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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下列何者是提供到期期間在一年以內有價證券進行交易之金融市場？ 

(1)資本市場 (2)貨幣市場 (3)外匯市場 (4)證券市場 

(4)02.對於影響債券需求的各項因素，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投資人財富增加時，會使債券需求減少 

(2)相對於其他資產，債券的風險下降，會使債券需求減少 

(3)預期未來通貨膨脹率上升時，會使債券需求增加 

(4)相對於其他資產，債券的流動性下降，會使債券需求減少 

(4)03.我國貨幣總計數的定義中，下列何者屬於「準貨幣」？ 

(1)支票存款 (2)活期存款 (3)活期儲蓄存款 (4)外匯存款 

(4)04.有關「利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1)當市場利率下跌時，長期債券價格會上漲，而短期債券價格會下跌  

(2)零息債券(Zero-Coupon Bond)的價格不受市場利率變動的影響 

(3)當通貨膨脹率為正值時（通貨膨脹率大於零），名目利率會小於實質利率  

(4)隨著通貨膨脹率的變動，實質利率有可能為負值（實質利率小於零） 

(4)05.依我國貨幣總計數的定義，在同一期間內，M1A、M1B 和M2 以貨幣供給額數量多寡排序為： 

(1)M1A >M1B> M2  (2)M2 > M1A > M1B  (3) M1A > M2 > M1B  (4)M2 > M1B > M1A 

(2)06.在臺灣的金融市場裡，目前新臺幣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約是多少？（請選擇最接近的答案） 

(1) 0.01%  (2) 1.35%  (3) 5.52%  (4) 10.05% 

(3)07.依據可貸資金理論(Loanable fund theory)，在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政府預算赤字增加，會使可貸資金需求增加，而使利率下跌 

(2)貨幣供給增加，會使可貸資金供給增加，而使利率上升 

(3)家計部門的儲蓄增加，會使可貸資金供給增加，而使利率下跌 

(4)企業增加投資，會使可貸資金需求增加，而使利率下跌 

(1)08.有關貨幣市場工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國庫券是以貼現方式發行 

(2)商業本票是企業用以籌措長期投資資金而發行之長期票券 

(3)國庫券附有息票，其息票利息金額等於其標售價格乘以其票面利率 

(4)商業承兌匯票因為沒有銀行背書，因此其市場接受度較銀行承兌匯票為高 

(2)09.有關臺灣中央銀行之組織，下列何者正確？ 

(1)中央銀行隸屬行政院，其理事會由行政院長特派理事11~15 人組成 

(2)中央銀行設有監事會，由總統特派監事5~7 人組織之，行政院主計長為當然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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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央銀行隸屬總統府，中央銀行理事會由行政院長擔任主席召集開會  

(4)中央銀行理事會成員不得就有關貨幣、信用或外匯政策對外發言。會議有關政策決議事項，於會 

(4)後由行政院新聞局長統一對外說明 

(1)10.有關「重貼現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重貼現率是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進行貼現時，所適用之貼現率 

(2)重貼現率是中央銀行對一般民眾進行貼現時，所適用之貼現率 

(3)重貼現率是商業銀行對中央銀行進行貼現時，所適用之貼現率 

(4)重貼現率是商業銀行對一般民眾進行貼現時，所適用之貼現率  

(4)11.有關貨幣乘數(Money Multiplier)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1)當中央銀行經由公開市場操作賣出政府債券，透過貨幣乘數會使貨幣供給額增加數倍 

(2)不論貨幣供給額數量之多寡，一國金融市場中的貨幣乘數為一固定之常數 

(3)貨幣乘數的大小由市場供需決定，與中央銀行之貨幣政策無關 

(4)銀行持有超額準備金額的多寡，會影響貨幣乘數的大小 

(2)12.於2008 年12 月12 日，臺灣某報紙報導，「中央銀行昨天召開第四季理監事會議，宣布降息3 碼」，

請問上述新聞報導中，所謂「3 碼」是指多少？ 

(1)0.25%  (2)0.75%  (3)2.5%  (4)7.5% 

(4)13.貨幣學派經濟學者弗利得曼(Friedman)說，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都是下列何種現象？ 

(1)財政現象 (2)生產現象 (3)消費現象 (4)貨幣現象 

(3)14.信用評等公司對於債券之信用評等(Credit rating)，是用以衡量債券發行公司之何種風險？ 

(1)市場風險 (2)利率風險 (3)違約風險 (4)作業風險 

(4)15.在2004 年和2005 年間，臺灣金融市場發生嚴重的「雙卡」卡債逾放問題，這裡所謂的「雙卡」是指

： 

(1)信用卡和提款卡 (2)金融卡和悠遊卡 (3)現金卡和貴賓卡 (4)信用卡和現金卡 

(3)16.依據凱因斯的流動性偏好架構理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當名目利率越高，人們的實質貨幣需求餘額會增加 

(2)信用卡的使用，會使交易性的平均每日持有現鈔貨幣餘額增加 

(3)當所得提高時，人們基於預防動機的貨幣需求餘額會增加 

(4)當實際利率高於正常利率時，人們所持有的休閒貨幣(idle money)餘額會大幅增加 

(2)17.就貨幣形態的演進過程中，依其出現時間的先後順序為何？ 

(1)塑膠貨幣→ 電子貨幣 → 信用貨幣 → 商品貨幣   

(3)信用貨幣→ 商品貨幣 → 電子貨幣 → 塑膠貨幣  

(4)電子貨幣→ 塑膠貨幣 → 商品貨幣 → 信用貨幣 

(4)18.有關銀行業的風險管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2)商品貨幣→ 信用貨幣 → 塑膠貨幣 → 電子貨幣  

(1)借款人可能違約，致無法履行原先所承諾的債務之風險，稱之為流動性風險 

(2)銀行對於隨時可能發生的資金需求，其準備部位及流動來源不足之風險，稱之為營運風險 

(3)銀行的財務狀況因為市場利率與預期呈相反方向的變動而惡化之風險，稱之為違約風險 

(4)因為市場價格變動，對銀行資產負債表內和表外部位所產生損失的風險，稱之為市場風險 

(4)19.風險值(Value at Risk, VaR)是用以衡量金融機構的何種風險？ 

(1)利率風險 (2)動性風險 (3)信用風險 (4)市場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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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在國際匯率制度的發展過程中，有關「金本位制度」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1)各國貨幣之間的匯率會隨黃金的市場價位變動而有巨幅波動 

(2)各國貨幣之間的匯率變動幅度不能超過或低於黃金的保存成本 

(3)各國貨幣之間的匯率是由各國貨幣的相對含金量多寡而決定 

(4)在1944 年的布里敦森林協議(Bretton Woods Agreement)之後，根據IMF 協定，35 英鎊兌一盎司黃金 

(4)，其他國家匯率則以英鎊為中心，各自評定其通貨價值 

(3)21.有關資本適足率(capital adequacy ratio)，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資本適足率是銀行持有之資本占風險性負債之比率 

(2)資本適足率是用以衡量企業償還銀行貸款能力高低的指標 

(3)資本適足率是銀行持有之資本占風險性資產之比率 

(4)資本適足率是銀行資產負債表中，流動資產相對於固定資產的比率 

(2)22.銀行淨利差是指銀行的利息收入減去利息支出後的淨利息所得。臺灣金融市場在過去十年之間，銀

行淨利差的變動趨勢為何？ 

(1)銀行淨利差擴大 (2)銀行淨利差縮小 

(3)銀行淨利差先大幅減少，之後又大幅增加 (4)銀行淨利差沒有變動 

(1)23.金融市場中，保險公司也是重要的金融中介機構之一。所謂保險密度(Insurance density)是指： 

(1)平均每人保費支出  (2)平均每人保險件數  

(3)平均每人理賠金額  (4)平均每個家庭的投保人數  

(1)24.基於購買力平價理論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theory, PPP)，英國經濟學人雜誌( The Economist) 在1986 

年起，提出哪一種指數來比較各國貨幣的匯率是否被高估或低估？ 

(1)麥當勞麥香堡指數 (Big Mac Index) (2)肯德基炸雞指數 (Fry Chicken Index) 

(3)珍珠奶茶指數 (Pearl Milk Tea Index)  (4)必勝客披薩指數 (Pizza Index) 

(3)25.如果在一定期間內，臺灣的物價上漲10%，美國的物價上漲5%，則依據購買力平價理論(Purchasing  

power parity theory, PPP)，新臺幣兌換美元的匯率會如何變動？ 

(1)新臺幣貶值，美元貶值 (2)新臺幣升值，美元升值 

(3)新臺幣貶值，美元升值 (4)新臺幣升值，美元貶值 

(2)26.公司編製完成銀行往來調節表後，就下列何者無須再作調整分錄？ 

(1)銀行代收票據 (2)未兌現支票 (3)銀行手續費 (4)存款利息收入 

(3)27.臺東公司本年底賒購商品一批，惟公司漏記進貨及其相關帳目，亦未將該項商品計入期末存貨中，

如上述交易不致影響其他商品計價時，臺東公司當年度淨利： 

(1)高估  (2)低估  

(3)不受影響  (4)資料不足，無法判斷  

(3)28.若公司購買庫藏股，會有何影響？ 

(1)總資產沒有改變 (2)長期投資增加 

(3)股東權益減少 (4)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減少 

(3)29.利息保障倍數（又稱為賺取利息倍數）為： 

(1)淨利除以利息費用 (2)稅前淨利除以利息費用 

(3)稅前息前淨利除以利息費用 

(3)30.於備抵法下，當記錄沖銷分錄時，收不回的帳款金額超過「備抵壞帳」總分類帳的貸餘金額時，其

不足的金額如何處理？ 

(4)稅後息前淨利除以利息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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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借記：壞帳費用；增加當年度的費用 

(2)貸記：應收帳款；降低資產金額 

(3)全數金額借記：備抵壞帳；不受金額不足的影響 

(4)借記：保留盈餘；調整以前年度的淨利 

(3)31.飛揚公司期初存貨成本為$50,000，零售價為$100,000，本期進貨成本為$400,000，零售價為$500,000

，本期銷貨收入為$300,000，以平均成本零售價法估計，該公司期末存貨估計成本為何？ 

(1)$100,000 (2)$150,000  (3)$225,000  (4)$240,000 

(4)32.美化公司發放股票股利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使每股面值減少   (2)使股東權益總額減少  

(3)使流通在外股數減少 (4)使每股帳面價值減少 

(4)33.期初備抵壞帳為借餘$200，期末為貸餘$2,000，本年度曾? 銷無法收回之帳款$1,000，則期末調整時

曾提列之壞帳費用為何？ 

(1) $80 (2) $1,200 (3) $2,800 (4)$3,200 

(2)34.世紀公司收到一張面額$120,000，3 個月期，利率6%之票據。兩個月後因急需現金即持向臺灣銀行貼

現，貼現息為10%，請問世紀公司將自銀行收到多少現金？ 

(1)$118,985  (2)$120,785  (3)$121,800  (4)$122,815 

(4)35.百齡公司本年度銷貨收入為$130,000，期末應收帳款較期初減少$5,000，則本年度銷貨收現數為何？ 

(1)$5,000  (2)$125,000  (3) $130,000  (4) $135,000 

(3))36.友好公司101 年度稅後淨利為$750,000，累積特別股股利為$50,000，101 年1 月1 日流通在外普通股

為120,000股，7 月1 日辦理現金增資發行60,000 股，9 月1 日從市場買回庫藏股30,000 股，11 月1 日將

1 股分割成2 股。請問該公司101 年度每股盈餘是多少？ 

(1)$2 (2)$2.3  (3)$2.5  (4)$3 

(1)37.下列何者會使凈利低估？ 

(1)期末存貨低估 (2)期初存貨低估 (3)進貨低估 (4)運費低估 

(2)38.賒銷商品$40,000，付款條件為2/10，n/30，若客戶於第9 天付現$19,600，則該筆賒銷所產生之應收
帳款尚有多少借餘？ 

(1)$19,600 (2)$20,000 (3)$20,400  (4)$29,600 

(3)39.先知公司倉庫失火燒毀全部存貨，該公司依成本加25%為售價，本期期初存貨為$20,000，進貨為 

$60,000，銷貨為$70,000，銷貨退回為$5,000，請問火災中的存貨損失為何？ 

(1)$15,000  (2)$24,000 (3)$28,000  (4)$30,000 

(2)40.美利公司於101 年7 月1 日以$95,000 購買面額$100,000，五年期，利率4%之公司債作為長期投資，該

公司債每年6 月30 日及12 月31 日付息。美利公司以直線法攤銷折價，則101 年底應報導此長期債券

投資金額為何？ 

(1)$95,000  (2)$95,500  (3)$96,000  (4) $100,000 

(4)41.永安公司101 年自國外購入某機器，購價$50,000，另支付海運費$5,000，進口關稅$3,000，安裝費 

$2,000，安裝時不慎損壞一零件，故另購新零件耗資$2,000，且在該機器加裝省電器耗資$5,000，請

問該機器成本為何？ 

(1)$55,000  (2) $60,000  (3) $62,000 (4) $65,000 

(4)42.永遠公司於99 年初購買一機器，估計耐用年限為5 年，估計殘值為$10,000。此機器以年數合計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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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折舊，101 年之折舊費用為$50,000。請問機器之成本為何？ 

(1)$140,000  (2)$240,000  (3)$250,000 (4)$260,000 

(2)43.書田公司以一部舊車向車行換新車一部，新車訂價為$500,000，已知舊車原始成本為$320,000，已提

列折舊$200,000，若不交換而逕行出售可賣得$50,000，若進行交換僅再支付車行現金$400,000 即可。

若此交易具商業實質，請問新車入帳成本為何？ 

(1)$400,000 (2)$450,000  (3)$470,000  (4)$500,000 

(1)44.欣欣公司以$800,000 購入一筆公告現值為$900,000 的土地作為建廠之用，另外支付過戶費$27,000，

代書費$8,000及土地稅$23,000，並隨即花$150,000 拆除舊屋，以便興建廠房，拆除舊屋後殘料售得$4

0,000，興建廠房成本$950,000，請問下列入帳金額何者正確？ 

(1)土地$968,000，房屋$950,000  (2)土地$900,000，房屋$950,000 

(3)土地$858,000，房屋$1,060,000 (4)土地$958,000，房屋$1,060,000 

(2)45.思源公司機器設備因科技進步而提前報廢，機器設備之原始成本$660,000，報廢時累計折舊$320,000

，思源公司報廢機器設備之會計處理為何？ 

(1) 承認資產報廢損失$320,000  (2)承認資產報廢損失$340,000 

(3)承認資產報廢損失$660,000   (4)無須承認資產報廢損益  

(3)46.星羽公司資產負債表上顯示，資產總金額$198,500 及負債總金額$88,500，其中資產之總市價為 

$220,000，而負債可以按其帳面價值清償，若此時皓月公司以$300,000 取得星羽公司，則皓月公司應

認列之商譽金額為何？ 

(1)$80,000  (2)$101,500  (3)$168,500  (4)$190,000 

(3)47.新相公司出售單價$12,000 之照相機5,000 台，保固期為一年，估計維修率為1%，每台平均修理費為 

$1,000。銷售當年有15 台回廠修理，實際發生修理費用共計$15,000。則年底資產負債表上估計產品

保證負債為何？ 

(1)$0 (2)$15,000  (3)$35,000  (4)$50,000 

(2)48.至勝公司期初以每股$30（面額$10）發行5,000 股普通股，期中以每股$33 買回庫藏股3,000 股，其中

2,000 股以每股$35 再出售，另1,000 股以每股$32 再出售，若以成本法處理，則這些庫藏股交易對股

東權益總額有何影響？ 

(1)無影響 (2)增加$3,000  (3).減少$3,000  (4).減少$5,000 

(3)49.信義公司101 年初發行公司債得現$180,000，公司債利息付現$50,000，現購存貨$700,000，現購庫藏

股$600,000，現購固定資產$900,000，現金發行普通股$700,000，支付普通股現金股利$35,000。則101 

年度因投資活動而產生淨現金流入（出）為多少？ 

(1) $245,000  (2) ($455,000) (3) ($900,000) (4) ($1,405,000) 

(3)50.富育公司於98 年初購買機器一部，成本$140,000，估計耐用年限6 年，殘值$20,000，以直線法提列折

舊。101年初發現該機器尚可使用5 年，殘值不變。則101 年該機器之折舊費用為何？ 

(1)$10,000 (2)$10,909  (3) $12,000 (4) $20,000 

(3)51.關於收受存款之業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收取保證費用屬於收受存款之行為 

(2)銀行得於規定利息外，以津貼、贈與或其他給與方法收受存款 

(3)收受存款，係指向不特定多數人吸收資金，並為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之行為 

(4)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之業務，但仍得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不特

(4)定之人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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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關於銀行設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設立之組織型態，原則上須為股份有限公司 

(2)銀行股票經主管機關許可，才能公開發行 

(3)銀行之設立係採「準則主義」，凡符合法律要件者，即取得資格，不需主管機關積極核准 

(4)銀行經許可設立，於收足資本全額並辦妥公司登記後，無須申請核發營業執照 

(4)53. A 銀行依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比率，若為資本不足者，該銀行得為何種行為？ 

(1)以現金分配盈餘予股東 (2)以現金買回A 銀行之股份 

(3)對A 銀行之董事發放報酬以外之酬勞 (4)限制風險性資產之新增 

(2)54.有關銀行負責人兼職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A 銀行之董事甲，不得在無投資關係之其他銀行兼職 

(2)B 銀行之董事乙，在有投資關係之其他銀行兼職擔任董事或監察人，無須主管機關核准 

(3)C 銀行之董事丙，不得在有投資關係之非金融事業，兼職擔任經理人 

(4)銀行負責人違反兼職之規定者，將處以一定金額之罰鍰。其兼職係經銀行指派者，受罰人為銀行 

(1)55.商業票據，是指依國內外商品交易或勞務提供而產生之何種票據？ 

(1)匯票或本票 (2)匯票或支票 (3)本票或支票.匯票 (4)本票或遠期支票 

(2)56.根據銀行法第三條，銀行可經營之業務包括「授信業務」，請問下列何者係屬授信業務？ 

(1)收受支票存款  (2)辦理票據貼現  

(3)發行金融債券 (4)受託經理信託基金 

(3)57.下列何者非屬與銀行有利害關係之人？ 

(1)銀行負責人三親等以內之血親 

(2)銀行負責人獨資經營之企業 

(3)銀行負責人持有超過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百分之五之企業 

(4)辦理授信之職員之二親等以內之姻親 

(1)58.原則上A 銀行得對下列何者為無擔保授信？ 

(1) A 銀行持有實收資本總額百分之二之甲企業 (2) A 銀行之自然人董事乙 

(3)與A 銀行有業務往來之B 銀行之董事 (4)持有A 銀行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之股東 

(4)59.依銀行法規定，銀行辦理自用住宅放款及消費性放款，有關授信擔保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經保證人書面同意，保證契約之有效期限可超過15 年 

(2)消費性放款未取得足額擔保時，得要求借款人提供保證人 

(3)銀行求償時，應先就借款人進行求償，其求償不足部分，如保證人有數人者，應先就各該保證人

(3)平均求償之 

(4)自用住宅放款未取得足額擔保時，得要求借款人提供連帶保證人 

(4)60.有關銀行之業務項目，下列何者不屬於授信？ 

(1)保證 (2)透支 (3)承兌 (4)收受存款 

(4)61.下列關於承兌匯票之敘述何者錯誤？ 

(1)商業承兌匯票，係指以出售商品或提供勞務之相對人為付款人而經其承兌之匯票 

(2)銀行承兌匯票，係指出售商品或提供勞務之相對人委託銀行為付款人而經其承兌之匯票 

(3)銀行承兌匯票，係指出售商品或提供勞務之人，依交易憑證於交易價款內簽發匯票，委託銀行為

(3)付款人而經其承兌之匯票 

(4)銀行擔任商業匯票之承兌，其與客戶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不得以契約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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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有關銀行不支付利息之業務項目，下列何者正確？ 

(1)定期存款 (2)活期存款 (3)支票存款 (4)金融債券 

(4)63. K 商業銀行欲購買不動產，下列敘述何者不符合銀行法之規定？ 

(1)購買自用不動產之非營業用倉庫，投資額度不得超過銀行之淨值 

(2)購買自用不動產之營業用倉庫，投資額度不得超過投資該倉庫時其存款總餘額百分之五 

(3)與本行負責人為不動產交易時，須合於營業常規，並應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

(3)董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 

(4)投資非自用不動產之總金額，不得超過銀行淨值之百分之五十 

(1)64. A 銀行投資專營鋼鐵製造之X 公司，下列敘述何者違反銀行法之規定？ 

(1)指派A 銀行之總經理擔任X 公司之總經理 

(2) A銀行投資X 公司之金額為X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三 

(3) A 銀行之投資總額為投資時銀行實收資本總額扣除累積虧損之百分之五 

(4) X 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危及銀行健全經營之虞者，主管機關得命A銀行於一定期間內處分所持有該 

(4) 被投資事業之股份 

(4)65.阿郭欲向A 銀行借款，A 銀行遂要求提供擔保，下列阿郭所提出之擔保，何者不符合「擔保授信」

？ 

(1)新北市板橋區之土地一筆 (2)因營業交易所發生之應收票據五筆 

(3)以十項專利權所設定之權利質權 (4)以其父、母為保證人之保證契約 

(4)66.下列有關追索權之行使，何者錯誤？ 

(1)匯票、本票之執票人，對前手之追索權，自作成拒絕證書日起算，一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 

(2)支票之執票人，對前手之追索權，免作成拒絕證書者，自提示日起算，四個月間不行使，因時效

(2)而消滅 

(3)匯票、本票之背書人，對於前手之追索權，自為清償之日或被訴之日起算，六個月間不行使，因

(3)時效而消滅 

(4)支票之背書人，對前手之追索權，自清償之日或被訴之日起算，四個月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 

(3)67.下列有關匯票應記載之事項，何者錯誤？ 

(1)未載到期日者，視為見票即付 

(2)未載受款人者，以執票人為受款人 

(3)未載付款人者，該匯票無效 

(4)未載付款地者，以付款人之營業所、住所或居所所在地為付款地 

(3)68.下列有關匯票背書之規定，何者錯誤？ 

(1)背書由背書人在匯票之背面或其黏單上為之 

(2)記名匯票發票人有禁止轉讓之記載者，不得轉讓 

(3)背書人於票上記載禁止轉讓者，不得轉讓 

(4)匯票依背書及交付而轉讓。無記名匯票得僅依交付轉讓之 

(4)69.甲為16 歲未成年之人，簽發一紙票據給21 歲之乙，乙係有完全行為能力之人，其後乙再背書給丙，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丙僅可以對甲主張票據權利 

(2)丙所取得票據無效 

(3)丙對甲、乙均得主張票據權利 

(4)丙所取得票據仍然有效，基於票據之獨立性僅得對乙主張票據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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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甲開立支票面額新臺幣30 萬元整給予乙，作為車款買賣價金，經乙背書轉讓給丙作為清償債務，但

丙卻將該支票變造為新臺幣300 萬元整後，又將該支票背書轉讓給丁作為購屋訂金款，丁旋即又將

該支票背書轉讓給戊，戊為現執票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甲、乙、丙、丁僅各負新臺幣30 萬元之票據責任  

(2)甲、乙、丙、丁對戊均應負新臺幣300 萬元之票據責任 

(3)丙、丁各負新臺幣300 萬元票據債務 

(4)僅丙負新臺幣300 萬元票據責任，丁仍負新臺幣30 萬元票據責任 

(3)71.對於「保付支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付款人為保付後，其付款責任與匯票承兌人同 

(2)付款人於支票上記載照付或保付或其他同義字樣並簽名之支票 

(3)付款人保付後，執票人仍得為止付之通知 

(4)付款人於支票上已為保付之記載，發票人及背書人均同免除其責任 

(3)72.對於票據「承兌」行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承兌附條件者，視為承兌之拒絕 

(2)付款人承兌時，經執票人之同意，得就匯票金額之一部分為之 

(3)屬於支票特有之制度  

(4)付款人於執票人請求承兌時，得請其延期為之，但以三日為限 

(4)73.有關票據公示催告及其效果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票據喪失時，票據權利人得為公示催告之聲請 

(2)公示催告程序開始後，其經到期之票據，聲請人得提供擔保，請求票據金額之支付 

(3)公示催告程序開始後，其經到期之票據，聲請人不能提供擔保時，得請求將票據金額依法提存 

(4)公示催告程序開始後，其尚未到期之票據，聲請人不得提供擔保，亦不得請求給與新票據 

(1)74.有關支票之相關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1)發票人於提示期限經過後，對於執票人即不需負責任 

(2)發票人於票據法第一百三十條所定期限內，不得撤銷付款之委託 

(3)執票人怠於提示，致使發票人受損失時，應負賠償之責，其賠償金額，不得超過票面金額 

(4)付款人於提示期限經過後，對發行未滿一年者，仍得付款。但發票人撤銷付款之委託時，不在此

(4)限 

(1)75.張三交付票據一紙給甲，甲背書轉讓給乙，乙背書轉讓給丙，丙再背書轉讓給丁，丁再背書轉讓給

戊，戊為最後之執票人，戊基於與丙有深厚情誼，於是乃主動塗銷丙之背書，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甲、乙仍應負票據責任 (2)丙仍應負票據責任 

(3)甲、乙、丙、丁均仍應負票據責任 

(3)76.下列有關背書之連續，何者錯誤？ 

(1)執票人應以背書之連續，證明其權利 

(2)背書中有空白背書時，其次之背書人，視為前空白背書之被背書人 

(3)背書是否連續，並不是支票付款人的審查義務 

(4)塗銷之背書，不影響背書之連續者，對於背書之連續，視為無記載 

(4)77.下列有關票據保證之規定，何者錯誤？ 

(1)保證人與被保證人負同一責任 

(4)甲、乙、丙、丁均不負票據責任 

(2)二人以上為保證時，均應連帶負責 

(3)被保證人之債務縱為無效，保證人仍負擔其義務。但被保證人之債務，因方式之欠缺而為無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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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不在此限 

(4)就匯票而言，保證不得就匯票金額之一部分為之 

(3)78.下列有關匯票付款之相關規定，何者錯誤？ 

(1)執票人應於到期日或其後二日內，為付款之提示 

(2)匯票上載有擔當付款人者，其付款之提示，應向擔當付款人為之 

(3)付款經執票人之同意，得延期為之。但以提示後二日為限 

(4)付款人為一部分之付款時，得要求執票人在票上記載所收金額，並另給收據 

(2)79.支票之付款人於發票人之存款或信用契約所約定之數不敷支付支票金額時： 

(1)不得就一部分支付之 (2)得就一部分支付之 

(3)支票發票人即不需負任何票據責任 (4)支票背書人即不需負任何票據責任 

(3)80.有關匯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發票人已指定擔當付款人者，付款人於承兌時，得塗銷或變更之 

(2)付款人雖在匯票上簽名承兌，未將匯票交還執票人以前，仍得撤銷其承兌 

(3)承兌人到期不付款者，執票人如係原發票人，即不得請求支付 

(4)執票人於到期日前得行使追索權時，匯票上指定有預備付款人者，得請求其為參加承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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