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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1-40 題為單選題，每題1.25 分，共計40 題，占50 分】 

(2)01.大大公司於3 月1 日收到客戶寄來一張票據，面額$10,000 元，附息10%，半年後到期。大大公司於5 

月1 日將此票據持往銀行貼現，貼現率為12%，請問大大公司可由銀行收到的現金為多少？ 

(1)$9,600  (2)$10,080  (3)$10,420  (4)$10,500 

(3)02.當流動資產大於流動負債時，公司將短期銀行借款展期為長期性借款，則此項展期將使： 

(1)營運資金減少 (2)負債比率增加 (3)營運資金增加 (4)流動比率降低 

(2)03.欣欣公司101 年度之財務相關資訊如下： 

 

 

 

(2)3.在平均存貨觀念下，欣欣公司該年度之存貨週轉率為何？ 

(1)10(次) (2)11(次) (3)12(次) (4)13(次) 

(2)04.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應收帳款週轉天數越高，可能代表企業徵信與授信政策較嚴謹，或是收款政策較有效率 

(2)一般而言，營業週期越長，公司所需之運用資金應越大 

(3)營業週期越長，公司之毛利率一定較高 

(4)應收帳款週轉率越高，應收帳款週轉天數也越多 

(1)05. A公司產品面臨轉型之威脅，可能導致設備價值減損，在101 年12 月31 日時，該公司某設備之帳面

金額為8,000 萬元，淨公允價值為7,000 萬元，預期該設備能產生之未來淨現金流量折現值為7,500 萬

元。已知該設備採重估價模式，帳上留有重估價盈餘100 萬元，應針對該設備認列減損損失多少？ 

(1)400萬元 (2)500萬元 (3)750萬元 (4)1,000 萬元 

(3)06.各國相繼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即是希望不同國家的企業對相同交易事項之會計處理方法，以一

致之方法衡量與報導，以使財務資訊具有： 

(1)中立性 (2)穩健性 (3)可比較性 (4)時效性 

(2)07.台北公司於100 年7 月1 日購買高雄公司股票30,000 股，每股$20，手續費$855，並歸類為「備供出售

金融資產」，100 年12 月31 日此股票每股市價為$25，至101 年12 月31 日台北公司仍持有此股票而每

股市價為$22，則台北公司於101 年12 月31 日此筆「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帳戶餘額為何？ 

(1)$600,000 (2)$660,000 

(3)$660,855 (4)$750,000 

(2)08.屏東公司102 年每股盈餘為$4，每股可配股利$2，每股帳面價值為$40，每股市價為$48，則股票之本

益比為何？ 

(1)10 倍 (2)12 倍 (3)20 倍 (4)2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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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貨  $1,975,000  進貨折扣  $100,000 

1 月1 日存貨    $200,000  12 月31 日存貨 $150,000 

102年第一銀行新進行員甄試試題及解答 

■ 專業科目 ■ 

會計學、經濟學、票據法、銀行法、民法 

功名文教機構 

金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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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台東公司以每股$8 購回面值$4 之庫藏股2,000 股，此筆交易對公司股東權益之影響為何？ 

(1)股東權益增加$8,000  (2)股東權益增加$16,000 

(3)股東權益減少$8,000  (4)股東權益減少$16,000 

(2)10.桃園公司101 年12 月31 日股東權益總額為$1,000,000，102 年淨利為$143,000，宣告並發放現金股利

$130,000，發行普通股$200,000，買回庫藏股$122,000，請問該公司102 年12 月31 日股東權益總額為

多少？ 

(1)$1,143,000 (2)$1,091,000 (3)$1,221,000 (4)$1,335,000 

(4)11.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所指為何？ 

(1)政府在幕後的操縱  (2)經濟體系中能力最強的公司 

(3)地下經濟活動 (4)市場的力量 

(2)12.當生產技術具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時，是指： 

(1)長期平均成本應隨產量增加而上升 (2)長期平均成本應隨產量增加而下降 

(3)長期總成本應隨產量增加而下降  (4)長期總成本應隨產量增加而上升  

(1)13.下列何者不計入我國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當中？ 

(1)台商在大陸賺取的利潤  (2)當期生產但未銷售完之汽車存貨 

(3)給付給來台之外籍看護的工資 (4)當期生產之拉鍊並被加工到牛仔褲上 

(3)14.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據報導20 至30 歲族群的失業率為6%，代表20 至30 歲族群中每100 人就有6 人失業  

(2)價格下跌會使需求曲線往右移動 

(3)烏魚子的價格上升，烏魚子的需求量會減少 

(4)需求曲線往左移後，供給曲線也會往左移 

(2)15.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採取寬鬆貨幣政策，可以看到： 

(1)日本通貨膨脹率下降  (2)日圓貶值  

(3)日本利率上升  (4)日本銀行大量賣出債券  

(3)16.假設貨幣供給額為$5,000 億，名目所得為$30,000 億，則貨幣流通速度(velocity of money)為： 

(1)1/6  (2)0.6  (3)6 (4)25 

(1)17.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中買進公債，會使得曲線向移動。 

(1)LM；右邊 (2)LM；左邊 

(3)IS；右邊 (4)IS；左邊 

(4)18.假設美元相對於歐元升值，則： 

(1)美國加州葡萄酒在美國會變得比較貴 (2)美國手機在法國會變得比較便宜 

(3)義大利皮件在美國會變得比較貴 (4)法國化妝品在美國會變得比較便宜 

(3)19.依票據法規定，有關票據喪失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票據喪失時，票據權利人得向付款人為止付之通知  

(2)票據權利人未於止付通知後五日內，向付款人提出已為聲請公示催告之證明，止付通知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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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示催告程序開始後，其經到期之票據，聲請人如無法提供擔保，得請求將票據金額依法提存 

(3)20.依票據法規定，有關票據記載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2)執票人善意取得已具備票據法規定應記載事項之票據者，得依票據文義行使權利  

(1)欠缺票據法所規定票據上應記載事項之一者，其票據無效。但票據法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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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票據上記載票據法所不規定之事項者，其票據無效 

(4)票據上金額之記載，不得由原記載人於交付前改寫之 

(2)21.依票據法規定，有關本票應記載事項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未載到期日者，視為見票即付 (2)未載發票地者，以付款地為發票地 

(3)未載受款人者，以執票人為受款人 (4)未載付款地者，以發票地為付款地 

(2)22.張三執有發票地為高雄市，付款地為台北市之支票，依票據法規定，張三應於何時為付款之提示？ 

(1)發票日後七日內  (2)發票日後十五日內 

(3)發票日後二個月內 (4)發票日後一年內 

(3)23.依票據法規定，匯票發票人得記載對於票據金額支付利息及其利率。如利率未經載明時，應定為多

少？ 

(1)視為不計息 (2)年利五釐 (3)年利六釐 (4)年利九釐 

(1)24.依票據法規定，張三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票據，對其票據權利有何影響？ 

(1)張三就該票據不得享有優於其前手之權利  

(2)張三就該票據不得享有票據上之權利  

(3)張三就該票據不得行使追索權  

(4)票據為無因證券，張三取得票據之對價是否相當，於其票據權利無影響  

(3)25.依票據法規定，支票執票人不於法定提示期限內為付款之提示，或不於拒絕付款日或其後多少日內

請求作成拒絕證書者，對於發票人以外之前手，喪失追索權？ 

(1)二日 (2)四日 (3)五日 (4)七日 

(1)26.依票據法規定，發票人簽發一定之金額，委託付款人於指定之到期日，無條件支付與受款人或執票

人之票據，係指下列何者？ 

(1)匯票 (2)本票  (3)支票 (4)傳票 

(2)27.下列何者不屬於銀行法所稱擔保授信所提供之「擔保」？ 

(1)動產抵押權  (2)私人擔任之保證人 

(3)權利質權 (4)銀行之保證 

(3)28.依銀行法規定，銀行受客戶之委任，通知並授權指定受益人，在其履行約定條件後，得依照一定款

式，開發一定金額以內之匯票或其他憑證，由該行或其指定之代理銀行負責承兌或付款之文書，稱

為下列何者？ 

(1)銀行承兌匯票 (2)遠期匯票 (3)信用狀 (4)金融債券 

(4)29.依銀行法規定，銀行負責人及職員不得兼任其他銀行任何職務。但符合下列何種法律規定之條件者

，得兼任被投資銀行之董事或監察人？ 

(1)銀行持有該被投資銀行實收資本總額百分之三以上者 

(2)銀行持有該被投資銀行實收資本總額百分之五以上者 

(3)與該被投資銀行屬於同一企業集團者 

(1)30.依銀行法規定，對銀行之罰鍰經限期繳納而逾期不繳納者，自逾期之日起，每日加收滯納金百分之

多少？ 

(1)1% (2)3%  (3)5%  (4)6% 

(4)31.銀行法規定之「利害關係人」，包括銀行負責人、辦理授信之職員或該法規定有利害關係者單獨或

合計持有超過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百分之多少之企業？ 

(4)因投資關係，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 

www.exschoo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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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3% (3)5% (4)10% 

(4)32.依銀行法規定，有關銀行經主管機關派員接管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股東會、董事會、董事、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之職權當然停止 

(2)銀行之經營權及財產之管理處分權均由接管人行使之 

(3)接管人，有代表受接管銀行為訴訟上及訴訟外一切行為之權責，並得指派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 

(4)接管人執行職務聲請假扣押、假處分時，應提供擔保 

(2)33.銀行法之主管機關為下列何者？ 

(1)中央銀行  (2)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3)財政部  (4)經濟部  

(3)34.依銀行法規定，因自用住宅放款及消費性放款而徵取之保證人，其保證契約自成立之日起，有效期

間不得逾十五年。但如符合下列何種情形，則不在此限？ 

(1)如借款人無法提供不動產物權作為十足擔保者 

(2)如保證人無法提出該銀行之定期存單設質予銀行者   

(3)經保證人書面同意者 

(4)如保證人經銀行認定財力不佳者   

(1)35.甲16 歲，未得父母同意，逕自取其壓歲錢向乙購買美勞課所需用品，依民法規定，甲乙之買賣契約

效力為何？ 

(1)有效 (2)無效 (3)效力未定 (4)得撤銷 

(2)36.依民法規定，法律行為經撤銷者，法律效果為何？ 

(1)視為自始效力未定 (2)視為自始無效 

(3)一部有效一部無效 (4)依當事人之真意決定之 

(4)37.下列何者不屬於民法所定消滅時效中斷之事由？ 

(1)請求 (2)承認 (3)起訴 (4)拒絕 

(3)38.依民法規定，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是為何種債之發生原因？ 

(1)管理契約 (2)無權代理 (3)無因管理 (4)無權處分 

(4)39.甲乙丙三人與丁結仇。甲提議毆打丁，遂由乙誘騙丁至無人之處，丙單獨出面痛毆丁，丁受重傷送

醫。依民法規定，何人應負賠償丁醫療費用之責？ 

(1)由甲單獨負損害賠償責任 (2)由乙單獨負損害賠償責任 

(3)由丙單獨負損害賠償責任 (4)由甲乙丙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3)40.依民法規定，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二十者，法律效果為何？ 

(1)該利率之約定，無效  (2)應由債權人與債務人重新約定 

(3)債權人對於超過部分之利息，無請求權  (4)債權人對於超過部分之利息，僅得酌收一半  

第二部分：【第41-65 題為單選題，每題2 分，共計25 題，占50 分】 

(3)41.新竹公司101 年淨利為$122,000，發放現金股利$30,000，公司債溢價攤銷數為$20,000，預付費用增加

$30,000，出售固定資產損失$60,000，則新竹公司101 年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為多少？ 

(1)$82,000  (2)$102,000  (3)$132,000 (4)$172,000 

(2)42.高雄公司101 年將成本$200,000，累積折舊$36,000 之機器出售，產生出售利益$6,000，並購買土地$80

0,000，則高雄公司101 年投資活動淨現金流量為多少？ 

 

(1)流出$594,000 (2)流出$630,000 (3)流出$964,000 (4)流出$$970,000 
www.exschoo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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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彰化公司於101 年8 月1 日購買面額$100,000，票面利率12%之公司債作為備供出售投資，該公司債每

年3 月1 日及9 月1 日付息。買價按98 加計應計利息，交易成本為買價0.1%，則購買時支付現金為多

少？ 

(1)$98,000  (2)$99,098 (3)$103,000  (4)$103,098 

(4)44.下列何者屬於估計負債？ 

(1)應付薪資 (2)應付利息 (3)應付租金 (4)應付所得稅 

(4)45.頭城公司於101 年1 月1 日發行10 年期自101 年12 月31 日起平均分期償還公司債$100,000，則109 年12 

月31 日資產負債表應如何表達此公司債？ 

(1)流動負債$0，長期負債$100,000 (2)流動負債$10,000，長期負債$10,000 

(3)流動負債$0，長期負債$10,000  (4)流動負債$10,000，長期負債$0 

(2)46.某披薩店為一獨占性競爭廠商(monopolistic competitive firm)，每天烤製100 個披薩並以每個$400 的價

格出售。在此產量，平均總成本為$500、平均變動成本為$300、平均固定成本為$200，而且邊際收

入及邊際成本都為$350。應該建議此披薩店： 

(1)不要再生產披薩，因為有損失  

(2)每天繼續生產100 個披薩 

(3)減少產量至邊際成本等於平均總成本的水準  

(4)增加產量至價格等於邊際成本的水準 

(3)47.有關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李小姐願意付$500 去買某一本書，但此書實際售價為$300。所以對李小姐而言，其消費者剩餘為

(1)$300  

(2)一個商品的價格愈低，消費者剩餘愈小 

(3)水的消費者剩餘很大 

(4)鑽石那麼昂貴是因其消費者剩餘很大 

(4)48.下列何者不被計入勞動力(labor force)？ 

(1)林琳，大學畢業後一直在尋找當歌星的機會但尚未找到  

(2)王旺，曾經在中學教書但現為計程車司機  

(3)陳辰，正在休其工作所提供3 個禮拜的假 

(4)楊洋，是個早上送報的13 歲國中生 

(2)49.假設均衡時薪為$100，而政府訂定最低工資為$120。這政策的結果造成： 

(1)勞動供給曲線往右移動 (2)在工資$120 時，有超額勞動供給 

(3)在工資$120 時，有超額勞動需求 (4)在工資$100 時，有超額勞動需求  

(2)50.停滯性通貨膨脹(stagflation)，是總合供給曲線向____移動造成的，會使物價____而產出水準____ 。 

(1)左邊；上漲；增加 (2)左邊；上漲；減少 

(3)右邊；上漲；減少 (4)右邊；下降；增加 

(3)51.依票據法規定，票據背書人於背書時附記條件者，其效力如何？ 

(1)該票據無效 (2)該背書無效 

(3)其條件視為無記載. (4)依所記載條件之文義負票據責任 

(2)52.依票據法規定，有關支票付款人之審查責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付款人對於背書不連續之支票付款者，應自負其責 

(2)付款人對於背書簽名之真偽，應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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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則上，付款人於提示期限經過後，仍得付款 

(4)付款人對於經發票人撤銷付款委託之支票，不得付款  

(4)53.依票據法規定，有關保付支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付款人不得為存款額外或信用契約所約定數目以外之保付 

(2)經付款人保付之支票，不受提示期限之限制 

(3)支票經付款人保付後，發票人及背書人免除其責任 

(4)保付支票付款人之付款責任，與匯票付款人同 

(2)54.發票人甲無行為能力，其簽發以完全行為能力人乙為受款人之本票，乙收受本票後背書轉讓予丙，

依票據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發票人無行為能力，票據無效  

(2)票據上雖有甲之簽名，不影響乙簽名之效力，乙仍應負票據責任  

(3)票據為流通證券，發票人雖無行為能力，亦應負擔票據責任 

(4)票據無效，但如丙不知發票人甲無行為能力，則甲、乙不得以票據無效對抗丙 

(4)55.依票據法規定，有關票據上簽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 

(2)票據上之簽名，得以蓋章代之 

(3)二人以上共同簽名時，應連帶負責 

(4)甲未經乙授權而以乙之代理人名義簽發票據，該票據無效 

(4)56.銀行未依銀行法第45 條之1 規定建立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或未確實執行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主管機關得予以裁罰  

(2)所定罰鍰之受罰人為銀行或其分行  

(3)銀行或其分行經受罰後，對應負責之人應予求償  

(4)所定罰鍰，由銀行或其分行與應負責之個人連帶向中央主管機關負責繳納  

(3)57.依銀行法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銀行負責人之範圍？ 

(1)銀行之董事   (2)分行之經理於執行職務之範圍內 

(3)持有銀行1%股份之股東 (4)銀行之監察人於執行職務之範圍內 

(2)58.依銀行法規定，銀行對於客戶之存款、放款或匯款等有關資料，應保守秘密，但下列何者屬於例外

情形？ 

(1)對同一客戶逾期債權已轉銷呆帳者，累計轉銷呆帳金額超過新臺幣二千萬元，其轉銷呆帳資料 

(2)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之案件，與其有關之逾期放款資料 

(3)稅捐單位為查稅需要，未經主管機關核准直接發文向銀行調閱納稅義務人與第三人之資金往來紀

(3)錄 

(4)立法委員以個人名義調閱資料 

(2)59.依銀行法規定，銀行對購買或建造住宅或企業用建築，得辦理中、長期放款，其最長期限不得超過

三十年。但對於何種放款案件，不受該期限規定之限制？ 

(1)消費者貸款 (2)無自用住宅者購買自用住宅之放款 

(3)對政府貸款 (4)十足擔保之放款 

(2)60.依銀行法規定，銀行辦理何種授信，不得要求借款人提供連帶保證人？ 

(1)對政府貸款  (2)自用住宅放款及消費性放款 

(3)工商業貸款  (4)就學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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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甲向乙表示，如乙考上特考將贈與汽車一部，乙欣然同意，依民法規定，甲乙之約定法律性質為何

？ 

(1)附停止條件之法律行為 (2)附解除條件之法律行為 

(3)附始期之法律行為 (4)附終期之法律行為 

(4)62.依民法規定，有關代理權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1)限制行為能力人不得為代理人 

(2)代理權一旦授與，不得限制或撤回 

(3)無代理權人以代理人之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對於本人一律不生效力 

(4)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 

(1)63.依民法規定，有關消滅時效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時效完成後，債權已經消滅，債權人不得請求給付 

(2)主權利因時效消滅者，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其效力及於從權利 

(3)以抵押權擔保之請求權，雖經時效消滅，債權人仍得就其抵押物取償 

(4)請求權已經時效消滅，債務人仍為履行之給付者，不得以不知時效為理由，請求返還 

(1)64.有關定金之性質，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依民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契約履行時，定金應返還但不得作為給付之一部 

(2)契約因可歸責於付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定金不得請求返還 

(3)契約因可歸責於受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該當事人應加倍返還其所受之定金 

(4)契約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定金應返還之 

(2)65.依民法規定，甲乙約定，甲將一包種子之所有權移轉於乙，乙一個月後再返還一包相同種類、品質

及數量之種子於甲，雙方所訂為何種契約？ 

(1)互易契約 (2)消費借貸契約 (3)使用借貸契約 (4)贈與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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