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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甲公司X3年5月1日發行面額$500,000，票面利率4%，6年期公司債。發行當天市場有效利率為5%。則

甲公司的發行價格最可能為：  

(1)溢價發行 (2)折價發行 (3)平價發行 (4)無法判定 

(2)02.乙公司於X3年6月10日買入一批股票，乙公司持有該股票之目的是準備要短期內出售，以賺取價差為

目的，則依照IFRS9之分類標準，該批股票應該被分類在：  

(1)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證券投資 

(2)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證券投資 

(3)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證券投資 

(4)以權益法處理之股權投資 

(1)03.甲公司於X5年1月1日買入丙公司發行之一批股票，甲公司將該股票分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證券投資，甲公司支付$30,000購入該股票，此外，也支付交易稅$1,000與手續費$800，則甲公司借

記「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證券投資」的金額應為：  

(1)$30,000 (2)$31,000 (3)$31,800 (4)$30,800 

(3)04.甲公司於X1年3月5日以現金發行普通股10,000股，普通股票面額為$10，發行價格為$15，則甲公司正

確的發行分錄為：  

(1)借記：普通股股本$100,000 (2)貸記：普通股股本$150,000 

(3)貸記：資本公積-普通股溢價$50,000 (4)借記：現金$100,000 

(4)05.甲公司X1年5月1日以每股$14買回面額$10之庫藏股10,000股，並且於10月2日以每股$15之價格再發行

庫藏股5,000股。則甲公司對於庫藏股再發行應做的正確分錄為：  

(1)借記：庫藏股票交易$70,000 (2)借記：現金$70,000 

(3)貸記：庫藏股票$75,000 (4)貸記：資本公積-庫藏股票交易$5,000 

(4)06.甲公司以每股$50買回面額$10的普通股5,000股作為庫藏股，則此交易對甲公司的影響為：  

(1)增加資產總額$50,000 (2)減少資產總額$50,000 

(3)增加權益總額$250,000 (4)減少權益總額$250,000 

(3)07.甲公司X1年12月31日進行期末存貨盤點，盤點人員不慎高估了期末存貨的金額，則此錯誤對X1年度

財務報表的影響為：  

(1)銷貨成本高估 (2)X1年底的權益金額低估 

(3)淨利高估 (4)不會有任何影響 

(2)08.乙公司採用定期盤存制，X1年1月1日存貨$70,000，當年度進貨淨額$130,000，銷貨成本$ 

150,000，則在期末調整及結帳之前，存貨該科目之餘額為：  

(1)$50,000 (2)$70,000 (3)$100,000 (4)$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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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甲公司會計人員正編製銀行往來調節表，對於「存款不足退票」之正確處理方式為：  

(1)銀行對帳單餘額之加項 (2)銀行對帳單餘額之減項 

(3)公司帳列餘額之加項 (4)公司帳列餘額之減項 

(3)10.乙公司會計人員發現公司銀行存款帳列餘額為$500,000，而銀行對帳單餘額為$400,000，則造成此兩

者差異的原因可能為：  

(1)未兌現支票 (2)銀行存款利息 (3)在途存款 (4)銀行代收票據 

(3)11.甲公司5月底公司帳列銀行存款餘額$60,000，同時未兌現支票$9,000，在途存款$8,000。6月份銀行紀

錄兌現公司的支票為$7,000，而公司帳面紀錄開出支票的金額為$5,000，則6月底時未兌現支票為：  

(1)$9,000 (2)$8,000 (3)$7,000 (4)$5,000 

(1)12.丙公司X1年1月1日以$40,000,000取得一礦產，另外又支出$1,000,000的探勘成本後始開始進行採礦。

開採完畢後估計殘值為$2,000,000，估計可以開採的總量為10,000,000噸，X1年總共開採500,000噸，

則X1年的折耗費用為：  

(1)$1,950,000 (2)$2,000,000 (3)$2,050,000 (4)$2,100,000 

(2)13.甲公司X1年10月1日收到客戶預付一年的租金$18,000，當時公司會計人員的分錄為貸記：預收租

金。則X1年12月31日甲公司應該做的正確調整分錄為：  

(1)借記：現金$4,500 (2)借記：預收租金$4,500 

(3)貸記：預收租金$4,500 (4)貸記：現金$4,500 

(4)14.甲公司會計人員正進行期末調整分錄與編製試算表之工作，請問下列哪個帳戶在調整後試算表與結

帳後試算表上的餘額會相同？  

(1)租金費用 (2)服務收入 (3)保留盈餘 (4)應付帳款 

(4)15.乙公司的期末存貨是期初存貨的3倍，本期進貨$10,000,000、進貨運費$100,000、進貨退出$200,000、

銷貨成本$9,300,000，則乙公司的期末存貨為：  

(1)$300,000 (2)$450,000 (3)$600,000 (4)$900,000 

(2)16.甲公司期初存貨$60,000，本期進貨$200,000，銷貨收入$190,000，銷貨退回$10,000，毛利率為30%，

則期末存貨為：  

(1)$100,000 (2)$134,000 (3)$152,000 (4)$167,000 

(4)17.甲公司X1年1月1日購入一台設備，採用直線法提列折舊。X1年底做調整分錄時，遺漏提列該設備的

折舊之分錄，此錯誤將導致：  

(1)X1年度的淨利低估 (2)X1年度的費用高估 

(3)「累計折舊-設備」之餘額高估 (4)X1年底的權益高估 

(3)18.甲公司X1年1月1日成立，當年度存貨的進銷貨情況包含：2/1進貨28個單位（每單位成本 

$10），4/1進貨36個單位（每單位成本$11），6/1銷貨24個單位（每單位售價$20），8/1進貨32個單

位（每單位成本$12），11/1銷貨36個單位（每單位售價$22）。甲公司採用永續盤存制並依照先進先

出法計算銷貨成本，則甲公司當年度的銷貨成本為：  

(1)$352 (2)$240 (3)$632 (4)$422 

(3)19.甲公司X1年1月1日向供應商賒購商品$50,000，付款條件為2/10，n/30。甲公司1月9日支付所欠供應商

進貨款的1/4。1月28日支付所欠供應商之剩餘進貨款。甲公司採用定期盤存制，且對賒購交易採淨額

法處理，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1/1借記：進貨$50,000 (2)1/9貸記：現金$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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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8借記：進貨折扣損失$750 (4)1/28貸記：現金$36,750 

(2)20.乙公司採用間接法編製現金流量表，則在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中，對於本期淨利調整項目之處理方

式，下列何者為正確？  

(1)折舊費用為本期淨利之減項 (2)處分設備損失為本期淨利之加項 

(3)應付帳款減少為本期淨利之加項 (4)預付費用增加為本期淨利之加項 

(3)21.甲公司X1年度的現金流量表中，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為$80,000，當年其它相關資料如下：存貨減

少$6,000、折舊費用$10,000、應付帳款增加$5,000、預付費用增加$1,000以及應收帳款增加$9,000，則

甲公司當年度之淨利為：  

(1)$80,000 (2)$74,000 (3)$69,000 (4)$78,500 

(2)22.甲公司X1年1月1日應收帳款餘額為$180,000、預收貨款的餘額為$50,000。X1年底12月31日應收帳款

餘額為$120,000、預收貨款餘額為$80,000，甲公司的應收帳款以及預收貨款金額的變動均來自於銷

貨，甲公司X1年度的銷貨淨額為$2,500,000，則甲公司X1年銷貨的收現金額為：  

(1)$2,500,000 (2)$2,590,000 (3)$2,750,000 (4)$2,950,000 

(1)23.甲公司採用定期盤存制，X1年1月1日存貨$74,000，當年度進貨$600,000，進貨運費$6,000。此外，當

年度銷貨淨額$800,000。依據過去經驗，正常毛利率為30%，則預估之期末存貨為：  

(1)$120,000 (2)$160,000 (3)$200,000 (4)$220,000 

(4)24.甲公司於X1年底倉庫管理人員盤點倉庫實際存貨數量為50,000個，其中包含乙公司存放在甲公司倉

庫，委託甲公司代為銷售存貨1,000個；已經出售給丙公司，但是因為丙公司搬遷而暫時代管存貨500

個。此外，甲公司還有寄放在丁公司倉庫，委託丁公司代為銷售存貨 

800個；起運點交貨的在途進貨500個以及目的地交貨的在途銷貨存貨600個。則甲公司的正確存貨數

量為：  

(1)49,200 (2)49,400 (3)52,400 (4)50,400 

(1)25.甲公司採用應收帳款餘額的3%估計呆帳，X1年1月1日備抵呆帳貸方餘額為$20,000，當年度確定無法

收回而沖銷之呆帳為$15,000，X1年12月31日應收帳款為$800,000，則X1年底應提列之呆帳費用為：  

(1)$19,000  (2)$22,000  (3)$28,000  (4)$30,000  

(2)26.乙公司X1年1月1日有存貨1,500單位，每單位成本$40。3月1日進貨4,500單位，每單位成本$50。5月1

日銷貨3,000單位，每單位售價$60。7月1日進貨5,000單位，每單位成本$45。10月1日銷貨6,000單位，

每單位售價$65。乙公司採用永續盤存制，並且使用平均法計算存貨，則乙公司X1年銷貨成本為：  

(1)$412,500 

(4)27.甲公司X1年4月1日收到客戶開立之票據一紙，該票據面額$200,000，利率3%，三個月到期。甲公司

因為急需現金，故在5月1日將此票據持往乙銀行貼現，貼現率為6%。若該票據視為出售，則票據貼

現損失為：  

(1)$1,520  

(3)28.假設其他情況不變下，央行大量賣出公債，將會使：  

(1)AS線左移 

(2)$418,125 (3)$436,000 (4)$468,125 

(2)$1,315  (3)$1,205  (4)$1,015  

(1)29.下列有關金融體系的敘述何者錯誤？  

(1)間接金融中，資金供給者所持有的證券是資金需求者所發行的證券 

(2)包括金融市場與金融中介兩部分 

(2)AS線右移 (3)AD線左移 (4)AD線右移 

(3)銀行體系是屬於「間接」金融 

(4)「地下金融」又稱為「黑市」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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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銀行買入資金需求者的票據，扣除利息後貸出資金，此為：  

(1)放款 (2)貼現 (3)透支 (4)準備金 

(4)31.假設其他條件不變，下列哪個因素會帶動貨幣需求提高？  

(1)利率的提高 (2)支付技術的改善 

(3)通貨膨脹的風險增加 (4)所得的增加 

(2)32.下列何者沒有納入我國貨幣總計數M2中？  

(1)外國人持有之新臺幣存款 

(2)銀行承做結構型商品所收本金 

(3)郵政儲金總數 

(4)企業及個人持有其他貨幣機構支付買回交易餘額 

(1)33.我國央行所實施的貼現窗口制度中，現行的央行貼放利率下列何者利率最低？  

(1)重貼現率 (2)擔保放款融通利率 

(3)短期融通利率 (4)金融業隔夜拆款利率 

(2)34.企業及個人向金融機構購買票券，並約定一定期間後由金融機構買回原票券的交易方式稱為：  

(1)可轉讓定期存單 (2)附買回交易 (3)商業本票 (4)特別股 

(1)35.假設其他情況不變下，央行的資產增加，會使得準備貨幣數量：  

(1)增加 (2)減少 (3)不一定 (4)不變 

(1)36.下列何者不是臺灣民間發行的電子貨幣？  

(1)八達通卡 (2)悠遊卡 (3)i-cash卡 (4)一卡通 

(2)37.以債券市場分析，下列哪一種情況會使均衡利率下跌？  

(1)持有債券的倒帳風險增加 (2)預期股市下跌 

(3)恢復課徵債券利息所得稅 (4)景氣循環擴張 

(3)38.銀行實際擁有的準備金超過應提準備金的部分稱為：  

(1)實際準備 (2)法定準備 (3)超額準備 (4)準備不足 

(1)39.根據流動性偏好理論，利率是如何決定的？  

(1)貨幣市場供需共同決定 (2)債劵市場供需共同決定 

(3)商品市場供需共同決定 (4)外匯市場供需共同決定 

(2)40.下列何者是人壽保險公司經營的範疇？  

(1)海上保險 (2)年金保險 (3)責任保險 (4)火災保險 

(2)41.假設其他條件不變，當投資者預期未來的利率會上升時，則投資者對債券的需求會：  

(1)增加 (2)減少 (3)不受影響 (4)先增後減 

(2)42.關於缺口分析(gap analysis)及存續期間(duration)，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若利率敏感性資產大於利率敏感性負債，則利率上漲將減少銀行利潤 

(2)若利率敏感性負債大於利率敏感性資產，則利率下跌將增加銀行利潤 

(3)當銀行預期未來利率下跌，則調整其資產的存續期間小於負債的存續期間 

(4)當銀行預期未來利率上升，則調整其負債的存續期間小於資產的存續期間 

(2)43.颱風造成災損過大，政府通過緊急預算增加支出將會造成：  

(1)總合供給線右移 (2)總合需求線右移 (3)總合供給線左移 (4)總合需求線左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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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貨幣政策的變動透過借貸市場的金融摩擦所產生的金融加速效應，進而影響實質經濟活動的傳遞機

制稱為：  

(1)房價管道 (2)利率管道 (3)股價管道 (4)信用管道 

(2)45.假設小明買了一張三年期的抗通膨指數債券(TIPS)，票面金額1,000美元、債息率為3%，若三年的通

貨膨脹率分別為10%、5%、3%，請問第一年小明可得到的債息為多少？  

(1)55 (2)33 (3)100 (4)1,100 

(1)46.假設其他情況不變之下，當人民預期通貨膨脹率會上升時，則債券的價格與利率將會如何變動？  

(1)債券的價格下跌但利率上升 (2)債券的價格上升但利率下跌 

(3)債券價格與利率皆上升 (4)債券價格與利率皆下跌 

(2)47.請問未預料到的通貨緊縮會使得事後的實質利率發生何種變化？且此時借貸雙方的財富會重新分

配，何者可以獲利？  

(1)上升；借貸雙方都獲利 (2)上升；借方獲利 

(3)下降；借方獲利 (4)下降；貸方獲利 

(1)48.如果可轉換公司債的面額是新臺幣10萬元，而轉換比率為5，請問轉換價格相當於每股多少元？  

(1)20 (2)25 (3)20,000 (4)10,000 

(2)49.當M1B與M2的成長率呈黃金交叉時，意謂著：  

(1)M2的成長率高於M1B的成長率 (2)M1B的成長率高於M2的成長率 

(3)股市空頭市場階段 (4)股市資金有撤出現象 

(3)50.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結構性金融(structural finance)又稱資產證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 

(2)正式與非正式金融並存現象稱為金融雙元性(financial dualisim) 

(3)抑制通膨率而提升實質存款利率，會誘使體系資金轉至非正式金融 

(4)雖然正式金融風險較低，但稅後報酬也相對偏低，人民基於投機與規避稅賦會將多餘資 金投入非 

    正式金融 

(4)51.下列何者不是契約中介機構(contractual intermediaries)？  

(1)人壽保險公司 (2)產物保險公司 (3)退休基金 (4)融資公司 

(1)52.良好的貨幣應具備何種特質才不會發生「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1)同質性(homogeneity) (2)價值穩定性(stability of value) 

(3)耐久性(durability) (4)容易辨識(recognisability) 

(4)53.下列何者非量化寬鬆(QE)政策的傳遞效果？  

(1)大幅改變市場對通膨的預期心理，降低實質利率 

(2)促使資產價格上揚，透過財富管道提振消費、投資 

(3)降低長期利率，促進民間投資 

(4)調降短期利率（隔夜拆款利率），促使中長期利率下跌、提高民間支出 

(2)54.假設小明買進債券的價格低於面額，且在賣出此債券時獲得資本利得，則小明擁有此債券的報酬率

依序為：  

(1)到期收益率＞票面利率＞當期收益率 (2)到期收益率＞當期收益率＞票面利率 

(3)當期收益率＞票面利率＞到期收益率 (4)票面利率＞到期收益率＞當期收益率 

(1)55.甲執有以乙為發票人、丙為擔當付款人、丁為為發票人（乙）保證之保證人（票據保證人），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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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書人之新臺幣10萬元本票乙紙，嗣經屆期依法提示不獲付款，則依票據法規定，甲向下列何人行

使追索權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  

(1)乙 (2)丙 (3)丁 (4)戊 

(4)56.依票據法規定，下列何者非為得經金融主管機關（原為財政部，現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辦

理支票存款業務之支票付款人？  

(1)信用合作社 (2)農會 (3)漁會 (4)票券金融公司 

(3)57.依票據法規定，有關本票保證人之責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保證人與被保證人負同一責任 

(2)被保證人之債務若因方式之欠缺而為無效，保證人即無須負擔其保證責任 

(3)被保證人之債務若因其票據行為欠缺行為能力而為無效，保證人即無須負擔其保證責任 

(4)二人以上為保證時，均應連帶負責 

(4)58.除支票執票人在票載發票日前不得為付款提示外，依票據法規定，關於支票付款之時期，限於下列

何者？  

(1)定日付款. (2)發票日後定期付款 

(3)見票後定期付款 (4)見票即付 

(3)59.甲執有發票地在泰國，付款地在臺北市之支票乙紙，則依票據法規定，甲應於下列何者期限內，為

付款之提示？  

(1)發票日後十五日內 (2)發票日後一個月內 

(3)發票日後二個月內 (4)發票日後三個月內 

(2)60.依票據法規定，執票人向支票債務人行使追索權時，得請求自何日起之利息？  

(1)發票日 (2)為付款提示之日 

(3)法定付款提示期限屆滿日 (4)法定付款提示期限屆滿日之翌日 

(3)61.關於經付款人保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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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1)經付款人保付之支票，其背書人仍應負票據責任 

(2)經付款人保付之支票，其發票人仍應負票據責任 

(3)經付款人保付之支票，其付款人之付款責任，與匯票承兌人同 

(4)經付款人保付之支票喪失時，票據權利人得為止付之通知 

(1)62.依票據法規定，本票債權縱因時效或手續之欠缺而消滅，執票人對於下列何人，於其所受利益之限

度，仍得請求償還？  

(1)發票人 (2)承兌人 (3)背書人 (4)保證人 

(3)63.依票據法規定，下列何者不生匯票保證之效力？  

(1)於匯票謄本上所為之保證 (2)未載明被保證人 

(3)未載明保證之意旨 (4)未載明其為保證之年月日 

(4)64.甲於A銀行開立支票存款帳戶，以A銀行所發給之支票簿內簽發一紙新臺幣10萬元之支票，並與乙

（未開立任何支票存款帳戶）於該支票之發票人欄共同簽名（發票行為）後交付丙，嗣經屆期依法

提示，因與原留印鑑不符而遭退票，依票據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甲與乙均不負票據責任，因印鑑不符，故該支票無效 

(2)僅甲應負票據責任，乙因未開立支票存款帳戶，故無須負支票之票據責任 

(3)僅乙應負票據責任，因乙並非該支票存款戶卻參與發票，應獨自承擔票據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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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甲與乙共同於支票發票人欄簽名，應連帶負票據責任 

(4)65.依票據法規定，關於見票後定期付款之匯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票上僅載月初、月底者，謂月之一日、末日 

(2)票上僅載月中者，謂月之十五日 

(3)見票日後數個月付款之匯票，以在應付款之月與該日期相當之日為到期日 

(4)見票日後數個月付款之匯票，如在應付款之月並無與該日期相當之日者，該記載無效， 

   視為見票即付 

(3)66.依票據法規定，關於支票之支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以支票轉帳者，視為支票之支付 

(2)以支票抵銷者，視為支票之支付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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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就一部分支付 

   之 

(4)發票人應照支票文義擔保支票之支付 

(4)67.甲簽發新臺幣10萬元之本票交付乙，乙於該本票載明免除作成拒絕證書並背書轉讓予丙，嗣經屆期

依法提示不獲付款，丙未將付款拒絕事由通知乙，逕於遭拒絕付款後第七日向乙行使追索權，依票

據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該免除作成拒絕證書之記載無效，丙仍應依法請求作成拒絕證書，方得對乙行使追索權 

(2)該免除作成拒絕證書之記載有效，且丙因而無須於拒絕付款後四日內，將拒絕事由通知 

   乙 

(3)該免除作成拒絕證書之記載有效，惟丙怠於拒絕付款後四日內，將拒絕事由通知乙，對 

   乙喪失追索權 

(4)該免除作成拒絕證書之記載有效，惟丙怠於在拒絕付款後四日內，將拒絕事由通知乙， 

   對乙因此所生之損害，應負賠償之責 

(3)68.銀行依銀行法辦理授信，期限在一年以內者，稱為下列何者？  

(1)長期授信 (2)中期授信 (3)短期授信 (4)擔保授信 

(1)69.依銀行法規定，銀行對遠期匯票或本票，以折扣方式預收利息而購入者，稱為下列何者？  

(1)貼現 (2)承兌 (3)票據保證 (4)應收帳款承購 

(2)70.銀行負責人及職員不得兼任其他銀行任何職務。但因投資關係，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得兼任

被投資銀行之下列何種職務？  

(1)分行經理 (2)董事 

(3)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 (4)分行副理 

(4)71.依銀行法規定，商業銀行向主管機關申請投資於金融相關事業，主管機關自申請書件送達之次日起

幾日內，未表示反對者，視為已核准？  

(1)五日內 (2)七日內 (3)十日內 (4)十五日內 

(3)72.銀行經主管機關勒令停業清理，於清理期間，有關銀行之重整、破產、和解、強制執行等程序，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1)由清理人當代表人繼續進行 (2)由董事當代表人繼續進行 

(3)當然停止 (4)由主管機關聲明承受後繼續進行 

(2)73.銀行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應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洽商下列何機關後核准辦理？  

(1)國家發展委員會 (2)中央銀行 (3)外交部 (4)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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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依銀行法規定，定期存款到期前不得提取，但存款人得以之質借，或於幾日以前通知銀行中途解

約？  

(1)一日以前 (2)三日以前 (3)五日以前 (4)七日以前 

(3)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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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於下列何種情形，不受上述之限制？  

(1)提供足額擔保者 (2)已向保證人充分說明保證範圍者 

(3)經保證人書面同意者 (4)借款金額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者 

(2)76.依銀行法規定，銀行辦理開發信用狀，其委任人為股份有限公司之企業，如經該公司何種層級同

意，向銀行出具書面承諾，以一定財產提供擔保，及不再以該項財產提供其他債權人設定抵押權

者，得免辦或緩辦不動產或動產抵押權登記？  

(1)董事長同意 (2)董事會決議 (3)總經理同意 (4)股東會決議通過 

(3)77.張經理為衝高分行存款實績，於服務台張貼告示「凡至本分行開立外幣活期存款帳戶者，即送高級

保溫瓶一個，數量有限，送完為止」，依銀行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如保溫瓶價值不超過新臺幣500元，並無違法 

(2)如無誇大不實廣告，並無違法 

(3)銀行不得以贈與方式吸收存款 

(4)招攬業務廣告內容如事先經總行法令遵循單位審核，即無違法 

(2)78.有關商業銀行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以供給短期、中期信用為主要任務之銀行 

(2)得發行金融債券，但不得約定此種債券持有人之受償順序次於銀行其他債權人 

(3)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投資於金融相關事業 

(4)為配合政府經濟發展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投資於非金融相關事業，但不得參與該相關事 

    業之經營 

(3)79.下列何者不屬於銀行法規定擔保授信之「擔保」？  

(1)土地抵押權 

(2)80.小張無自用住宅，為購置自住使用之房屋，向銀行申辦購屋貸款，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銀行如已取得足額擔保，為保障債權，仍得要求小張要提供其配偶擔任共同借款人 

(2)銀行不得要求小張提供連帶保證人 

(3)不論該新購房屋有無作為擔保品，銀行不得要求小張提供一般保證人 

(4)如果小張為強化自身授信條件，主動向銀行提出保證人者，銀行為保障債權，對該保證人應負責 

    任範圍須定為「擔保小張對銀行的所有債務」 

(2)機器設備 

(3)借款人（企業）之董事長擔任保證人 (4)其他銀行提供之保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