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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金融市場概論 

一、選擇題 

B 1.透過金融中介機構將資金從資金供給者移轉至資金需求者，稱為： 

(A)直接金融 (B)間接金融 (C)市場金融 (D)銀行金融 

C 2.若一公司決定以直接金融的方式向外籌資，下列何者為非？ 

(A)發行 ECB (B)發行股票 (C)向銀行貸款 (D)發行存託憑證 

D3.下列何者非貨幣市場工具？ 

(A)國庫券 (B)銀行承兌匯票 (C)可轉讓定期存單 (D)存託憑證 

D 4.下列何者為外匯市場的參與者？ 

(A)外匯指定銀行 (B)外匯經紀商 (C)中央銀行 (D)以上皆是 

A 5.若中央銀行欲抑制物價上漲，則下列何者正確？ 

(A)緊縮貨幣政策；調高市場利率 (B)寬鬆貨幣政策；調高市場利率 (C)緊縮貨

幣政策；調降市場利率 (D)寬鬆貨幣政策；調降市場利率 

C 6.下列何種金融機構並不能從事一般的放款業務？ 

(A)商業銀行 (B)專業銀行 (C)中華郵政 (D)基層金融機構 

A 7.下列何者非屬直接金融的參與機構？ 

(A)商業銀行 (B)票券金融公司 (C)證券商 (D)投資銀行 

A 8.下列有關銀行業務的敘述，何者有誤？ 

(A)銀行的負債項目代表其資金的用途  

(B)依服務的對象分類，商業銀行又可大致分為企業金融與個人金融  

(C)近年來銀行也針對高所得者推出財富管理業務  

(D)商業銀行也可兼營信託投資業務、證券業務及期貨業務 

D 9.下列何者不是專業銀行？ 

(A)中華開發工業銀行 (B)中國輸出入銀行 (C)台灣企銀 (D)板信銀行 

D 10.農、漁會信用部的主管機關為何？ 

(A)財政部 (B)金管會 (C)農業金庫 (D)農委會 

C 11.下列何者不是證券商的業務範圍？ 

(A)有價證券的承銷 (B)有價證券的自營 (C)保證 (D)代客操作 

D 12.下列何者不是投顧公司的業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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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發行有關證券投資之出版品 (B)代客操作 (C)境外基金的總代理人 (D)

有價證券的承銷 

D 13.下列何者有利保險公司的經營？ 

(A)保費收入減少 (B)市場利率下跌 (C)股票市場下跌 (D)市場利率上漲 

A 14.下列何者不是信託業金錢信託的業務？ 

(A)發行共同基金 (B)共同信託基金 (C)境外基金的銷售業務 (D)代客操作 

D 15.下列何者不是以保險為主體的金控公司？ 

(A)富邦金控 (B)國泰金控 (C)新光金控 (D)元大金控 

A 16.下列何者不是投機等級的債信評等？ 

(A)BBB (B)BB (C)B (D)CCC 

C 17.在期貨市場中，何者類似證券市場的代客操作業務？ 

(A)期貨自營業務 (B)期貨顧問業務 (C)期貨經理事業 (D)期貨交易輔助人 

C 18.下列何者不是退休基金的功能？ 

(A)穩定金融市場 (B)促進資本形成 (C)介入企業經營 (D)強化社會福利 

A 19.企業發行股票籌措資金，屬於下列何者的範疇？ 

(A)直接金融 (B)間接金融 (C)地下金融 (D)銀行金融 

C 20.民眾將錢存在銀行，在財務報表中，該存款是屬於銀行的？ 

(A)流動資產 (B) 非流動資產 (C)負債 (D)權益 

C 21.農、漁會信用部之上層機構為： 

(A)土地銀行 (B)農民銀行 (C)農業金庫 (D)合作金庫 

D 22.下列何者不是中華郵政的業務？ 

(A)簡易壽險 (B)存簿儲金 (C)匯兌業務 (D)放款業務 

B 23.下列何者不是綜合證券商的業務？ 

(A)證券承銷 (B)保險業務 (C)證券經紀 (D)證券自營 

D 24.為健全國內期貨市場完整發展，金管會開放期貨商可兼任下列何者，從事槓桿

保證金契約交易業務？ 

(A)期貨信託事業 (B)期貨顧問事業 (C)期貨經理事業 (D)槓桿交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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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算與問答題 

1.何謂金融市場？若以經濟學的角度觀察，金融市場具有哪些功能？ 

Ans： 

(1)金融市場係指資金需求者與供給者之間的資金融通場所，係透過金融機構進行

各種金融工具的買賣，將資金供給者的剩餘資金移轉至資金需求者。因此，金

融市場又可說是各種金融工具的供給者與需求者，共同決定價格並進行交易的

場所。 

(2)金融市場具有降低交易成本、提供金融資訊及促進經濟效率的功能，茲說明如

下： 

降低交易成本：如果金融市場存在，則經由金融市場籌措所需的資金，可以

減少尋找資金供給者的成本，使資金融通過程更加方便且更具效率。 

提供金融資訊：金融市場提供了資金供需雙方更多相關且必要的資訊，如交

易數量、價格等，使市場參與者更能隨時掌握市場環境的變化，進而作出理

性的融資與投資決策。 

促進經濟效率：金融市場的存在使資金供給者可藉由犧牲目前的消費，以提

高未來的所得水準（利息及其他收益來源），而資金需求者亦可將所籌集的資

金進行實質的投資活動（如購買新機器設備），來提高生產力，從而提升所得

水準。由此可知，金融市場的存在對於整個社會經濟福利的提升具有很大的

貢獻。 

若從金融的角度來看，金融市場提供各種長、短期金融工具供資金供給者選

擇，使其不必直接將資金投入實質資產（如廠房設備），而可利用具有孳息功

能的金融工具來獲取未來的投資收益；如此不但可提高金融工具的流動性，

還可使金融工具持有者在必要時能以較低的代價換得現金。因此，金融市場

不但提高了個人儲蓄的意願及其收益，同時亦使閒置資金流向真正需要的地

方，以便產生最大的使用效率。 

2.試說明金融體系的重要性，並舉例之。 

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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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體系是現代經濟體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貨幣本身在整個金融體系運作

過程中，則扮演了潤滑劑的角色，如果沒有它，生產與交換的過程將變得窒礙

難行。 

(2)在此舉幾個例子來說明金融體系的重要性：隨著半導體製程的更新，台灣半導

體大廠紛紛加入興建 12 吋晶圓廠的行列，然而興建一座晶圓廠所需的資金非常

龐大，並非廠商的內部資金所能因應，此時該去哪裡籌措如此龐大的資金呢？

又如１家傳統產業的公司，為因應未來通訊網路的趨勢，決定加強企業的多角

化經營，積極投入通訊產業，可是要到哪裡才能借得投資的資金呢？另政府為

了振興台灣經濟，推行「新十大建設」，然而在目前財政赤字不斷擴大的情況下，

政府要如何籌措這筆財政支出呢？其答案都是要透過金融體系來滿足資金的需

求。反過來說，也有不少個人與企業擁有多餘的資金，而這些資金該往何處去

投資呢？其答案也是要透過金融體系。 

當金融市場的功能無法發揮，資金移轉的過程窒礙難行時，則會影響整個經濟

體系的運作。若政府或企業因無法順利取得資金而使其政策或投資計畫無法進

行時，整個經濟的發展可能停滯不前。由此可見，金融體系在整個經濟體系中

的重要性。 

3.一銀行於 1 月 2 日將其吸收的 4,000 萬元存款貸放給 A 公司及 B 公司，金額分別
為 1,000 萬元及 3,000 萬元，經過銀行徵信程序後，核定之貸款利率分別為 4%及
7%，而銀行的平均存款利率為 3%，試計算： 
(1)銀行今年度的利息收入及利息支出為多少？ 
(2)銀行經由貸放款賺取的利差是多少？ 

Ans： 

(1)利息收入：$10,000,000×4%+$30,000,000×7%=2,500,000（元） 

利息支出：$40,000,000×3%=$1,200,000（元） 

(2)$2,500,000－$1,200,000=$1,300,000（元） 

4.若依交易的金融工具劃分，金融市場可區分為哪些市場？請簡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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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 

(1)貨幣市場：貨幣市場係指提供 1 年期以下金融工具交易的市場，包含了國庫券、

可轉讓定期存單、商業本票、銀行承兌匯票等「短期票券」市場、附買回及附

賣回交易（合稱附條件交易）及金融業拆款市場等。 

(2)資本市場：資本市場係提供 1 年以上或無限期金融工具交易的市場，扮演著中、

長期資金供需的橋樑。資金需求者依不同的資金需要，發行各種不同的中、長

期金融工具，供大眾投資人投資。 

(3)外匯市場：在國際貿易及全球化的趨勢下，資金在各國之間流動日益頻繁；在

資金的流動過程中，外匯市場即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以利各國貨幣的兌換。 

(4)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提供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的市場，以規避匯率、利率及

股價的波動。 

5.證券市場分為發行市場及流通市場，其功能為何？ 

Ans： 

由於證券市場的資金流通，係由資金需求者直接向投資大眾募集；而此資金的移

轉則是透過「發行市場」（又稱初級市場）的機制，資金需求者以可代表某種權利

或請求權的「有價證券」作為籌資工具，將其出售給投資大眾以換取所需的資金。

另外，為了提供大眾投資的管道或將已持有的有價證券變現，亦有所謂的「流通

市場」（又稱次級市場），包括集中市場與店頭市場，讓這些已發行的有價證券能

在各自的市場上流通。 

6.小虹日前從美國旅遊回國，因為短期內無美金需求，因此決定將手中剩餘的美元兌
換 成 新 台 幣 ， 小 虹 手 中 尚 有 5,000 美 元 ， 若 目 前 美 元 兌 換 新 台 幣 的 匯 率 為
33(NTD/USD)，請問小虹可換取多少新台幣？ 

Ans： 

美元兌換新台幣的匯率為 33(NTD/USD)，因此小虹手中的 5,000 美元，將可換取

新台幣 165,000 元[＝33(NTD/USD)×USD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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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政府鼓勵金融控股公司成立的原因為何？ 

Ans： 

台灣於 1990 年代初期開放新銀行的設立，使得商業銀行的家數迅速增加，在惡性

競爭下，商業銀行的授信品質日益惡化，逾期放款的金額不斷增加，嚴重影響商

業銀行的獲利能力。為了改善此問題，政府即鼓勵金融機構朝向「金融控股公司」

之跨業經營模式的方向發展，以期減少商業銀行的家數，改善金融機構的經營環

境。 

8.商業銀行的業務可大致分為企業金融與個人金融兩類，試分別說明之。 

Ans： 

在企業金融方面，主要以企業為服務對象，提供有現金管理、應收帳款融資、經

常性融資、中長期融資、保證業務、外匯業務及衍生性金融商品等服務。在個人

金融方面，則以個人為服務對象，主要提供有消費性金融（如信用貸款、汽車貸

款、房屋貸款、股票貸款、信用卡、現金卡等）及個人理財等服務，近年來亦積

極針對高所得者，推出財富管理業務。 

9.請解釋下列金融市場參與機構的業務為何？ 
(1)專業銀行。 
(2)信託業。 
(3)保險公司。 

Ans： 

(1)專業銀行：係以提供專業信用為主要任務。例如專門提供工業信用的中華開發

工業銀行及台灣工業銀行、提供農業信用的中國農民銀行、提供輸出入信用的

中國輸出入銀行、提供中小企業信用的中小企業銀行，以及提供不動產信用的

土地銀行等。 

(2)信託業：信託業可以經營的業務與信託商品包含金錢信託、金錢債權及其擔保

物權信託、有價證券信託、動產信託、不動產信託、租賃權信託、地上權信託、

專利權信託、著作權信託等皆是。此外，信託業亦可從事代客操作的業務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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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共同信託基金，跨足資產管理的領域。 

(3)保險公司：保險公司的經營型態主要是向保戶收取保費，並將保費收入應用於

銀行存款或從事債券、股票與不動產等投資活動。 

10.當國際信用評等機構不再獨立、公正時，各國政府應如何因應？ 

Ans： 
為了打破話語權被三大信用評等機構壟斷的情況，各國政府及民間機構正思索如

何建立一套符合自己需求的信用評等制度。如中國大陸乃積極扶植本土的信用評

等機構，並捨棄「發行人付費」模式而採取「投資人付費」的服務模式，避免信

用評等機構與發行人（被評機構）產生利益交換的情況，以確保信用評等的獨立

性與公正性。過去十分仰賴國際信用評等機構的評級作為投資準則的金融業或資

產管理機構，也逐步減少對國際信用評等機構的依賴，增強自己內部的研究能力。

我國政府也正在研議刪除成立信用評等公司須有國際信用評等機構持股 20%以上

的規定，藉以扶植本土信用評等機構；並刪除金融機構申請業務的信用評等標準，

以逐步降低對信用評等機構的依賴。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國際三大信用評等機

構對全球市場的掌控能力將逐步下滑。 

11.為何保險公司具有穩定金融市場的功能？ 

Ans： 
由於其資金規模非常龐大，且多屬於中、長期資金，較不會短進短出，是金融市

場中非常重要的投資機構，往往具有穩定金融市場的功能。 

12.請簡單說明台灣的勞動基金也導入「企業社會責任」的投資原則。 

Ans： 
對於嚴重違背社會責任之企業則採取不投資或不增加部位的方式處理，並以台灣

證券交易所及櫃檯買賣中心所制定的《上市上櫃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為準，

將實踐該守則的企業作為選擇投資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