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接續背面】 

華南銀行 104年度新進人員甄試試題 

甄試類別【代碼】：財富管理投資研究人員【G6306】 
專業科目：國際金融市場及理財規劃 

 ＊請填寫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須檢查答案卡（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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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試卷為一張雙面，測驗題型分為【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40 題，每題 1.5 分，合計 60 分】與【非
選擇題 2大題，每大題 20分，合計 40分】。 

選擇題限以 2B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請選出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非選擇題限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於答案卷上採橫式作答，並請從答案卷內第一頁開始書寫，違
反者該科酌予扣分，不必抄題但須標示題號。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功能、儲存程式功能)，但不得
發出聲響；若應考人於測驗時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放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勸阻無效，仍執意使
用者，該科扣 10分；該電子計算器並由監試人員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後歸還。 

答案卡（卷）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科以零分計算。 

壹、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40題（每題 1.5分） 
【4】1.一國家的外匯交易有兩種價格，這個國家可能採行的匯率體制是： 

浮動匯率制度  固定匯率制度  

管理浮動匯率制度  双元匯率制度 

【1】2.若某一國家的有效匯率指數為 102，意味著： 

該國貨幣價值有被高估的現象 該國貨幣價值有被低估的現象 

該國貨幣價值處於均衡位置 以上皆有可能 

【3】3.若央行實施完全沖銷的干預政策，當央行買進外匯時，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央行持有的國內資產不變 央行持有的國外資產不變 

準備不變  以上皆是 

【1】4.根據利率平價說，若本國利率高於外國利率水準，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本國的通貨膨脹率高於外國通貨膨脹率  

本國的通貨膨脹率低於外國通貨膨脹率 

本國的通貨膨脹率與外國通貨膨脹率沒有關係  

本國的通貨膨脹率等於外國通貨膨脹率 

【3】5.若台灣與美國的利率水準分別為 3%與 2%，且目前新台幣對美元的匯價為 30，則新台幣對美元的遠

期匯價可能為多少？ 

 29.7  30  30.3  33 

【3】6.我國現在的國際收支平衡表是根據 IMF 出版的國際收支手冊(Balance of Payments Manual)的哪一個版

本進行編制？ 

第三版 第四版 第五版 第六版 

【4】7.「貶值可以改善國際收支」成立的條件稱之為： 

 J-Curve effect   Signaling effect 

 No-arbitrage condition   Marshall-Lerner condition 

【1】8.在一個資本完全移動的經濟體系中，若本國實施浮動匯率制度，則外國降息會使得本國： 

利率下降、產出下降  利率下降、產出上升 

利率上升、產出下降  利率上升、產出上升 

【2】9.在 IS LM BP  模型之下，本國執行擴張性貨幣政策，則本國國際收支會呈現： 

盈餘 赤字 平衡 不確定 

【4】10.在一個資本完全不移動的經濟社會中，若本國實施固定匯率制度且採取完全不沖銷措施，則擴張性

貨幣政策的總體效果為： 

所得上升，利率上升  所得上升，利率下跌  

所得不變，利率下降  所得不變，利率不變 

【3】11.根據貨幣學派的觀點，在浮動匯率制度下，貨幣供給提高會使得： 

產出上升 產出下跌 產出不變 以上皆有可能 

【2】12. Dornbusch (1976)的經典模型之下，擴張性貨幣政策對於長期與短期匯率水準的影響之敘述，下列何

者正確？ 

長期影響較劇烈  短期影響較劇烈  

長期匯率不改變  短期匯率不改變 

【2】13.在管理浮動匯率制度下，若本國貨幣存在貶值壓力時，央行會採取進入外匯市場拋售外匯的政策稱

之為： 

順風向(leaning with the wind)政策  

逆風向(leaning against the wind)政策 

總和需求管理(aggregate demand management)政策 

目標區(target zone)政策 

【1】14.有「歐元之父」之稱的是下列哪個經濟學家？ 

 R.A. Mundell   P. Krugman  

 R. Dornbusch   J.M. Fleming 

【4】15.下面哪個國際組織最早成立？ 

美洲開發銀行  世界銀行  

國際貨幣基金  國際清算銀行 

【1】16.根據購買力平價說，若本國物價上漲 3%，則一個小型開放經濟體系的匯率可能會： 

上升 3%  下跌 3%  

上升超過 3%  下跌超過 3% 

【2】17.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中，專利權之取得與處分記錄在： 

經常帳 資本帳 金融帳 準備 

【4】18.下面何者不是外匯市場的功能？ 

提供國際兌換與清算的功能 融通國際貿易的功能 

穩定國際金融的功能  累積外匯存底的功能 

【3】19.當本國資產與外國資產呈現完全替代特質時： 

央行在外匯市場的沖銷措施將會提高產出  

央行在外匯市場的沖銷措施將會減少產出 

央行在外匯市場的沖銷措施將不會影響產出 

央行在外匯市場的沖銷措施對產出的影響並不確定 

【3】20.狹義的支出轉換政策(expenditure-switching policy)指的是： 

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匯率政策 產業政策 

【1】21.請問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廿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wenty-first Century)」中提

到資本主義實行下所衍生貧富不均的財富集中問題，可透過下列何者達到公平分配？ 

政府 消費者 企業家 市場看不見的手 

【1】22.某甲與證券商承作一筆公債 RS，金額為新臺幣 500 萬元，RS 利率為 1%，期間 20 天，請問承作當

天的資金流向，下列何者正確？    

證券商需支付甲 500 萬元 甲需支付證券商 500 萬元 

證券商需支付政府 500 萬元 甲需支付證券商約 499 萬 7 千元 

【3】23.下列何者屬票券市場的金融工具？ 

上市股票  基金受益憑證  

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  一年期以上到期的公債  

【1】24.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所有之利害關係，亦即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如因保險事故之發生，即

受有損害，如因保險事故不發生，即受有利益，這種損益關係，係指下列何者？ 
保險利益 保險經紀 保險代位權 信託受益權 

【2】25.下列何者屬台股空方訊號？ 

外資回補台股   

滬港通吸金超乎預期多 

上市櫃企業獲利創新高   

勞退基金撥款 300 億元進場買股 

 



【3】26.個人如決定採「生命價值法」購買壽險的保障金額，請問其計算公式，下列何者正確？ 

應繳遺產稅＝應投保金額 

年所得÷年利率（%）＋貸款金額＝應投保金額  

（年所得－年支出）×（預定退休年齡－目前年齡）＝應投保金額 

應投保金額＝最後支出＋家庭 5 年內生活費用＋教育基金＋應付款項＋房屋貸款 

【2】27.下列何種保險商品之保險費運用及資產係採「一般帳戶」而非「分離帳戶」處理？ 

變額壽險 萬能壽險 變額年金 變額萬能壽險 

【4】28.請問保險契約當事人一方行使解除權，而使保險契約溯及既往而不生效力，是為保險契約之下列何者？ 

無效 終止 停止 解除 

【4】29.請問下列何者係指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所負責任之最高額度，亦即保險人之賠償額度，以之為上

限，且須於保險契約上載明？ 

保險利益 保險理賠 保險價額 保險金額 

【4】30.下列投資標的所產生的收益種類及應負擔的稅目，何者錯誤？ 

黃金的收益為財產交易所得，應負擔的稅目為綜所稅 

公司債的收益為利息所得，應負擔的稅目為綜所稅（分離課稅） 

股份的收益為股利所得、財產交易所得，其應負擔的稅目為綜所稅 

台灣存託憑證的收益為股利所得、證券交易所得，應負擔的稅目，股利所得為綜所稅，證券交易所得則

爲免稅 

【2】31.請問一國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其本年度對前一年度的增加率，稱之為下列何者？ 

通貨膨脹率 經濟成長率 超額儲蓄率 失業增加率 

【2】32.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葛蘭碧八大法則為利用移動平均線判定股票交易訊號的重要法則 

實務上認為當相對強弱指標值低於 20 時，代表股票有超買現象，為賣出時機 

道瓊理論認為市場主要趨勢如是一波比一波高的上升趨勢，稱為「多頭市場」  

股票的黃金交叉意指短期移動平均線，由下方往上突破長期移動平均線，為重要買入訊號 

【3】33.請問下列何者係指企業及個人在貨幣機構之支票存款、活期存款及活期儲蓄存款？  

準貨幣 準備貨幣 存款貨幣 通貨淨額 

【1】34.有關信用卡循環利率之利息起算日計算方式，下列何項對持卡人最為有利？ A.持卡人繳款截止日 

B.對帳單上的結帳日 C.銀行代持卡人先付款的墊款日 D.持卡人在特約商店消費之當日 

 A  B   C   D  

【4】35.影響選擇權價格的因素，下列何項正確？ A.履約價格 B.無風險利率 C.標的商品的價格 D.選擇

權至到期前所剩餘的時間(Time to Maturity) 

僅 AB 僅 ABC 僅 BCD  ABCD 

【2】36.設若志忠與票券商承作一筆公債 RP，金額為 100 萬元，RP 利率為 3%，期間 20 天，請問到期時票

券商需支付志忠的金額為多少元？ 

 1,001,315 元  1,001,480 元  1,001,643 元  1,001,666 元 

【2】37.小明將房屋乙棟以不定值方式向東安產物保險公司投保火災保險 1,000 萬元，後該房屋市價上漲為

2,000 萬元；今該房屋發生火災全燬，請問東安產物保險公司應理賠小明多少元？ 

 500 萬元  1,000 萬元  1,500 萬元  2,000 萬元 

【4】38.假設甲公司的淨值為新臺幣 15,320,000 元，流通在外股數為 100 萬股，若該產業的合理股價淨值比

為 20 倍，則該公司的合理股價約為多少元？    

 76 元  153 元  200 元  306 元 

【2】39.設若甲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的我國國民，死亡時遺有下列各項財產：(1)國內台積電股票成本 600

萬元（死亡時收盤價 400 萬元） (2)新北市不動產公告土地現值 1000 萬元（市價 1500 萬元） (3)銀行存

款（存放在香港的匯豐銀行）新臺幣 100 萬元 (4)信託權利價值新臺幣 500 萬元（其中 300 萬元受託機構

在台灣，其餘 200 萬元受託機構在義大利），請問甲的遺產總額為多少元？ 

 1700 萬元  2000 萬元  2200 萬元  2300 萬元 

【4】40.張三年初向銀行貸款 100 萬元，約定利率 7%，分五期於每年年底本息平均攤還，則每期應支付多少

金額？（年金現值利息因子 4.100） 

 235,073 元  249,390 元  250,073 元  243,902 元 

貳、非選擇題二大題（每大題 20分） 

題目一：  

請回答下列各題： 

（一）國際金融機構對危機國的援助方法常使用 bail-out和 bail-in，請問兩者差異為何？

【5分】 

（二）何謂歐洲穩定機制(ESM, 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5分】 

（三）何謂「離岸美元債券市場」？【5分】 

（四）何謂「離岸歐元市場」？【5分】 

 

 

 

 

 

 

 

 

 

 

 

 

 

 

 

題目二：  

據報載：「歐洲央行公告已開始收購資產擔保證券(ABS)，連同更早之前開始收購的擔保

債券(Covered Bond)，購債將至少持續兩年，且總裁德拉吉強烈示意，還將祭出新措施…，

更偏向廣泛購買歐元區主權債的方向」請問： 

（一）何謂「擔保債券」(Covered Bond)？【5分】 

（二）何謂「歐元區主權債」？與政府公債有何不同？【5分】 

（三）歐洲央行購債的目的為何？對歐元幣值影響為何？【5分】 

（四）在我國，投資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的收益屬於哪一類所得？其買賣是否課徵

證券交易稅？若課徵，其稅率為何？【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