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接續背面】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10年職階人員甄試試題 

職階／甄選類科【代碼】：營運職-全類組【S0101-S0119】 

第三節／共同科目(3)：郵政三法(含郵政法、郵政儲金匯兌法、簡易人壽保險法)及金融科
技知識 ＊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先檢查答案卡（卷），測驗入場通知書編號、座位標籤、應試科目等是否相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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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節不予計分。 

本試卷為一張雙面，測驗題型分為【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35題，每題 2分，合計 70分】與【非選
擇題 3題，每題 10分，合計 30分】，總計 100分。 

四選一單選選擇題限以 2B 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
以複選作答或未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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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場通知書編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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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程式、文數字編輯、
內建程式、外接插卡、攝（錄）影音、資料傳輸、通訊或類似功能），且不得發出聲響。應考人
如有下列情事扣該節成績 10 分，如再犯者該節不予計分。1.電子計算器發出聲響，經制止仍執
意續犯者。2.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制止仍執意續犯者。 

答案卡（卷）務必繳回，違反者該節成績以零分計算。 

壹、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35題（每題 2分） 
【1】1.依郵政法規定，有事實足認郵件內裝之物違反郵政法規，而寄件人不同意開拆時，中華郵政公司之
處理方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得拒絕接受該郵件  得於加收特別處理費後接受該郵件 
得延後遞送該郵件  不得拒絕接受該郵件 

【2】2.依郵政法規定，下列各郵件何者得向中華郵政公司請求補償？ 
郵件未妥為封裝，經告知仍未改善而致損失者 
掛號信函全部遺失 
快捷郵件因颱風淹水致毀損 
包裹遞交收件人時，封面無破裂痕跡，但重量因內件之性質致減少 

【4】3.有關郵件之資費訂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郵件之資費訂定，應適當反映成本及合理利潤 
包裹之資費由中華郵政公司自行訂定後實施 
明信片之資費，由中華郵政公司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信函之資費，由中華郵政公司擬訂，報請主管機關層轉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4】4.依郵政法規定，有關郵件之遞送，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郵政服務人員為遞送郵件或郵政公用物，經過道路、橋樑、海關、渡口等交通線路時，有優先通行權 
中華郵政公司為確認收件人之真偽，得請其出示必要之證明 
中華郵政公司得於道路、住宅、商場、工廠、機關、學校、公私團體及其他公眾出入處所，設置收受郵
件專用器具，以收取郵件，並應得其所有權人或其管理人或管理委員會之同意 

以運送為業之鐵路、長途汽車、船舶、航空器，均有輔助載運郵件及其處理人員之責，其載運費用，由
中華郵政公司訂定並公告之 

【4】5.中華郵政公司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派員檢查業務、財務及其他有關事項時，規避、妨礙或拒絕檢
查，最少處中華郵政公司多少罰鍰？ 
新臺幣 20萬元 新臺幣 30萬元 新臺幣 40萬元 新臺幣 50萬元 

【4】6.依郵政儲金匯兌法規定，有關郵政匯兌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郵政禮券應記載事項，由中華郵政公司擬訂，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定 
郵政匯票受款人之兌領請求權，自發票日起算，五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 
郵政匯票逾兌領請求權期間未經兌款者，中華郵政公司應通知匯款人領回，匯款人得要求退還匯費 
國內匯兌及國際匯兌，分為票匯及電匯二種 

【3】7.有關中華郵政公司辦理外匯業務，依郵政儲金匯兌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涉及外匯業務經營者，應經中央銀行許可 
辦理外匯業務違反外匯法令之規定者，中央銀行得視情節之輕重，停止其一定期間經營全部或一部外匯
之業務 

未經中央銀行許可，辦理外匯業務，可處新臺幣 50萬元以上 250萬元以下罰鍰 
未經中央銀行許可，辦理外匯業務，由中央銀行處罰之 

【4】8.依簡易人壽保險法規定，有關保險人得解除契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據實說明者包括要保人、被保險人 
未據實說明的情形，包括故意隱匿，或因過失遺漏，或為不實之說明 
未據實說明的結果，須足以變更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者 
解除保險契約時，要保人不得為任何請求 

【1】9.依簡易人壽保險法規定，要保人於何時得指定或變更受益人？ A.訂立保險契約時 B.保險契約滿
期前 C.保險事故發生前 D.保險契約停止效力後 
僅 ABC 僅 ABD 僅 BCD  ABCD 

【1】10.依簡易人壽保險法規定，中華郵政公司違反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八條之二第一項規定，有下列哪些事
項者，應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A.未提供說明文件供查閱 B.所提供之說明文
件未依規定記載 C.所提供之說明文件記載不實者 D.隱匿或毀損業務或財務狀況之帳冊文件 
僅 ABC 僅 BCD 僅 ABD  ABCD 

【1】11.下列何者不是我國 2014 年金管會提出數位金融 3.0五項趨勢變革說明內容？ 
科技業者應積極整合產業大數據 
分行將轉變為支援性功能 
網路行銷轉為主要行銷策略 
社群網站及線上即時互動將使客戶更容易主導金融業務發展 

【3】12.下列何者不是金融科技產業範圍？ 
生物辨識、雲端科技、行動支付 自動化投資理財顧問 
數位存款帳戶  物聯網、無線通訊業務 

【2】13.下列何者不是開放銀行的機會？ 
開放銀行可替傳統銀行帶來金融服務的創新、強化市場競爭力 
開放銀行可強化第三方服務提供者吸收客戶存款業務的創新競爭力 
傳統銀行可透過開放銀行強化目前服務的能力，特別是延伸、擴充現有產品 
傳統銀行可透過開放銀行強化風險管理能力 

【1】14.下列何者不是 2018年 BCBS 有關金融科技對銀行產業（含純網銀）所帶來的風險描述？ 
人力資源風險 個資保護風險 法遵意識風險 委外作業風險 

【3】15.下列何者是人工智慧應用於銀行業的機會？ 
導入可自動拍攝臨櫃客戶申辦業務過程中之各角度清晰照片 
預測每年休假與節慶日期以便自動化發布各種大眾化年節廣告 
以演算法、大數據技術為基礎，加入投資情緒的因子，提供客戶更合適的投資建議 
利用觀察客戶臉部情緒表情自動調整理財投資策略 

【4】16.下列何者不是我們常用的資料探勘手法？ 
資料分群(Clustering)：將資料中相似的個體聚集在一起，並以人為判定的方法，將資料分為數個群體 
類神經網路(Neural Network)：將資料的特徵透過電腦進行類似腦與神經的處理技術，再將結果作不同的
呈現 

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瞭解兩個或多個變數間是否相關，相關的方向與強度為何？並建立數學
模型以便觀察特定變數 

假設檢定(Hypothesis test)：統計上對參數的假設，就是對一個或多個參數的論述，它通常反應了執行檢
定的研究者對參數可能數值的另一種（對立的）看法 

【3】17.下列哪一個大數據分析的應用層次係指根據期望的結果、特定場景、資源以及對過去和當前事件的
瞭解給出運作建議？ 
基礎分析  進階預測 
規範分析  樣本分析 

【4】18.有關智慧合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可自動化地被調用與執行，降低業務成本，減少人為錯誤 
合約程式儲存於區塊鏈，無法竄改 
合約程式由區塊鏈平台上礦工節點執行 
合約程式由區塊鏈自動產生，並部署於用戶之錢包軟體然後等待執行 

【4】19.有關生物辨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聲紋辨識(Voice)也有不錯的辨識率，缺點是容易受到外部環境影響 
虹膜辨識(Iris)的優點是錯誤率低、不易造假；缺點是危險性較高、比較不為人們所接受 
靜脈辨識(Vein)的優點是受環境影響較小、穩定性高、且具獨特性 
指紋辦識(Finger print)因指紋具有唯一性，目前安全性最高 

【2】20.有關監理沙盒(regulatory sandbox)，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英國已實施監理沙盒 
在監理沙盒架構下，金融業者可以大範圍不受任何控管，實驗任何業務模式 
監理沙盒目的為在不影響創新的情況下，確保風險控管 
臺灣已經立法通過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 

【3】21.金融機構於交易面，對生物特徵資料傳輸過程中之訊息使用時間戳記，係指下列哪一種特性？ 
訊息隱密性  訊息完整性 
訊息不可重複性  訊息來源辨識性 

【4】22.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為避免電子支付機構未依法交付信託或取得銀行十足履約保證，而損及消費者權益，電子支付機構應提
撥資金，設置清償基金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累積虧損逾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者，應立即將財務報表及虧損原因，函報主管機關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於會計年度終了四個月內，編製業務之營業報告書、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或製作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財務文件，於董事會通過之翌日起算十五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之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應留存使用者電子支付帳戶之帳號、交易項目、日期、金額及幣別等必要交易紀錄；
該必要交易紀錄，於停止或完成交易後，至少應保存二年 



【3】23.依 110年 3月 18日中央銀行理監事聯席會議記者會參考資料內容，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比特幣等虛擬通貨目前多依賴對去中心化制度與區塊鏈技術的期待，以及投機者盲目追高的羊群效應支
撐其價格，無可預期的未來現金流入作為合理的評價基礎，不具內含價值，從而導致價格波動極大，屬
高度投機商品 

虛擬通貨市場尚無完善的消費者保護措施，當交易平台未合規經營、發生系統故障、遭受網路攻擊、或
客戶私鑰遺失等情形時，投資人恐需自行承擔損失 

比較各主要金融商品之多頭走勢，可發現比特幣價格漲幅低於其他金融商品 
虛擬通貨市場易受人為操縱或炒作，且無適當的價格管理機制（例如漲跌幅限制、熔斷機制等），導致
價格波動劇烈 

【1】24.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銀行對於以定期存款存單辦理質借之案件，得再要求另提保證人 
金融機構對於違約金之計算方式，除應向消費者明示其內容外，於契約中並應以紅色或粗黑字體標示 
銀行「牌告利率固定計息」之牌告利率，以存入當日之牌告利率為準，但採「牌告利率機動計息」之存
款，在實際存款期間內，如遇存款銀行牌告利率調整，應同時改按新牌告利率分段計息 

辦理質借之銀行，限於原開發存單之銀行，為定期存款存單之質借條件 
【3】25.有關純網銀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於設立後一年內補辦為公開發行公司 
其最低實收資本額，應全數由發起人認足 
純網路銀行之發起人及股東應有金融控股公司、銀行、保險公司或證券商之專業發起人及股東，其所認
股份，合計應達實收資本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且其中應有一銀行或金融控股公司所認股份超過實收資
本額之百分之十五 

純網路銀行之非金融業發起人，如具有金融科技、電子商務或電信事業等專業，並能提出成功之業務經
營模式者，所認股份得超過實收資本額之百分之十 

【4】26.依金管會發布之金融科技發展路徑圖，監理機關對於雲端計算關注之重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資訊安全性機密性及可及性 
雲端服務提供者所擁有的資訊技術及資訊安全實力 
系統韌性及其有效性 
監理權之行使，係指監理機關是否可以存取相關資料，以及對服務提供者遠端檢查之能力 

【2】27.依金管會發布之金融科技發展路徑圖，其提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於 2019 年 5月提出人工智慧原則，下列何者非屬該原則？ 
包容性成長、可持續發展和福祉 以效率為本的價值和公平 
問責制  透明度和可解釋性 

【3】28.有關區塊鏈於保險科技的運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區塊鏈有助於提升資料安全性 區塊鏈有難以篡改的特性 
區塊鏈可以看成是一個中心化的分散式資料庫 
區塊鏈在保險方面的應用在未來會更加普遍 

【1】29.保險科技帶來保險創新，下列哪一種創新，最需要主管機關的鼓勵？ 
以保戶利益為中心的創新 以保險公司利益為中心的創新 
以保險經紀人公司利益為中心的創新 以保險代理人公司利益為中心的創新 

【1】30.下列哪一個措施，對於虛擬貨幣犯罪的防範比較沒有直接效果？ 
防範對於軟體應用程式攻擊 監控可疑交易 
採取實名制  綁定銀行同名存款帳戶 

【1】31.有關資訊安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企業可以永遠有效成功阻止網路攻擊 
企業應該假設自身已經受到網路攻擊 
資安的重點在於建立預測、預防、偵測與回應的體制 
沒有完美資安防護工具 

【2】32.下列何者不存在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的引入？ 
 A公司提供主機代管連結，幫助新創公司用較低的成本達到大企業的服務水平 
透過 B網路銀行自行開發設計的載具介面，顧客直接提供自身理財規劃與投資需求資訊 
第三方開發者使用 G公司提供的套件，與 G公司地圖資料銜接，並鑲嵌在自己的網路 
 S 公司在網路上提供軟體，幫助使用者作客戶關係管理，開啟軟體即服務運作 

【4】33.有關 2020 年（含）前台灣群眾募資事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捐贈型與回饋型群眾募資適用於民法贈與和消費者保費法訪問交易規定 
證券商經營股權群眾募資管理辦法沒開放天使投資人參與投資 
募資屬於證券業務，所以非傳統證券商不能經營股權群眾募資 
證券商經營股權群眾募資管理辦法對募資者與投資人都有規範 

【3】34.有關自動化投資顧問業務的再平衡(Rebalancing)服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需告知與揭露有此項服務與運作 需告知此項服務的成本以及限制 
事後、不事前報告服務決行內容 不限於執行時機以外條件的告知 

【4】35.有關機器人理財模型背後的演算流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特徵工程是刪除和調整異常或缺失的客戶理財或資產數據 
資料處理是將與客戶理財或資產相關的變數納入模型作業 
演算法的參數設定，電腦會自動調整好 
除對資產權重進行優化，還可將「集成不同演算法答案的預測模型」納入理財機器人中 

貳、非選擇題三大題（每題 10分） 

第一題： 

依郵政法規定，請回答下列問題： 

（一）為保障國民基本通信權益，中華郵政公司應提供遞送普及服務。所稱遞送普及服務，係指於國內

就哪些郵件，永久提供品質良好、價格允當之基本遞送服務？【6分】 

（二）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執行遞送普及服務顯有困難，該公司得作何處理？ 

【2分】 

（三）遞送普及服務之服務標準，由何機關定之？【2分】 

 

 

 

 

 

 

第二題： 

依郵政儲金匯兌法規定，就郵政儲金之運用範圍，哪項業務之管理辦法須「由交通部會同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定之」？【4分】又依郵政儲金匯兌法罰則規定，前述訂定之管理辦法，在何種情形下，該公司會遭

主管機關裁罰？【4分】罰則最低為多少？【2分】 

 

 

 

 

 

 

第三題： 

依簡易人壽保險法規定，請說明保險人不負給付保險金額責任之情事有哪些？【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