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接續背面】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101年新進人員甄試試題 
甄試類別【代碼】：一般人員 / 理財組【C4505 - C4508】  
專業科目：理財規劃理論與實務 
 ＊請填寫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須檢查答案卡、入場通知書編號、桌角號碼、應試類別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試

人員處理，否則不予計分。 
�本試卷正反兩頁共 60題單選選擇題【（第 1-40題，每題 1.5分，占 60分）；（第 41-60題，每題

2分，占 40分）】。 
�應考人得自備簡易型電子計算機(不得發出聲響)應試，惟不得使用財務型或工程用計算機。若應
考人測驗時於桌面上放置或使用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機，經勸阻無效，仍執意使用者，該科扣 10
分；計算機並由監試人員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後歸還。 
�答案卡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科以零分計算。 

第一部分：【第 1-40題為單選題，每題 1.5分，共計 40題，占 60分】 
【4】1.下列何者非工作收入？ 
�工作獎金 �自營事業所得 �佣金 �資本利得 
【3】2.隨著收入大幅增加且支出降低，而儲蓄大幅提高之情形，係指家庭生活週期中何者期間？ 
�家庭形成期 �家庭成長期 �家庭成熟期 �家庭衰老期 
【2】3.當生息資產市值降低但自用資產市值增加時，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列何者正確？ 
�自用資產貸款成數增加 �融資比率增加 �生息資產權數增加 �消費負債佔資產比率增加 
【3】4.甲君經營一家雜貨店，若其邊際儲蓄率為 50%，則當月毛收入為 20 萬元，基本支出為 6萬元，則其當月邊際
儲蓄金額為多少？ 
� 3萬元 � 6萬元 � 7萬元 � 10萬元 
【2】5.在考慮換屋當時舊屋之剩餘貸款餘額，可以貸款剩餘期間之每年本金平均攤還金額乘以下列何者計算？ 
�複利現值係數 �年金現值係數 �複利終值係數 �年金終值係數 
【3】6.針對距離現在愈遠的理財目標，則可適度提高風險性資產比重，其理由下列何者錯誤？ 
�年限愈長，複利效果愈大  
�年限愈短，則風險性資產處於景氣循環波動與市場波動之不確定愈大 
�年限愈長，風險性資產的報酬率波動區間愈大  
�年限愈短，安全性資產與風險性資產累積的財富差異有限 
【1】7.就土地增值稅之稅率方面，其自用住宅用地之稅率為下列何者？ 
� 10% � 15% � 20% � 25% 
【4】8.在平衡方程式中，下列何者會致使工作期儲蓄增加？ 
�個人資源養成支出減少 �工作期生活支出增加 �工作期生活收入減少 �退休期生活支出增加 
【2】9.在下列何者情形時，會提高投資風險承受度？ 
�投資年齡愈大 �複利效果愈高 �資金需動用時間愈短 �理財目標彈性愈小 

【2】10.下列何者非屬家庭收支儲蓄表之支出科目？ 
�利息費用 �終身壽險 �意外險 �標會之死會利息 

【4】11.若某銀行之房屋貸款利率係為定儲利率指數加二碼，試問當定儲利率指數為 2.3%時，則房屋貸款利率為下列
何者？ 
� 2.5% � 2.6% � 2.7% � 2.8% 

【4】12.下列何者會致使所得替代率愈低？ 
�通貨膨脹率愈高 �收入成長率愈低 �退休後支出調整率愈高 �目前消費率愈低 

【1】13.對於壽險保額需求之計算方式，下列何者係以未來營生資產為基礎？ 
�淨收入彌補法 �遺族需求法 �所得替代法 �彈性彌補與調整法 

【3】14.針對達成理財目標順序法及目標並進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在目標順序法下同一時間可設定多個目標 �目標並進法下使每個目標達成年限皆縮短 
�目標順序法所需之儲蓄率愈來愈高 �在目標並進法下使複利的效果無法充分發揮 

【2】15.有關家庭儲蓄的運用策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工作收入包含薪資及佣金  �將保障型壽險調整為儲蓄險，在相同保額下可降低保費支出 
�儲蓄是所有理財計劃的源頭 �生息資產是決定家庭理財收入多寡的因素之一 

【4】16.目前上大學後總教育費用為 200萬元，目前離上大學所需年數為 10年，大學學費成長率為 2%，試問屆時上大
學所需準備的教育費用為多少？（取最近似值萬元）【註：期末年金現值係數(10,2%)=8.983、期末年金終值係數
(10,2%)=10.950】 
� 82萬元 � 122萬元 � 142萬元 � 244萬元 

【3】17.有關策略性與戰術性資產配置搭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策略性投資是短期持有，視需要時調整賣出 �戰術性資產配置可作為核心投資組合 
�市場時機波段操作主要視為戰術性資產配置方式 �以向日葵特性解析下，策略性資產配置視為配合往外放射之花瓣 

【2】18.在理財人員進行全方位理財規劃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瞭解客戶風險屬性，其包含風險承受能力及風險承受態度 
�在保險產品配置上應先考慮儲蓄需求後再考慮保障需求 
�對於客戶急需變現時，可能的損失可視為流動性風險  
�在目標現值法下，若總需求大於總供給時，應選擇順序在前的目標 

【2】19.有關子女教育金規劃，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一般養兒育女的開銷有兩大高峰，一為學前階段，另一為高等教育階段 
�子女教育金規劃具有費用彈性，但無時間彈性 
�養育子女數分別受到夫妻生涯費用及子女生涯支出負擔所影響 
�由於子女的資質無法事先掌握，故應從寬來規劃子女教育金 

【4】20.在進行家庭財務報表與預算編製時，對於現金基礎與應計基礎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應計基礎又稱權責發生制   
�在應計基礎下對於開發票時若未收到現金，就列為損益表的收入 
�在現金基礎上即有現金流入或流出時才記帳  
�當刷卡取得貨物或服務同時，在現金基礎下必須列為支出 

【1】21.針對固定投資比例策略及投資組合保險策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固定投資比例策略符合高賣低買原則，在多空市場下，漲時追價跌時停損，以創造較高獲利 
�在投資組合保險策略下自動執行停損設定，故仍可保有相當於可接受下限的總資產市值 
�在固定投資比例下面臨投資者常受主觀因素或群眾心理影響，未能於該調整時調整 
�投資組合保險策略基本上屬於順勢操作法，無法在由多轉空時及時獲利了結 

【4】22.銀行理財專員在執行財富管理業務時，對於職務利益衝突及內線交易之防範，下列何者錯誤？ 
�銀行內控制度中明定禁止員工有內線交易行為  
�理財專員不得收受不當之利益 
�嚴禁客戶資料流入於未經銀行授權者  
�以業務佣金的高低來決定推薦產品的順序 

【2】23.張三向銀行申請取得 300 萬元之循環信用額度，額度年息 6%，張三準備動用 150 萬元投資年報酬率 18%之商
品，期間三個月，當扣除其資金成本後，張三可以獲利多少？ 
� 40,000元 � 45,000元 � 50,000元 � 55,000元 

【4】24.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在相同利率之下，付息次數愈多，複利效果愈大  
�在相同期間下，利率愈高，複利效果愈大 
�在相同利率之下，期間愈長，複利效果愈大  
�當期間報酬率隨著期間而有所不同時，幾何平均報酬率一定會大於算術平均報酬率 

【4】25.針對信用卡循環計息，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信用卡循環利率的計算方式，採以年計息  
�依我國現行規定，信用卡循環利率最高者為 12% 
�如果已經動用循環信用，所以繳款就可以拖延  
�以持卡人繳款截止日為利息的起算日，此種計息對持卡人最有利 

【3】26.某公營行庫的一年期定存利率為 2%，假設台灣某一檔指數型基金的年報酬率為 8%，標準差為 20%，請問該基
金的風險貼水為多少？ 
� 4% � 18% � 6% � 12% 

【3】27.假設景氣繁榮的機率為 35%，某股票的預期報酬率為 30%；當景氣持平的機率為 25%時，該股票的預期報酬率
為 10%；當景氣衰退的機率為 40%時，該股票的預期報酬率為-10%。請問該股票的預期報酬率為何？ 
� 7% � 8% � 9% � 10% 

【4】28.以銀行定存、政府債券、金融債券、保本投資型為主要的投資工具，適合下列哪一類型的投資者？ 
�收入高成長型 �年輕積極型 �衝動冒險型 �退休保守型 

【2】29.某債券發行面額 100萬，票面利率 5%，5年到期的債券，每年利息固定發放一次，假設目前市場殖利率為 6%，
請問目前債券的現值為多少？(取接近值)【註：年金現值係數(5,6%)=4.212，複利現值係數(5,6%)=0.747，年金終值
係數(5,6%)=5.637，複利終值係數(5,6%)=1.338】  
� 94.63萬元 � 95.76萬元 � 96.62萬元 � 97.93萬元 

【4】30.當某基金的平均報酬率為 15%，市場無風險利率為 3%，該基金標準差為 12%，請問夏普指數(Sahrpe index)為
多少？ 
� 0.25 � 0.5 � 0.75 � 1.0 

【1】31.某股票以每股 50元買入，日後以每股 59元售出。該股票在持有期間收到公司發放的現金股利 2 元，請問該股
票之投資報酬率為何？ 
�22% �20% �18% �16% 

【4】32.假設投資經營某一家服飾店，預估每年有淨現金流入 100 萬元，經營 10 年後該服飾店結束後尚可拿回 1,000
萬元，如果每年投資報酬率固定為 7%，請問該投資最原始金額為多少？(取最接近值 )【註：年金現值係數
(10,7%)=7.024，複利現值係數(10,7%)=0.508，年金終值係數(10,7%)=13.816，複利終值係數(10,7%)=1.967】 
� 1,123萬元 � 1,063萬元 � 1,393萬元 � 1,210萬元 

 



【3】33.某投資組合中有股票及債券，投資金額分別為股票 350萬元及債券 550萬元，假設股票的投資報酬率為 30%、
債券為 5%，請問該投資組合的預期報酬率為多少？ 
� 12.25% � 13.54% � 14.72% � 15.17% 

【1】34.陳先生向銀行辦理房屋貸款 500萬元，貸款年利率 6%，期限 20年，按年採用本利平均攤還方式，試問每年需
償還銀行本利金額多少元？(取最接近值)【註：年金現值係數(20,6%)=11.47，年金終值係數(20,6%)=36.786】 
� 43.59萬元 � 46.32萬元 � 48.51萬元 � 49.98萬元 

【3】35.有關房屋貸款計息之方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採本金平均攤還，每月償還本金金額固定  
�採本金平均攤還，每月償還利息金額遞減 
�採本利平均攤還，每月償還本金金額固定  
�採本利平均攤還，每月償還利息金額遞減 

【4】36.我國所得稅法規定，有關被保險人之保險費，下列哪些人在所得稅申報時，不可以申報為列舉扣除額？ 
�納稅義務人  �受納稅義務人扶養之父母 
�納稅義務人本人之配偶  �受納稅義務人所扶養之兄弟 

【2】37.小君的父親從 26歲開始工作即按規定加入勞保，雖然有換了幾間公司，但未曾間斷過工作，今年 60歲想退休，
目前工作月薪 7萬元，該公司按規定投保$43,900的保費級距，小君試算後選擇一次領取方式，請問他的父親可以請
領到多少勞保老年給付？  
� 1,864,600元 � 1,975,500元 � 2,125,700元 � 2,240,530元 

【4】38.依所得稅法規範，下列何者無法列入「所得列舉扣除額」項目？ 
�公益團體捐贈  �納稅義務人之醫藥費 
�自用住宅房貸利息年扣除額 �自用財產交易損失 

【1】39.目前有關我國綜合所得稅之課稅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綜合所得稅採累進稅率，最低稅率為 6%  
�綜合所得稅採累進稅率，最高稅率為 40% 
�除新婚及離婚年度可決定採合併或分開申報外，其餘年度夫妻均應合併申報所得稅 
�綜合所得稅課稅年度採用曆年制 

【2】40.依據舊制的勞工退休金制度，下列敘述何者可以領到退休金？ 
�張君 20歲開始已經工作了 30年，而且換了五間公司，每間工作年資最長 8年 
�王君在同一家食品公司由 25歲一直工作到 55歲 
�陳君在同一家電子公司由 29歲一直工作到 49歲 
�李君 20歲開始已經工作了 20年，而且只換了兩間公司，每間工作年資 10年 

 
第二部分：【第 41-60題為單選題，每題 2分，共計 20題，占 40分】 
【3】41.在常態分配下，當平均報酬率為 10%，標準差為 20%，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有 95.45%的機會報酬率會落在 -10%至 30%之間  
�有 95.45%的機會報酬率會落在 -20%至 40%之間 
�有 95.45%的機會報酬率會落在 -30%至 50%之間  
�有 95.45%的機會報酬率會落在 -50%至 70%之間 

【4】42.對於提升淨值投資報酬率之方式，下列何者錯誤？ 
�投資淨收入增加  �淨值減少  
�資產投資報酬率增加  �財務槓桿倍數減少 

【3】43.就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所謂「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係指被繼承人或贈與人具有下列何者情形？ 
�死亡事實或贈與行為發生前 6個月內，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者 
�死亡事實或贈與行為發生前 1年內，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者 
�死亡事實或贈與行為發生前 2年內，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者 
�死亡事實或贈與行為發生前 5年內，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者 

【2】44.針對退休金來源分析，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老人年金及勞保給付可視為屬於第一層次之基礎社會保險範圍與國民年金 
�依勞基法退休金相關規定，符合自請退休者，其前 20年每年可領兩個基數 
�在符合勞保給付條件下，每人最多可領取 45個基數 
�有關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其退休金運用效益不得低於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 

【4】45.小張打算於 5年後開業，其開業成本為 500萬元，假設目前手頭已有 300萬元作為期初存款，期間投資報酬率
為 4%，試問小張必須於每年末存入多少金額後，方得達成其開業目標？（取最近似值）【註：複利終值係數
(5,4%)=1.217，複利現值係數(5,4%)=0.822，期末年金終值係數(5,4%)=5.416，期末年金現值係數(5,4%)=4.452%】 
� 21.6萬元 � 22.3萬元 � 23.7萬元 � 24.9萬元 

【1】46.假設定期定額投資每月初投資 2萬元，持續投資 12個月後贖回，在整體定期定額投資報酬率為 20%情形下，
試問贖回金額應為下列何者？ 
� 26.6萬元 � 27.8萬元 � 29.6萬元 � 30.8萬元 

【3】47.針對期初年繳保費 5萬元之 20年期保單，在預期投資報酬率 5%情形下，請問以躉繳方式應為多少金額？（取
最近似值）【註：期末年金現值係數(19,5%)=12.085，期末年金現值係數(20,5%)=12.462】 
� 55.4萬元 � 57.3萬元 � 65.4萬元 � 67.3萬元 

【2】48.有關現代投資組合理論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對於愈往左下方之無異曲線，其效用水準愈高  
�當兩證券關聯性愈低或呈現一消一長時，效率前緣的向左凸性愈明顯 
�若兩投資標的正相關性很高，則對於整體投資組合變異數的降低有很大貢獻 
�投資組合中可藉由減少持有證券數目來同時降低市場風險及個別風險 

【3】49.有關各項稅負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所得稅法規定中華民國來源之所得包含租金所得、權利金所得及財產交易所得 
�我國贈與稅之課稅基礎係採屬人兼屬地主義 
�就民法所規定，父母之特留分相同於直系血親卑親屬，應為應繼分三分之一 
�不動產之買賣及贈與時，契稅稅率為 6%，買賣契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買方 

【2】50.小李計畫購屋，其房價為 1,200萬元，假設自備款 300萬元，其貸款期間 10年，共 120期，利率 2%，試問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註：期末年金現值係數(10,2%)=8.983】 
�在本金平均攤還法下，第一期攤還本金為 10萬元  
�無論採本金平均攤還法或本利平均攤還法，第一期所支付利息均相同 
�在本利平均攤還法下，愈往後之本金償還愈少且利息償還增加 
�依本利平均攤還法計算，每年所攤還之本金約為 120萬元 

【4】51.以理財目標進行資產配置的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需求如果較有彈性的長期目標，不可以投資高風險的投資工具 
�距離現在愈近的理財目標，安全性的資產比重可以降低 
�年限愈短，複利的效果愈小，風險性資產財富累積的差異有限，應該隨時可以彌補資產的不確定性 
�年限愈長，透過景氣循環的作用，風險性資產的報酬率波動區間會愈小 

【2】52.當理財規劃採用目標並進法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目標並進法係指在同一時間只設定一個目標  
�一開始就考慮多目標，所以初期的負擔很重，愈往後愈輕 
�各項理財目標達成的時間，必須一項接著一項  
�動用所有的資金，設法達成設定的單一目標 

【4】53.有關家庭財務報表之編製，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資產負債表，係顯示某一段期間之資產與負債狀況  
�收支儲蓄表，係顯示特定時點現金收支之變化 
�繳納之車輛險，例如竊盜險及車體險，屬資產科目  
�購買房屋支付之自備款屬資產科目，尚未付清之房貸屬負債科目 

【2】54.下列哪一事件對個人淨值的增減沒有影響？ 
�領取年終獎金  �償還信用卡債務  
�繳交小孩學費  �百貨公司化妝品大採購 

【4】55.依資本資產定價模式(CAPM)，假設無風險利率為 3%，證券市場之期望報酬率為 8%，某股票與大盤指數的系
統風險係數β為 1.2，請求出該股票的期望報酬率為何？ 
� 6% � 7% � 8% � 9% 

【3】56.王小姐每年年初會存三年期固定利率存款 50萬，第一年存款收益率為 5%，當利率每年逐漸下降 1%的情況下，
請問第二年年底時，當年總存款平均報酬率多少？ 
� 4% � 4.25% � 4.5% � 4.75% 

【2】57.陳太太產後，擬出外工作，但是每個月小孩的褓母費用為 2.5萬元，陳太太夫妻所適用的所得稅稅率為 20%，
陳太太如果要外出工作，則稅前月薪必須達多少金額以上，才值得外出工作？ 
� 28,720元 � 31,250元 � 34,620元 � 35,350元 

【2】58.王經理現年 40歲，規劃 60歲時退休。假設王經理目前有 200萬元可供投資，年投資報酬率為 10%，且每年固
定將其所得中提出 20萬元投資，請問屆時退休可累積多少退休金？(取最接近值)【註：年金現值係數(20,10%)=8.514，
複利現值係數(20,10%)=0.149，年金終值係數(20,10%)=57.275，複利終值係數(20,10%)=6.727】 
� 1,980萬元 � 2,491萬元 � 1,879萬元 � 2,240萬元 

【3】59.現階段我國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24條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雇主每月負擔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薪資 6% 
�勞工可以在每月工資 6%範圍內，自願另行提繳退休金 
�勞工年滿五十歲，工作滿十年以上者，得請領月退休金 
�勞工於請領退休金前死亡者，應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一次退休金 

【4】60.依我國贈與稅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夫妻兩方協議離婚，如果雙方在離婚協議書上表明，一方必須支付另一方贍養費時，其金額可免除課徵贈與稅 
�扶養義務人如果為受扶養人所支付之教育費及相關醫療費用，不需計入贈與總額 
�被繼承人於死亡前二年內贈與依民法第 1138條規定之繼承人的財產，視為遺產，併入其遺產總額課稅 
�死後繼承土地不需要繳納贈與稅但必須繳納土地增值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