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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下列何種等級的債券，不屬於投資等級？ 

 AA 級債券  BB+級債券  AAA 級債券  BBB-級債券 

【1】2.根據土地稅法規定，土地所有權人出售其自用住宅用地者，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三公畝部分或非都市土地面
積未超過七公畝部分，土地增值稅之稅率為多少？ 

 10%  20%  30%  40% 

【4】3.銀行業的主管機關為下列何者？  

內政部  經濟部 國家發展委員會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4】4.下列何者不是貨幣的功能？ 

交易媒介功能 計價標準功能 價值儲藏功能 對抗通貨膨脹功能 

【3】5.用小錢玩大錢，具財務槓桿操作特性的金融商品為下列何者？ 

存款 債券 期貨 商業本票 

【2】6.把錢存進銀行，銀行再把錢貸放給客戶是下列何種資金融通方式？ 

直接金融 間接金融 地下金融 金融市場 

【1】7.下列何種保險不屬人身保險範疇？ 

火災保險 重大疾病保險 長期看護保險 養老年金保險 

【2】8.通常投資人買賣基金所須負擔的費用，下列何者係從淨值內扣？ 

申購手續費 基金經理費 贖回手續費 轉換手續費 

【2】9.股票本益比的計算公式，下列何者正確？ 

每股市價÷每股淨值 每股市價÷每股盈餘 每股淨值÷每股市價 每股盈餘÷每股市價 

【2】10.依土地稅法規定，地價稅的開徵基礎為下列何者？ 

土地市價 公告地價 公告土地現值 土地買入成本 

【1】11.依政治獻金法規定，個人對同一（組）擬參選人每年捐贈總額，不得超過新臺幣多少元？ 

 10 萬元  30 萬元  100 萬元  200 萬元 

【2】12.若市場利率從 3.0%下降為 2.75%，請問下降幅度為下列何者？ 

半碼 一碼 一碼半 二碼 

【3】13.下列何者不是綜合所得稅之列舉扣除額項目？ 

人身保險費 醫藥及生育費 財產交易損失 自用住宅購屋借款利息 

【2】14.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額，委託金融業者於見票時，無條件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票據為下列何者？ 

鈔票 支票 本票 匯票 

【3】15.依所得稅法規定，綜合所得稅累進稅率最高為多少？ 

 20%  30%  40%  45% 

【4】16.共同基金的主要投資決策是由下列何者負責？ 

基金保管機構 基金代銷平台 基金代銷機構 基金經理人及其團隊 

【3】17.新臺幣係由下列何單位發行？ 

行政院 財政部 中央銀行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2】18.下列何者非屬中央政府徵收之國稅？ 

營業稅 使用牌照稅 證券交易稅 營利事業所得稅 

 

【1】19.下列何項存款所支付利率，比起其他三項，通常最低？ 

活期存款 活期儲蓄存款 二年期定期存款 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 

【2】20.依所得稅法規定，公司股東所獲分配之股利，係屬下列哪一類所得？ 

薪資所得 營利所得 利息所得 權利金所得 

【2】21.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勞工得在其每月工資多少百分比範圍內，自願提繳退休金？ 

 5%  6%  8%  10% 

【3】22.向銀行借錢，最重要的基礎為下列何者？ 

年齡 性別 信用 政商關係 

【2】23.依保險法規定，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向保險公司申請訂立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為下
列何者？ 

保險人 要保人 受益人 被保險人 

【2】24.下列何者不是投資共同基金的優點？ 

可小額投資 可保障投資收益 可分散投資降低風險 專業機構的管理與運用 

【3】25.若 B 銀行日圓匯率報價買入 0.2708 賣出 0.2760，則某甲想將新臺幣二萬元全數兌換成日圓，可換多少日圓？
（取最接近值） 

 5,416 日圓  5,520 日圓  72,464 日圓  73,855 日圓 

【4】26.某乙計劃賣舊屋以買新房，目前舊屋價值 1,100 萬元，貸款尚有 600 萬元，新房價值 1,300 萬元，則某乙賣
了舊屋還要貸款多少才能買新房？ 

 200 萬元  400 萬元  600 萬元  800 萬元 

【2】27.國家發展委員會所編製的景氣對策信號，在下列何燈號時，景氣最為低迷不振？ 

綠燈 藍燈 紅燈 黃紅燈 

【2】28.立遺囑人於遺囑中載明將其財產之全部或一部，在其死亡之後，信託予受託人，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遺
囑中所定之受益人利益或特定目的，管理或處分該財產之信託為下列何者？ 

契約信託 遺囑信託 宣言信託 法定信託 

【4】29.銀行為其員工投保勞工保險，請問就「職業災害保險費」而言，銀行應負擔的比例是多少？ 
 0%  20%  70%  100% 

【2】30.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人依規定為傷害醫療費用給付時，每一受害人每一事故之傷害醫療費用給付總額，
以新臺幣多少元為限？ 

 10 萬元  20 萬元  60 萬元  200 萬元 

【1】31.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勞工保險被保險人的年齡範圍為下列何者？  

年滿 15 歲以上 65 歲以下  年滿 15 歲以上 60 歲以下 

年滿 18 歲以上 65 歲以下  年滿 25 歲以上 65 歲以下 

【2】32.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勞工保險年金給付不包含下列哪一項？ 

失能年金 教育年金  老年年金 遺屬年金 

【3】33.信用卡循環信用利息之起算日，從下列哪一日開始計算對持卡人最有利？ 

消費日 帳單結帳日 繳款截止日  銀行墊付日 

【4】34.配偶相互贈與房地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要繳贈與稅及土地增值稅  不用繳贈與稅但要繳土地增值稅 

要繳贈與稅但不用繳土地增值稅 贈與稅與土地增值稅都不用繳 

【4】35.想要預測景氣未來趨勢，可觀察景氣的領先指標，下列何者是景氣的領先指標？ 

失業率 工業生產指數 非農部門就業人數 外銷訂單動向指數 

【3】36.若房貸以指標利率加 0.465%浮動計息，當指標利率為 1.095%時，房貸利率為多少？ 
 1.36%  1.46%  1.56%  1.76% 

【3】37.自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起，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最低為多少？ 

 22,000 元  22,800 元  23,800 元  24,000 元 

【2】38.若 T 公司股票一股 310 元，當股票融資成數為六成時，投資人融資買進一張 T 公司股票須自備多少元？ 

 12 萬元  12.4 萬元  18 萬元  18.6 萬元 

【4】39.若某公債票面利率 3%，面額 100 萬元，每年付利息一次，則此公債每次付息金額為多少？ 

 0.75 萬元  1.5 萬元  2.5 萬元  3 萬元 

【1】40.若 A 公司在其債券發行條件中，加入提早贖回條款，係指下列何種權利？ 

 A 公司可在到期前將所發行債券買回，提早清償債務之權利 

此債券的投資人可在債券到期前要求 A 公司將債券買回之權利 

 A 公司將一筆足以償還該債券之資金交付信託機構，將該債務移除之權利 

此債券的投資人在債券到期時，可選擇以預先約定之票面利率繼續持有該債券一段時間之權利  

 



【2】41.電腦常見之儲存空間單位，由大到小的排列為下列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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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一般描述電腦規格之主記憶體，其類別通常指的是下列何者？ 

快取記憶體（Cache Memory） 虛擬記憶體（Virtual Memory） 

唯讀記憶體（Read Only Memory） 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1】43.有關電腦設備之操作與保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硬碟應定期重整、檢查錯誤，以提升執行效率  

光碟機中央凹槽之部分，也可用來放置飲料 

電腦運作時，須外加電熱器之熱風吹向中央處理器，以保持其溫度 

為保持清潔，螢幕及電腦設備於運作時應以溼抹布擦拭 

【2】44.個人電腦在開機時，首先會運行下列哪一部分？ 

 OS  BIOS  DVD  HDD 

【4】45.副檔名 AVI 之檔案，為下列哪一種媒體檔案格式？ 

文字 聲音 圖形 視訊 

【4】46.在 Windows 的作業系統環境下，不同之使用者權限可以對電腦硬體進行操作之功能皆不同。請問想要變更
系統設定值，例如設定硬碟存取之權限等，應以何種類型的帳戶來登入？ 

訪客 一般類型 受限的帳戶 系統管理員 

【2】47.工業界常利用 3D 列印（3D Printing）技術，以軟體協助塑造出產品模型，此為電腦之何種應用型態？ 

電腦輔助教學（CAI） 電腦輔助製造（CAD） SOHO 族 家庭自動化（HA） 

【4】48.作業系統提供之功能，不包括下列何者？ 

檔案管理 記憶體管理 輸入／輸出管理 資料庫管理 

【3】49.使用者觀看網路影片或音樂時，其播放器可以不需要下載完整的影音檔即可進行播放，主要歸因於下列何種
技術之應用？ 

加密（Encryption） 解析度（Resolution） 串流（Streaming） 編譯（Compilation） 

【4】50.有關資訊安全及防毒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隨身碟使用方便隨插即用，但使用前仍須掃毒 不可隨意開啟來路不明之電子郵件及附加檔案 

重要資料燒錄備份於光碟中保存，可避免資料受病毒之感染 

作業系統安裝完成後，自動更新功能應立即關閉以減少外來攻擊 

【3】51.模仿並複製知名網站的網頁頁面，進而騙取未知使用者的相關隱密資料，其犯罪方式統稱為下列何者？ 

間諜軟體（spyware） 網路蠕蟲（worm） 網路釣魚（phishing） 阻斷服務（denial of service） 

【1】52.有關電腦病毒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是一種程式，它可經由磁碟或網路複製傳染 是一種壞損的電腦組件，使電腦不正常工作、破壞電腦 

是一種病菌，可透過空氣傳染損害電腦 遭電腦病毒入侵之電腦，在關機後主記憶體中仍存在著病毒 

【1】53.使用電腦時，為避免電力突然中斷，造成硬體之損壞及軟體檔案資料之流失，常使用下列何種裝置作保護？ 

不斷電系統（UPS） 藍牙系統（Bluetooth） 訊號強波器 集線器 

【2】54.有關資訊安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販售盜版軟體是違法的行為 電腦病毒能經由磁碟感染，但絕不會透過任何記憶卡感染 

定期更新掃毒軟體可降低電腦中毒感染機會 惡意散播電腦病毒屬於違法的行為 

【1】55.在電腦的基本架構中，其中負責判斷 AND、OR、NOT 等運算的單元為下列何者？ 

算術與邏輯單元 控制單元 輸入單元 輸出單元 

【4】56.在 Windows 系統工具中，哪項工具最適合用以檢視電腦的詳細硬體資訊？ 

工作管理員 字元對應表 檔案總管 裝置管理員 

【3】57.於電腦中安裝應用程式，安裝完成後該軟體將被存置於： 

中央處理機（CPU）  主記憶體（Main Memory） 

硬式磁碟機（Hard Disk） 光碟機（DVD-ROM） 

【4】58.有關電子郵件（E-mail）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可在信件中附加檔案並寄出 同一信件可同時寄給多人收信 

電子郵件帳號格式為：帳號@伺服器主機網址 多利用 SMTP 協定收信及進行收件伺服器設定 

【2】59.某乙想把出遊的照片中，不合宜的路邊廣告去除，請問較適合以哪個應用軟體完成這項工作？ 
 Microsoft Word  PhotoShop  Winamp  WinZip 

【2】60.手機、平板等行動裝置所使用的記憶體，於電源關閉以後仍可保存資料不會消失，其特性因為是由何種記憶
體所組成？ 

可程式唯讀記憶體（PROM） 快閃記憶體（FLASH ROM） 

動態記憶體（DRAM）  靜態記憶體（SRAM） 

【4】61.企業及集團如欲防止內部資料之不合法進出網路系統，造成資安問題，可於網路架構中架設何種設施因應？ 

資料備份程式 高速光纖網路 防毒軟體 防火牆 

【1】62.使用者同時具有檔案分享者及下載者之身分，使用者人數愈多其下載速度愈快，是何者檔案傳輸方式之特色？ 
 P2P  BBS  PROXY  HTTP 

【3】63.網路相關協定中，下列何者之功能主要是做為使用者檔案上傳及下載之用途，提供檔案暫存、交換之空間？ 
 HTTP  E-mail  FTP  SQL 

【2】64.在 Windows 系統中，硬式磁碟（Hard Disk）中的資料在經過長時間的增刪、編修後，為整理硬碟空間應定
期執行下列何種工具程式，讓同一檔案之內容能儘量儲存在連續磁區中？ 

磁碟掃描工具 磁碟重組工具 語言設定工具 磁碟壓縮程式 

【1】65.某甲於商品廣告上看到此圖形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它是因為影印機過於老舊，列印出現錯誤所產生 可用智慧型手機之照相功能及解碼軟體來解讀它 

該圖形的維度屬於二維條碼 圖形解碼後，其資訊可能有文字或網址等 

【4】66.有關常見之「USB」介面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擁有隨插即用（Plug and Play）的功能 具有「熱插拔」（Hot plugging）的特性 

若以資料傳輸之方式而言，屬於序列傳輸（Serial） 相關產品常以 100BaseT、100BaseFX 等標示其傳輸速率 

【3】67.下列何種影音介面，可同時傳送高畫質影像信號及音訊，主要用於連接數位電視機、螢幕？ 
 S/PDIF  DVI  HDMI  D-SUB 

【3】68.下列何種記憶存取裝置其存取速度最快？ 
 DVD-ROM  Hard Disk  SRAM  DRAM 

【1】69.目前常見的電腦與行動裝置（手機、平板）之作業系統，不包括下列何者？ 
 Word  iOS  Windows  Android 

【2】70.下列何者非輸入設備？ 

鍵盤 印表機 觸碰式螢幕 繪圖板 

【2】71.某甲欲製作動態圖片，用於其網路帳號之圖示，下列何種圖片格式較為合適？ 
 BMP  GIF  JPEG  EPS 

【2】72.下列何者是錯誤 IPv4 格式之位址，無法於網路上使用？ 
 11.11.11.11  172.363.71.12  192.92.92.92  193.193.193.193 

【2】73.下列何種病毒類型，其特性為隱藏於 Office 軟體的各種文件檔中所夾帶的程式碼？ 

開機型病毒 巨集型病毒 電腦蠕蟲 特洛伊木馬 

【1】74.一般住家的有線網路常使用電話線連接 Modem（數據機）來上網；請問 Modem 之主要功能為何？ 

數位訊號與類比訊號之轉換 微波與類比訊號之轉換 

無線電波與類比訊號之轉換 數位訊號與紅外線之轉換 

【1】75.電腦架構一般分為五大單元，下列分類何者正確？ 

 RAM 屬於記憶單元  手寫板屬於輸出單元  

硬碟屬於中央處理單元  滑鼠屬於控制單元 

【1】76.在 Microsoft Word 中，選取某一段文字，然後按下「Ctrl」+「C」鍵；接著到另一位置後，按下「Ctrl」+「V」
鍵，此連續動作表示： 

將所選取文字的內容複製到剪貼簿後，並複製到指定的位置（原選取位置之文字保留） 

將所選取文字刪除後，立即存檔並關閉 Word 應用程式 

改變所選取文字的字型，並且將其內容複製到剪貼簿 

將所選取文字的內容搬移到剪貼簿後，並移動到指定的位置（原選取位置之文字刪除） 

【4】77.網路系統中，IP 位址 127.0.0.1 所代表之意義為何？ 

警察局之網路位址 台灣的網路位址 不合規定之網路位址 本機電腦代稱的網路位址 

【3】78.下列哪一項不是網路設備？ 

中繼器（Repeater） 交換器（Switch） 編譯器（Compiler） 集線器（Hub） 

【3】79.欲儲存一張大小為 1920 × 1080 像素（pixels）之全彩、未經壓縮影像，其大約所需的儲存空間為： 

 2.05MB  4.11MB  6.22MB  10.66MB 

【3】80.關於傳統硬碟 HDD（Hard Disk Drive）及固態硬碟 SSD（Solid State Disk）之比較，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傳統硬碟因內部有驅動馬達及讀寫頭之結構，故其運作時抗衝擊性較低 

考量每單位之儲存成本，固態硬碟所需之成本花費較高 

內部資料因物理性壞損而受破壞時，固態硬碟較容易進行資料救援 

傳統硬碟之讀寫頭，運作時與碟盤並未直接進行接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