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接續背面】 

華南金融集團 102年度新進人員聯合甄試試題 
甄試類別【代碼】：財富管理投資研究人員【E6603】 
專業科目：經濟學、國際金融市場 

 ＊請填寫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須檢查答案卡（卷）、入場通知書編號、桌角號碼、應試類別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

監試人員處理，否則不予計分。 
�本試卷為一張雙面，測驗題型分為【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40 題，每題 1.5 分，合計 60 分】與【非
選擇題 2題，每題 20分，合計 40分】。 
�選擇題限以 2B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請選出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非選擇題限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於答案卷上採橫式作答，並請從答案卷內第一頁開始書寫，違
反者該科酌予扣分，不必抄題但須標示題號。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 (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功能、儲存程式功能)，但不
得發出聲響；若應考人於測驗時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放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勸阻無效，仍執意
使用者，該科扣 10分；該電子計算器並由監試人員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後歸還。 
�答案卡（卷）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科以零分計算。 

壹、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40題（每題 1.5分） 
【1】1.下列何種指數不是用來衡量物價的變動？ 
�大麥克指數(big mac index)  �消費者物價指數 
�躉售物價指數  �國內生產毛額平減指數 
【3】2.根據凱因斯所提出的「邊際消費傾向」概念，我國的邊際消費傾向最有可能為下列何者？ 
� -1.05 � 0 � 0.95 � 1.05 
【2】3.下列何者不屬於國民所得？ 
�房屋租金 �失業給付 �勞動所得 �債券利息 
【2】4.我國貨幣政策的基本架構係採取貨幣目標機制，下列何者為政策執行的操作目標(Operating Target)？ 
�準備金制度 �準備貨幣 �貨幣總計數M2 �物價穩定 
【3】5.下列何種失業與景氣的波動最為密切？ 
�摩擦性失業 �結構性失業 �循環性失業 �自然失業 
【3】6.下列哪一個概念用以描述失業率和產出的關聯？ 
�菲力普曲線 �費雪方程式 �歐肯法則 �羅倫茲曲線 
【3】7.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兩個劣等財的價格擴張曲線之斜率為負 �若替代效果大於所得效果，則需求法則不成立 
�正常財的恩格爾曲線，斜率為正 �兩個完全互補品的邊際替代率為固定 
【3】8.下列何者不是獨佔廠商的差別取價技巧？ 
�預購限制 �數量折扣 �售後服務 �兩階段定價 
【1】9.如果一個市場中，供給者的數量很多，而且商品之間並不完全同質，則此市場結構為何？ 
�壟斷性競爭 �完全競爭 �寡佔 �完全壟斷 

【4】10.比較完全競爭廠商和壟斷性競爭廠商長期利潤的異同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兩者的產品與其他競爭廠商的產品差異性相同 
�兩者的產出水準均位於長期平均成本最低處 
�兩者均無產能的剩餘 
�兩者的利潤均為零 

【4】11.若持有貨幣之目的是為了購物，則這種貨幣需求是源於何種動機？ 
�預防動機 �投機動機 �計價動機 �交易動機 

【1】12.根據新古典經濟成長模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長期經濟成長必須仰賴技術進步 �長期經濟成長必須仰賴資本累積 
�長期經濟成長必須仰賴高儲蓄率 �長期經濟成長必須仰賴人口成長 

【3】13.下列何者為擴張性的貨幣政策？ 
�提高重貼現率  �提高法定準備率  
�提高在公開市場買進政府公債的數量 �提高短期融通利率 

 

【2】14.若已知貨幣供給成長率為 10%、實質所得的成長率為 3%、貨幣需求的所得彈性為 60%，則通貨膨脹
率為何？ 
� 1.8% � 8.2% � 9.0% �資料不足，無法計算 

【2】15.當貨幣的流通速度為常數時，下列何組變數呈現同比例變動？ 
�貨幣供給、物價水準  �貨幣供給、名目產出  
�物價水準、實質產出  �貨幣供給、實質產出 

【1】16.通常流動性陷阱發生於下列何種狀況？ 
�名目利率極低時 �名目利率極高時 �實質利率極低時 �實質利率極高時 

【2】17. IS曲線的斜率可用以描述下列何種現象？ 
�當利率越高時，儲蓄也就愈多，故產出水準愈大 
�當利率越高時，消費也就愈少，故產出水準愈小 
�當利率越高時，貨幣需求也就愈低，故會購買債券，從而提高產出水準 
�當利率越高時，貨幣需求也就愈低，故會購買債券，從而降低產出水準 

【1】18.下列何者屬於經常帳？ 
�人壽保險與退休金的收益 �購入國外公司的股權 
�購買國外公司發行的公司債 �在國外成立一家新公司 

【4】19.「未拋補利率平價說」與「拋補利率平價說」的差異，在於前者並未考慮購買下列何者？ 
�外國債券  �可轉換公司債債券  
�即期外匯  �遠期外匯 

【3】20.我國所採取的匯率制度為： 
�聯繫匯率制度(currency board)  �可調整釘住匯率制度(fixed but adjustable peg) 
�管理浮動匯率制度(managed floating)  �完全浮動匯率制度(floating) 

【3】21.如果澳幣兌美元的匯率，由 1.35澳幣兌 1美元，變為 1.65澳幣兌 1美元，則： 
�澳幣升值，且澳洲人會覺得美國商品變得比較便宜 
�澳幣升值，且澳洲人會覺得美國商品變得比較貴 
�澳幣貶值，且澳洲人會覺得美國商品變得比較貴 
�澳幣貶值，且澳洲人會覺得美國商品變得比較便宜 

【1】22.得知泰銖兌換美元的匯率發生了變化。泰銖/美元的匯率由 25上升至 30。下列何者正確？ 
�泰銖兌美元貶值 16.7%  �美元兌泰銖升值 10% 
�美元兌泰銖貶值 10%  �泰銖兌美元升值 16.7% 

【4】23.某一金融報紙提供以下的即期匯率。請基於下列報價，回答下列何項交叉匯率計算錯誤？ 
 ＄/€= 0.9119； SFr/＄= 1.5971；¥/＄= 128.17 
� SFr/€=1.4564 � ¥/€=116.88 � ¥/ SFr =80.252 � €/SFr=0.87 

【4】24.投資人於 EUR/JPY報價 138.50時買入歐元，並於 EUR/JPY報價 140.00時反向結清賣出歐元時，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投資人於投資時看好日圓會上漲 �投資人交易結清後產生損失 
�歐元對日圓貶值 �投資人每一歐元收益 1.50日圓 

【3】25.銀行承做下列何種業務會造成外匯長部位(Long Position)風險？  
�李先生看漲歐元，將新台幣存款轉為歐元存款  
�王先生以新台幣購買美元旅行支票  
�出口商辦理日圓信用狀押匯結匯為新台幣  
�陳先生將其瑞士法郎帳戶的存款匯出瑞士法郎給留學的小孩 

【3】26.在匯率釘住官方平價制度下，對某一面臨國際收支赤字的國家而言，下列各項的補救措施，何者錯誤？ 
�使用其黃金與可兌換貨幣等國際準備  
�對進口商品課以關稅並使用資本控制 
�採用擴張性的總體經濟政策，以使得物價上漲與利率下跌 
�促使其貨幣在中央平價附近的可允許區間內貶值 

 
 
 



【2】27.有關各國中央銀行與外匯市場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中央銀行是外匯市場的主要參與者 
�大多數的中央銀行會積極地管理其外匯準備，目的在於透過匯率的變動獲取交易利潤 
�透過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的干預模式，有時候可以了解匯率的短期行為 
�中央銀行會因為要執行貨幣政策或匯率目標而干預外匯市場 

【4】28.有關專業人員使用的分析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貨幣避險基金的經理人較可能使用技術分析方法 
�國際股票投資組合的經理人較可能使用計量經濟方法 
�貨幣交易員較可能使用技術分析方法 
�公司的長期策略規劃人員較可能使用技術分析方法 

【3】29.假設某一資產的貝它(ß)值為 1.25。如果無風險利率為 3.25%，且市場的風險溢酬為 5.5%，請計算此
資產的期望報酬率為何？ 
� 8.225% � -1.525% � 10.125% � 0.35% 

【2】30.有關特別提款權(SDR)，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為國際貨幣基金所創設發行  
� SDR有具體的鈔票，並可像美元、日圓一樣，用作買賣、借貸的計值單位  
�於西元 1969年，當國際貨幣基金創設特別提款權時，它的價值原具有一定的含金量  
�特別提款權的價值取決於其他一籃貨幣的價值，所以可稱之為「指數性貨幣」 

【3】31.有關遠期外匯與外幣期貨的比較，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遠期契約可以客製化，期貨則為標準化契約 
�遠期契約由銀行與客戶直接交易，期貨契約則在交易所買賣 
�期貨契約多有實際交割，遠期契約則多在到期前以反向部位平倉 
�期貨契約必須逐日結算損益，遠期契約則無此機制 

【3】32.有關各國發行的指數，下列何者錯誤？ 
�新加坡發行的指數，稱為海峽時報指數(Straight Times Stock Index) 
�澳大利亞發行的指數稱為 Sydney All Ordinaries Index 
�菲律賓發行的稱為曼谷指數 
�道瓊指數是美國發行的指數 

【1】33.下列何者屬國際債券(EURO BOND)？ 
�美國企業在倫敦發行的美元債券 �英國企業在美國發行的美元債券 
�美國企業在德國發行的歐元債券 �德國企業在日本發行的日圓債券 

【1】34.有一個 EUR CALL/USD PUT的選擇權，名目本金為歐元 1百萬，天期為 1個月，即期匯率與執行價
皆為 1.3000，權利金為美金 3萬元，若當日即期匯率變為 1.3100，該選擇權的內含價值為何？  
�美金 1萬元 �美金 2萬元 �美金 2.5萬元 �美金 3萬元 

【4】35.有關外匯交易工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貨幣選擇權的買方有權利但沒有義務，在一定期間內以特定價格買賣某一種貨幣  
�換匯交易涉及二種貨幣的交換，以雙方同意的匯價及特定日期轉換  
�即期交易涉及二種貨幣的交換。以雙方同意的匯價，在契約約定日起，次兩個營業日交割的交易 
�換匯換利指買賣雙方交換某一期間不同貨幣的本金，並同意到期時交換不同貨幣的利息 

【1】36.有關影響美元匯率走升的因素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當與海外同年期債券比較時；美國殖利率較低，通常有助於推升美元對外幣走勢  
�當聯準會宣布調升利率時，通常對美元有利  
�日圓對歐元大幅貶值，受交叉匯率影響，可能導致日圓對美元走跌  
�新興市場財務及政治動亂，刺激資金回流美國，因此有助於美元走升 

【4】37.有關全球債券市場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一家非美國公司在美國發行債券，必須滿足美國證券
與交易委員會的揭露要求   B.相同市場的兩種債券指數走勢是高度相關的，即使它們彼此的組成有些不同   
C.不一定要以歐元計價的債券才能稱為境外債券 
�僅 A、B �僅 A、C �僅 B、C  � A、B、C 

 
 

【3】38.某位投資人考慮投資一年期零息債券。她正思考著是要購買一張利率 5.2%，以英鎊計價的債券；或
者是一張利率 4.5%，以歐元計價的債券。現在的匯率為€1.5408/£。一年之後損益平衡匯率必須為多少，
才能讓英鎊債券與歐元債券的投資一樣好？ 
� 1.5033 � 1.5186 � 1.5305 � 0.5506 

【4】39.有關貨幣市場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貨幣市場期間為一年以內  B. 1 basis point為 0.01%  C. 1
碼為 0.25% 
�僅 A、B �僅 A、C �僅 B、C  � A、B、C 

【3】40.下列何項因素有利於新台幣升值？ 
�台灣貿易逆差擴大  �美元利率走高，與新台幣間之利差加大 
�外資看好台灣股市，持續匯入資金 �台灣物價與工資持續上漲 

 
 
貳、非選擇題二大題（每大題 20分） 

題目一： 
考慮一個由下列行為方程式所描述的經濟體系： 
貨幣供給函數： 100=sM  
貨幣需求函數： RYP

L 405.020 −+=  
消費函數： YC 8.040 +=  
投資函數： RI 1660 −=  
政府支出： 20=G  
其中Y為產出， R為利率。 

（一）請由商品市場的均衡條件導出 IS曲線。【4分】 
（二）請由貨幣市場的均衡條件導出 LM曲線。【4分】 
（三）請推導總合需求曲線。【5分】 
（四）請證明總合需求曲線的斜率為負，並說明其經濟意義。【7分】 
 
 
 
 
 
 

題目二： 

請回答下列與國際金融市場有關之問題：【每小題 4分】 
（一）請說明何謂「離岸(off-shore)美元債券市場」？ 
（二）請說明何謂「離岸(off-shore)歐元市場」？ 
（三）請說明何謂「亞洲式選擇權(Asian Options)」？ 
（四）請列舉三項國際貨幣市場之金融工具。 
（五）有關國際金融商品創新應具備之經濟效益，請列舉其中兩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