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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臺灣的貨幣總計數（Monetary Aggregates），何者正確？ 

M2 的流動性高於 M1A  M1B 所涵蓋的資產項目多於 M2 

郵局的存簿儲金包括在 M1B 外國人新臺幣存款包括在 M2 

2 可解決物物交換制度下，交換比率過於複雜的問題，是貨幣的那一種功能？ 

交換媒介（Medium of Exchange） 價值標準（Standard of Value） 

價值儲藏（Store of Value） 內含價值（Intrinsic Value） 

3 不法經濟活動增加會使得： 

貨幣乘數變大 現金使用增加 法定準備率提高 貨幣供給增加 

4 貨幣和所得的不同在於： 

它們沒有不同，因為貨幣和所得都是流量 貨幣是存量而所得是流量 

貨幣是流量而所得是存量 它們沒有不同，因為貨幣和所得都是存量 

5 關於股票市場的敘述，何者正確？ 

上市比上櫃的條件來得嚴格 牛市是指股市行情看跌 

我國上櫃公司家數比上市公司家數多 臺灣存託憑證是我國企業在境外掛牌上市 

6 臺灣的貨幣市場工具中，目前那一種工具的流通餘額 高？ 

銀行承兌匯票 國庫券 可轉讓定期存單 商業本票 

7 假設臺灣境內的 A 銀行有庫存現金 20 億元、在中央銀行存款 10 億元、在其他銀行存款 5 億元，以及向中

央銀行借入 10 億元、收受企業及個人的活期存款 200 億元。如果活期存款的法定準備率為 10%，則 A 銀行

將出現： 

自由準備 10 億元 超額準備 10 億元 實際準備 10 億元 應提準備 10 億元 

8 2007 年美國的次級房貸危機（Subprime Mortgage Crisis），擴大並肇致全球金融危機。次級房貸（簡稱次貸）

指的是： 

房貸戶所購買的住房，不是位在精華地段 

房貸戶將已設定抵押的住房，再進行第二順位抵押（即所謂二胎） 

房貸戶的信用紀錄較差 

房貸戶屬於藍領階級 

9 根據經濟學家所定義的電子貨幣（Electronic Money），何者可列入？ 

悠遊卡 星巴克隨行卡 比特幣（Bitcoin） 電玩遊戲幣 

10 有關影子銀行業（Shadow Banking）的敘述，何者正確？ 

投資銀行、債券型基金、結構型投資工具（SIV）等，都是一般所稱的影子銀行 

傳統銀行的槓桿倍數（Leverage Multiple），遠高於影子銀行 

1980 年代以來，美國影子銀行業的規模已超越傳統銀行業 

影子銀行與傳統銀行一樣，都進行期限轉換、風險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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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列那一個國家曾於 2007～2009 年間面臨惡性通膨（Hyperinflation），期間並發行史上 大面額的 100 兆

元大鈔？ 

越南 南非 辛巴威 新幾內亞 

12 在銀行的資產管理理論中，銀行只能承作以實質票據為基礎的放款，稱之為： 

移轉性理論 自償性理論 預期收入理論 缺口管理理論 

13 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BCBS）於 2010 年 12 月 16 日發布「第三版巴塞爾協定」（Basel Ⅲ），何者正確？ 

禁止影子銀行業（Shadow Banking）的活動 

規定流動性覆蓋比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 80% 

規定槓桿比率（Leverage Ratio）≥ 3% 

要求銀行在 低資本適足率之外，須額外持有 4.5%資本，充當資本保留緩衝（Capital Conservation Buffer） 

14 關於存款保險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強制金融機構加入存款保險，可能會提高道德風險（Moral Hazard） 

臺灣曾於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伴同香港、新加坡、泰國等，暫時採存款全額保障（Blanket Guarantees） 

臺灣受保障的存款 高保額，目前為新臺幣 150 萬元 

臺灣的金融機構參加存款保險，目前係採審核許可制 

15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下列何者不是主流經濟學家的普遍看法？ 

維持物價穩定不足以確保金融穩定 

資本管制（Capital Control）不具正當性、無效 

理性預期（Rational Expectation）、效率市場假說（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不切實際 

金融業規模擴大至某一門檻值後，可能不利於經濟成長 

16 有關中央銀行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美國是 早有中央銀行的國家 

我國的中央銀行在大陸時期即存在，1979 年 11 月才在臺復業 

中國銀行是中國大陸的中央銀行 

大多數實證研究顯示，中央銀行的獨立性（Independence）愈高，通膨率愈低 

17 關於臺灣現行的新臺幣發行制度，何者正確？ 

採十足現金準備的 高發行量制度 

按規定，除金、銀、外匯外，有價證券不能充當發行準備 

發行準備以白銀為主 

硬幣無須提列發行準備 

18 在其他情況不變之下，下列那一項金融交易會使準備貨幣（Reserve Money）增加？ 

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將美元賣給兆豐銀行 中央銀行收受的郵政公司轉存款減少 

中央銀行收回對政府的短期融資 中央銀行出售央行定期存單給臺灣銀行 

19 臺灣目前所採行的貨幣政策架構，稱之為： 

通膨目標化（Inflation Targeting） 貨幣總計數目標化（Monetary Aggregates Targeting） 

匯率目標化（Foreign Exchange Rate Targeting） 利率目標化（Interest Rate Targeting） 

20 根據貨幣學派（Monetary School）對貨幣需求的分析結論，下列何者正確？ 

物價水準上升，名目貨幣需求提高 利率上升，實質貨幣需求提高 

預期通膨率提高，實質貨幣需求提高 當期所得上升，實質貨幣需求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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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關於貨幣政策的時間落後（Time Lag）問題，下列何者正確？ 

「行政落後」指的是從問題發生到需要行動的認知 

財政政策的「影響落後」比貨幣政策長 

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以貨幣政策存在「長而多變」的時間落後，主張「以法則替代權衡」 

理性預期學派（Rational Expectation School）雖非因時間落後，但因時間不一致（Time Inconsistency）而

偏愛貨幣法則 

22 關於貨幣政策傳遞機制（Transmission Mechanism）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凱因斯學派（Keynesian School）重視利率管道 對臺灣、新加坡而言，匯率管道很重要 

托賓（J. Tobin）的 q 效果影響消費 中國大陸的銀行信用管道扮演重要角色 

23 在其他情況不變之下，下列何者會使總合供給曲線（Aggregate Supply Curve）右移？ 

石油價格下跌 預期物價上漲 政府支出增加 貨幣供給增加 

24 美國主管當局企圖重啟「格拉斯．史蒂格勒牆」（Glass-Steagall Wall）的金融改革提案，其精神與下列何者

相若？ 

伏克爾法則（Volcker Rule） 泰勒法則（Taylor Rule） 

格萊欣法則（Gresham’s Law） 奧肯法則（Okun’s Law） 

25 美國 Fed 於 2011 年 9 月～2012 年 12 月這段期間，曾採行扭轉操作（Operation Twist），與此有關的敘述，

下列何者正確？ 

理論基礎是市場分割理論（Segmented-Market Theory） 

旨在推升殖利率曲線（Yield Curve）的長端 

買短期債券、賣長期債券 

買賣債券後使強力貨幣（High-Powered Money）增加 

26 貨幣的定義為： 

交易的票券 

政府的負債 

任何可以被接受商品和勞務的支付工具及償還債務的工具 

無風險的交易媒介 

27 銀行若倒閉 優先應償還： 

存戶存款  在貨幣市場操作的票據 

往來銀行的借款  股東 

28 下列有關菲利浦曲線 （Phillips Curve）的敘述，何者正確？ 

菲利浦曲線表現失業率與通貨膨脹之間的抵換關係 

短期的菲利浦曲線形狀為垂直線 

長期的菲利浦曲線形狀為負斜率 

菲利浦曲線形狀為正斜率 

29 債券在什麼情況下會吸引投資人購買？ 

債券價格較高而預期報酬率較高 債券價格較低而預期報酬率較高 

債券價格較高而預期報酬率較低 債券價格較低而預期報酬率較低 

30 下列那一項 能解釋貨幣可以提高經濟效率？ 

它的生產成本很低  它可以鼓勵專業分工 

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它和經濟效率無關 



 代號：3507
頁次：4－4

31 一張面額為 100 萬元的國庫券，以 95 萬元賣出，它的利率是多少？ 
5% 5.27% 10% 4.5% 

32 銀行借出金額時，預先扣留一部分金額，剩下的才借給企業，這種方式稱為： 
放款 貼現 透支 投資 

33 債券價格與利率呈現什麼樣的關係？ 
反向關係 正向關係 無關 關係不一定 

34 中央銀行如希望放鬆銀根： 
中央銀行會沖銷銀行資金 中央銀行可以向銀行買公債 
中央銀行可以提高法定準備率 中央銀行可以要求銀行提高利率 

35 下列那一個不屬於存款貨幣機構？ 
中小企業銀行 信用合作社 信託投資公司 農會信用部 

36 證券公司那一個部門專門接受客戶的委託，辦理股票交易作為雙方的仲介，獲利來源為佣金？ 
自營部門 經紀部門 承銷部門 股務部門 

37 將無流動性的資產轉換為市場上流通的高流動性金融資產的過程稱之為： 
標準化 國際化 證券化 套利 

38 超額準備率越高： 
貨幣乘數變大 貨幣乘數變小 貨幣乘數不變 貨幣供給不變 

39 法定準備率為 0.1，簡單貨幣乘數等於： 
10 5 1 20 

40 金融市場價格管制中，常常對存款利率設定： 
 高水準  低水準 零利率 準備率 

41 下列那一項不是中央銀行國庫局的業務？ 
經理國庫收支  公開市場買賣 
辦理公債與國庫券之發行 公債與國庫券之還本付息業務 

42 基金規模並不固定，價格則是以基金的淨資產價值來計算的基金為： 
開放型基金 封閉型基金 成長型基金 平衡型基金 

43 下列那一項不是中央銀行的業務？ 
發行貨幣 放款給企業 穩定匯率 操作貨幣政策 

44 我國中央銀行的 高決策權在於： 
中央銀行總裁 理事會 監事會 業務局 

45 政府播遷來臺時，那一個銀行曾經代理中央銀行而有「小央行」之稱？ 
華南銀行 土地銀行 臺灣銀行 第一銀行 

46 中央銀行一般 常使用的貨幣政策工具是： 
重貼現率政策 公開市場操作 準備率政策 道德勸說 

47 緊縮貨幣供給的方法包括： 
公開市場買進 降低法定準備率 提高法定準備率 降低重貼現率 

48 下列那一項不是中央銀行的操作目標？ 
準備金 消費者貸款利率 拆放利率 貨幣基數 

49 面對金融危機，中央銀行常常扮演什麼角色？ 
 後貸款人   後借款人 
資金緊縮者  代管經營困難之金融機構 

50 中央銀行為降低通貨膨脹，可以如何操作其政策工具？ 
公開市場買進 提高法定準備率 降低重貼現率 直接融通商業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