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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下文後，回答第14-15題 

中國人是最怕旅行的一個民族。鬧饑荒的時候都不肯輕易逃荒，寧願在家鄉吃青草啃樹皮

吞觀音土，生怕離鄉背井之後，在旅行中流為餓莩，失掉最後的權益——壽終正寢。至於

席豐履厚的人更不願輕舉妄動，牆上掛一張圖畫，看看就可以當「臥遊」，所謂「一動不

如一靜」。說穿了「太陽下沒有新鮮事物」。號稱山川形勝，還不是幾堆石頭一汪子水？

我記得做小學生的時候，郊外踏青，是一樁心跳的事，多早就籌備，起個大早，排成隊

伍，擎著校旗，鼓樂前導，事後下星期還得作一篇〈遠足記〉，才算功德圓滿。旅行一次

是如此的莊嚴！（梁實秋〈旅行〉）

 14.（　） 把「山川形勝」視為「幾堆石頭一汪子水」的行為，最適合用下列哪一個詞語來
形容？ 
（A）焚琴煮鶴（B）洞燭入微（C）大言不慚（D）吐屬不凡 

 15.（　） 根據文中所述，中國人害怕旅行的主要原因為下列何者？ 
（A）風俗習慣不同（B）怕客死在異鄉（C）籌備費時費力（D）經濟能力較差 

 16.（　） □中的量詞應依序填入下列何者？ A.一□春風千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 B.數枝
門柳低衣桁，一□山花落筆床 C.平生心緒無人識，一□金梭萬丈絲 D.三聲猿後
垂鄉淚，一□舟中載病身 
（A）樹、隻、片、葉 （B）樹、葉、片、隻
（C）樹、片、隻、葉 （D）葉、片、樹、隻 

 17.（　） 下列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甲、心浮氣躁 乙、豁然開朗 丙、固步自封 丁、再接再
厲 戊、騷首弄姿 己、磬竹難書 
（A）甲乙丁（B）甲乙丙（C）乙丁己（D）丙戊己 

 18.（　） 「一出塞無奈就天高地邈／一把慷慨的琵琶／憑她纖纖的手指／撥撥刮刮／能彈
壓幾千里的飛沙？／羊群細囓的黃昏／馬前掠過了多少雁陣？／鞍上那宮人一路

回首／為何蹄印盡處／不見了長安的蜃樓？／衛大將軍與霍標姚／高盔厚甲都承

受不了／那樣沉重的邊恨與鄉愁／卻要這一對蛾眉彎彎／在風暴將到的向晚／

哦，獨自去承受」這首新詩所歌詠的對象，是古代四大美女之一。根據內容判

斷，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A）西施（B）貂蟬（C）王昭君（D）楊貴妃 

 19.（　） 古人以十二地支計時，孟浩然〈宿建德江〉「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
低樹，江清月近人。」詩中所描寫的景色，其時辰最有可能是在下列何者？ 
（A）巳時（B）未時（C）酉時（D）亥時 

 20.（　） 「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是藉由聲音的描寫，來反襯周遭環境的寂靜。下列
哪一個詩句也採用這種寫作技巧？ 
（A）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 （B）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 
（C）江靜潮初落，林昏瘴不開 （D）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 



17國文

109年

17國文

110年

科目

國文

臺灣銀行110年新進人員甄試試題（8職等／7職等／8職等／5
職等）

題數 25

題序 01　－　10 11　－　20 21　－　25

答案 BCBDABABBD BADABCACCA DDAAA

備註 無更正紀錄。

解析

 1. （B）
（A）	錯誤，怙惡不「悛」：悛，音ㄑㄩㄢ，悔改。有過惡卻不肯悔改。／大橋「竣」

工：竣，音ㄐㄩㄣˋ，完畢。／疏「浚」河道：浚，ㄐㄩㄣˋ，疏通或挖深水道。

（B）	正確，「跌」宕生姿：跌，音ㄉㄧㄝˊ，形容文章音節抑揚頓挫。／瓜「瓞」綿

綿：瓞，音ㄉㄧㄝˊ，小瓜。比喻子孫繁盛、傳世久遠。（語本《詩經．大雅．

綿》）／四時更「迭」：迭，音ㄉㄧㄝˊ，輪流、更替。

（C）	錯誤，龍「蟠」虎踞：蟠，音ㄆㄢˊ，盤伏、盤曲。像龍盤繞，像虎蹲踞。形容地

勢宏偉險要。（語本《太平御覽．州郡部．敘京都下》）／白髮「皤」皤：皤，音

ㄆㄛˊ，白髮的／「幡」然悔悟：幡，音ㄈㄢ，一種狹長、垂直懸掛的旗幟。澈底

的悔改、醒悟。

（D）	錯誤，「諄」諄教誨：諄，音ㄓㄨㄣ，叮嚀告諭、懇切勸導。／民風「淳」樸：

淳，音ㄔㄨㄣˊ，篤厚、樸實的。／「敦」品勵學：敦，音ㄉㄨㄣ，質樸、篤厚。

從上述內容可知，「跌」宕生姿／瓜「瓞」綿綿／四時更「迭」的讀音皆為ㄉㄧㄝˊ，答

案為（B）。

 2. （C）
（A）	錯誤，英國2021年正式脫歐，多達六家台資銀行與所「署」子行在倫敦設有分支銀

行：應為所「屬」，屬下。

（B）	錯誤，台資銀行主管表示，未來若規劃在歐陸增設分行，可能優先評「沽」法、德

等國：應為評「估」，根據預定的準則，去衡量方案已有或將有的效果，以決定其

可行性，供選擇或改進的參考。

（C）	正確，從中央銀行發布的許可外匯業務名單中，赫見純網路銀行已由樂天拔得頭

籌：拔得頭籌，在競賽中奪得第一。

（D）	錯誤，金管會核「撙」台灣三家純網路銀行名單，包含將來商銀、樂天商銀、連線

商銀：應為核「准」，審定後批准。多用於公文。

從上述內容可知，答案為（C）。



14 銀行招考

110年臺灣銀行新進人員甄試試題 
甄試類組／職等：8職等／利率、匯率或股權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人員／

8職等／海外資安儲備人員、 8職等／資訊安全人員(一)、 

5職等／資訊安全人員(二)、7職等／程式設計人員(一)、

5職等／程式設計人員(二)、7職等／系統管理人員(一)、

5職等／系統管理人員(二)、8職等／網路管理人員、

7職等／中介軟體/資料庫管理人員、5職等／大陸地區程式設計人員、

5職等／大陸地區系統管理人員、7職等／會計人員、6職等／建築工程人員、

6職等／機電工程人員、5職等／採購人員、5職等／客服人員、

5職等／一般金融人員、6職等／理財專員 

科目一：國文及英文

一、字彙【請依照句子前後文意，選出最適當的答案】

 26.（　） Students are often encouraged to work _____ on the tasks they are given because care 
and effort are valued.
① visually  ② globally  ③ confidently  ④ diligently

 27.（　） A lot of sportswear is made of _____ material, so it could be stretched and returned to 
its original shape.
① elastic  ② absolute  ③ complex  ④ defensible

 28.（　） Brenda's performance is okay, but the ups and downs in quality make her work _____ 
and unreliable.
① illegitimate  ② impartial  ③ inconsistent  ④ indispensable

 29.（　） With modern air conditioning, cooled air is _____ throughout the room to provide 
comfort in every corner.
① glittered  ② circulated  ③ promoted  ④ nourished

 30.（　） The government prohibits the passage of foreign troops and planes across its _____ .
① headline  ② territory  ③ migration  ④ population

 31.（　） If you want a quick idea, this biography offers a _____ of the celebrity's life before he 
became famous.
① luxury  ② folklore  ③ glimpse  ④ password

 32.（　） Her headaches started to increase in _____ . The pain was so severe that she needs to 
see a doctor right away.
① analysis  ② disaster  ③ intensity  ④ hardship



103年

23英文

110年

 45. （③）
翻譯： 最有趣的   45   是反面想像會幫助您實現此目標。

① deposit: (n.) 保證金、押金 ② liberty: (n.) 自由權
③ technique: (n.) 技巧、技術 ④ polyamine: (n.) 聚胺

解析： 空格後面的子句that will help you achieve this（將會幫助您實現此目標）是用來形容
空格中的名詞，選項中的名詞以 technique（技巧、技術）最可能會「有助於達成
某事」，答案選「③」。

四、閱讀測驗

「數位游牧民族」（digital nomads）是不受限於地點，使用科技來完成工作的人。
這樣的工作者經常在國外的咖啡店或公共圖書館遠距工作。通常是透過使用具有無線網

路功能的設備（例如智慧型手機）達成。這個詞彙最早為人所知，是用於1997年出版的
《Digital Nomad》一書中。成功的數位游牧民族通常享有自由和靈活性等優勢，具有財務
緩衝和高度自律。

然而，有些數位游牧民族表示孤單是最大的難處所在，其次是精疲力竭。 這種生活
方式也可能帶來其他挑戰，例如維持全球通用的國際健康保險。此外，能拿到的工作並非

總能依其能力獲取應有的全額薪資。因此，與傳統的辦公室工作相比，這樣的工作者最後

可能會更努力地工作，但拿到較低的薪酬。

許多數位游牧民族來自於較先進的國家，其護照讓他們擁有更大程度的遷徙自由。因

此，許多人傾向於持旅遊簽證旅居。雖然數位游牧民族持旅遊簽證在某個國家內工作說來

是非法的，但許多人居住在生活成本較低的地方，同時在居住地以外的國家以專案的方式

遠程工作。在大多數國家，只要數位游牧民族謹慎行事，不搶走當地人的工作，當局就會

對其工作視而不見。有些數位游牧民族利用其永久旅居的身份，以不移民到另一個國家、

不納入其稅收制度的方式，來逃避本國的納稅義務。這種做法有其爭議性。

近年來，基於許多因素，數位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變得更加流行。其中原因包括網路

連結更普遍，工作顯得更不依賴地點所致。其他原因還有這些數位游牧民族的國家政治動

盪、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長期就業機會的減少有關。

備註：

digital: (adj.) 指狀的、數位的 nomad: (n.) 遊牧民、流浪者
location: (n.) 位置、場所 remotely: (ad.) 遠距離地、遙遠地
accomplish: (v.) 完成、實現 device: (n.) 設備、儀器
wireless internet: (n.) 無線網路 capability: (n.) 能力、才能
flexibility: (n.) 易曲性、適應性 cushion: (n.) 墊子、坐墊
self-discipline: (n.) 自律 loneliness: (n.) 孤獨、寂寞
burnout: (n.) 燃料燒盡、燒壞 health insurance: (n.) 健康保險
coverage: (n.) 覆蓋、覆蓋範圍 illegal: (adj.) 不合法的、非法的
reside: (v.) 居住、駐於…… project: (n.) 方案、計畫
residence: (n.) 住所、住宅 discreet: (adj.) 謹慎的、慎重的
authority: (n.) 政府當局 perpetual: (adj.) 永久的、長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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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銀行110年新進人員甄試試題

公告日期
110.5.25

110.7.7修訂
報名日期 110.6.25～110.7.21

第一試(筆試)日期 110.9.4 第二試(口試)日期 110.10.24

甄試類別

五職等/一般金融人員

需求

名額

正取 108

科目
綜合科目：

會計學概要

備取 51

五職等/採購人員
正取 1

備取 1

五職等/客服人員
正取 4

備取 2

 1.（　） 下列何項交易，會導致資產總額和負債總額同時增加？ 
(A)以現金購買運輸設備 (B)以現金償還應付帳款 
(C)賒購土地 (D)發行股票取得現金

 2.（　） A公司已經做完調整分錄，然而尚未進行結帳分錄，各個會計項目皆為正常餘
額，各項目的餘額如下：薪資費用$7,000、預付租金$5,000、應收帳款$15,000、
現金$70,000、預收收入$20,000、銷貨收入$50,000、普通股股本$30,000、水電費
用$3,000，則當年度淨利為何？ 
(A)$30,000　(B)$40,000　(C)$50,000　(D)$55,000

 3.（　） B公司X1年初支付連續三年度的保險費共$36,000，X1年初當天會計人員借記
「預付保險費」，貸記「現金」，X1年底會計人員因疏忽而遺漏保險費用之調整
分錄，則此疏忽將如何影響X1年底之財務報表？ 
(A)資產金額高估、負債金額高估  (B)資產金額低估、負債金額低估
(C)資產金額高估、費用金額低估  (D)資產金額低估、收入金額低估

 4.（　） A公司X1年12月31日公司帳上顯示銀行存款餘額為$200,000。會計人員發現公
司下列額外事項：存款不足退票$35,000，在途存款$26,000，銀行代扣手續費
$500，未兌現支票$20,000，則A公司X1年12月31日正確銀行存款金額為何？ 
(A)$144,500　(B)$164,500　(C)$170,500　(D)$200,000

 5.（　） B公司X2年5月31日帳列銀行存款餘額為$30,000，5月31日銀行往來調節表顯示未
兌現支票$6,000，在途存款$5,000，而5月31日未兌現支票$6,000均在6月期間兌
現。6月期間公司支票紀錄$200,000，銀行兌現支票紀錄$175,000。此外，公司帳
面6月期間存款紀錄為$45,000，銀行6月期間存款紀錄為$42,000，則6月30日銀行
往來調節表的未兌現支票金額為何？ 
(A)$6,000　(B)$11,000　(C)$23,000　(D)$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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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C）
1.「預付費用」乃一具預付性質之資產科目。期末應針對該期已實現部分認列，以

符合會計之「權責基礎」與「收入費用認列原則」。調整分錄為「借：XX費用、

貸：預付費用」→該分錄會使「費用增加、資產減少」。

2.	 故若期末未做此調整分錄，可知其將會導致「費用低估、資產高估」。

 4. （B）
1.	 題幹A公司銀行往來調節表之調節項目中：

(1).	存款不足退票$35,000→銀行未收到此筆款項故無法記帳，但公司帳尚未扣

除→公司須做調整(扣除$35,000)。

(2).	在途存款$26,000→公司已記帳銀行未記帳→銀行帳須做調整（加計

$26,000）。

(3).	銀行手續費$500→銀行已記帳公司未記帳→公司須做調整(扣除$500)。

(4).	未兌現支票$20,000→公司已記帳銀行未記帳→銀行帳須做調整(扣除

$20,000)。

2.	 依據上述調整事項製作	A公司12月之銀行往來調節表如下：

銀行往來調節表
12月31日

公司帳上存款餘額 $200,000 銀行對帳單餘額 $158,500

加： 加：在途存款 $26,000

減：存款不足退票 $35,000 減：未兌現支票 $20,000

銀行代扣手續費 		500

正確餘額 $164,500 正確餘額 $164,500

 5. （D）
6月底未兌現支票金額＝5月未兌現支票餘額$6,000+6月公司記錄支票開立金額

$200,000－6月銀行記錄支票兌付金額$175,000＝$31,000。

6月份未兌現支票金額之概念如下圖：

公司帳 銀行帳

5月未兌現支票$6,000
6月支票支付數$175,000

6月支票支出數$200,000
6月未兌現支票金額＝$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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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模擬試題（二）
�完全依據實際考情設計�

 1.（　） 請由高至低排序下列「貨幣」之流動性：a.外匯存款 b.支票存款 c.定期存款 d.現
金 
(A)dacb　(B)bdca　(C)dcab　(D)dbac

 2.（　） 通貨膨脹率升高時，會對下列何者有利： 
(A)債權人(lender)　(B)債務人(borrower)　(C)固定收入者　(D)納稅義務人

 3.（　）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目前我國票券市場的信用工具之中，交易量最大者為國庫券
(B)拆款市場被包含於貨幣市場之中
(C)就投資人而言，他與銀行從事附買回交易是一種短期資金的運用方式
(D)國庫券為倒帳風險相對最小的金融工具

 4.（　） 假設法定存款準備率(required reserve ratio)為20%，銀行的超額準備金(excess 
reserves)為1,000元，且其活期存款帳戶為80,000元。若中央銀行調降法定存款準
備率至10%，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則銀行超額準備與實際準備金有何種改變？ 
(A)二者皆不變，超額準備仍為1,000，實際準備金為17,000
(B)超額準備增加至9,000，實際準備金不變仍為17,000
(C)超額準備增加至9,000，實際準備金由17,000增加至25,000
(D)超額準備增加至9,000，實際準備金由17,000減少至9,000

 5.（　） 假設有四張到期日分別為1年、5年、10年與20年的公債，其當期收益率均為
5%。則何者之到期收益率會最接近5%？ 
(A)1年期公債　(B)5年期公債　(C)10年期公債　(D)20年期公債

 6.（　） 若到期收益率為12%，計算面額＄1,000，票面利率9%，三年後到期的附息債券
價格(每半年付息)： 
(A)$921.89　(B)$926.27　(C)$950.85　(D)$930.74

 7.（　） 下列何者非證券交易所的主要功能與任務？ 
(A)創造連續性的交易市場 (B)協助企業籌措資金
(C)證券集中保管 (D)保護投資大眾

 8.（　） 若預期未來5年的一年期公債利率分別為5%、6%、7%、8%與9%，而投資人偏好
持有短期債券且一年期至五年期的流動性貼水分別為0%、0.25%、0.5%、0.75%
與1%，根據流動性貼水理論預期五年期債券利率應為多少？ 
(A)6.25%　(B)8%　(C)9.5%　(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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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貨幣銀行學（概要）

仿真模擬試題（二）
題數 40

題序 01　－　10 11　－　20 21　－　30 31　－　40

答案 DBABDBCBCD DDBDACACCD CBDABABDCB BDCBABABDB

備註 無更正紀錄。

解析

 1. （D）
1.「流動性」又可稱為「貨幣性」。資產的「流動性」高低就是指該資產「變換現

金」的速度→因此「現金」可以說是流動性最高的資產，或是現金根本沒有流動

性的問題。至於各項貨幣就「流動性」高低之排序則為：M1A＞M1B＞M2。

2.	 題幹所列四項貨幣中：

(1).	現金流動性最高；

(2).	支票存款為M1A組成項目；

(3).	外匯存款與定期存款均為M2組成項目；惟定期存款有「到期前不得提取」之

規定，故其流動性不如外匯存款。

故四者之流動性高低排序應為「d→b→a→c」。

 2. （B） 
(A)	錯誤(B)正確：由於借款時適用的利率是「名目利率」，但實質的利息收入／支出

卻是「實質利率」。因此假設名目利率固定，則當通貨膨脹率愈高→實質利率愈

低→愈有利於債務人（borrower）、愈不利於債權人（lender）。

(C)	錯誤：通貨膨脹下，

(1).	固定收入者（例如：受薪階級）：當發生非可預期通貨膨脹時，由於其名目

薪資調整較慢→購買力下降使其實質所得降低。

(2).	非固定收入者（又稱伸縮性收入者。例如：公司經營者）：能即時調整商品

價格→購買力不變下實質所得不受影響。再加以雇主之實質薪資支出因通貨

膨脹而下降，故反而因此得利。

(3).	所得重分配：固定收入者減少部分由非固定收入者獲得→所得不均度惡化

（貧富差距擴大）。

(D)	錯誤：累進稅率下，當通貨膨脹發生→薪資調高→高薪資適用高稅率→實質稅賦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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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銀行110年新進人員甄試 

公告日期
110.5.25

110.7.7修訂
報名日期 110.6.25～110.7.21

第一試(筆試)日期 110.9.4 第二試(口試)日期 110.10.24

甄試類別

五職等/一般金
融人員

需求名額

正取 108

科目
綜合科目：

票據法概要

備取 51

五職等/採購
人員

正取 1

備取 1

五職等/客服
人員

正取 4

備取 2

七職等/法務
人員

正取 8

備取 2

 1.（　） 某甲積欠某乙新臺幣5萬元之債務，擬以票據償還，並簽發1張以自己為發票人及
付款人之票據，但未標明票據之種類，請問此張字據為下列何性質？

(A) 負債之證明文件　(B) 匯票　(C) 本票　(D) 支票

 2.（　） 依票據法規定，下列何者為複本的發行人？
(A) 任何人皆可　(B) 受款人　 (C) 執票人　(D) 發票人

 3.（　） 票據上之債權，雖依票據法因時效或手續之欠缺而消滅，但執票人對下列何者於
其所受利益之限度內，仍得請求償還？

(A) 保證人或承兌人　 (B) 發票人或承兌人 
(C) 背書人或付款人 (D) 背書人或保證人

 4.（　） 依票據法規定，下列何種票據行為，日期為絕對必要記載事項？ 
(A) 發票　(B) 保證　(C) 承兌　(D) 背書

 5.（　） 依票據法規定，平行線支票中平行線之撤銷得由下列何者為之？ 
(A) 付款人　(B) 追索權人　(C) 發票人　(D) 發票人及付款人

 6.（　） 老胡簽發一張五十萬元的匯票，但未於該匯票上記載受款人。依票據法規定，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此為無記名匯票
(B) 執票人如要轉讓時，只能以背書方式為之
(C) 未記載受款人之匯票效力未定
(D) 未記載受款人之匯票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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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綜合科目：票據法概要

臺灣銀行110年新進人員甄試
 (5職等一般金融人員/5職等採購人員/5職等客服人員/7職等法務人員)

題數 26

題序 01　－　10 11　－　20 21　－　26

答案 ADBACACBAC CDDABCACDB CBCADD

備註

解析

 1. （A）
1. 票據法三種票據所規定之「絕對必要記載事項」為：匯票、本票之絕對必要記載
事項共計五項（發票人簽名、表明票據種類的文字、一定的金額、無條件支付之

擔任或委託、發票的年月日）。支票之絕對必要記載事項再多出付款人和付款地

二項共計七項。票據欠缺絕對必要記載事項者，則票據無效。

2.	 今題幹某甲所簽發之票據未載明票據種類下，屬應記載事項欠缺。故其依法非屬

三種票據之任一、而僅得作為一負債之證明文件。

 2. （D）

「複本」此一制度乃「匯票」所獨有。見票據法第114條（複本之發行及份數）之規定，

(1) 匯票之受款人，得自負擔其費用，請求發票人發行複本。但受款人以外之執票
人，請求發行複本時，須依次經由其前手請求之，並由其前手在各複本上，為同

樣之背書。

(2) 前項複本，以三份為限。
→故可知複本之發行人限「匯票發票人」

 3. （B）
依據票據法第22條第4項（利益償還請求權）之規定，票據上之債權，雖依本法因時
效或手續之欠缺而消滅，執票人對於發票人或承兌人，於其所受利益之限度，得請

求償還。

→ 上述「利益償還請求權」，係指即使票據權利因時效完成或手續欠缺而消滅，執票
人仍可對「發票人（三種票據）」或「承兌人（匯票）」，於其所受利益之限度

內，請求其償還利益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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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科目

考科II［票據法+銀行法］：銀行法試題
仿真模擬試題

第四回

題數 25

題序 01　－　10 11　－　20 21　－　25

答案 CDBDAADBDB CCBABBBDAB BDADC

備註

解析

 1. （C） 
依據銀行法第5條（長短期授信），銀行依本法辦理授信，其期限在一年以內者，為

短期信用；超過一年而在七年以內者，為中期信用；超過七年者，為長期信用。

 2. （D） 
1.	 依據銀行法第5條之2（授信之定義），本法稱授信，謂銀行辦理放款、透支、貼

現、保證、承兌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業務項目。

→所以選項(A)(B)(C)均屬銀行授信業務之一

2.	 選項(D)證券經紀　應為證券經紀商之業務。

 3. （B） 
依據銀行法第12條（擔保授信），本法稱擔保授信，謂對銀行之授信，提供左列之

一為擔保者：	

一、不動產或動產抵押權。

二、動產或權利質權。	

三、借款人營業交易所發生之應收票據。	

四、各級政府公庫主管機關、銀行或經政府核准設立之信用保證機構之保證。

→	至於上開條文第四款之擔保內容。參《銀行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3項之規定，本

法第十二條第四款所稱經政府核准設立之信用保證機構，係指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

用保證基金、財團法人農業信用保證基金、財團法人華僑貸款信用保證基金或其他

經財政部核准設立或認可之信用保證機構。

→	選項(B)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互助保證基金」非屬上開條文列舉信用保證機構之任

一，其所為之保證依法不得為擔保授信之擔保品。

 4. （D） 
1.	 本題依據銀行法第25條之1（銀行股票關係人）第1,2條之規定，

(1)	前條所稱同一人，指同一自然人或同一法人。

	 →題幹「A君」屬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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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條所稱同一關係人，指同一自然人或同一法人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一、	同一自然人之關係人：

(一)	同一自然人與其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

	 →選項 (A)A 君之配偶屬之

(二)	 前目之人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額合計超過三分之一之

企業。

(三)	第一目之人擔任董事長、總經理或過半數董事之企業或財團法人。

→	選項 (B)A 君擔任董事長之企業與 (C)A 君之配偶擔任總經理之企

業屬之

二、	同一法人之關係人：

(一)	 同一法人與其董事長、總經理，及該董事長、總經理之配偶與二親

等以內血親。

(二)	 同一法人及前目之自然人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額合計超

過三分之一之企業，或擔任董事長、總經理或過半數董事之企業或

財團法人。

(三)	 同一法人之關係企業。關係企業適用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一至

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三、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九及第三百六十九條之

十一規定。

2.	 選項(D)「姪子(兄弟姊妹之子女)」依民法親等之規定係屬「三親等血親（本人→

父母→兄弟姊妹→兄弟姊妹之子女）」。依上銀行法之規定非屬同一自然人之關

係人。

 5. （A） 
本題依據銀行法第44條（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比率）第2項之規定，

銀行依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比率，劃分下列資本等級：

一、資本適足。

二、資本不足。

三、資本顯著不足。

四、資本嚴重不足。

整理：銀行資本適足性各等級之資本適足率範圍

資本適足性等級 資本適足率範圍

資本適足 資本適足率≧ 10.5%

資本不足 10.5%＞資本適足率≧ 8.5%

資本顯著不足 8.5%＞資本適足率≧ 2%

資本嚴重不足 資本適足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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