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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有關金融體系的敘述，何者錯誤？ 
金融體系包括金融市場與金融中介二大部分  
銀行體系是屬於「間接」金融 
金融體系具備風險分擔、流動性、資訊揭露等功能 
在間接金融體系中，資金剩餘者所持有之證券是資金不足者所發行的證券 

2 所謂「雙元金融體系」指的是： 
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並存 正式金融市場與非正式金融市場並存 
外匯市場與本國貨幣市場並存 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並存 

3 在股市熱絡，成交量擴大之際，對貨幣供給的成長率有何影響？ 
 M1B 上升  M1B 下降  M1B 不變  M2 上升 

4 若實際通貨膨脹率高於預期通貨膨脹率，則下列何者正確？ 
實質利率會比預期來的高 對於債務人有利，對於債權人不利 
所有人都會因此受到傷害 對資方不利，對勞方有利 

5 假設投資人買進債券的價格高於面額，且在賣出債券時發生資本損失，則： 
到期收益率<票面利率<當期收益率 到期收益率<當期收益率<票面利率 
當期收益率<到期收益率<票面利率 當期收益率<票面利率<到期收益率 

6 當銀行經營的資金狀況呈現不足缺口時： 
利率下降對銀行經營不利 
利率上升對銀行經營有利 
銀行經營不須關心利率的走勢，因為利率的變動影響有限 
銀行經營將面臨流動性風險與利率風險 

7 下列有關「風險性資產之效率前緣」之定義，何者正確？ 
風險相同的資產組合所構成之集合 
在特定風險下，所有預期報酬率最高之資產組合所構成之集合 
預期報酬率相同的資產組合所構成之集合 
風險等於零的資產組合所構成之集合 

8 下列有關零息債券特質的敘述，何者正確？ 
投資人將必須承擔再投資的風險 
利率下跌時，零息債券價格的漲幅將高於傳統的固定收益債券 
零息債券持有到期滿之報酬率是隨著市場利率變動調整 
零息債券不可訂有贖回條款，故發行機構不可提前贖回 

9 在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中，下列何者屬於負債的項目？ 
中央銀行持有之歐元  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的放款   
商業銀行轉存款   中央銀行持有之政府公債 

10 假定中央銀行進行公開市場操作，採取同時在債券市場買進長期公債；在貨幣市場賣出等額短期票券的

互換操作策略，則： 
長、短期利率均上升  長期利率下降，短期利率上升 
長期利率上升，短期利率下降 長、短期利率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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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若中央銀行宣布降低法定存款準備率，則我們可以預期： 
債券價格下跌，但利率上升  利率下跌，但債券價格上升 
利率與債券價格同步上升 利率與債券價格同步下跌 

12 假設法定存款準備率為 10%。現有某一商業銀行向中央銀行借款 10,000 元，則銀行體系可創造的最大存

款貨幣總額為： 
 10,000 元  100,000 元  90,000 元  11,000 元 

13 我國中央銀行擴大貨幣供給將會造成本國貨幣貶值，這是因為： 
本國資產相對外國資產的實質利率上升 本國經濟成長率相對低於外國，導致出口減少 
本國通貨膨脹率較低，致使本國貨幣需求增加 本國資產相對外國資產的實質利率下跌 

14 假定我國目前債券市場的收益曲線為水平線，依據流動性貼水理論，預期未來短天期利率的走勢將會： 
不變 上升 下降 無法判定未來的趨勢 

15 下列何者不屬於我國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存款保險的對象？ 
銀行 民間標會組織 信用合作社 農業金融機構 

16 貨幣供給透過下列何種管道影響總合需求？  
由所得變化改變消費及出口，進而影響總合需求 
由利率變化改變儲蓄及總合供給，進而影響總合需求 
由利率變化改變投資及消費需求，進而影響總合需求 
由所得變化改變利率及貨幣需求，進而影響總合需求 

17 當臺灣的外匯市場對於外匯的需求增加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對新臺幣的需求也增加  外匯的需求曲線左移 
匯率不變  臺幣貶值 

18 在浮動匯率（floating exchange rate）制度下，下列那一種現象不會產生？ 
在此匯率制度下，外匯市場永遠結清 因為外匯是浮動的，因此利率必須固定 
外匯市場均衡時，不會有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 均衡匯率由外匯市場的供需自行決定 

19 假定新臺幣年利率為 10%，美元年利率為 6%。若預期未來新臺幣對美元將貶值 8%，則在投資報酬的考

量之下： 
投資者應選擇僅投資新臺幣 投資者應選擇僅投資美元 
投資者選擇投資新臺幣或美元並無差異 資訊不足，無法判斷 

20 假設經常帳中除商品貿易外並無其他交易，且今年我國經常帳順差是 100 億美元；資本帳的逆差是 60 
億美元。則今年我國外匯市場的供需情形是： 
供給大於需求 40 億美元 供給大於需求 160 億美元 
需求大於供給 160 億美元  需求大於供給 40 億美元 

21 在物物交換的經濟體制下，若一共存在有 8 種財貨相互交換，則其交換比率共有： 
 7 種  8 種  28 種  80 種 

22 有關利率交換選擇權特質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利率交換選擇權的名目本金必定為固定值 
利率交換選擇權的名目本金在期初與期末均不交換 
基本型態的利率交換選擇權為固定利率與浮動利率互換 
基差交換係指浮動利率對浮動利率交換，但雙方採用不同的浮動利率指標 

23 因為週末活動需要，小明自郵匯局提領存款一萬元。該提領行為對臺灣貨幣總計數所造成的影響為： 
M1A 與 M2 同時增加一萬元 M1B 與 M2 同時增加一萬元 
M1A 增加一萬元，M2 不變 M1B 不變，M2 增加一萬元 

24 貨幣因具備下列何種功能，因此能解決物物交換「慾望雙重一致性（double incidence of wants）」的阻礙？ 
交易媒介 計價單位 價值儲藏 延期支付 

25 假定 2010 年臺灣整體的支票存款＝331 億元，外匯存款＝2,582 億元，活期存款＝2,892 億元，定期及定

期儲蓄存款＝12,353 億元，郵政儲金＝4,634 億元，活期儲蓄存款＝7,232 億元，外國人新臺幣存款＝252
億元，附買回交易餘額＝344 億元，通貨淨額＝1,094 億元。試問 2010 年時的臺灣貨幣總計數 M1B 為多

少億元？ 
4,317 億元 11,549 億元 31,715 億元 10,455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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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下列那家金融機構在臺灣是不得參與金融業拆款市場的借貸業務？ 

臺灣銀行 中華郵政公司 元大寶來證券公司 合作金庫票券金融公司 
27 下列何者是貨幣市場的金融工具？ 

財政部國庫券 花旗集團寶島債 中央銀行定期存單 台積電公司債 
28 下列何家金融機構在臺灣歸屬為專業銀行？ 

匯豐（臺灣）銀行 臺灣土地銀行 美商美國銀行 臺北豐邦商業銀行 
29 有關股票上市公司必須定期揭露財務報告的政府規定，是要能減輕下列何者問題所衍生的資訊成本？

①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 ②道德危機（moral hazard） ③免費搭乘者（free riders） 
僅① 僅② 僅③ 僅①③ 

30 有一面額 1,000 元票息債券之每期票息收入為 100 元，若目前收益率為 12.5%，則債券價格為： 
600 元 700 元 800 元 1,000 元 

31 假定目前一年期利率為 2%，二年期利率為 3%。根據預期理論，一年後的一年期預期利率為何？ 
8% 6% 4% 2.5% 

32 根據可貸資金學說，下列何者會使可貸資金的供給增加？ 
預期通貨膨脹上升 政府赤字增加 停徵證券所得稅 企業獲利預期增加 

33 圖中 BS 與 BD 分別表示債券供給曲線與債券需要曲線，而 E 點為可貸資金市場均衡。現若因出口減少而

導致經濟有下滑趨勢，試問 BS 與 BD 個別的正確移動方向為何？ 
③ 
① 
①② 
③④ 

34 臺灣國際板債券市場於 2015 年成功吸引大筆資金來臺投資。在其他條件相同下，10 年期公債與公司債間

利差可望： 
因交易成本下降而縮小  因債市流動性增加而縮小 
因債市流動性增加而擴大 因債市違約風險下降而縮小 

35 對經營權與股權分離的公司，下列何者是資金提供者可以減輕道德危機問題的做法？ 
立約限制借款人如何運用借款 要求提供擔保品以避免借款人違約 
要求借款人有相當的自有資金投資在公司 政府規定資訊揭露 

36 有關國際收支平衡表內容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經常帳包括因商品及勞務進出口而衍生的外匯收入與支付，以及國際間無償移轉的外匯收支 
國際收支平衡表分為經常帳、資本帳與金融帳 
國際收支平衡表是紀錄在一定期間內，涉外及外匯進出的各項交易流量  
經常帳餘額等於當期外匯變動的總和 

37 當通貨緊縮嚴重時，廠商因 ① 而致淨值縮水，導致 ② 問題惡化，金融危機可能發生： 
①負債擴大；②不對稱資訊 ①資產縮水；②不對稱資訊 
①負債擴大；②道德危機 ①資產縮水；②道德危機 

38 設若某家銀行的資產分別為準備金 800 萬元、放款 5,000 萬元及證券投資 2,200 萬元，負債則有存款負債

為 7,000 萬元，而其銀行資本為 1,000 萬元。若銀行適用的應提存款準備率是 10%，試問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銀行現有準備金大於應提準備，且有超額準備為 100 萬元 
銀行現有準備金等於應提準備，因此超額準備為 0 元 
銀行現有準備金低於應提準備，因此準備金不足金額為 50 萬元 
銀行現有準備金大於應提準備，且有超額準備為 30 萬元 

債券 
價格 

債券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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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若貨幣需求對利率的變動愈敏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LM 曲線愈陡，貨幣政策相對於財政政策愈有效 
LM 曲線愈陡，貨幣政策相對於財政政策愈無效 
 LM 曲線愈平坦，貨幣政策相對於財政政策愈有效  
LM 曲線愈平坦，貨幣政策相對於財政政策愈無效 

40 在其他條件相同下，下列何者會使準備貨幣增加？①中央銀行增加通貨發行 ②中央銀行定期存單增加 

③中央銀行國外資產增加 ④中央銀行的政府存款增加 
僅①③ 僅② 僅③ ①②③④ 

41 我國中央銀行廣義的沖銷工具可為 ① ， 而狹義的沖銷工具可為 ② ： 
①中央銀行乙種國庫券；②臺灣土地銀行轉存款 ①郵匯局轉存款；②準備金 
①臺灣土地銀行轉存款；②中央銀行定期存單 ①國庫存款轉存款；②郵匯局轉存款 

42 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工具是以 ① 為操作目標，而以 ② 為中間目標：  
①準備金；②短期利率  ①準備貨幣；②M2 
①長期利率；②貨幣基數 ①M1B；②中期利率 

43 假設全體銀行無現金外流，皆不保有超額準備且只開辦支票存款。現若顧客存入銀行 1,000 元，在支票存

款法定準備率為 10%下，最終的全體銀行資產負債變化為： 
放款增加 9,000 元；存款貨幣增加 10,000 元；準備金增加 1,000 元；超額準備增加為 0 元 
放款增加 10,000 元；存款貨幣增加 10,000 元；準備金增加 1,000 元；超額準備增加為 0 元 
放款增加 9,000 元；存款貨幣增加 10,000 元；準備金增加 1,000 元；超額準備增加為 1,000 元 
放款增加 10,000 元；存款貨幣增加 10,000 元；準備金增加 1,000 元；超額準備增加為 1,000 元 

44 假定某銀行的存款貨幣=2,000 億元，通貨淨額＝500 億元，銀行庫存現金＝10 億元，且該銀行在中央銀

行存款=400 億元，試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貨幣供給=2,510 億元；準備貨幣＝900 億元 貨幣供給=2,500 億元；準備貨幣＝900 億元 
貨幣供給=2,510 億元；準備貨幣＝910 億元 貨幣供給=2,500 億元；準備貨幣＝910 億元 

45 下列何者會使貨幣乘數變大？①中央銀行調降法定存款準備率 ②銀行提高準備金以因應過年 ③大眾

受恐怖事件影響而增加現金持有 
僅① 僅② 僅③ 僅①② 

46 根據貨幣需求的數量理論，貨幣需求決定於下列何種因素？ 
名目所得  利率  
貨幣流通速度  名目所得與貨幣流通速度 

47 有關貨幣需求理論對貨幣交易流通速度何以為順景氣循環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①佛利曼（Friedman）

貨幣學說認為貨幣需求為一穩定函數，因此貨幣流通速度會與所得同向變動 ②凱因斯（Keynes）流動

性偏好理論認為貨幣需求為一穩定函數，因此貨幣流通速度會與所得同向變動 ③凱因斯（Keynes）流

動性偏好理論認為貨幣需求為一會受利率影響的不穩定函數，因此貨幣流通速度會與利率同向變動 

④佛利曼（Friedman）貨幣學說認為貨幣需求為一會受利率影響的不穩定函數，因此貨幣流通速度會與利

率同向變動 
僅①② 僅① 僅①③ 僅③④ 

48 當經濟處於長期均衡時，若中央銀行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短期均衡產出增加，中長期則因勞動要素工資上漲，短期總合供給曲線會左移 
短期均衡產出不變，中長期則因勞動要素工資上漲，短期總合供給曲線會右移 
短期均衡產出增加，中長期則因勞動要素工資上漲，短期總合供給曲線會右移 
短期均衡產出不受影響 

49 根據凱因斯的貨幣需求理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貨幣供給增加會造成債券市場出現超額供給，因此利率上升 
貨幣供給增加會造成債券市場出現超額需求，因此利率下跌 
貨幣供給增加會造成債券市場出現超額供給，因此利率下跌 
貨幣供給增加會造成債券市場出現超額需求，因此利率上升 

50 下列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工具，何者最具有宣示效果？ 
重貼現率 法定存款準備率 公開市場操作 道德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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