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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下列何者屬存款貨幣機構？ 

郵政公司 壽險公司 信用合作社 證券投資信託公司 

【2】2.保險公司最主要的資金來源是下列何者？ 

存戶存款 要保人所繳保險費 發行債票券募集資金 發行受益憑證募集資金 

【1】3.資金借貸的價格，通常以下列何者來表示？ 

利率 匯率 股價 油價 

【4】4.臺灣存託憑證(Taiwan Depositary Receipt, TDR)此種金融工具之本質係下列何者？ 

票券 公司債 政府公債 權益證券 

【3】5.當市場利率從 3.0%上升至 3.125%，債券價格會做如何的變化？ 

上漲 不變 下跌 無關聯 

【2】6.扮演「銀行的銀行」角色者是下列何者？ 

財政部 中央銀行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7.銀行發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之存期，最短為多久？ 

一個月 三個月 六個月 一年 

【4】8.下列何者不是銀行在決定是否放款給客戶、進行信用評估時之主要考量因素？ 

資金用途 還款來源 債權保障 政商關係 

【3】9.銀行因內部控制不周全、資訊系統異常、人員舞弊、管理疏失等，而造成損失之風險為下列何者？ 

利率風險 市場風險 作業風險 流動性風險 

【1】10.銀行最主要的資金來源通常是下列何者？ 

存款 股東出資 發行商業本票  向其他同業借錢 

【3】11.目前每一存款人在國內同一家要保機構之存款本金及利息，合計受到存款保險最高保額為多少之保障？ 

新臺幣 100萬元  新臺幣 200萬元 

新臺幣 300萬元  新臺幣 500萬元 

【4】12.張小姐打算將一筆錢存入銀行存款帳戶，下列何項通常所支付的利息會最高？ 

支票存款  活期儲蓄存款 

一年期定期存款  一年期定期儲蓄存款 

【4】13.某日臺灣某銀行對美元之現金買入與賣出匯率分別報 30.41 和 31.10，對日圓之現金買入與賣出匯率分別是

0.2625 和 0.2753；若李先生想換一筆日圓現鈔以備去日本旅遊時使用，則他在該日買入日圓每單位匯價是新臺幣

多少元？ 

 30.41  31.10  0.2625  0.2753 

【1】14.主管機關對銀行吸收存款訂有須提存準備金之規定，請問通常對下列何種存款要求的準備率會最高？ 

支票存款 活期存款 活期儲蓄存款 定期儲蓄存款 

【3】15.趙小姐受僱為某公司員工，公司並為其投保勞工保險，請問就「普通事故保險費」而言，趙小姐應自付的比

例是多少？ 

 0%  10%  20%  70% 

【3】16.小劉向銀行申請房屋貸款，以「本利平均攤還法」償付貸款，下列對「本利平均攤還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利率不變情況下，每期償還固定金額之本金 

利率不變情況下，每期支付的利息金額一致 

利率不變情況下，每期償還之本金金額會愈來愈多 

利率不變情況下，每期支付之利息金額會愈來愈多 

【2】17.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雇主為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的多少？ 

百分之五 百分之六 百分之八 百分之十 

【3】18.下列何者不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給付範圍之內？ 

死亡給付 殘廢給付 財產損失給付 傷害醫療費用給付 

【4】19.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布的景氣對策信號發生如下列何種改變時，代表景氣轉弱？ 

藍燈變黃藍燈 黃藍燈變綠燈 綠燈變黃紅燈 紅燈變黃紅燈 

【2】20.當人民幣兌新臺幣匯率從 4.513變成 4.388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人民幣升值 2.77% 人民幣貶值 2.77% 人民幣升值 2.85% 人民幣貶值 2.85% 

【1】21.投資人投資共同基金所涉及的各種風險，下列何者錯誤？ 

生命 市場 利率 匯率 

【2】22.理財專員為客戶做理財規劃的第一步，下列何者正確？ 

提出理財建議 瞭解客戶(KYC) 介紹熱門理財商品 檢視客戶投資績效 

【4】23.我國銀行受理自然人開戶時，應實施雙重身分證明文件查核，除中華民國身分證外，可提供之第二身分證明

文件，下列何者錯誤？ 

駕照 健保卡 護照 員工識別證 

【4】24.目前國內監理金融控股公司、銀行、證券及保險等金融機構的主管機關，下列何者正確？ 

財政部 經濟部 中央銀行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3】25.我國股票市場證券交易手續費收取的對象，下列何者正確？ 

僅就買方收取  僅就賣方收取 

買進、賣出雙方均收取  買進、賣出雙方均不須收取 

【4】26.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股票買賣，零股買賣的最高交易股數，下列何者正確？ 

 1股  99股  100股  999股 

【2】27.「滬港通」是指哪二個股市可互通交易？ 

臺灣、香港 香港、上海 臺灣、上海 香港、北京 

【3】28.依「洗錢防制法」規定，金融機構對疑似洗錢之交易，應向下列哪一個主管機關申報？ 

財政部 警察局 法務部調查局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29.下列何項比率愈低，表示銀行資產品質愈佳？ 

逾放比率 存放比率 淨值報酬率 資產週轉率 

【1】30.所謂綠色能源發電，下列何者錯誤？ 

火力 風力 潮汐 太陽能 

【2】31.所謂被動型操作的基金，下列何者正確？ 

股票型基金 指數型基金 貨幣型基金 債券型基金 

【4】32.有一國際組織 107年來臺進行第三輪評鑑，政府與受評鑑機構無不嚴陣以待，深怕評鑑結果不佳，遭評為「加

強追蹤」名單，將嚴重影響臺灣企業競爭力。該國際組織為下列何者？ 

國際刑警組織 國際調查組織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亞太防制洗錢組織 

【2】33.利率常用 1 個基本點(basis point)的專業用語，其定義下列何者正確？ 

 0.001%  0.01%  0.1%  1% 

【4】34.所謂「痛苦指數」的定義，下列何者正確？ 

利率與失業率之和  通貨膨脹率與利率之和  

通貨膨脹率與自殺率之和  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和 

【3】35.海內外合格公司在臺灣境內發行人民幣計價的公司債券的通稱，下列何者正確？ 

點心債 小龍債 寶島債 熊貓債 

【3】36.臺灣企業赴美國以存託憑證方式籌措資金的名稱，下列何者正確？ 

臺灣存託憑證(TDR) 全球存託憑證(GDR) 美國存託憑證(ADR) 浮動利率債券(FRN) 

 



【2】37.有關透過金融中介機構作為連結資金供給者與需求者的橋樑，下列名詞何者正確？ 

直接金融 間接金融 創投基金 再融資金融 

【1】38.債券價格隨著到期日的接近，會愈來愈趨近的價值，下列何者正確？ 

面額 承銷價 贖回價值 折現價值 

【2】39.用來反映大宗物資，包括原料、中間產品及進出口產品的批發價格，下列何者正確？ 

核心物價指數  躉售物價指數 消費者物價指數 國內生產毛額平減指數 

【1】40.臺灣景氣指標中的領先指標項目，下列何者錯誤？ 

失業率  股價指數 

實質貨幣總計數M1B  建築物開工樓地板面積 

【4】41.電子信箱(E-mail)完整格式，一定包含下列何種符號？ 

 #  &  $  @ 

【3】42.臺灣 2018年九合一選舉，許多候選人在 Facebook網站成立粉絲團發表訊息，請問該網站性質為何？ 

部落格 遊戲網站 社群網站 書籍網站 

【2】43.目前國內悠遊卡使用越來越普及，可用它來搭乘捷運與公車，其使用資訊科技為何？ 

紅外線(IR) 無線射頻辨識(RFID) 無線熱點(Wi-Fi) 藍芽(Bluetooth) 

【2】44.近年來許多宣傳海報都會放入行動條碼(QR Code)，請問其編碼格式的維度為何？ 

一維 二維 三維 四維 

【1】45.手機遊戲「寶可夢」吸引許多玩家，當手機螢幕出現神奇寶貝在所處環境中跳動。若以現今的資訊科技來看，

最可能是下列哪一種資訊科技的應用？ 

 AR  VR  AI  IA 

【2】46.柯南向同學們做簡報，說明校慶園遊會的計劃，請問他最適合運用下列哪一種軟體？ 

 Microsoft Excel  Microsoft Powerpoint  Microsoft Word  Microsoft Outlook 

【3】47.索隆與女友相約去電影院看海賊王電影，但只有該電影院地址，他可使用下列哪一種科技順利到達電影院呢？ 

 CPU  LTE  GPS  POS 

【3】48.寶寶上電腦課時，聽到專有名詞「區域網路」，請問是下列哪一種網路？ 

 WAN  MAN  LAN  4G 

【1】49.程式設計可使用的語言工具很多種，下列哪一種所用之指令是完全直接由 0與 1編碼而成的？ 

機器語言 組合語言  C語言  Python語言 

【4】50.網路中心為了使伺服器的作業不受停電的影響而中斷，應加裝何種週邊設備？ 

 AVR  ABS  AI  UPS 

【3】51.電腦中最小的儲存單位為下列哪一個？ 

磁區 磁軌 位元 位元組 

【1】52.丁丁在沒有證據下，網路發文指某餐廳食物有問題，引來餐廳老闆提告。他的行為是屬於下列何種網路犯罪？ 

網路毀謗 網路色情 網路非法交易 網路恐嚇 

【2】53.操作電腦覺得螢幕上的圖片或文字太小，可利用下列哪一個方法改善問題？ 

切換輸入法 調低螢幕解析度 更換桌面背景 更換防毒軟體 

【1】54.某單位電腦的 IP為 104.110.119.122，請問該 IP屬於哪一個等級(Class)？ 

 A  B  C  D 

【3】55.學校邀請許多畢業傑出校友參加校慶，利用傑出校友名冊電子檔製作邀請卡，其卡片內容只改變姓名其餘不

變，可應用Word軟體哪一項功能節省時間？ 

尋找取代 文字藝術師 合併列印 插入頁首頁尾 

【3】56.在Microsoft Outlook軟體中，想同時將一封 E-mail郵件傳送給多位收件者，可利用下列何種符號分隔收件者？ 

頓號 句號 分號 驚嘆號 

【2】57.網路的拓樸中，實際的拓樸(Physical Topology)指的是下列何者？ 

網路傳輸速度 網路的實體佈線 網路傳輸距離 網路無線傳輸 

【2】58.彼爾蓋茲想撰寫一個投票程式，取代計算舉手投票，他可以使用下列哪一軟體來編寫程式？ 

 LINE   Visual Studio 2017 C# 

 Adobe Acrobat   PhotoShop 

【2】59.架設網站相似於某拍賣網站，以騙取民眾購買填寫個資，請問上述手法稱為： 

電腦蠕蟲 網路釣魚 特洛伊木馬程式 阻斷服務攻擊 

【4】60.某網站的網址為 http://www.love2019.com.tw:8888，請問數字 8888所代表的意義為何？ 

檔案編號 帳號密碼 帳號名稱 網路埠號 

【1】61.某顆 CPU處理速度為 500 MIPS時，執行一個指令的平均時間為何？ 

 2ns  5ns  500ns  500μs 

【1】62.電腦硬體架構之五大單元中，主要用以負責指揮協調各單元間之運作及資料的傳輸，為下列何者？ 

控制單元 算術與邏輯單元 輸入單元 輸出單元 

【1】63.在Microsoft Windows作業系統中，檔案系統的結構為下列何種？ 

樹狀 環狀 串列  網狀 

【1】64.購買電腦硬碟時，硬碟中內建之緩衝記憶體，其最主要之目的為何？ 

增進硬碟傳輸效率 加快硬碟旋轉速度 增大硬碟容量 延長硬碟使用壽命 

【2】65.下列何者為電腦機房架設空調系統之主要目的？ 

濾除髒空氣避免空污  避免電腦及週邊設備過熱  

提供到訪之外賓使用  提供網管人員使用 

【2】66. Windows 7/XP/10等作業系統，屬於下列何者？ 

硬體 軟體  硬碟  記憶體 

【2】67. CPU內部之快取記憶體，通常採用下列哪一種記憶體？ 

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SRAM) 

快閃記憶體(Flash Memory) 可程式化唯讀記憶體(PROM) 

【4】68.電腦中的驅動程式，其主要功能為何？ 

使作業系統具備多工之運算能力 使作業系統能顯示中文 

監督程式之執行  使作業系統和週邊設備能相互溝通及操作 

【3】69.對於電腦病毒防治，下列措施何者比較沒有關係？ 

使用正版授權軟體 定期備份資料 落實人員進出管制 安裝防毒軟體 

【4】70.有關使用電腦之操作與保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硬碟應定期格式化，以清除無用之檔案及資料夾 應經常以濕抹布擦洗電腦主機及 USB連接孔，以保持清潔 

硬碟之讀寫頭應定期以小型吸塵器清潔 使用電腦時須注意散熱與通風 

【3】71.下列應用軟體何者較適合用以處理學生之學期成績？ 

簡報軟體 繪圖軟體 試算表軟體 文書處理軟體 

【2】72.個人電腦要執行存放於硬碟(HDD)中的某程式時，作業系統會先將該程式載入何處後才開始執行？ 

唯讀記憶體(ROM)  隨機存取記憶體(RAM)  

快取記憶體(Cache Memory) 快閃記憶體(Flash Memory) 

【3】73.下列電腦病毒之類型，哪種是屬於隱藏於 Office軟體的各種文件檔中所夾帶的程式碼？  

電腦蠕蟲  開機型病毒 巨集型病毒  檔案型病毒 

【1】74.下列何項功能，無法利用Windows檔案總管執行？ 

重組檔案與可用空間  搬移及刪除檔案  重新命名檔案名稱  尋找檔案 

【2】75.某一張旅遊的紀念照片中，不小心拍到了多位路人，如果要把這張照片中的路人去除，較適合使用下列哪一

應用軟體協助完成這項工作？ 

 Excel   PhotoImpact 

 Windows Internet Explorer  WinRAR 

【2】76.若希望加快電腦的執行速度，下列措施何者較為合適？  

將 DVD-ROM更換為 BD-ROM  增加記憶體容量  

調高螢幕的解析度   安裝新版的 Office軟體 

【4】77.生物辨識技術於近年已廣泛用於各種安全系統中；請問下列哪一種辨識方式不屬於生物辨識技術？  

指紋 掌紋 虹膜 密碼 

【2】78.一般所稱的「辦公室 Office文書應用軟體」，通常不包含下列何者？  

文書處理軟體 防毒軟體 試算表軟體 簡報軟體 

【4】79.使用Windows作業系統時，欲操作鍵盤選取資料夾中的所有檔案，應使用何組按鍵可達成？ 

 Ctrl + C  Ctrl + Z   Ctrl + Shift   Ctrl + A 

【1】80.下列資料處理工作中，何者較適合以即時處理的方式作業？ 

火車煞車監控系統 水電費計算作業 薪資計算作業 國中會考測驗閱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