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接續背面】 

華南銀行 105 年度第二次新進人員甄試試題 

甄試類別【代碼】：儲備菁英人員（商學管理組）【J4601】、 

儲備菁英人員（國外單位組）【J4603】 

專業科目：綜合科目(含：財務管理、國際貿易學及經濟學) 
 ＊請填寫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先檢查答案卡（卷），測驗入場通知書號碼、座位標籤號碼、甄試類別、需才地區等是否相
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試人員處理。使用非本人答案卡（卷）作答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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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題，每題 2 分，合計 50 分】與【非選
擇題 2 題，每題 25 分，合計 50 分】，總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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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依標題指示之題號於各題指定作
答區內作答。 

請勿於答案卡（卷）上書寫姓名、入場通知書號碼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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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節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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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繳回者該節以零分計算。 

壹、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25 題（每題 2 分） 

【1】1.邊際消費傾向等於 1減下列何者？ 

邊際儲蓄傾向 邊際投資傾向 邊際進口傾向  邊際稅率 

【4】2.如果本國債券利率上升，外匯市場上會有下列何種情形？ 

外匯需求會增加 外匯需求會減少 外匯供給會減少  外匯供給會增加 

【4】3.毛投資與淨投資之間的差異為何？ 

通貨膨脹 消費 最初資本 折舊 

【2】4.計算國內生產毛額時，下列何者應剔除？ 

最終財貨 中間性財貨 資本折舊  國外要素在境內所得 

【4】5.就臺灣的經濟成長經驗而言，下列何項因素的影響最少？ 

鼓勵新技術研發 獎勵實質投資 輔導國際貿易  進口保護主義 

【3】6.如果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操作為購買時，同時又提高法定準備，則： 

貨幣供給會增加 貨幣供給會下降 貨幣供給變化不確定  貨幣供給保持不變 

【1】7.如果一個國家在任何產品的生產上均「產量不如人」，其仍然可以藉由貿易使自己國家得利。此係： 

比較優勢理論 絕對優勢理論 保護貿易理論  自由主義 

【1】8.下列何者屬於出口增加的短期效果？ 

實質 GDP的增加 貨幣工資率的減少 財貨價格不變  實質工資率的不變 

【4】9.關於古典成長理論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人口受經濟影響  每人平均產出趨於固定 

技術是影響成長的因素  資本不是影響成長的因素 

【1】10.假定邊際儲蓄傾向為 0.25，若自發性投資增加 5 億元，則邊際消費傾向(MPC)，投資乘數(K)及所得增加

額(△Y)分別為何？ 

 MPC＝0.75，K＝4，△Y＝20億元  MPC＝0.25，K＝1/0.25，△Y＝20億元 

 MPC＝1/0.25，K＝2，△Y＝10億元  MPC＝0.25，K＝5，△Y＝25億元 

【1】11.在其他條件不變下，出口貿易暢旺，外幣價格會如何變化？ 

下跌 上漲 不變  不一定  

【2】12.外匯匯率原則上由市場供需決定，但中央銀行常參與外匯交易來影響匯率走向的制度，稱為： 

釘住匯率制度 管理浮動匯率制度  純粹浮動匯率制度   固定匯率制 

【1】13.若一經濟社會實際總支出為 500 億元，充分就業所得水準為 700 億元時，表示社會可能面臨下列何種情

形？ 

資源未充分利用 有較高的名目所得  有膨脹缺口  政府應增加稅收，減少支出 

【2】14.在一般先進國家國內生產毛額組成項目中，以下列何者所占的比例最高？ 

政府消費支出 民間消費支出 投資支出  淨出口 

【3】15.下列何者將導致本國幣升值？ 

進口大於出口 捐贈外匯與他國 利率較高導致外匯流入  本國中央銀行買入外匯 

【3】16.假設某經濟體目前處於緊縮缺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貨幣工資率上升 財貨價格上升 失業率上升  所得上升 

【3】17.假設以 2000年為基期，2010年的物價指數為 125，實質所得為 1,000元，則該年的名目所得為何？ 

 800元  1,125元   1,250元   125,000元  

【1】18.通貨膨脹的結果，通常對： 

債務人有利 債權人有利   債權人及債務人均有利債權人及債務人均不利 

【3】19.下列何者可作為刺激景氣所採行的財政措施？ 

減少公共投資 提高稅率 增加政府支出  減少移轉性支出 

【3】20.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經濟成長常定義為實質 GDP的增加 人口的增加可帶動實質 GDP的增加 

國民受教育年限與經濟成長無直接關係 實質資本的增加可提升勞動生產力 

【1】21.當一個社會目前的總合需求比充分就業時應有之總合需求為低時，會導致下列何種情形？ 

有失業的現象 有物價上漲的壓力 產生膨脹缺口 資源過度使用 

【2】22. 1970年代因石油危機所造成高失業率與高物價上漲率同時並存的經濟現象，稱為： 

需求拉引的通貨膨脹 停滯性通貨膨脹 結構性通貨膨脹 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 

【1】23.政府預算赤字，係指政府： 

財貨勞務的支出大於淨稅賦收入 財貨勞務購入大於政府債券的利息支出 

淨稅賦收入大於財貨勞務的支出 政府債券的利息支出大於淨稅賦收入 

【1】24.假設你將 100元存款由 A銀行轉存 B銀行。如果法定準備率為 10%，你的舉動會增加多少貨幣供給量？ 

不改變  $1,000  $900   $100 

【2】25.考慮一國的生產函數：Y=K1/2L1/2，其中 Y＝出產，K＝資本，L＝勞動。如果 L和 K兩者皆增加 5%，則下列敘

述何者正確？  

 Y 增加剛好為 5%，Y/L 增加剛好為 5%  

 Y 增加剛好為 5%，Y/L 不會改變 

 Y增加大於 5%，Y/L 增加剛好為 5%  

 Y 增加大於 5%，Y/L 不會改變 

 



貳、非選擇題 2 題 

第一題【得以英文或中文作答】： 

Call options on a stock are available with exercise prices of $165 and $170, and expiration dates in 

one month. Their prices are $7.90 and $4.94, respectively. Put options on the same stock and with the 

same exercise prices and expiration dates are also available and cost $3.24 and $5.30, respectively. The 

stock currently trades at $169.5. Please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using above data.  

(1) If you believe that the price of this stock will increase in the coming month, describe four ways 

in which a bull position can be constructed using the above options.【9分】 

(2) If the price of the underlying stock falls to $160, compute the corresponding profits or losses 

of the above trading strategies you listed in (1).【8分】 

(3) If you believe that there will be a big jump in the stock price, but are uncertain as to the 

direction, explain two ways in which a combination position can be created and at what stock 

prices these two trading strategies will be in the money.【8分】  

 

 

 

 

 

 

第二題： 

多數國家為了促進出口，常利用幾種設置來協助產業減輕關稅，常見的方式包括： 

（一）出口退稅 

（二）保稅倉庫 

（三）自由貿易區與自由港 

（四）加工出口區 

（五）自由邊境區 

請分別說明以上各種設置的運作方式，並舉實例解說。【2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