者非可以充當銀行存款準備金之資產？ 

銀行的庫存現金  銀行所持有政府公債 

在中央銀行準備金甲戶之存款  在中央銀行準備金乙戶之存款 

【2】16.將金融商品依其風險由低至高排列，下列何者正確？ 

票券、績優股、投機股、有擔保公司債 

國庫券、有擔保公司債、績優股、期貨 

定期存款、有擔保公司債、認股權證、平衡型基金 

定期存款、平衡型基金、有擔保公司債、全球股票型基金 

【4】17.若依金融工具的期限長短為分類標準，可將金融市場分成下列何者？ 

初級市場與次級市場  集中市場與店頭市場 

債務市場與股權市場  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 

【1】18.某日銀行對人民幣匯率的報價為一單位的人民幣等於 4.5130新臺幣，此種匯率報價方式為： 

直接報價法 間接報價法 數量報價法 複式報價法 

【3】19.下列對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所提供存款保險之敘述何者正確？ 

保費由存款人繳付  只保存款本金，不保利息 

最高保額為新臺幣 300萬元  可轉讓定期存單也在受保障範圍內 

【2】20.法律規定為債權債務的清償工具，任何人不得拒絕接受，是指下列何種貨幣？ 

準貨幣 法償貨幣 信用貨幣 存款貨幣 

【4】21.下列何者不屬「人身風險」？ 

個人因疾病事故，導致經濟損失之風險 個人因意外事故，導致經濟損失之風險 

個人因死亡事故，導致經濟損失之風險 個人因事故，導致所擁有財產產生價值變動之風險 

【2】22.為使銀行握持適當的流動性，主管機關對銀行有最低流動比率之要求，下列何者非主管機關認可的「流動資產」
項目？ 

公債 股票 公司債 國庫券 

【2】23.下列何者是目前我國票券市場最主要的信用工具？ 

國庫券 商業本票 銀行承兌匯票 可轉讓定期存單 

【3】24.下列何者占商業銀行資產比重最大、也是銀行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現金 存款 放款 投資 

【4】25.下列關於投資債券的流動性風險之敘述，何者錯誤? 

買賣價差越大，流動性風險就越大 債券次級市場越不發達，流動性風險就越大 

參與市場交易的廠商越多，流動性風險就越小  債券次級市場的交易量越大，流動性風險就越大  

【2】26.李四將$1,000,000存入銀行一年期定期儲蓄存款，利率 2%，每半年複利一次，則一年後可領回多少本利和？ 

 1,020,000  1,020,100  1,020,151  1,020,200 

【4】27.下列何項所得可列為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加以扣除，上限 27萬元？ 

公債利率所得 公司債利息所得 金融債券利息所得 金融機構存款利息所得 

【1】28.下列對於「垃圾債券」之說法，何者正確？ 

高風險債券 投資等級債券 已經倒帳的債券 預期報酬低的債券  

【2】29.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布景氣對策信號若從綠燈轉為黃藍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代表景氣由穩定轉為持強  代表景氣由穩定轉為趨弱 

代表景氣由持強轉為穩定  代表景氣由趨弱轉為穩定 

【1】30.下列關於金融業拆款利率之敘述，何者錯誤？ 

此利率越高代表資金越寬鬆 是金融機構間彼此拆借資金所形成的利率  

是短期資金供需市場一項重要的利率指標 拆款利率除了隔夜外，還有其他不同的到期日  

【4】31.下列何項交易不須繳交保證金？ 

融資買進股票  融券放空股票 

買進指數期貨(futures)  買進指數選擇權的買權(call) 

【2】32.依票據法第 3 條：「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額，於指定之到期日，由自己無條件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
是下列哪一種？ 

支票 本票 匯票 傳票 

【1】33.王五因購屋向 B銀行申請房屋貸款獲核准，若採本利平均攤還法繳付此房貸，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利率不變情況下，每期繳款金額一樣 利率不變情況下，每期還本金額一樣 

利率不變情況下，每期付息金額一樣 利率不變情況下，每期房貸餘額一樣 

【4】34.投資人下單買賣有價證券，應委託下列哪一種金融機構進行之？ 

銀行 證券承銷商 證券自營商 證券經紀商 

【1】35.當經濟景氣陷入谷底，股市與市場利率均持續處低檔之際，公司通常會採下列何種方式籌集所需資金？ 

發行債券 發行特別股票 發行普通股票  發行存託憑證 

【2】36.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因汽車交通事故致死亡者，其死亡給付每一人新臺幣多少元？ 

一百萬元 二百萬元 三百萬元 五百萬元 

 



【3】37.若丁公司將發放每股 7元的現金股利，除息前一交易日收盤價為 218元，則此公司除息交易日之開盤參考價為
多少？ 

 128元  204元  211元  218元 

【2】38.趙六退休前平均所得每月約 6萬元，退休後每月約可領 3.6萬之給付，則趙六退休後的所得替代率為多少？ 

 50%  60%  70%  80% 

【2】39.下列何者係基於被保險人之利益，代向保險人洽訂保險契約，而向承保之保險業收取佣金之人？ 

保險代理人 保險經紀人 保險公證人 保險業務員 

【3】40.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下列何項不在給付項目之列？ 

死亡給付 殘廢給付 財產損失給付 傷害醫療費用給付 

【4】41.下列何者能儲存的檔案最少？ 

 2TB硬碟   4.7GB的 DVD光碟片 

 16G隨身碟   650MB光碟片 

【2】42.下列關於二維條碼的敘述何者錯誤？ 

外表成正方形，在 3個角落會有似「回」字的圖案 

不可儲存中文字 

可儲存中文字 

可儲存超過 3000個英數字 

【2】43.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將電腦電源關閉，電腦病毒即可消失 上網瀏覽不明的網頁可能會感染電腦病毒 

安裝最新的防毒軟體，即可保証電腦不會中毒 病毒僅能隱藏於檔案中 

【1】44.下列關於作業系統的敘述何者錯誤？ 

 MS-DOS屬於單人多工   UNIX屬於多人多工 

 Linux為自由軟體，有開放原始碼給其他使用者  Mac OS僅能安裝在蘋果電腦上使用 

【4】45.關於並列傳輸的敘述，何者錯誤？ 

並列傳輸可在同一時間傳輸多個位元資料 並列傳輸適合短距離的傳輸 

 IDE連接埠採用並列傳輸  RJ-45連接埠採用並列傳輸   

【3】46.下列關於免費軟體與自由軟體的敘述，何者錯誤？ 

免費軟體具有著作權  自由軟體具有著作權 

免費軟體有開放原始碼  自由軟體有開放原始碼 

【3】47.依網路的涵蓋範圍，由大到小排列，何者正確？ 

區域網路>網際網路>廣域網路 區域網路>廣域網路>網際網路 

網際網路>廣域網路>區域網路 廣域網路>區域網路>網際網路 

【2】48.下列中英文對照，何者錯誤？ 

 NB：筆記型電腦  CAI：電腦輔助設計  Tablet PC：平板電腦  AR：擴增實境 

【3】49.下列關於記憶體的敘述何者錯誤？ 

快取記憶體存取速度比主記憶體快 

電腦的主記憶體可分為隨機存取記憶體跟唯讀記憶體 

當我們購買個人電腦時，所看到的「記憶體」規格，通常指的就是 SRAM的規格 

DRAM存取速度比 SRAM慢  

【2】50.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印表機通常利用 DVI連接埠與電腦連接 

利用 USB連接埠將 mp3隨身聽與電腦連接，可以充電 

外接式硬碟多半是透過 PS/2連接埠來與電腦連接 

電腦螢幕是使用 LPT1連接埠與電腦連接 

【3】51.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隨身碟兼具輸入與輸出的功能 印表機的列印品質單位為 DPI 

雷射印表機適合用來列印多聯式複寫單據 電腦螢幕的解析度單位是像素 

【4】52.下列各應用軟體的用途，何者錯誤？ 

 Photoshop：影像處理軟體  Nero：燒錄軟體 

 7-Zip：壓縮軟體   PC-cillin：看圖軟體 

【4】53.邊長比例為 4:3的 40吋螢幕，其較長邊的長度為何？ 

 12吋  18吋  24吋  32吋 

【4】54.請問十進位(78.15)+(15.88)的結果為何? 

 (91.03)10  (92.03)10  (93.03)10  (94.03)10 

【3】55.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特洛伊木馬程式通常是以竊取他人的私密資料為目的 

電腦蠕蟲會不斷的自我複製，並耗用大量電腦主記憶體儲存空間或網路頻寬 

行動裝置（如手機、平板電腦）不會感染惡意軟體 

「13號星期五」是數年前曾大流行的電腦病毒，這種類型的電腦病毒稱為邏輯炸彈 

【1】56.小明的媽媽常常迷路，於是到某大賣場購買了一台 GPS，請問 GPS最主要的功能為？ 

衛星定位 防鎖死煞車系統 聽音樂 網路報稅 

【3】57.某些作家在家成立個人工作室接案，再透過網路將作品傳送給顧客，請問這樣的在家接案的人也會被稱為： 

頂客族 快閃族  SOHO族  SOGO族 

【3】58.小美在淘寶網購買了一件洋裝，請問一下她可以利用下列哪一種網路服務來完成付款？ 

電子信箱 人力銀行 網路 ATM 電子化政府 

【1】59.電腦資料最小儲存單位為： 

位元 字元 位元組 字串 

【4】60.市面上的資訊家電最可能內建有下列哪一種電腦？ 

超級電腦 筆記型電腦 工作站 嵌入式電腦 

【3】61.小英申請用手機付款的服務，出門購物時，只要將手機靠近刷卡機，即可感應付款。請問這是哪一種技術的應
用？ 

 AR  GPS  NFC  GIS 

【4】62.在Word中，下列哪一種檢視模式可以將垂直及水平尺規顯示出來？ 

標準模式 大綱模式 分頁模式 整頁模式 

【4】63.電腦儲存單位由大到小排列，下列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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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 CPU主要是由下列哪兩個單元組合而成的？ 

輸入單元與輸出單元  輸出單元與控制單元  

輸入單元與控制單元  控制單元與算術/邏輯單元 

【3】65.請問要存取隨身碟的資料，可將隨身碟插到電腦主機的哪一個連接埠？ 

 RJ-45  LPT  USB  D-Sub 

【4】66.下列何者是視訊檔案的副檔名？ 

 .mp3  .midi  .gif  .mp4 

【4】67.下列何者不是 Excel中內建的圖表類型？ 

直條圖 股票圖 雷達圖 創意圖 

【3】68.下列何者是Word文件的檔案格式？ 

 .exe  .mp3  .docx  .gif 

【2】69.下列何種行為不會侵犯到他人的智慧財產權？ 

將自己購買的遊戲軟體上傳至網路供人下載 

將自己寫的小說公開在 Facebook上 

參加作文比賽，抄襲網路知名作家的文章 

販賣盜版光碟 

【1】70.在捷運上想查詢電影的播放時間，最不可能用哪一種上網方式？ 

 ADSL  Wi-Fi  3G行動上網  4G行動上網 

【1】71.全家便利超商收銀台所使用的電腦系統，不僅可以結帳，還能訂貨、進貨、查詢商品庫存，請問這種系統稱為： 

 POS  RFID  GPS  HA 

【1】72.下列何者不是輸出設備？ 

手寫板 印表機 顯示器 喇叭 

【3】73.恰恰想把常用的網站位址保留下來，以便將來可以輕易找到，在 IE瀏覽器中可以藉由哪一項功能做到？ 

記錄 搜尋 我的最愛 超連結 

【2】74.下列何者為有線網路的傳輸媒介？ 

紅外線 光纖 微波 藍芽 

【1】75.下列線路頻寬，何種傳輸速率最快？ 

 T3專線  T2專線  64k  128k 

【1】76.下列何者可能為「中華民國立法院」的網址？ 

 www.ly.gov.tw/   www.ly.mil.tw/  

 www.ly.com.tw/   www.ly.edu.tw/ 

【2】77.下列鍵盤按鍵功能中，何者正確？ 

 Page Up：切換至下一頁   Page Down：切換至下一頁  

 End：移動游標至定位點   Home：移動游標至一行之尾 

【3】78.下列何者不屬於中文輸入法？ 

嘸蝦米 新注音 程式碼 倉頡 

【1】79.下列何者不是作業系統？ 

 Microsoft office 2010   Windows Server 2012 

 Windows XP   Mac OS X 

【1】80.在 Excel中，下列何者是自動加總的函數？ 

 SUM  ALL  INT  TOT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