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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金融市場概論 

即席思考 

1.1  請您想想看，在現實生活中若沒有金融市場的存在，會產生何種景象？   

 思考方向： 想想金融市場的功能與重要性。  

1.2  您認為流通市場的運作，是否會對證券發行公司的現金流量產生影響？為

什麼？  

 思考方向： 流通市場的運作不會影響發行公司的現金流量。  

1.3  本文所介紹的金融機構，您認為哪些是間接金融的參與機構？哪些是直接

金融的參與機構？  

 思考方向： 如商業銀行、專業銀行、基層金融機構、保險公司、中華郵

政公司等皆為間接金融的參與機構；證券相關行業及資產管

理機構則多屬於直接金融的參與機構。  

本章習題解答 

一、選擇題 

1.（D） 下列何者非金融市場的功能？ (A)降低交易成本 (B)提供金融資

訊 (C)促進經濟效率 (D)保證獲利  

2.（A） 下 列 何 者 非 直 接 金 融 的 工 具 ？  (A)定 期 存 單  (B)股 票  (C)債 券 

(D)存託憑證  

3.（D） 下列何者為間接金融的參與機構？(A)證券商 (B)票券商 (C)商業

銀行 (D)投信公司  

4.（B） 銀行向民眾所吸收的存款，在財務報表上是屬於何種科目？ (A)資

產 (B)負債 (C)權益 (D)收入  

5.（D） 下列何者不得承作放款業務？ (A)商業銀行 (B)農會信用部 (C)

中小企業銀行 (D)中華郵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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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土地銀行屬於何種銀行？ (A)商業銀行 (B)工業信用銀行 (C)不

動產信用銀行 (D)中小企業信用銀行  

7.（C） 下列何者屬於產物保險公司的業務？ (A)人壽保險 (B)健康保險 

(C)海上保險 (D)傷害保險  

8.（D） 下列何者非綜合證券商的業務？ (A)承銷 (B)經紀 (C)自營 (D)

保證  

9.（D） 下列何者非票券商的業務？ (A)短期票券的簽證 (B)短期票券的

保證 (C)政府公債的自營業務 (D)股票的承銷業務  

10.（A） 何者為證券商接受發行公司的委託，協助其證券發行的業務？ (A)

承銷 (B)經紀 (C)自營 (D)財富管理  

11.（C）何者為證券商經主管機關許可自行買賣證券的業務？ (A)承銷 (B)

經紀 (C)自營 (D)財富管理  

12.（C） 專業投資人是 OSU 可服務的對象，若是境內個人須提供新台幣多少

元 的 財 力 證 明 ？  (A)1,000 萬 元  (B)2,000 萬 元  (C)3,000 萬 元 

(D)5,000 萬元  

13.（D） 專業投資人是 OSU 可服務的對象，若是境內法人須提供最近一期經

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告總資產超過新台幣多少元？ (A)1,000 萬元 

(B)2,000 萬元 (C)3,000 萬元 (D)5,000 萬元 

14.（A） 經營接受特定人委任（最低委託金額為新台幣 250 萬元），對委任人

之委託交易資金，就有關期貨交易為分析、判斷，並基於該分析判斷，

為委任人執行期貨交易之業務者為： (A)期貨經理事業 (B)期貨自

營商 (C)期貨顧問事業 (D)期貨交易輔助人  

15.（C） 為獲取報酬，經營或提供期貨交易之分析、判斷建議者為： (A)期

貨經理事業 (B)期貨自營商 (C)期貨顧問事業 (D)期貨交易輔助

人  

16.（D） 何者非期貨交易輔助人可承做之業務內容？ (A)協助期貨經紀商尋

找客戶 (B)接受開戶 (C)接受委託單並交由期貨經紀商執行 (D)

向客戶收取保證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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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B） 何者非金錢信託之業務內容？ (A)代客操作業務 (B)金融資產證

券化 (C)集合管理運用帳戶 (D)共同信託基金  

18.（D） 何者不屬於政府四大基金？ (A)公務人員退撫基金 (B)勞保基金 

(C)勞退基金 (D)國民年金保險基金  

19.（B） 在標準普爾公司的信用評級中，等級在何者（含）以上為投資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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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C） 在標準普爾公司的信用評級中，等級在何者（含）以下為投機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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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計算及問答題 

1. 在金融市場中，有直接金融與間接金融之分，請問兩者有何差別？金融機構

又各扮演何種角色？  

Ans： 

在資金移轉的過程中，有時會透過金融機構的中介，有時則直接由資金供

給者移轉至資金需求者；前者稱為間接金融，後者稱為直接金融。在間接

金融中，通常由金融中介機構（如銀行）向資金供給者吸收存款，然後再

將資金貸放予資金需求者，金融中介機構則從中賺取存、放款之利差。相

對於間接金融，直接金融則不須透過金融機構的中介，資金需求者以發行

有價證券的方式，直接向投資大眾募集資金，金融機構（如證券商）大多

扮演顧問或協助者的角色，協助資金需求者發行有價證券，並能順利售予

投資大眾（即承銷），使資金需求者能募集到所需的資金，而其從中所賺取

的利潤則為顧問或承銷費用。  

 

2. 請判斷下列何者是屬於直接金融的範疇，何者是間接金融的範疇？  

(1) 中信銀行提供老王 500 萬元的房屋貸款。  

(2) 聯電為了擴大資本支出，在金融市場發行了 100 億元的公司債。  

(3) 數位公司簽發 100 萬元的商業本票支付進貨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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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陳向小明借款 100 萬元，並開立 1 張借據。  

(5) 小陳以保單向保險公司質押借款 200 萬元。  

Ans： 

(1) 間接金融。 

(2) 直接金融。 

(3) 直接金融。 

(4) 直接金融。 

(5) 間接金融。 

 

 

3. 從商業銀行的資產負債表中，可得知哪些業務是商業銀行的資金來源？哪些

業務是商業銀行的資金用途？  

Ans： 

(1) 資金來源的業務：收受各種存款，包括支票存款、活期存款、活期儲蓄

存款、定期存款、可轉讓定期存單、定期儲蓄存款、外匯存款、政府存

款等，同時亦有透過向其他金融機構拆入資金（對金融機構負債）、發行

金融債券或國外負債來取得資金。 

(2) 資金用途的業務：放款、證券投資、不動產投資、向其他金融機構拆出

資金（對金融機構債權）、買進國外資產或其他資產等。 

 

4. 何謂專業銀行？在台灣，有哪些專業銀行的存在？請各舉一家為例。 

Ans： 

為 便 利 專 業 信 用 之 供 給 ， 主 管 機 關 得 許 可 設 立 專 業 銀 行 (Specialized 

Banks)。專業信用包括工業信用、農業信用、輸出入信用、中小企業信用、

不動產信用及地方性信用等。  
 

專業銀行別 代表性銀行 

工業信用銀行 

過去有中華開發工業銀行（已改制更名為中華開發資本，為開

發金控的成員）、台灣工業銀行（已改制更名為王道商業銀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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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信用銀行 過去有中國農民銀行，現已併入合作金庫銀行。 

輸出入信用銀行 中國輸出入銀行 

中小企業信用銀行 
過去台灣各地區有很多中小企業銀行，但大部分已改制為商業

銀行或被合併、接管，目前僅剩台灣企銀。 

不動產信用銀行 
土地銀行，其為維持競爭力，已積極朝向消費性金融及企業金

融轉型。 

 

5. 台灣有哪些基層金融機構？全國農業金庫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Ans： 

基層金融機構包括農會信用部、漁會信用部及信用合作社等組織。農業金

庫為農、漁會信用部之上層機構，農、漁會信用部一定金額以上的授信案

件，須送全國農業金庫審議，以降低授信弊端之可能性。  

 

6. 保險公司主要的業務內容及經營型態為何？  

Ans： 

保險業務主要有人身保險與產物保險兩種，但同一家保險公司不得兼營這

兩種業務，因此有人壽保險公司與產物保險公司之分。人壽保險公司的業

務係以人壽保險、健康保險及傷害保險等人身保險為主；而產物保險公司

的業務則以火災保險、海上保險、陸空保險、責任保險與其他財產保險為

主。保險公司的經營型態主要是向保戶收取保費，並將保費收入運用於銀

行存款或從事債券、股票與不動產等投資活動，希望賺取較保單預定利率

為高的報酬率，而創造出獲利的機會。  

 

7. 信用卡公司的主要業務為何？並請簡單說明信用卡的交易流程。  

Ans： 

(1) 信用卡公司主要的業務收入是經由發行信用卡讓消費者能夠進行借貸消

費，並從中索取高額的循環利率來獲利，其中專業的信用卡公司不只會

獨立發行信用卡，還會與銀行合作，利用銀行的客戶基礎，來衝高發卡

量，此外在業務上也有所謂的代工模式，從卡片之設計、製造、發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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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帳務管理及客戶服務等都由信用卡公司負責，銀行只是提供品牌和行

銷通路，也就是專業的信用卡發卡機構負責管理該銀行所發行的信用卡

業務，這種商業模式主要是小型的金融機構基於成本考量將信用卡業務

交由具備規模經濟的信用卡公司來進行，是一種雙贏的合作模式。  

(2) 信用卡的交易流程是由持卡人和發卡機構簽訂使用信用卡契約，約定持

卡人可以用所簽訂的信用卡進行簽帳消費；而該發卡機構則會和國際信

用卡組織簽約取得該組織的品牌授權發行信用卡，進而使該信用卡成為

能夠在各國特約商店進行消費的信用卡；一般商店則和收單機構簽約成

為特許商店，收單機構再透過國際信用卡組織和發卡銀行進行帳務清算。 

8.  試分別說明票券商及證券商的業務內容，及其兩者業務是否有重疊之處。  

Ans： 

(1) 票券商是貨幣市場主要的參與機構，主要有短期票券的簽證、承銷、經

紀、自營、保證及背書等業務。證券商是資本市場主要的參與機構，主

要有證券承銷、經紀及自營等業務。承銷主要是接受發行公司的委託，

協助其證券發行的業務；經紀是接受客戶的委託，代客買賣證券並收取

手續費的業務；自營則是證券商經主管機關許可「自行」買賣證券，其

中「自行買賣」意指以自己的名義從事證券買賣業務。為了擴大證券商

的業務範圍，近年來金管會陸續核准證券商得兼營其他業務，如短期票

券的經紀與自營、證券投資顧問業務、代客操作業務（委任方式及信託

方式）、期貨商、期貨交易輔助人、期貨投資顧問、財富管理業務、國際

證券業務等。  

(2) 隨著政府法規的鬆綁，金融自由化的潮流之下，票券商面臨了其他業者

的競爭，如 1992 年及 2003 年分別開放銀行及證券商兼營短期票券業務，

使得票券商的經營更加辛苦。為了維持票券商的競爭能力，政府也已逐

步開放票券商承作資本市場的業務，如金融債券之簽證、承銷、經紀及

自營業務、政府公債之經紀及自營業務、企業財務諮詢服務業務等。 

 

9. 請分別簡述「期貨交易輔助人」、「期貨顧問事業」與「期貨經理事業」的



 
 

 
 
 
 

 
 
 

 

7 

 
本教師手冊係著作版權所有，若有抄襲、模仿、冒用情事，依法追究。 
ISBN  978-986-457-041-6 

業務內容。 

Ans： 

(1) 期貨交易輔助人：只能接受開戶、接受委託單並交由期貨經紀商執行，

但不能向客戶收取保證金。  

(2) 期貨顧問事業：指為獲取報酬，經營或提供期貨交易之分析、判斷建議

者，類似證券市場的投顧公司。  

(3) 期貨經理事業：指經營接受特定人委任（最低委託金額為新台幣 250 萬

元），對委任人之委託交易資金，就有關期貨交易為分析、判斷，並基

於該分析判斷，為委任人執行期貨交易之業務者，類似證券市場的代客

操作業務  

 

10.  試分別說明投信公司及投顧公司的業務內容，及其兩者業務是否有重疊之

處。  

Ans： 

(1) 共同基金以及 2000 年開放的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俗稱代客操作）是投信

公司的主要業務。投顧公司的業務內容包括接受投資人的委任，對證券

投資有關事項提供研究分  析意見或建議，或發行有關證券投資之出版

品、舉辦有關證券投資之講習等顧問業務。2000 年開放代客操作業務之

後，投顧公司亦可承作代客操作業務。 

(2) 代客操作業務的開放，使得投顧公司與投信公司由過去的互補關係轉為競爭

關係。此外，2004 年通過的「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亦允許投信公司及

投顧公司擔任境外基金的總  代理人，接受境外基金管理機構的委託，募

集與銷售境外基金；同時開放投顧公司與投信公司相互兼營彼此的業務，使

投顧公司與投信公司的競爭更為激烈。 

 

11. 何謂信託制度？在台灣，從事信託業務的金融機構為何？信託業務中的金

錢信託是指何種業務？ 

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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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託是一種財產的管理制度，由財產所有權人(稱委託人)將財產委託給信

託業者（稱受託人）管理，並指定一受益人，未來財產的管理或處分利

益均歸受益人享有。  

(2) 目前在台灣從事信託業務的機構多為銀行的信託部門。 

(3) 如代客操作業務、投資人透過銀行買賣共同基金的「特定金錢信託」，以及向

不特定多數人募集的「集合管理運用帳戶」或「共同信託基金」等即屬金錢

信託的範疇 

12.  在金融市場中，退休基金具有哪些功能？  

Ans： 

退休基金具有穩定金融市場、促進資本的形成、監督企業經營、強化社會

福利等功能。隨著金融市場的開放及資產管理的觀念日益受到重視，目前

退休基金 除了將資 金存入銀 行外，也 常將資金 運用於資 本市場的 金融工

具，如國外的退休基金早已是金融市場主要的資金來源之一。由於退休基

金所追求的是穩定的收益與成長，因此在操作上多半採長期投資，在進出

不頻繁的情形下，自然有助於金融市場的穩定。當退休基金投資於金融工

具時，等於提供了政府與企業一筆資本，有助於該國的資本形成，推動經

濟成長。此外，近年來退休基金也會積極監督企業經營，開始參與公司的

營運與策略規劃，並提供公司建議，同時對於公司重要人員的任命、董事

會的決策等攸關股東權益的事項，也會積極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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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何謂金控公司？成立金控公司具有哪些優點？ 

Ans： 

金控公司打破了以往銀行、證券、保險業務不得跨業經營的藩籬，結合銀

行、證券、保險等相關行業成立控股公司，進行異業整合，提供客戶「一

次購足」的多元化服務。  

 

14. 目前國內外有哪些著名的國際信用評等機構？並請說明其評級代號 的意

義。  

Ans： 

國外著名的信用評等機構有穆迪投資服務公司、標準普爾公司或惠譽國際

評等公司；台灣則有中華信用評等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