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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有關郵政禮券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由交通部發行
由中華郵政公司依面額對持有人無條件付款之有價證券
屬記名有價證券
兌領請求權，逾十五年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
【2】11.依郵政儲金匯兌法規定，郵政儲金匯兌事務，由中華郵政公司辦理，屬下列何單位主管？業務並受
下列何單位監督？
屬交通部主管，業務並受財政部監督
屬交通部主管，業務並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監督
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業務並受監察院監督
屬內政部主管，業務並受法務部監督

壹、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30 題【第 1-20 題，每題 1.5 分；第 21-30 題，每題 2 分】

【1】12.有關郵政儲金匯兌事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中華郵政公司經營之郵政儲金匯兌業務及該業務使用之郵政公用物、業務單據，於中華郵政公司成立之
日起 5 年內，免納一切稅捐
中華郵政公司經營之郵政儲金匯兌業務及該業務使用之郵政公用物、業務單據，永久免納一切稅捐
定期儲金之利息，應免一切稅捐
公益法人不得開立存簿儲金帳戶

【2】1.依郵政法第 1 條規定，郵政法與其他法律之間，其適用順序為何？
其他法律未規定者，依郵政法之規定
郵政法未規定者，依其他法律之規定
由消費者決定適用順序
由中華郵政公司決定適用順序

【2】13.中華郵政公司辦理郵政儲金匯兌業務違反法令、章程或有礙健全經營時，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除得
予以糾正、命其限期改善外，得視情節之輕重，為必要之處分，而下列何者非屬之？
撤銷法定會議之決議
限制郵件投遞範圍
命令解除辦理該項郵政儲金匯兌業務之負責人或職員之職務或停止其於一定期間內執行職務
停止部分郵政儲金匯兌業務

【3】2.依郵政法規定，下列何者非中華郵政公司得經營之業務？
出租局屋給旅館業者
出租局屋給餐飲業者
壽險房貸提供擔保房屋之火災保險
販售郵票圖案之杯墊
【4】3.依郵政法規定，中華郵政公司服務人員得開拆他人郵件之情形為何？
懷疑內裝之物為郵政禁寄物，報經主管同意
體積太大之郵件，報經主管同意
有事實足認內裝之物為郵政禁寄物，報經主管同意
有事實足認內裝之物不適用優惠資費，經寄件人或收件人同意

【3】14.簡易人壽保險得經營之主約，不包括下列何者？
生存保險
死亡保險
傷害保險

【4】4.依郵政法規定，中華郵政公司服務人員於工作中知悉他人秘密，應保守秘密之期間為何？
在職期間持續到離職為止
在職期間及離職後 3 年內
在職期間及離職後 5 年內
在職期間及離職後無限期

【2】16.依簡易人壽保險法規定，下列何單位得派員，或委託適當機構或專業經驗人員，檢查中華郵政公司
之業務及財務狀況？

【2】5.依郵政法規定，郵票之廢止由下列哪個單位核定？
中華郵政公司
交通部
行政院

總統府

【4】6.依郵政法規定，中華郵政公司可否拒絕郵件之遞送？
一律不可拒絕
營收虧損時，可以拒絕
已有民營快遞業者服務的地區，可以拒絕
郵件規格不符合中華郵政公司公告者，可以拒絕
【4】7.依郵政儲金匯兌法規定，下列何者非制定該法之目的？
鼓勵國民儲蓄

促進資本形成

增進民眾便利

保障郵政公司安全

【2】8.依郵政儲金匯兌法規定，郵政儲金匯兌法與民法之規定何者優先適用？
民法
郵政儲金匯兌法
由消費者決定
由中華郵政公司決定
【1】9.依郵政儲金匯兌法規定，中華郵政公司於營業場所揭示之郵政儲金利率，以下列何者為準？
年率
季率
月率
日率

生死合險

【3】15.依簡易人壽保險法規定，被保險人在保險契約發生效力後多久故意自殺者，保險人不負給付保險金
額之責任？
三個月內
半年以內
一年以內
二年以內

交通部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財政部

【1】17.保險契約何時得由要保人聲明終止？
隨時
投保半年後

投保 1 年後

立法院
投保 2 年後

【4】18.郵政簡易人壽保險應按資本總額 15%繳存保證金於何處？
中華郵政公司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其他金融機構
國庫
【1】19.下列何者為簡易人壽保險法立法目的之一？
健全簡易人壽保險制度
促進經濟發達
健全社會繁榮
改善貧富結構
【1】20.被保險人投保時如對要保書書面詢問告知不實，下列何人有保險契約解除權？
保險人
被保險人
受益人
要保人
【請接續背面】

【1】21.依郵政法規定，有關國內郵件事務，國際郵政公約之規定與郵政法之規定牴觸者，應適用下列何者
之規定？
郵政法
國際郵政公約
由中華郵政公司決定 由交通部決定
【3】22.下列何者不屬於郵政法所規定之郵政資產？
郵車
郵局局屋
郵政員工

貳、非選擇題二大題（每大題 25 分）
第一題：
資訊系統的開發與建置需考量許多複雜的因素，請回答下列問題：

中華郵政公司註冊之商標權利

【3】23.廠商販售印有「POST」字樣之郵筒造型撲滿，依郵政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POST 為通用外文，可以自由運用
須經中華郵政公司同意，否則處以 10 萬至 50 萬罰鍰
須經中華郵政公司同意，否則處以 2 到 10 萬元罰鍰
須經交通部同意，否則處以 10 萬至 50 萬罰鍰

（一）資訊系統成本估算是項複雜的工作，而且不易精確的計算，其主要原因是因為資
訊系統的實際成本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請列舉至少四項會影響資訊系統開發成
本的因素，並說明之。【16 分】
（二）資訊系統取得的方式主要有三種，請說明是哪三種及其優點各為何？【9 分】

【1】24.依郵政法規定，下列何者不得向中華郵政公司請求補償？
掛號郵件全部毀損

包裹郵件一部被竊

快捷郵件全部遺失

保價郵件因颱風一部毀損

【3】25.下列何者非屬郵政儲金匯兌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1 至 6 款所明定郵政儲金運用之範圍？
投資上櫃股票
參與金融同業拆款市場
保戶不動產貸款
投資公司債
【3】26.有關郵政存簿儲金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存簿儲金，儲戶計息之最高存款限額，由中華郵政公司擬訂，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定之
存簿儲金如為團體戶，其利息所得應課稅
自治團體存簿儲金存款逾計息之最高存款限額，超過限額之數，仍給利息

第二題：
請寫出下列 JAVA 語言片段程式原始碼(ANS 1-ANS 8)執行結果，並請說明其中執行計算
結果為"false"的原因。【25 分】

營利法人得開立存簿儲金帳戶
【4】27.有關郵政儲金匯兌事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國內匯兌屬郵政儲金之種類
劃撥儲金屬郵政匯兌之種類
存簿儲金屬郵政匯兌之種類
郵政禮券屬郵政匯兌之種類
【2】28.有關簡易人壽保險被保險人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免施以健康檢查
非中華民國國民，得為被保險人及受益人

class exam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 (String[] args) throws java.lang.Exception
{
String a = "Tabf Exam.";
String b = "Tabf Exam.";
String c = "tabf exam.";
String d = new String("Tabf Exam.");
System.out.println("ANS 1: " + (a == b));
System.out.println("ANS 2: " + (a == c));
System.out.println("ANS 3: " + (a == d));
System.out.println("ANS 4: " + (b == d));
System.out.println("ANS 5: " + a.equals(b));
System.out.println("ANS 6: " + a.equals(c));
System.out.println("ANS 7: " + a.equals(d));
System.out.println("ANS 8: "+ a.equalsIgnoreCase(c));
}

得隨時以書面通知保險人及要保人撤銷保險契約
訂立保險契約時，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4】29.依簡易人壽保險法規定，有關保險契約效力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自填發保險單之日發生效力
保險人於同意承保前，預收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之金額，保險人應負之保險責任，以保險人同意承保時，
溯自預收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金額時開始
保險契約停止效力後，要保人得於二年以內申請恢復契約效力
保險人對於保險費，得以訴訟請求支付
【2】30.依簡易人壽保險法規定，郵政簡易人壽保險資金不得運用於下列何者？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投資保險相關事業
放款
不動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