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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MOS 資料庫專業應用分析師國際證照考試題庫 

 

為因應教育部對技職校院學生在證照方面的注重，本中心取得美國 IHS Global 

Insight 正式授權在台灣舉辦「AREMOS 資料庫專業應用分析師」認證考試。此項

考試將不定期舉行，時間與地點會公佈在本中心網路。以下為此項國際證照認證考

試之總題庫，共 500 題。 

 

內容    第一部分：系統概述 (1-22 題) 

         第二部分：有關資料庫與檢索代號 (23-268 題) 

         第三部分：綜合性雜項題目 (269-316 題) 

         第四部分：實際上機操作 (317-400 題) 

         第五部分：英文題 (401-500 題) 

 
 

                   第一部分：系統概述 (1-22 題) 

(C) 1.  「AREMOS」資料庫技術為 Global Insight 公司所研發提供。美國

Global Insight 為全球頗享盛名的資訊公司，其所發佈經濟預測常

為中央銀行與主計處引用做為決策參考。請問中央銀行與主計處引

用 Global Insight 時，其正式使用之中文翻譯名稱為： (A) 「彭博

資訊」 (B) 「環球影視」 (C) 「環球透視」 (D) 「路透社」。 

(A) 2.  「 AREMOS 」的英文 全名是： (A) Advanced Retrieval and 

Econometric MOdeling System (B) Advanced Retrieval 

Economic MOtion System (C) Automatic Retrieval Electronic 

MOdeling System (D) Automatic Retrieval Economic MOdified 

System。 

(D) 3.  下列何處已安裝有 AREMOS 資料庫？ (A) 台大社法學院圖書館 

(B) 政大圖書館 (C) 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 (D) 以上皆是。 

(D) 4.  下列何處已裝有 AREMOS 資料庫？ (A)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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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華經濟研究院  (C) 台灣經濟研究院 (D) 以上皆是。 

(A) 5.  AREMOS 軟 體 的 原 始 研 發 單 位 ？  (A) Global Insight (B) 

DataStream (C) COMPUSTATE (D) CEIC。 

(C) 6.  下列何者為 AREMOS 資料庫的相關組織 (A) 環球透視公司 (B) 

財團法人經濟資訊推廣中心 (C) AB 皆是 (D) AB 皆非。 

(A) 7.  AREMOS 資料庫系統目前由那個單位維護更新？ (A) 財團法人經

濟資訊推廣中心 (B) 經濟新報社 (C) 時報資訊 (D) 行政院主計

處。 

(C) 8.  下列何者為 TEDC 的中文全名？ (A) 經濟資訊中心 (B) 資訊推廣

中心 (C) 財團法人經濟資訊推廣中心 (D) 台灣經濟發展中心。 

(B) 9.  AREMOS 系統在台灣目前是由那間機構負責？ (A) 教育部 (B) 

財團法人經濟資訊推廣中心 (C) 主計處 (D) 台灣大學經濟系 

(C) 10.  下列何者為 TEDC 的英文全名？ (A) Taiwan Electronic Data Center 

(B) Thailand Economic Data Center  (C) Taiwan Economic Data 

Center (D) Taiwan Economic Development Center。 

(A) 11.  財團法人經濟資訊推廣中心的英文縮寫為何？ (A) TEDC (B) TEJ 

(C) TED (D) CBC。 

(A) 12.  若您需要台灣地區的「總體經濟資訊」相關的時間序列資料，請問

您可考慮的資料庫何者為最佳？  (A) AREMOS (B) TEJ  (C) 

DIGITIMES (D) 聯合知識庫。 

(B) 13.  AREMOS 目前所提供的 「國內金融性」 統計資料庫共有幾個？ 

(A) 14 (B) 12 (C) 3 (D) 1 個。 

(C) 14.  AREMOS 台灣統計資料庫目前共有幾個？ (A) 10 (B) 20 (C) 30 

(D) 40 個。  

(C) 15.  AREMOS 目前所提供的國內外統計資料庫總共有幾個？  (A) 52 

(B) 42 (C) 62 (D) 71 個 

(B) 16.  AREMOS 目前所提供的「中國統計」資料庫共有幾個？ (A) 30 

(B) 23 (C) 25 (D) 20 個。 

(B) 17.  AREMOS 目前所提供的「國際統計」資料庫共有幾個？ (A) 30 

(B) 9 (C) 3 (D) 1 個。 

(A) 18.  AREMOS 目前所提供的國際統計資料庫是與下列那間公司正式授

權合作？ (A) Global Insight (B) IMF (C) JP. Morgan (D) 台灣統

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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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9.  TEDC 採用 AREMOS 軟體來建置並維護台灣及中國總體經濟統計

資料庫。截至目前，本中心已建有國內及中國共 53 個資料庫約 

(A) 22 萬筆 (B) 32 萬筆 (C) 42 萬筆 (D) 52 萬筆  時間序列資料 

可供 PC 上使用。 

(C) 20.  AREMOS 與「環球透視公司」正式授權合作所提供的「國際統計」

資料庫，約共有多少筆時間序列資料可供使用？ (A) 24 萬筆 (B) 

34 萬筆 (C) 44 萬筆 (D) 54 萬筆。 

(D) 21.  AREMOS 軟體除了建立資料庫外，還有那些特色？ (A) 檢索方法

簡便  (B) 資料庫與運算分析的結合   (C) 配合其他軟體使用 

(D) 以上皆是 

(C) 22.  「AREMOS 資料庫專業應用分析師」國際證照之領發機構是：(A) 

Bloomberg (B) Reuters (C) Global Insight (D) Oxford Economics。 

 

            第二部分：有關資料庫與檢索代號 (23-268 題) 

＊＊ 有關 QNET.bnk 

(A) 23.  下列何者是「國民經濟動向統計季報資料庫」的電腦檔名？ (A) 

QNET.bnk (B) MAN.bnk (C) PRICE.bnk (D) TRADE.bnk。 

(D) 24.  下列何者資料庫提供了台灣地區國民經濟動向之各種指標？ (A) 

TRADE.bnk (B) FSM.bnk (C) PRICE.bnk (D) QNET.bnk。 

(A) 25.  下列資料庫中何者沒有提供月資料 (A) QNET.bnk (B) FSM.bnk 

(C) PRICE.bnk (D) TRADE.bnk。 

(D) 26.  AREMOS 臺灣資料庫群中，QNET.bnk (代表 Quarterly National 

Economic Trends, 「國民經濟動向統計季報」) 是使用最廣的資

料庫。此資料庫含臺灣經濟動向各種重要指標，以及幾個先進國家

與東亞競爭對手國的重要經濟指標。試問此資料庫含有下列那些國

家資料？  (A) 德國   (B) 英國   (C) 義大利   (D) 以上三者皆

有。 

(D) 27.  「國民經濟動向統計季報資料庫」 (QNET.bnk) 含有下列那些國家

主要經濟指標資料？ (A) 南韓  (B) 新加坡 (C) 香港 (D) 以上

三者皆有。 

(C) 28.  試 問 在 「 國民經 濟動向統 計季報 資 料庫 」 (QNET.bnk) 中

GDP$PC@SKOR 為下列那個國家以美元表示「平均每人國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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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毛額」(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之檢索代號？ (A) 

新加坡  (B) 香港  (C) 南韓  (D) 中國大陸。 

(A) 29.  試 問 在 「 國民經 濟動向統 計季報 資 料庫 」 (QNET.bnk) 中

GDP$PC@SING 為下列那個國家以美元表示 「平均每人國內生

產毛額」(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之檢索代號？ (A) 

新加坡  (B) 香港  (C) 南韓  (D) 中國大陸。 

(D) 30.  試 問 在 「 國民經 濟動向統 計季報 資 料庫 」 (QNET.bnk) 中

GDP$PC@PRC 為下列那個國家以美元表示「平均每人國內生產

毛額」(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之檢索代號？ (A) 

新加坡  (B) 香港  (C) 南韓  (D) 中國大陸。 

(C) 31.  試問在「國民經濟動向統計季報資料庫」(QNET.bnk) 中

GDP$PC@FRA 為下列那個國家以美元表示「平均每人國內生產

毛額」(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之檢索代號？ (A) 

德國  (B) 日本 (C) 法國  (D) 英國。 

(B) 32.  試問在「國民經濟動向統計季報資料庫」(QNET.bnk) 中

GDP$PC@JAP 為下列那個國家以美元表示「平均每人國內生產

毛額」(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之檢索代號？ (A) 

德國  (B) 日本 (C) 法國  (D) 英國。 

(A) 33.  試問在「國民經濟動向統計季報資料庫」(QNET.bnk) 中

GDP$PC@GER 為下列那個國家以美元表示「平均每人國內生產

毛額」(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之檢索代號？ (A) 

德國  (B) 日本 (C) 法國  (D) 英國。 

(D) 34.  試問在「國民經濟動向統計季報資料庫」(QNET.bnk) 中

GDP$PC@UK 為下列那個國家以美元表示「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

額」(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之檢索代號？ (A) 德

國  (B) 日本 (C) 法國  (D) 英國。 

(A) 35.  試問在「國民經濟動向統計季報資料庫」(QNET.bnk) 中 

ECH@JAP 為日本下列那項經濟指標的檢索代號？ (A) 經濟成長

率  (B) 匯率  (C) 失業率  (D)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D) 36.  試問在「國民經濟動向統計季報資料庫」(QNET.bnk) 中 

CPICH@JAP 為日本下列那項經濟指標的檢索代號？ (A) 經濟成

長率  (B) 匯率  (C) 失業率  (D)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B) 37.  試問在「國民經濟動向統計季報資料庫」(QNET.bnk) 中 RX@J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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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日本下列那項經濟指標的檢索代號？ (A) 經濟成長率 (B) 匯

率  (C) 失業率  (D)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C) 38.  試問在「國民經濟動向統計季報資料庫」(QNET.bnk) 中 RU@GER

為德國下列那項經濟指標的檢索代號？ (A) 經濟成長率  (B) 匯

率  (C) 失業率  (D)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B) 39.  試問在「國民經濟動向統計季報資料庫」(QNET.bnk) 中  

EX$ @ PRC 為中國大陸下列那項經濟指標的檢索代號？ (A) 工

業生產指數年增率  (B) 出口貿易值  (C) 進口貿易值  (D) 失

業率。 

(C) 40.  試問在「國民經濟動向統計季報資料庫」(QNET.bnk) 中  

M$ @ PRC 為中國大陸下列那項經濟指標的檢索代號？ (A) 工業

生產指數年增率  (B) 出口貿易值  (C) 進口貿易值  (D) 失業

率。 

(B) 41.  在「 國民經 濟動向統 計季報 資 料 庫 」，常用檢索代號組成原

則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 GDP表示國內生產毛額 (B) IFIX表示存貨增加 

(C) EX表示貨品及勞務輸出 (D) C表示消費。 

＊＊ 有關 NA.bnk 

(A) 42.  下列何者是 「台灣地區國民所得統計資料庫」的電腦檔名？ (A) 

NA.bnk (B) MAN.bnk (C) PRICE.bnk (D) TRADE.bnk。 

(A) 43.  在「國民所得統計資料庫」(NA.bnk) 中，檢索代號 CPFOOD 代表

「國內生產毛額」中的「食品消費」。試問 CPFOOD屬於哪個消費

類別？ (A) 民間消費 (B) 政府消費 (C) 企業消費 (D) 個人消費。 

(A) 44.  AREMOS 台灣地區國民所得統計資料庫有那些時間頻率的資料？ 

(A) 年資料和季資料(B) 年資料和月資料(C) 季資料和月資料(D) 

只有年資料。 

(B) 45.  在「國民所得統計資料庫」(NA.bnk) 中，檢索代號 CGDEF 代表「國

內生產毛額」中的「食品消費」。試問 GGDEF屬於哪個消費類別？ 

(A) 民間消費 (B) 政府消費 (C) 企業消費 (D) 個人消費。 

(C) 46.  關於 NA.bnk 下列何者錯誤？ (A) 全名為台灣地區國民所得統計資

料庫 (B) National Accounts 的簡稱 (C) 只有提供年資料 (D) 同時

提供年資料與季資料。 

(C) 47.  台灣地區國民所得統計資料庫 NA.bnk，原始單位提供者是 (A) 財政

部統計處 (B) 經濟部統計處 (C) 行政院主計處 (D) 內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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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48.  由行政院主計處發布的國民所得統計資料,每年發布幾次？ (A) 1

次 (B) 2次 (C) 3次 (D) 4次 

(C) 49.  下列關於完整名稱為 na:gdp01.q 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 bankname 為 na 

(B) versionname 指的是季資料 (C) 和 ind:j22.m 是屬於相同.bnk 

(D) objectname 為 gdp01。 

(D) 50.  AREMOS 台灣地區國民所得統計資料庫當中，為了要區別名目和

實質（按九十年固定價格計算），所有實質項目會在名目資料的檢

索代號後加上: (A) @ (B) @90 (C) 90 (D) 01。 

(A) 51.  有關於台灣地區國民所得統計資料庫 NA.bnk 中「年資料」與 「季

資料」資料筆數的敍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年資料共 1757 筆，

季資料共 289 筆 (B)年資料共 289 筆，季資料共 1757 筆 (C) 

兩者資料皆為 1757 筆 (D) 兩者資料皆為 289 筆。 

(A) 52.  在「國民所得統計資料庫」(NA.bnk) 中，檢索代號的開頭英文字母 

CP 代表 (A) 民間消費 (B) 政府消費 (C) 貨品及勞務輸出 (D) 貨

品及勞務輸入。 

(B) 53.  在「國民所得統計資料庫」(NA.bnk) 中，檢索代號的開頭英文字母 

CG 代表 (A) 民間消費 (B) 政府消費 (C) 貨品及勞務輸出 (D) 貨

品及勞務輸入。 

(C) 54.  在「國民所得統計資料庫」(NA.bnk) 中，檢索代號的開頭英文字母 EX 

代表 (A) 民間消費 (B) 政府消費 (C) 貨品及勞務輸出 (D) 貨品及

勞務輸入。 

(D) 55.  在「國民所得統計資料庫」(NA.bnk) 中，檢索代號的開頭英文字母 M 

代表 (A) 民間消費 (B) 政府消費 (C) 貨品及勞務輸出 (D) 貨品及

勞務輸入。 

(D) 56.  在「國民所得統計資料庫」(NA.bnk) 中，檢索代號的開頭英文字母 

IFIX 代表 (A) 民間消費 (B) 政府消費 (C) 貨品及勞務輸出 (D) 

固定資本形成。 

(A) 57.  在「國民所得統計資料庫」(NA.bnk) 中，檢索代號 GDPFOOD 代表

「國內生產毛額」按行業別分類中的「食品及飲料業」。試問

GDPTEXT 是代表那個行業？ (A) 紡織 (B) 木竹食品 (C) 傢俱 

(D) 橡膠製品。 

(B) 58.  在「國民所得統計資料庫」(NA.bnk) 中，檢索代號 GDPFOOD 代表

「國內生產毛額」按行業別分類中的「食品及飲料業」 。試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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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WOOD 是代表那個行業？ (A) 紡織 (B) 木竹食品 (C) 傢俱 

(D) 橡膠製品。 

(C) 59.  在「國民所得統計資料庫」(NA.bnk) 中，檢索代號 GDPFOOD 代表

「國內生產毛額」按行業別分類中的「食品及飲料業」。試問

GDPFURN 是代表那個行業？ (A) 紡織 (B) 木竹食品 (C) 傢俱 

(D) 橡膠製品。 

(D) 60.  在「國民所得統計資料庫」(NA.bnk) 中，檢索代號 GDPFOOD 代表

「國內生產毛額」按行業別分類中的「食品及飲料業」。試問 GDPRUB

是代表那個行業？ (A) 紡織 (B) 木竹食品 (C) 傢俱 (D) 橡膠製

品。 

＊＊ 有關 IND.bnk  

(B) 61.  下列何者是「台灣地區工業生產統計資料庫」的電腦檔名？ (A) 

NA.bnk (B) IND.bnk (C) PRICE.bnk (D) TRADE.bnk。 

(B) 62.  台灣地區工業生產統計資料庫  IND.bnk 原始單位提供者是  (A) 

財政部統計處 (B) 經濟部統計處 (C) 行政院主計處 (D) 內政部

統計處。 

(C) 63.  AREMOS 台灣地區工業生產統計資料庫 (IND.bnk) 提供的資料

頻率為： (A) 年資料 (B) 年資料和季資料 (C) 年資料和月資料 

(D) 月資料。 

(A) 64.  要查詢工業生產指數需要開啟以下那個資料庫？  (A) IND (B) 

PRICE (C) AGR (D) WAGE。 

(C) 65.  經濟部發佈之工業生產統計大部分是指數型資料。試問在 IND.bnk 

中， 「製造業」 (Manufacturing) 工業生產指數之檢索代號是 (A) JA 

(B) JB  (C) JC  (D) JD。 

(B) 66.  試問在 IND.bnk 中， 「食品業」 工業生產指數之檢索代號是 (A) J07 

(B) J08  (C) J21  (D) J30。 

(C) 67.  有關於台灣地區工業生產統計資料庫 IND.bnk 檢索代號中所採用

的英文縮寫，何者正確？  

1. J：代表指數（index） 

2. JS：代表銷售量指數（index of Shipment） 

3. Q：代表生產品質（Quality） 

4.S$：代表銷售值（Shipment: value）  

 (A) 1234  (B) 123  (C) 124  (D)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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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68.  AREMOS 台灣地區工業生產統計資料庫 (IND.bnk) 提供經濟部

統計處編制「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工業生產統計年報」當中，台灣地

區工業生產方面之重要統計年與月資料。請問按七碼產品別提供的

產銷存量值資料不包括： (A) 生產量 (B) 銷售值 (C) 銷售量 (D) 

存貨值。 

(B) 69.  鮮奶的銷售量可經由以下那個資料庫查詢到？ (A) 物價統計 (B) 

工業生產 (C) 進出口貿易 (D) 台 灣 地 區批發、零售及餐飲

業動態統 計  資 料 庫 。  

(B) 70.  電視機的生產量可經由以下那個資料庫查詢到？ (A) 物價統計 

(B) 工業生產 (C) 進出口貿易 (D) 台 灣 地 區批發、零 售及

餐飲業動態統 計  資 料 庫 。  

(D) 71.  請問台灣地區工業生產統計資料庫中，不不不不可能有下列何項資訊？ (A) 

工業生產指數 (B) 製造業銷售量指數 (C) 公民營工業生產指數 

(D) 能源總需要 

(B) 72.  台灣地區工業生產統計資料庫中，若檢索代號 Q0812010 代表冷凍肉

類的生產量；那麼S0812010應代表？ (A) 冷凍肉類的生產指數 (B) 

冷凍肉類的銷售量 (C) 冷凍肉類的銷售值 (D) 醃漬食品的銷售量。 

(C) 73.  台灣地區工業生產統計資料庫中，若檢索代號 Q0812010 代表冷凍肉

類的生產量；那麼 S$0812010 應代表？ (A) 冷凍肉類的生產指數 

(B) 冷凍肉類的銷售量 (C) 冷凍肉類的銷售值 (D) 醃漬食品的銷

售量。 

(C) 74.  在「工業生產統計資料庫」(IND.bnk) 中含有細到 7 位數字行業分類

的產銷統計。例如檢索代號 Q2611120 為「晶圓代工 (8 吋以下)」

的生產量統計。試問 S$2611120 是指「晶圓代工 (8吋以下)」的何

項統計？ (A) 生產指數 (B) 銷售量 (C) 銷售值 (D) 存量。 

(B) 75.  在「工業生產統計資料庫」(IND.bnk) 中含有細到 7 位數字行業分類

的產銷統計。例如檢索代號 Q2611120 為「晶圓代工 (8 吋以下)」

的生產量統計。試問 S2611120 是指「晶圓代工 (8 吋以下)」的何

項統計？ (A) 生產指數 (B) 銷售量 (C) 銷售值 (D) 存量。 

(D) 76.  在「工業生產統計資料庫」(IND.bnk) 中含有細到 7 位數字行業分類

的產銷統計。例如檢索代號 Q2611120 為「晶圓代工 (8 吋以下)」

的生產量統計。試問 INV2611120 是指「晶圓代工 (8 吋以下)」的

何項統計？ (A) 生產指數 (B) 銷售量 (C) 銷售值 (D) 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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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 T RADE. b n k  

(D) 77.  下列何者是「台灣地區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庫」的電腦檔名？ (A) 

QNET.bnk (B) MAN.bnk (C) PRICE.bnk (D) TRADE.bnk 

(A) 78.  台灣地區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庫 TRADE.bnk 原始單位提供者是 

(A) 財政部統計處  (B) 經濟部統計處  (C) 行政院主計處  (D) 

中央銀行經研處 

(C) 79.  以進出口貿易統計月報為主體建成的資料庫為以下那一個   (A) 

WAGE (B) PRICE (C) TRADE (D) FSM 

(C) 80.  台灣與世界各國往來的進出口貿易值,由以下那個單位發布？ (A) 

行政院主計處 (B) 經建會 (C) 財政部 (D) 立法院 

(D) 81.  我國對美國的進出口貿易值,可由以下那個資料庫找到？ (A) IND 

(B) PRICE (C) NA (D) TRADE 

(C) 82.  在臺灣地區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庫 (TRADE.bnk) 中， EX 代表出

口， M 代表進口，後面常接「@國家代碼」來代表臺灣與各國間的

進出口貿易值。試問 EX@158 為臺灣出口到那個國家的檢索代號？ 

(A) 南韓  (B) 美國  (C) 日本  (D) 新加坡。 

(B) 83.  試問在 TRADE.bnk 中， M@111 為臺灣從那個國家進口的檢索代

號？ (A) 南韓  (B) 美國  (C) 日本  (D) 新加坡。 

(B) 84.  AREMOS 台灣地區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庫中，資料檢索代號若以

「$」結尾者表示： (A) 以新台幣表示之貿易值 (B) 以美元表示

之貿易值 (C) 以上皆是 (D) 以上皆非 

(C) 85.  AREMOS 台灣地區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庫，其資料更新頻率基本

是： (A) 每年 (B) 每季 (C) 每月 (D) 不定期 

(C) 86.  黃豆的進口值可經由以下那個資料庫查詢到？ (A) 物價統計 (B) 

工業生產 (C) 進出口貿易 (D) 台 灣 地 區批發、零售及餐飲

業動態統 計 資 料 庫  

(B) 87.  若您想研究「歐盟 27 國對台灣的進出口值」資料，可在下列何項資

料庫找到所需要的時間序列資料？ (A) 台灣地區景氣指標資料庫 

(B) 台灣地區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庫 (C) 台灣地區國民所得資料庫 

(D) 台灣地區工業生產統計資料庫 

(D) 88.  AREMOS 「台灣地區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庫」的資料來源是？ (A) 

經濟部能源委員會 「能源統計月報」 (B) 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 「中

華民國台灣地區國際收支平衡表季報」 (C) 台灣期貨交易所 (D) 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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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統計處「中華民國台灣地區進出口貿易統計月報」 

(B) 89.  有關於台灣地區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庫 TRADE.bnk 檢索代號中所採

用的英文縮寫，何者正確？  

1. J：代表指數（index） 

2. JQ：數量指數 (Quantum index) 

3. EX：代表出口值(value of EXports) 

4. UVJ：單位價值指數 (Unit Value index)  

 (A) 1234  (B) 123  (C) 124  (D) 234。 

(A) 90.  在「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庫」(TRADE.bnk) 中有臺灣與世界各國之

進出口貿易統計月資料。例如 EX@111 是「臺灣出口到美國 (以臺

幣計)」， EX@111$ 則是「臺灣出口到美國 (以美元計)」。試問「臺

灣出口到日本(以臺幣計)」的檢索代號應該是： (A) EX@158 (B) 

EX@158$  (C) M@158  (D) M@158$。 

(D) 91.  在「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庫」(TRADE.bnk) 中有臺灣與世界各國之

進出口貿易統計月資料。例如 EX@111 是「臺灣出口到美國 (以臺

幣計)」， EX@111$ 則是「臺灣出口到美國 (以美元計)」。試問「臺

灣從日本進口(以美元計)」的檢索代號應該是： (A) EX@158 (B) 

EX@158$  (C) M@158  (D) M@158$。 

(A) 92.  在「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庫」(TRADE.bnk) 中有臺灣與世界各國之

進出口貿易統計月資料。例如 EX@111 是「臺灣出口到美國 (以臺

幣計)」， EX@111$ 則是「臺灣出口到美國 (以美元計)」。試問「臺

灣出口到南韓(以美元計)」的檢索代號應該是： (A) EX@542$ (B) 

EX@924$  (C) EX@576$  (D) EX@112$。 

(B) 93.  在「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庫」(TRADE.bnk) 中有臺灣與世界各國之

進出口貿易統計月資料。例如 EX@111 是「臺灣出口到美國 (以臺

幣計)」， EX@111$ 則是「臺灣出口到美國 (以美元計)」。試問「臺

灣出口到中國大陸(以美元計)」的檢索代號應該是： (A) EX@542$ 

(B) EX@924$  (C) EX@576$  (D) EX@112$。 

(D) 94.  在「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庫」(TRADE.bnk) 中有臺灣與世界各國之

進出口貿易統計月資料。例如 EX@111 是「臺灣出口到美國 (以臺

幣計)」， EX@111$ 則是「臺灣出口到美國 (以美元計)」。試問「臺

灣出口到英國(以美元計)」的檢索代號應該是： (A) EX@542$ (B) 

EX@924$  (C) EX@576$  (D) EX@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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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95.  在「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庫」(TRADE.bnk) 中有臺灣與世界各國之

進出口貿易統計月資料。例如 EX@111 是「臺灣出口到美國 (以臺

幣計) 」， EX@111$ 則是「臺灣出口到美國 (以美元計)」。試問「臺

灣出口到新加坡 (以美元計)」的檢索代號應該是： (A) EX@542$ (B) 

EX@924$  (C) EX@576$  (D) EX@112$。 

＊＊ 有關 MAN. b n k  

(B) 96.  下列何者是「台灣地區人力資源統計資料庫」的電腦檔名？ (A) 

QNET.bnk (B) MAN.bnk (C) PRICE.bnk (D) TRADE.bnk 

(C) 97.  台灣地區人力資源統計資料庫 MAN.bnk 原始單位提供者是 (A) 

財政部統計處 (B) 經濟部統計處 (C) 行政院主計處 (D) 中央銀

行經研處。 

(C) 98.  有關於人力資源統計資料方面幾項主要觀念，在資料庫中採用其所

常用的英文縮寫下列何者為非？ (A) N: 人口  (population) (B) 

LF: 勞動力 (Labor Force) (C) EI: 就業指數 (Employed index) 

(D) 以上皆是 

(A) 99.  台灣地區人口、勞動力、就業、失業等重要統計資料可在下列何者

資料庫查詢？  (A) MAN.bnk  (B) WAGE.bnk  (C) MFP.bnk 

(D) PRICE.bnk 

(C) 100.  AREMOS 資料庫之檢索代號設定，傳統上以英文字母 R 代表某

種「率」 (rate)，如失業率、利率、匯率等。試問在 MAN.bnk 中，

臺灣「失業率」之檢索代號為 (A) RM  (B) RX (C) RU (D) RPT。 

(A) 101.  有關於台灣地區人力資源統計資料庫，檢索代號中所採用的英文縮

寫，何者正確？  

1. N：人口(population) 

2. LF：勞動力(Labor Force) 

3. E：就業人數(labor force Employed) 

4. RPT：勞動參與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A) 1234  (B) 123  (C) 124  (D) 234。 

(D) 102.  在人力資源統計資料庫下要檢索失業率的資料需鍵入 RU，請問

RU 為失業率的？  (A) 中文長名  (B) 中文短名  (C) 英文長名 

(D) 英文短名。 

(D) 103.  台灣地區人力資源統計資料庫，若檢索代號 EIND 代表「工業人

口總計」； ESV 應代表？ (A) 農業人口總計 (B) 製造業人口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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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C) 林、漁業人口總計 (D) 服務業人口總計。 

(C) 104.  若您為某某公司的業務部門經理，正著手於某新產品的市場調查報

告，若您想以人口變數作為市場區隔的關鍵因子，因此您需要「台灣

地區的就業狀況、年齡組成、各縣市的成年人口」資料，請問您可以

利用 AREMOS 的何項資料庫找到相關的資料？ (A) 中華民國內政

統計資料庫 (B) 台灣地區批發、零售及餐飲業動態統計資料庫 (C) 

台灣地區人力資源統計資料庫 (D) 台灣地區多因素生產力統計資料

庫  

(D) 105.  若您打算研究台灣各縣市的就業情況，請問「雲林縣的勞動力就業者」

資料可於下列何項資料庫查詢得知？ (A) 台灣地區進出口貿易統計

資料庫 (B) 台灣地區國民所得統計資料庫 (C) IMF 國際金融統計資

料庫 (D) 台灣地區人力資源統計資料庫。 

＊＊ 有關 OECDR.bnk、OECDC.bnk、OECDO.bnk 及 ENG.bnk 

(A) 106.  AREMOS 台灣地區之能源統計資料庫，下列何者屬之？ 

1. OECDR.bnk 

2. OECDC.bnk 

3. OECDO.bnk 

4. ENG.bnk 

 (A) 1234  (B) 123  (C) 124  (D) 234。 

(B) 107.  中油公司的各類汽柴油產品批售牌價的月資料，可以從那一個資料

庫檔案查得？  (A) CI.bnk (B) ENG.bnk (C) OECDR.bnk (D) 

PRICE.bnk。 

(D) 108.  台灣地區能源統計資料庫 ENG.bnk 原始單位提供者是 (A) 財政

部統計處 (B) 經濟部統計處  (C) 行政院主計處  (D) 經濟部能

源局。 

(A) 109.  AREMOS 台灣地區能源統計資料庫中，OECD 格式之能源平衡

表其檢索代號組成方式為:「開頭字母 + 行數 + ＠ + 列數」，若

開頭字母為 OR、OC、OO，分別代表資料的單位依序為： (A) 原

始單位、熱值單位、油當量單位 (B) 原始單位、油當量單位、熱

值單位 (C) 油當量單位、原始單位、熱值單位 (D) 熱值單位、油

當量單位、原始單位。 

(B) 110.  AREMOS 台灣地區能源統計資料庫中，OECD 格式之能源平衡

表的年資料可往前追溯到： (A) 1945 年 (B) 1954 年 (C)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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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D) 以上皆非。 

(A) 111.  以下何者非非非非能源統計資料庫？  (A) OECD (B) OECDR (C) 

OECDC (D) OECDO 

＊＊ 有關 EDU.BNK 

(B) 112.  下列何者是「中華民國教育統計資料庫」的電腦檔名？  (A) 

QNET.bnk (B) EDU.bnk (C) PRICE.bnk (D) TRADE.bnk。 

(A) 113.  中華民國教育統計資料庫 EDU.bnk，原始單位提供者是 (A) 教育

部統計處 (B) 經濟部統計處 (C) 行政院主計處 (D) 中央銀行經

研處。 

(B) 114.  AREMOS 中華民國教育統計資料庫的資料起始最早可追溯到: (A) 

1945 (B) 1950 (C) 1958 (D) 1976。 

(A) 115.  AREMOS 中華民國教育統計資料庫的資料頻率是 : (A) 年資料 

(B) 季資料 (C) 年資料和月資料 (D) 年資料和季資料。 

(D) 116.  私立各級教育經費支出總額，可在下列那一個資料庫查詢? (A) 

TRADE.bnk (B) COMP.bnk (C) IND.bnk (D) EDU.bnk。 

(D) 117.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各級學校之校數、教師、職員、學生、畢業生、

就業率、教育經費支出等統計資料，應在下列那一個資料庫查詢? 

(A) TRADE.bnk (B) COMP.bnk (C) IND.bnk (D) EDU.bnk。 

(D) 118.  檢索代號「 NSCH@UNIV」代表大學學校校數的時間序列資料可

在下列何者資料庫找到？  (A) TRADE.bnk (B) COMP.bnk (C) 

IND.bnk (D) EDU.bnk。 

(D) 119.  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毛額比率，可在下列那一個資料庫查詢? (A) 

TRADE.bnk (B) COMP.bnk (C) IND.bnk (D) EDU.bnk。 

(D) 120.  中華民國教育統計資料庫，若檢索代號 NSCH@ELEM 是代表「國

民小學學校校數」；那麼 NTEA@JHIGH 應代表？ (A) 專科學校學

生人數 (B) 國民小學專任教師人數 (C) 國民中學學校校數 (D) 

國民中學專任教師人數。 

＊＊ 有關 WAGE.bnk 

(B) 121.  下列何者是「台灣地區薪資與生產力統計資料庫」的電腦檔名？ 

(A) QNET.bnk (B) WAGE.bnk (C) EDU.bnk  (D) TRADE.bnk。 

(B) 122.  台灣地區薪資與生產力統計資料庫 WAGE.bnk，原始單位提供者

是  (A) 財政部統計處  (B) 行政院主計處  (C) 經濟部統計處 

(D) 中央銀行經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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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23.  台灣地區各業受雇員工人數，每人每月平均工作時數、平均薪資、

平均薪資指數、勞動生產力指數、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等統計是

那一個資料庫檔案的內容？  (A) MAN.bnk (B) WAGE.bnk (C) 

MFP.bnk (D) PRICE.bnk。 

(A) 124.  有關於台灣地區薪資與生產力統計資料庫，檢索代號中所採用的英

文縮寫，何者正確？  

1. EP：受雇員工人數(Employees on Payrolls ) 

2. AH：每人每月平均工作時數(Average monthly working Hours) 

3. AE：受雇員工平均薪資(Average Earnings of employees) 

4. JLP：勞動生產力指數 (Index of Labor Productivity)  

     (A) 1234  (B) 12 (C) 24  (D) 34。 

(B) 125.  台灣地區薪資與生產力統計資料庫，若檢索代號 EP@FOOD 是

代表「食品製造業受雇員工人數」；那麼 EP@TEXT 應代表？ (A) 

製造業受雇員工人數 (B) 紡織業受雇員工人數 (C) 食品製造業

勞動生產力指數 (D) 紡織業勞動生產力指數。 

(D) 126.  在「薪資與生產力統計資料庫」 (WAGE.bnk) 中含有製造業各行業

之平均薪資，例如檢索代號 AE@FOOD 代表「食品製造業之平均

月薪」(Average Earnings)。試問「紡織業」之平均月薪的檢索代號

是 ： (A) AE@PLA (B) AE@WOOD (C) AE@CHEMP (D) 

AE@TEXT。 

(A) 127.  在「薪資與生產力統計資料庫」 (WAGE.bnk) 中含有製造業各行業

之平均薪資，例如檢索代號 AE@FOOD 代表「食品製造業之平均

月薪」(Average Earnings)。試問「塑膠製品業」之平均月薪的檢索

代號是： (A) AE@PLA (B) AE@WOOD (C) AE@CHEMP (D) 

AE@TEXT。 

(C) 128.  在「薪資與生產力統計資料庫」 (WAGE.bnk) 中含有製造業各行業

之平均薪資，例如檢索代號 AE@FOOD 代表「食品製造業之平均

月薪」(Average Earnings)。試問「化學製品業」之平均月薪的檢索

代號是： (A) AE@PLA (B) AE@WOOD (C) AE@CHEMP (D) 

AE@TEXT。 

(B) 129.  在「薪資與生產力統計資料庫」 (WAGE.bnk) 中含有製造業各行業

之平均薪資，例如檢索代號 AE@FOOD 代表「食品製造業之平均

月薪」(Average Earnings)。試問「木竹製品業」之平均月薪的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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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是： (A) AE@PLA (B) AE@WOOD (C) AE@CHEMP (D) 

AE@TEXT。 

＊＊ 有關 MFIN.bnk、GOVT.bnk 與 TAX.bnk 

(A) 130.  AREMOS 中華民國財稅統計資料庫，以統計期刊「中華民國台灣

地區財政統計月報」為基礎所建的資料庫，電腦檔名為？ (A) MFIN  

(Monthly statistics of FINance) (B) GOVT (C) TAX (D) 以上皆非。 

(B) 131.  AREMOS 中華民國財稅統計資料庫，以統計期刊「中華民國財政 

統計年報」為基礎所建的資料庫，電腦檔名為？  (A) MFIN  

(Monthly statistics of FINance) (B) GOVT (C) TAX (D) 以上皆非。 

(C) 132.  AREMOS 中華民國財稅統計資料庫，以統計期刊「中華民國賦稅

統計年報」為基礎所建的資料庫，電腦檔名為？  (A) MFIN  

(Monthly statistics of FINance) (B) GOVT (C) TAX (D) 以上皆非。 

(A) 133.  下列何者不不不不屬於「中華民國財稅統計資料庫」？ (A) QNET.bnk (B) 

GOVT.bnk (C) MFIN.bnk (D) TAX.bnk。 

(D) 134.  下列那一個不不不不是 AREMOS中華民國財稅統計資料庫之資料來源所

屬統計期刊？  (A) 中華民國賦稅統計年報 (B) 中華民國台灣地

區財政統計月報 (C) 中華民國財政統計年報 (D) 中華民國台灣

地區進出口貿易統計月報。 

(A) 135.  中華民國財稅統計資料庫，對於政府支出及稅收統計方面幾項主要

觀念  (concepts)，採用一些英文字母來做為檢索代號的開頭字

母，列何者正確？ 

1. R：收入 (Revenues) 

2. E:  支出 (Expenditures) 

3. SD：餘絀 (Surplus or Deficit) 

4. B： 結存 (Balancae) 

    (A) 1234  (B) 12 (C) 24  (D) 34。 

(D) 136.  遺產與贈與稅自民國 98年起調降稅率為 10%，有些學者認為稅率的

調降可大幅增加稅基，因此全國的總遺贈稅收得以增加？請問您可以

從何資料庫找到相關的稅收資料以驗證學者的假設是否成立？ (A) 

GOVT.bnk  (B) NA.bnk  (C) IFS.bnk  (D) TAX.bnk。 

＊＊ 有關 PRICE.bnk 

(C) 137.  下列何者是「台灣地區物價統計資料庫」的電腦檔名？  (A) 

QNET.bnk (B) TAX.bnk (C) PRICE.bnk (D) CI.b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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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38.  台灣地區物價統計資料庫 PRICE.bnk 原始單位提供者是： (A) 

財政部統計處 (B) 經濟部統計處  (C) 行政院主計處  (D) 中央

銀行經研處 

(C) 139.  要查詢物價統計資料庫的資料需要開啟以下那個資料庫？  (A) 

IND (B) AGR (C) PRICE (D) WAGE。 

(C) 140.  在「物價統計資料庫」 (PRICE.bnk) 中檢索代號 CPI 是代表「消

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試問「躉售物價指數」的

檢索代號應該是： (A) XPI  (B) MPI  (C) WPI  (D) CCI。 

(A) 141.  在「物價統計資料庫」 (PRICE.bnk) 中檢索代號 CPI 是代表「消

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試問「出口物價指數」的

檢索代號應該是： (A) XPI  (B) MPI  (C) WPI  (D) CCI。 

(D) 142.  在「物價統計資料庫」 (PRICE.bnk) 中含有「營造工程物價指數」

資料。試問這些資料的檢索代號開頭字母是： (A) CPI  (B) MPI 

(C) WPI (D) CCI。 

＊＊ 有關 TRANS.bnk 

(D) 143.  ARE MO S「 中 華民國交通統 計 資 料 庫 」 之檔名 為 :  ( A )  

MAN.bnk  (B) WAGE.bnk  (C) MFP.bnk  (D) TRANS.bnk。 

(A) 144.  中華民國交通統計資料庫  TRANS.bnk 原始單位提供者是  (A) 

交通部統計處 (B) 經濟部統計處 (C) 行政院主計處 (D) 中央銀

行經研處。 

(D) 145.  中 正 國 際 機場營運總 計每日平均起降架次數， 可 在 下

列 何 資 料 庫 檢 索 ？  ( A )  MAN.bnk  (B) WAGE.bnk  (C) 

MFP.bnk  (D) TRANS.bnk。 

(A) 146.  中華民國交通統計資料庫，若檢索代號 VIS@KOR 是代表「從韓

國來華旅客人次」；那麼從「日本來華旅客人次」的檢索代號為？ 

(A) VIS@JAP (B) VIS@MALA (C) VIS@AUST (D) 以上皆非。 

(C) 147.  台灣地區觀光旅館家數可經由以下那個資料庫查詢到？ (A) 物價

統計 (B) 內政統計 (C) 交通統計 (D) 台 灣 地 區批發、零售

及餐飲業動態統 計 資 料 庫  

＊＊ 有關 AGR.bnk 

(C) 148.  AREMOS 「台灣地區農業統計資料庫」之檔名為: (A) MAN.bnk 

(B) WAGE.bnk  (C) AGR.bnk  (D) TRANS.bnk。 

(C) 149.  下 列 何 者 為 行 政 院農業委員會 所 發 佈 的 台 灣 地 區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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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面 之 重 要 統 計 資 料 庫 :  ( A )  IND (B) PRICE (C) AGR (D) 

WAGE。 

(C) 150.  要查詢稻穀每年總產量資料需要開啟以下那個資料庫？ (A) IND 

(B) PRICE (C) AGR (D) WAGE。 

＊＊ 有關 DGBAS.bnk、CEPD.bnk、IEAS.bnk、CIER.bnk、TIER.bnk 

(C) 151.  AREMOS 台灣總體經濟預測資料庫當中，不同機構預測資料配對

所屬資料庫名稱，何者為非非非非？ (A) 行政院主計處：DGBAS.bnk (B) 

台灣經濟研究院：TIER.bnk (C)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CIER.bnk 

(D)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國家建設計畫：CEPD.bnk 

(C) 152.  AREMOS 台灣總體經濟預測資料庫當中那一個只有年預測資

料？ (A) TRI.bnk (B) DGBAS.bnk (C) CEPD.bnk (D) CIER.bnk。 

(C) 153.  AREMOS 台灣總體經濟預測資料庫中，依預測機構之不同共分幾

個電腦檔(.bnk)？ (A) 4 (B) 5 (C) 6 (D) 7。 

＊＊ 有關 MFP.bnk 

(D) 154.  下列何者是「台灣地區多因素生產力統計資料庫」的電腦檔名？ 

(A) QNET.bnk (B) MAN.bnk (C) PRICE.bnk (D) MFP.bnk。 

(A) 155.  台灣地區多因素生產力統計資料庫原始單位提供者是 (A) 行政院

主計處 (B) 經濟部統計處 (C) 交通部統計處  (D) 中央銀行經

研處。 

＊＊ 有關 FSM.bnk 

(B) 156.  下列何者是「台灣地區金融統計資料庫」的電腦檔名？  (A) 

QNET.bnk (B) FSM.bnk (C) PRICE.bnk (D) TRADE.bnk 

(C) 157.  AREMOS 台灣地區金融統計資料庫 (FSM.bnk) 的資料來源「中

華民國台灣地區金融統計月報」，其資料發布單位是？ (A) 行政院

主計處 (B) 財政部統計處 (C) 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 (D) 以上皆

非。 

(B) 158.  台灣外匯存底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也公布在「臺灣地

區金融統計資料庫」(FSM.bnk) 中表 1「重要金融指標」。試問此

筆資料的檢索代號是  (A) M2  (B) FORRES  (C) PASTDUE 

(D) CPICH。 

(B) 159.  在 FSM.bnk 中，RMBL@1ST 是 「第一銀行基準利率」(Base 

Lending Rate) 之檢索代號，其中 1st 代表 「第一銀行」 。試問 「臺

灣 銀 行基準利率」 之 檢 索 代 號 為  (A) RMBL@CT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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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BL@BOT  (C) RMBL@HNCB  (D) RMBL@CHCB。 

(C) 160.  在 FSM.bnk 中，RMBL@1ST 是 「第一銀行基準利率」(Base 

Lending Rate) 之檢索代號，其中 1st 代表 「第一銀行」。試問「華

南商業銀行基準利率」之檢索代號為  (A) RMBL@CTB  (B) 

RMBL@BOT  (C) RMBL@HNCB  (D) RMBL@CHCB。 

(A) 161.  您正在作一份關於利率預測與評價假說的研究報告，需要「台灣銀行

定期存款一年期的固定利率」資料，請問您可於下列何種資料庫找到

您所需要的資料？ (A) 台灣地區金融統計資料庫 (B) 台灣櫃檯買

賣統計資料庫 (C) 中華民國內政統計資料庫 (D) 台灣地區景氣指

標資料庫。 

(B) 162.  FSM.bnk 沒有提供下列何種頻率的資料？ (A) Annual (B) Weekly 

(C) Monthly (D) Quarterly。 

(A) 163.  若您需要「第一銀行的美金存款牌照利率」，則可在下列何項資料庫

中找到所需資訊？ (A) 台灣地區金融統計資料庫 (B) 台灣地區國

際收支平衡表資料庫 (C) 台灣地區國民所得統計資料庫 (D) IMF 國

際金融統計資料庫。 

(C) 164.  請問「台灣地區金融統計資料庫」中，不可能有下列何項資訊？ (A) 

金融機構準備金 (B) 貨幣總計數 M2  (C) 日本銀行的日圓貨幣供

給數 (D) 美元兌新台幣遠期匯率。 

＊＊ 有關 AAL.bnk、FOF.bnk 

(C) 165.  AREMOS 台灣地區資金流量統計資料庫，以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

所提供，「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公民營企業資金狀況調查結果報告」

為基礎所建的資料庫，電腦檔名為？ (A) TRI.bnk (B) FSM.bnk (C) 

ALL.bnk (D) FOF.bnk。 

(D) 166.  AREMOS 台灣地區資金流量統計資料庫，以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

所提供，「中華民國台灣地區資金流量統計」為基礎所建的資料庫，

電腦檔名為？  (A) TRI.bnk (B) FSM.bnk (C) ALL.bnk (D) 

FOF.bnk。 

(D) 167.  台灣地區資金流量資料庫 FOF.bnk 原始單位提供者是 (A) 財政

部統計處 (B) 經濟部統計處  (C) 行政院主計處  (D) 中央銀行

經研處。 

(A) 168.  下列何者有提供 Semiannual（半年頻率）資料？ (A) AAL.bnk (B) 

IND.bnk (C) FSM.bnk (D) IFS.b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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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 BOP.bnk 

(D) 169.  台灣地區國際收支平衡表統計資料庫的名稱為： (A) INS.bnk (B) 

COMP.bnk (C) IND.bnk (D) BOP.bnk。 

(D) 170.  台灣地區國際收支平衡表統計資料庫 BOP.bnk 原始單位提供者

是 (A) 交通部統計處 (B) 經濟部統計處 (C) 行政院主計處 (D) 

中央銀行經研處。 

＊＊ 有關 IFS.bnk 

(A) 171.  AREMOS 台灣地區 IMF IFS 格式金融統計資料庫，電腦檔案名

稱為： (A) IFS.bnk (B) COMP.bnk (C) IND.bnk (D) BOP.bnk。 

(B) 172.  國際貨幣基金會 IMF 國際金融 IFS 統計資料庫原始單位提供者是 

(A) Global Insight  (B) IMF  (C) 行政院主計處  (D) 經濟資訊

推廣中心。 

(B) 173.  IFS.bnk 是中央銀行根據下列何者的格式編算之統計資料？ (A) 

OECD (B) IMF (C) 美國聯邦銀行 (D) 行政院主計處。 

(B) 174.  臺灣目前不是 IMF 會員國，統計資料並不公佈在 IMF.bnk 裡。

但我們的中央銀行繼續以 IMF格式發佈金融統計，在 AREMOS 資

料庫群中取名為 IFS.bnk。試問臺灣的外匯存底在 IFS.bnk 中的

檢索代號為 (A) L1L&D  (B) L1D&D  (C) L1AD  (D) L1AND。 

＊＊ 有關 STOCK00.bnk、STOCK90.bnk、STOCK80.bnk、 STOCK70.bnk、

TSE.bnk 

(A) 175.  AREMOS 台灣股票市場統計資料庫當中，證券交易所每日公布之

「證券行情表」的資料，其日資料最早可追溯到: (A) 1971年 1月

1日 (B) 1980年 1月 1日 (C) 1990年 1月 1日 (D) 2000年 1月

1日 

(C) 176.  下列關於台灣股票市場統計資料庫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 包含 TSE.bnk 

(B)  STOCK90.bnk提供日資料 (C) STOCK80.bnk提供季資料 (D) 

TSE.bnk 提供年資料。 

(C) 177.  若想獲得今年初以來台灣地區上市公司個股每日之開、高、低、收

價格，每日之成交量、成交值、成交筆數、本益比，以及各項加權

指數資料，可以查詢下列那一個資料庫？  (A) OTC.bnk (B) 

STOCKRR.bnk (C) STOCK00.bnk (D) TSE.bnk 

(A) 178.  AREMOS 台灣股票市場統計資料庫系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含證

券交易所每日公布之「證券行情表」 (STOCK00, STOCK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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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80, STOCK70)；第二部分含證券交易所每年出版之「台灣

證券交易所證券統計資料」內之統計」(TSE, TSE80D)請問「成交

總股數」或「成交總金額」之 2000年後的日資料，要到那個資料

庫查詢？ (A) STOCK00.bnk (B) STOCK90.bnk (C) TSE.bnk (D) 

TSE80D.bnk 

(A) 179.  台積電的每日收盤價格可以經由以下那個資料庫查詢到？ (A) 股

票市場統計資料庫 (B) 物價統計 (C) 櫃台買賣統計資料庫 (D) 

期貨統計資料庫。 

(B) 180.  AREMOS 台灣股票市場統計資料庫系統中證券交易所每日公布之

「證券行情表」由於資料量龐大，分為 STOCK00、STOCK90、

STOCK80、STOCK70 四個檔案儲存，其區分是依照？ (A) 產業

別 (B) 時間區間 (C) 證交所編碼  (D) 以上皆非 

(A) 181.  股票市場統計資料庫的檢索代號是採組合方式，其中 「S1101@CL」

中的 「1101」代表 (A) 公司代碼 (B) 生日代號 (C) 公司密碼  (D) 

上市發行日 

(C) 182.  股票市場統計資料庫的檢索代號是採組合方式，其中 「S1301@OP」

中的 「OP」代表 (A) 收盤價  (B) 最高價  (C) 開盤價  (D) 最低

價。 

(A) 183.  在  STOCK00.bnk 中，試問  JS@CEM 為下列何者之分類指數 

(A) 水泥類  (B) 鋼鐵類  (C) 汽車類  (D) 航運類。 

(C) 184.  在 STOCK00.bnk 中，試問 JS@AUTO 為下列何者之分類指數 

(A) 水泥類  (B) 鋼鐵類  (C) 汽車類  (D) 航運類。 

(A) 185.  在 STOCK00.bnk 中，試問 JS@RUB 為下列何者之分類指數  (A) 

橡膠類  (B) 鋼鐵類  (C) 汽車類  (D) 航運類。 

(C) 186.  在 TSE.bnk 中有主要國際股市加權指數，如 JSEOUL 為韓國加權

股價指數。試問上海綜合指數之檢索代號為？ (A) JHK  (B) JSHEN 

(C) JSHANG  (D) JFRAN。 

(B) 187.  在 TSE.bnk 中有主要國際股市加權指數，如 JSEOUL 為韓國加權

股價指數。試問深圳綜合指數之檢索代號為？ (A) JHK  (B) JSHEN 

(C) JSHANG  (D) JFRAN。 

(A) 188.  在 TSE.bnk 中有主要國際股市加權指數，如 JSEOUL 為韓國加權

股價指數。試問香港恆生指數之檢索代號為？ (A) JHK  (B) JSHEN 

(C) JSHANG  (D) JF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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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89.  在 TSE.bnk 中有主要國際股市加權指數，如 JSEOUL 為韓國加權

股價指數。試問德國法蘭克福商銀指數之檢索代號為？ (A) JHK 

(B) JSHEN  (C) JSHANG  (D) JFRAN。 

(B) 190.  在 AREMOS 台灣股票市場統計資料庫中，試問「發行量加權股價

指數」的檢索代號是 (A) JB  (B) JS  (C) JMFG  (D) JW。 

＊＊ 有關 STOCKRR.bnk、STOCKRR7.bnk、 STOCKRR8.bnk、 

STOCKRR9.bnk 

(B) 191.  AREMOS 台灣上市公司股票報酬率統計資料庫中，含 1972 年 1 

月  1 日 -1979 年  12 月  31 日之日資料的檔案名稱為？  (A) 

STOCKRR.bnk (B) STOCKRR7.bnk (C) STOCKRR8.bnk (D) 

STOCKRR9.bnk。 

(C) 192.  AREMOS 台灣上市公司股票報酬率統計資料庫中，含 1980 年 1 

月  1 日 -1989 年  12 月  31 日之日資料的檔案名稱為？  (A) 

STOCKRR.bnk (B) STOCKRR7.bnk (C) STOCKRR8.bnk (D) 

STOCKRR9.bnk。 

(B) 193.  封閉式基金 (Closed-End Fund)如「鴻運」的報酬率，可以查詢下

列那一個資料資料庫？  (A) OTC.bnk (B) STOCKRR.bnk (C) 

STOCK00.bnk (D) TSE.bnk 

(B) 194.  指數股票型基金 (ETF)，如「台灣 50」的報酬率，可以查詢下列

那一個資料資料庫？  (A) OTC.bnk (B) STOCKRR.bnk (C) 

STOCK00.bnk (D) TSE.bnk 

(B) 195.  受益證券 (Beneficial Securities)，如「富邦 R1」的報酬率，可以

查詢下列那一個資料資料庫？ (A) OTC.bnk (B) STOCKRR.bnk 

(C) STOCK00.bnk (D) TSE.bnk 

(B) 196.  上市股票報酬統計資料庫的檢索代號是採組合方式，其中 

「S2330@MRR」中的 「MRR」代表  (A) 日報酬率  (B) 月報酬

率  (C) 年報酬率 (D) 季報酬率。 

(A) 197.  上櫃股票報酬統計資料庫的檢索代號是採組合方式，其中 

「OTC4103@DRR」中的 「DRR」代表  (A) 日報酬率  (B) 月報

酬率  (C) 年報酬率  (D) 季報酬率 

(C) 198.  上市股票報酬統計資料庫的檢索代號是採組合方式，其中 

「S2303@WRR」中的 「WRR」代表  (A) 日報酬率  (B) 月報酬

率 (C) 週報酬率  (D) 季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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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99.  上櫃股票報酬統計資料庫的檢索代號是採組合方式，其中 

「OTC4103@QRR」中的 「QRR」代表  (A) 日報酬率  (B) 月報

酬率  (C) 年報酬率  (D) 季報酬率。 

＊＊ COMP.bnk、COMPO.bnk、COMPH.bnk、COMPB.bnk、COMPT.bnk、

COMPS.bnk 

(C) 200.  AREMOS 台灣股票上市公司財務報表資料庫中，含 「金融控股

業」類上市公司之母公司 (Holding) 財報資料，其電腦檔案名稱

為？  (A) COMP.bnk (B) COMPO.bnk (C) COMPH.bnk (D) 

COMPT .bnk。 

(B) 201.  台灣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之一般產業股 (非非非非金融保險業) 公司之

年度財務報表資料，可以從下列那一個資料庫檔案查到？  (A) 

STOCK00.bnk (B) COMP.bnk (C) TSE.bnk (D) COMPB.bnk。 

(B) 202.  金融控股業上市公司之「合併報表」資料，可以從下列那一個資料

庫檔案查到？ (A) COMP.bnk (B) COMPO.bnk (C) COMPH.bnk 

(D) COMPT.bnk。 

(A) 203.  AREMOS 台灣股票上市公司財務報表資料庫中，含「證券業」

(Securities)類之上市公司財報資料，其電腦檔案名稱？  (A) 

COMPS.bnk (B) COMPO.bnk (C) COMPH.bnk (D) COMPT .bnk。 

(D) 204.  ̀ AREMOS 台灣股票上市公司財務報表資料庫，提供台灣證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公司資產、負債、損益、股利、股東權益、現金流量等

財務報表資料，並因應某些產業之財務報表表達揭露有特殊規定，

將資料庫按業別分六大部分，請問下列那一個產業自成一個獨立的

資料庫檔案？ (A) 金控業 (B) 保險業 (C) 證券業 (D) 以上皆是 

(D) 205.  AREMOS 台灣股票上市公司財務報表資料庫中包含下列那種財務

報表資料？  (A) 每股股利  (B) 現金流量表科目  (C) 股東權益 

(D) 以上皆是。 

(C) 206.  以下何者非非非非台灣股票上市公司財務報表資料庫？ (A) COMP (B) 

COMPS  (C) OTCCOMP  (D) COMPH。 

(D) 207.  AREMOS 台灣股票上市公司財務報表資料庫中，檢索代號其組成原

則大概為「開頭字母 + 公司代碼 + @ + 項目名稱英文縮寫」。下列

何者對於開頭字母的設定是錯誤的？ (A) A：資產 (B) L：負債 (C) 

E：股東權益 (D) D：負債 

(A) 208.  AREMOS 台灣股票上市公司財務報表資料庫中，檢索代號其組成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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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大概為「開頭字母 + 公司代碼 + @ + 項目名稱英文縮寫」。若

「 1301 」是台塑公司的公司代碼，請問下何者正確？  (A) 

I1301@BTAX 是「台塑公司稅前純益」 (B) I1301@BTAX 是「台

塑公司稅後純益」 (C) A1301@TOTAL 是「台塑公司總負債」。 (D) 

E1301@TOTAL 是「台塑公司總資產」 

(C) 209.  AREMOS 台灣股票上市公司財務報表資料庫中，檢索代號其組成原

則大概為「開頭字母 + 公司代碼 + @ + 項目名稱英文縮寫」。若現

知 M 表雜項，而 INVT 表存貨週轉率，請問台泥公司的表存貨週轉

率： (A) M1101@BTAX  (B) M@INVT@1101 (C) M1101@INVT 

(D) 1101@MINVT 

(B) 210.  上市公司財務報表統計資料庫的檢索代號是採組合方式，其中 

「A1202@CASH」中的 「A」代表  (A) Annual年資料  (B) Asset

資產項  (C) 公司符號  (D) 觀念代號。 

(B) 211.  上市公司財務報表統計資料庫的檢索代號是採組合方式，其中 

「A1303@CASH」中的 「CASH」代表  (A) 公司代碼 (B) Asset

項的「現金及約當現金」 (C) 公司密碼 (D) 預借現金。 

(A) 212.  在「上市公司財務報表資料庫」 (COMP.bnk) 中，我們以某個英文

「開頭字母」來代表某類資料，例如「A」開頭代表「資產」(Assets)。

試問「股東權益」的開頭字母是什麼？ (A) E  (B) I  (C) D  (D) C。 

(B) 213.  在「上市公司財務報表資料庫」 (COMP.bnk) 中，我們以某個英文

「開頭字母」來代表某類資料，例如「A」開頭代表「資產」(Assets)。

試問「損益表」的開頭字母是什麼？ (A) E  (B) I  (C) D  (D) C。 

(D) 214.  在「上市公司財務報表資料庫」 (COMP.bnk) 中，我們以某個英文

「開頭字母」來代表某類資料，例如「A」開頭代表「資產」(Assets)。

試問「現金流量表」的開頭字母是什麼？ (A) E  (B) I  (C) D  (D) 

C。 

(C) 215.  在「上市公司財務報表資料庫」 (COMP.bnk) 中，我們以某個英文

「開頭字母」來代表某類資料，例如「A」開頭代表「資產」(Assets)。

試問「每股股利」的開頭字母是什麼？ (A) E  (B) I  (C) D  (D) C。 

(A) 216.  深受金融海嘯波及，美國三大汽車公司業績一落千丈，且日本汽車大

廠的經營神話頓時也陷入一片烏雲慘霧之中，請問若您想知道「台灣

裕隆汽車公司的財報資訊」，可以參考下列何項資料庫以找到所需資

料？ (A) 台灣股票上市公司財務報表資料庫 (B) 台灣地區資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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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資料庫 (C) 中華民國交通統計資料庫 (D) 台灣地區工業生產統

計資料庫。 

＊＊ 有關 OTC.bnk 

(A) 217.  上櫃公司股票之認購(售)權證之每日交易收盤價要查那一個資料

庫檔案？ (A) OTC.bnk (B) OTCCOMP.bnk (C) OTCRR.bnk (D) 

以上皆非。 

(A) 218.  AREMOS 台灣櫃檯買賣統計資料庫，資料來源為？ (A) 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  (B) 證券交易所 (C) 行政院主計處  (D) 經濟部統計

處。 

(B) 219.  以下何者非非非非台灣股票上櫃公司財務報表資料庫？ (A) OTCCOMP 

(B) COMPS (C) OTCCOMPO (D) OTCCOMPH 

＊＊ OTCRR.bnk 

(C) 220.  AREMOS 台灣上櫃公司股票報酬率統計資料庫，電腦檔案名稱為： 

(A) TSE.bnk (B) OTC.bnk (C) OTCRR.bnk (D) COMPRR.bnk。 

(C) 221.  AREMOS 台灣上櫃公司股票報酬率統計資料庫，每筆資料起始日

期向前推算至 (A) 1986年 (B) 1990年 (C) 1996年 (D) 2006年。 

＊＊ 有關 INS.bnk 

(A) 222.  台灣地區保險統計資料庫的名稱為：(A) INS.bnk (B) COMP.bnk (C) 

IND.bnk (D) STOCK.bnk 

(A) 223.  台灣地區保險統計資料庫 INS.bnk，原始單位提供者是 (A) 保發

中心 (B) 證基會 (C) 行政院主計處 (D) 中央銀行經研處 

(A) 224.  勞工保險中生育給付金額，可在下列何者資料庫查詢？  (A) 

INS.bnk (B) COMP.bnk (C) IND.bnk (D) STOCK.bnk 

(A) 225.  若想找尋人身保險新契約的件數，應在下列何者資料庫查詢？ (A) 

INS.bnk (B) COMP.bnk (C) IND.bnk (D) STOCK.bnk 

＊＊ 有關 FEX.bnk 

(B) 226.  台灣地區期貨市場統計資料庫的名稱為：(A) INS.bnk (B) FEX.bnk 

(C) IND.bnk (D) BOP.bnk。 

(B) 227.  台灣地區期貨市場統計資料庫 FEX.bnk，原始單位提供者是 (A) 

保發中心 (B) 台灣期貨交易所(C) 台灣證券交易所 (D) 證基會。 

(B) 228.  下列那一個檢索代號代表，台幣黃金期貨(交易當月起第一個偶數

月 份 契 約 ) 的 開 盤 ？ (A) TGF1@VOL (B) TGF1@OP (C) 

GDF1@OP (D) GDF1@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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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29.  若想了解十年期公債期貨的成交量，可透過何者查到資料？ (A) 

STOCK.bnk (B) FEX.bnk (C) IND.bnk (D) COMP.bnk。 

(B) 230.  國內期貨交易量成交契約總數，可透過何者查到資料？  (A) 

STOCK.bnk (B) FEX.bnk (C) IND.bnk (D) COMP.bnk。 

＊＊ 有關 INT.bnk 

(B) 231.  想要了解臺閩地區鄉鎮市區數隨著時間的變化，最有可能用到的資

料庫是 (A) IND.bnk (B) INT.bnk (C) INS.bnk (D) EDU.bnk。 

(B) 232.  若研究者想查詢有關臺閩地區核發建築物建造執照近十年的總件

數，最有可能用到的資料庫是  (A) IND.bnk (B) INT.bnk (C) 

INS.bnk (D) EDU.bnk。 

(B) 233.  臺閩地區合法居留外僑人數的時間序列資料可在下列何項資料庫

中查詢？(A) IND.bnk (B) INT.bnk (C) INS.bnk (D) EDU.bnk。 

(C) 234.  AREMOS 中華民國內政統計資料庫 (INT.bnk) 的內容為臺閩地區

人口、戶政、地政、警政、營建等重要統計，其資料來源為？ (A) 

經濟部統計處 (B) 行政院主計處 (C) 內政部統計處 (D) 以上皆

非。 

(C) 235.  AREMOS 中華民國內政統計資料庫 (INT.bnk) 的內容為臺閩地區

人口、戶政、地政、警政、營建等重要統計，其資料更新頻率為？ 

(A) 每年 (B) 每季 (C) 每月 (D) 不定期 

＊＊ 有關 COMM.bnk 

 (A)  236.  下列何者是「台灣地區批發、零售及餐飲業動態統計資料庫」的電

腦檔名？ (A) COMM.bnk  (B) FSM.bnk  (C) INT.bnk  (D) 

TRADE.bnk 

 (D)  237.  AREMOS 台灣地區批發、零售及餐飲業動態統計資料庫

(COMM.bnk) 提供以下那些業別有關營業額、營業額指數之統計: 

(A) 批發業  (B) 零售業  (C) 餐飲業  (D) 以上皆是。 

 (A)  238.  有關於 COMM.bnk 中若查詢到 JS56 有關描述為「 Sales Index of 

Food Services (56) - Total (base: 2006=100)」，何者為非非非非? (A) 56：

代表行業零售業  (B) JS：營業額指數  (C) 56：代表餐飲業  (D) 基

期為 2006年。 

 (A)  239.  AREMOS 台灣地區批發、零售及餐飲業動態統計資料庫

(COMM.bnk)的資料來源為「批發、零售及餐飲業動態統計月報」，

是由下列那個單位負責發布？ (A) 經濟部統計處  (B) 行政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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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處 (C) 內政部統計處  (D) 台灣經濟研究院。 

 (B)  240.  若想獲得台灣地區百貨公司、超級市場、連鎖式便利商店、量販店

等不同型式綜合商品零售業之營業額資料，可以查詢下列那一個資

料庫？  (A) TRADE.bnk  (B) COMM.bnk  (C) IND.bnk  (D) 

BCI.bnk。 

 (C)  241.  AREMOS 台灣地區批發、零售及餐飲業動態統計資料庫

(COMM.bnk)的檢索代號組成原則，是以「主要概念 + 附加修飾

詞」的設定方法來建立檢索代號，請問「主要概念」中營業額指數

表示為: (A) S  (B) J  (C) JS  (D) 以上皆非。 

 (B)  242.  「AREMOS」台灣地區批發、零售及餐飲業動態統計資料庫

(COMM.bnk)的檢索代號組成原則，是以「主要概念 + 附加修飾

詞」的設定方法來建立檢索代號，其中「附加修飾詞」中為經濟部

統計處所通用之行業代碼請問「零售業」之代碼為何？ (A) 45 & 46 

(B) 47 & 48  (C) 56  (D) 4 & 5。 

＊＊ 有關 BCI.bnk 

 (B)  243.  AREMOS 台灣地區景氣指標資料庫(BCI.bnk)提供台灣地區經濟

景氣方面之統計，其資料來源不不不不包括以下那個出處？  (A) 台灣經

濟研究院，「經濟景氣測驗月報」  (B) 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中

華民國台灣地區多因素生產力趨勢分析報告」  (C) 台灣綜合研究

院、輔仁大學統計資訊系，「消費者信心指數調查報告」  (D) 行

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經濟研究處，「台灣景氣指標及對策信號」 

 (D)  244.  AREMOS 中華民國內政統計資料庫 (INT.bnk) 的內容為臺閩地區

人口、戶政、地政、警政、營建等重要統計，其中有關地政和營建

的部份資料和經濟景氣有關，亦可從下列那個資料庫檔案中取得？ 

(A) DGBAS.bnk  (B) MFP.bnk  (C) COMM.bnk  (D) BCI.bnk 

 (B)  245.  試問在臺灣地區景氣指標資料庫 (BCI.bnk) 中，經建會所公佈的「景

氣領先指標」(leading index) 之檢索代號是  (A) JCON  (B) JLEAD  

(C) JEXO  (D) EXO$。 

 (A)  246.  試問在臺灣地區景氣指標資料庫 (BCI.bnk) 中，經建會所公佈的「景

氣同時指標」(coincident index) 之檢索代號是  (A) JCON  (B) 

JLEAD  (C) JEXO  (D) EXO$。 

 (C)  247.  試問在臺灣地區景氣指標資料庫 (BCI.bnk) 中，經建會所公佈的「外

銷訂單指標」( index of export orders ) 之檢索代號是  (A) J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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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JLEAD  (C) JEXO  (D) EXO$。 

 (D)  248.  試問在臺灣地區景氣指標資料庫 (BCI.bnk) 中，經濟部所公佈以美

元計算「外銷訂單金額 (合計) 」之檢索代號是  (A) JCON  (B) 

JLEAD  (C) JEXO  (D) EXO$。 

＊＊ 有關 CI.bnk 

 (D)  249.  AREMOS 國內外原物料商品統計資料庫(CI.bnk)，內容包括台灣地

區按股票市場行業分類之主要原物料商品價格、產量、銷售量、銷

售值等統計，其資料頻率包含下列那幾種頻率？  (A) 年資料、季

資料、月資料  (B) 季資料、月資料、日資料  (C) 年資料、月資

料、週資料  (D) 月資料、週資料、日資料。 

 (D)  250.  若想獲得台灣地區主要原物料商品價格、產量、銷售量、銷售值、

庫存量等統計可以查詢下列那一個資料庫？  (A) INT.bnk  (B) 

PRICE.bnk  (C) IND.bnk  (D) CI.bnk。 

 (B)  251.  ACER 與 ASUS 的雙 A 小筆電戰爭，於 2008 年如火如荼地展開，

請問若您想分析 「台灣地區可攜式電腦存量」 的資料，您可以參考

「國內外原物料商品統計資料庫」 中的何項分類  (A) 橡膠及汽車

工業  (B) 電子業及通訊業  (C) 金屬原料及期貨  (D) 電機機

械、電器電纜及化學工業。 

＊＊ 有關 XST.bnk 

(B) 252.  「兩岸經濟統計資料庫」  含行政院陸委會所公布  「兩岸經濟統計月

報」資料 (Cross-strait economic statistics)。試問這個資料庫的 bank 

name 是： (A) CRT.bnk (B) XST.bnk (C) CSE.bnk (D) CSS.bnk。 

(D) 253.  試問「兩岸經濟統計資料庫」含下列那項資料？ (A) 兩岸信件往返

統計 (B)兩岸來去電話量統計 (C) 兩岸來往旅遊人數 (D) 以上三

者皆是。 
＊＊ 有關 IMF.bnk 

 (B)  254.  請問「IMF 國際金融統計資料庫」的電腦檔名為？  (A) FLOW.bnk 

(B) IMF.bnk  (C) IFS.bnk  (D) TRADE.bnk。 

 (A)  255.  IMF (國際貨幣基金會) 所發佈 IFS 國際金融統計是全球廣受使用 

的一套資料。其所規畫的國家代碼 (Country Code) 已為各國所接受

採用。試問美國的國家代碼是  (A) 111  (B) 542  (C) 924  (D) 

528。 

 (C)  256.  試問 IMF.bnk 資料庫裡中國的國家代碼是  (A) 111  (B) 54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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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D) 158。 

 (D)  257.  試問 IMF.bnk 資料庫裡日本的國家代碼是  (A) 111  (B) 542  (C) 

924  (D) 158。 

 (B)  258.  試問 IMF.bnk 資料庫裡南韓的國家代碼是 (A) 111  (B) 542  (C) 

924  (D) 158。 

 (A)  259.  IMF.bnk  資料庫中，A111L99Z 為「美國人口年資料」。試問這個組

合而成的檢索代號中 A 代表  (A) 資料頻率  (B) 國家代碼  (C) 

「人口」的觀念代碼  (D) 資產。 

 (B)  260.  IMF.bnk  資料庫中，A111L99Z 為「美國人口年資料」。試問這個組

合而成的檢索代號中 111 代表  (A) 資料頻率  (B) 國家代碼  (C) 

「人口」的觀念代碼  (D) 資產。 

 (C)  261.  IMF.bnk  資料庫中，A111L99Z 為「美國人口年資料」。試問這個組 

合而成的檢索代號中 L99Z 代表  (A) 資料頻率  (B) 國家代碼  

(C) 「人口」的觀念代碼  (D) 資產。 

 (A)  262.  IMF.bnk 資料庫中，M158L01D_D 為「日本外匯存底月資料」。試

問這個組合而成的檢索代號中 M 代表  (A) 資料頻率  (B) 國家代

碼 (C) 「外匯存底」的觀念代碼  (D) 貨幣。 

 (B)  263.  IMF.bnk 資料庫中，M158L01D_D 為「日本外匯存底月資料」。試

問這個組合而成的檢索代號中 158 代表  (A) 資料頻率  (B) 國家

代碼  (C) 「外匯存底」的觀念代碼  (D) 貨幣。 

 (C)  264.  IMF.bnk 資料庫中，M158L01D_D 為「日本外匯存底月資料」。試

問這個組合而成的檢索代號中 L01D_D 代表  (A) 資料頻率  (B) 

國家代碼  (C) 「外匯存底」的觀念代碼  (D) 貨幣。 

 (B)  265.  試問 IMF.bnk 資料庫中，A924L99Z 是下列何者的檢索代號？  (A) 

南韓人口年資料  (B) 中國人口年資料  (C) 日本人口年資料 (D) 

美國人口年資料。 

 (A)  266.  試問 IMF.bnk 資料庫中，M542L01D_D 是下列何者的檢索代號？ 

(A) 南韓外匯存底月資料  (B) 中國外匯存底月資料  (C) 日本外匯

存底月資料  (D) 新加坡外匯存底月資料。 

 (A)  267.  國際貨幣基金會 IMF 國際金融 IFS 統計資料庫檢索代號是採組合方

式,其中 「M158L60」中的 「158」代表  (A) 國家代碼  (B) 公司

代碼 (C) 觀念代號  (D) 公司密碼。 

 (C)  268.  國際貨幣基金會 IMF 國際金融 IFS 統計資料庫檢索代號是採組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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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其中 「M112L70」中的 「L70」代表  (A) 國家代碼  (B) 公司

代碼 (C) 觀念代號  (D) 公司密碼。 

第三部分：綜合性雜項題目 (269-316 題) 

(A) 269.  下列何者不不不不屬於國內「一般性」統計資料庫？ (A) STOCK00.bnk 

(B) IND.bnk  (C) EDU.bnk  (D) TRANS.bnk。 

(C) 270.  下列何種資料庫不不不不屬於 AREMOS 的「一般性」統計資料庫？ (A) 

台灣地區能源統計資料庫 (B) 台灣地區交通統計資料庫 (C) 台

灣股票市場統計資料庫 (D) 台灣地區農業統計資料庫。 

(C) 271.  下列何者為 AREMOS 所沒沒沒沒有的「中國統計資料庫」？ (A) 中國

對外貿易統計資料庫 (B) 中國人口統計資料庫 (C) 中國共產黨

黨況資料庫 (D) 中國金融統計資料庫。 

(D) 272.  下列何者為 AREMOS 所沒沒沒沒有的「國際統計資料庫」？ (A) 國際

貨幣基金會 (IMF) 國際金融統計資料庫 (B) 國際金融市場統計

資料庫 (C) 亞洲總體經濟統計資料庫 (D) 歐盟總體經濟統計資

料庫。 

(C) 273.  下列何者是 AREMOS 資料庫的副檔名？  (A) .dat  (B) .dbs 

(C) .bnk (D) .bat 。 

 (C)  274.  下列那一個資料庫的發布單位是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  (A) 台

灣地區金融統計資料庫(FSM.bnk)  (B)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公民營

企業資金狀況調查結果報告(AAL.bnk)  (C) 以上皆是  (D) 以上

皆非 

 (D)  275.  AREMOS 除了具備一般集中式電腦化資料庫的功能外，尚兼具那

些特色？  (A) 檢索方法簡便  (B) 資料庫與運算分析功能結合 

(C) 配合其他軟體使用  (D) 以上皆是 

 (A)  276.  負責建置並維護 AREMOS 台灣及中國總體經濟統計資料庫的單

位是：  (A) 財團法人經濟資訊推廣中心  (B) 教育部電子計算機

中心  (C) 環球透視公司  (D) 台灣經濟研究院 

 (D)  277.  AREMOS 已建有國內及中國共 53 個資料庫，約 32 萬筆時間序

列可供 PC 上使用。為求在龐大資料庫群中迅速找到所需資料之

檢索代號，可以採行的做法是：  (A) 線上查閱 AREMOS 資料

庫「檢索手冊」  (B) 以搜索引擎進行「中英文字串搜尋」  (C) 在 

PC 版 AREMOS 軟體上實際進行索取資料操作時，可在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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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窗裡進行 Label Keywords 搜尋  (D) 以上皆可 

 (D)  278.  下列何者非非非非屬於 AREMOS 中台灣金融性資料庫？  (A) 台灣地區

金融統計資料庫  (B) 台灣地區資金流量統計資料庫  (C) 台灣

櫃檯買賣統計資料庫  (D) 台灣地區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庫 

 (D)  279.  下列何者屬於 AREMOS 提供的台灣「一般性」資料庫？ (A) 台

灣地區金融統計資料庫  (B) 台灣地區資金流量統計資料庫  (C) 

台灣櫃檯買賣統計資料庫  (D) 台灣總體經濟預測資料庫 

 (D)  280.  以下那個資料庫沒有辦法找到國內生產毛額(GDP)的資料？  (A) 

NA  (B) IFS  (C) QNET  (D) IND 

 (D)  281.  消費者物價指數的發布頻率為何？  (A) 不定期  (B) 半年一次 

(C) 三個月一次  (D) 每個月發布 

 (B)  282.  要取得消費者物價指數的資料需鍵入以下那一個檢索代號？  (A) 

CCI  (B) CPI  (C) WPI  (D) MPI 

 (B)  283.  在 AREMOS 資料庫系統底下 GDP 代表意涵為何？  (A) 國民

生產毛額  (B) 國內生產毛額  (C) 國人生產毛額  (D) 國家生

產毛額 

 (C)  284.  以下何者非非非非 AREMOS 系統內的資料庫名稱？  (A) NA  (B) IND  

(C) JAL  (D) CI。 

 (B)  285.  重貼現率的發布機構為以下何者？  (A) 行政院主計處  (B) 中

央銀行  (C) 經濟部  (D) 財政部。 

 (C)  286.  以下那個資料庫的資料來源非行政院主計處？  (A) QNET  (B) 

NA  (C) FSM  (D) MAN。 

 (D)  287.  本國銀行逾期放款等相關資料由以下那個單位發布？  (A) 中央

銀行  (B) 行政院主計處  (C) 經濟部  (D) 財政部。 

 (A)  288.  失業率的發布單位為以下何者？  (A) 行政院主計處  (B) 立法

院  (C) 經建會  (D) 交通部 

 (A)  289.  失業率的發布頻率為何？  (A) 每月一次  (B) 半年  (C) 每三

個月  (D) 不定期發布 

 (C)  290.  在以下那個資料庫可以查詢到失業率的資料？  (A) MAN  (B) 

QNET  (C) 以上皆是  (D) 以上皆非 

 (B)  291.  以下何者非非非非每月更新的資料？  (A) 失業率  (B) 國內生產毛額 

(C) 物價指數  (D) 出口值 

 (A)  292.  在 AREMOS 資料庫系統底下 GNP 代表意涵為何？  (A) 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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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304.  下列何者為學習 AREMOS 資料庫如何使用的可行方法？  (A) 預

約參加講習  (B) 參考 AREMOS 軟體右上方的 user’s guide  (C) 

網路下載「AREMOS 系統操作速成講義」  (D) 以上皆是 

 (A)  305.  AREMOS 的檢索代號可從何處上網查詢？  (A) 經濟資訊推廣中心

網站  (B) TEJ 網站  (C) 中華經濟研究院網站  (D) 台灣經濟研

究網站 

 (A)  306.  有部分資料庫的檢索代號採取以數字代號（如公司代碼、國家代碼等）

生產毛額  (B) 國內生產毛額  (C) 國人生產毛額  (D) 國家生

產毛額 

 (D)  293.  以下何者非非非非只有每季才更新一次的資料？   (A) 國民生產毛額 

(B) 國內生產毛額  (C) 經濟成長率  (D) 失業率 

 (A)  294.  消費者物價指數由以下那個單位發布？  (A) 行政院主計處  (B) 

立法院  (C) 經濟部  (D) 財政部 

 (D)  295.  以下何者為實際上機使用 AREMOS 系統檢索資料的必要資訊？ 

(A) 英文短名  (B) 該筆資料的頻率  (C) 資料庫名稱  (D) 以

上皆是 

 (C)  296.  在金融統計資料庫底下可查詢到以下那筆資料？  (A) 工業生產

指數  (B) 消費者物價指數  (C) 外匯存底  (D) 民間消費 

 (A)  297.  粗出生率的資料可在以下那個資料庫查詢到？   (A) 內政統計 

(B) 人力資源統計  (C) 交通統計  (D) 教育統計 

 (B)  298.  外匯存底的發布單位為以下何者？   (A) 行政院主計處  (B) 中

央銀行  (C) 財政部  (D) 經濟部 

 (D)  299.  貨幣總計數的資料可在以下那個資料庫查詢到？  (A) 物價指數 

(B) 財稅統計資料庫  (C) 景氣指標資料庫  (D) 金融統計資料

庫 

 (A)  300.  台灣景氣指標的發布單位為何？  (A) 經建會  (B) 經濟部  (C) 

財政部  (D) 立法院 

 (B)  301.  批發業營業額的資料可以在以下那個資料庫查詢到？  (A) 

IND.bnk  (B) COMM.bnk  (C) PRICE.bnk  (D) INT.bnk 

 (B)  302.  外銷訂單等相關資料的發布單位為何？  (A) 經建會  (B) 經濟

部  (C) 財政部  (D) 中央銀行 

 (A) 303.  政黨數的資料可在以下那個資料庫查詢到？  (A) 內政統計  (B) 

人力資源統計  (C) 交通統計  (D) 教育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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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方式，而以下何者是？  (A) S1101@CL  (B) GDP@O  (C) 

ENHPHHH  (D) 以上皆是。 

 (C)  307.  AREMOS 資料庫的檢索代號乃參酌美國 「環球透視」公司的設定

方法來建立。傳統上我們是以下列那個英文字母來代表「指數」  

( index )？  (A) I  (B) D  (C) J  (D) X。 

 (A)  308.  AREMOS 資料庫之檢索代號設定，傳統上以英文字母 R 代表某種

「率」 (rate) ，如失業率、利率、匯率等。試問在 FSM.bnk 中，

臺灣之各種 「利率」 資料是以下列何者為開頭之英文字母？  (A) 

RM   (B) RX  (C) RU  (D) RPT。 

 (B)  309.  AREMOS 資料庫之檢索代號設定，傳統上以英文字母 R 代表某種

「率」 (rate) ，如失業率、利率、匯率等。試問在 FSM.bnk 中，

臺灣之各種 「匯率」 資料是以下列何者為開頭之英文字母？  (A) 

RM   (B) RX  (C) RU  (D) RPT。 

 (D)  310.  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A) 台灣地區工業生產統計資料庫命名為

IND.bnk  (B) 中華民國教育統計資料庫命名為 EDU.bnk  (C) 台灣

地區農業統計資料庫命名為 AGR.bnk  (D) 中華民國交通統計資料

庫命名為 TRAF.bnk。 

 (C)  311.  您為某某公司的貿易調查研究人員，老闆指示您作一份關於「美國與

日本間的進出口」調查報告，請問您可於下列何種資料庫找到相關的

資訊？  (A) IMF 國際金融統計資料庫  (B) 台灣地區進出口貿易統

計資料庫  (C) IMF 國際貿易統計資料庫  (D) 亞洲總體經濟統計資

料庫。 

 (A)  312.  若您對於中國的金融市場研究感到高度興趣，則您可於下列何項資料

庫找到「中國的金融機構法定存款利率」？  (A) 中國金融統計資料

庫  (B) 中國財政統計資料庫  (C) 中國資金流量統計資料庫  (D) 

中國證券交易統計資料庫。 

 (A)  313.  請問 AREMOS 的「IMF 國際貿易統計資料庫」的資料來源是？  (A) 

國際貨幣基金會  (B) OECD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C) FED 美國聯

邦準備理事會  (D) ECB歐洲中央銀行。 

 (C)  314.  中國地區近幾年經濟成長迅速，但其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均亦為學者

所擔心的問題之一，若您也擔心中國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所面臨的

「消費價格」有極大的差異，請問您可於下列何項資料庫找到相關的

資料？  (A) 中國農業統計資料庫  (B) 中國教育統計資料庫  (C) 



 
33/56 

中國物價指數統計資料庫  (D) 中國對外貿易統計資料庫。 

 (A)  315.  承上，若您又發現一地之消費價格指數與其當地人民的收入息息相

關，而想進一步探索「中國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收入」資訊，請問

您最可以利用的資料庫為下列何者？  (A) 中國人民生活統計資料

庫  (B) 亞洲總體經濟統計資料庫  (C) 中國人口統計資料庫  (D) 

中國國民經濟核算資料庫。 

 (B)  316.  中國人民來台旅遊正夯，請問若你反而想知道「台灣人民至中國旅遊

的人數」資料，可參考下列何項資料庫以找到所需的資料？  (A) 中

國郵電統計資料庫  (B) 中國旅遊統計資料庫  (C) 台灣地區批

發、零售及餐飲業動態統計資料庫  (D) 中國人口統計資料庫。 

第四部分：實際上機操作 (317-400 題) 

 (B)  317.  簡易操作 AREMOS 系統的第一個步驟是  (A) 打開資料庫  (B) 

設定頻率與期間  (C) Send Series Data  (D) 執行程式檔 

 (A)  318.  簡易操作 AREMOS 系統的第二個步驟是  (A) 打開資料庫  (B) 

設定頻率與期間  (C) Send Series Data  (D) 執行程式檔 

 (C)  319.  簡易操作 AREMOS 系統的第三個步驟是  (A) 打開資料庫  (B) 

設定頻率與期間  (C) Send Series Data  (D) 執行程式檔 

 (D)  320.  AREMOS 資料庫系統呈現功能是  (A) 統計分析軟體  (B) 資料庫

檢索介面  (C) 總體經濟模型分析  (D) 以上皆是 

 (B)  321.  操作 AREMOS 系統需要到何處操作  (A) 學校上網操作  (B) 指

定單機操作   (C) 家裡上網操作  (D) 國家圖書館操作 

 (B)  322.  查詢 AREMOS 的檢索代號除了到經濟資訊推廣中心網站外，亦可

在 AREMOS 軟體介面那一個地方查詢   (A) General …  (B) 

Index…  (C) Panel…  (D) Edit…。 

 (A)  323.  AREMOS 系統每一筆資料的完整名稱，含「資料庫名稱」、「檢索代

號」與「資料頻率」。下面那一個是「ru」檢索代號的完整名稱？  (A) 

MAN:ru.m  (B) ru.MAN:m  (C) ru:MAN.m  (D) MAN:m.ru。 

 (D)  324.  AREMOS 系統每一筆資料的完整名稱，含「資料庫名稱」、「檢索代

號」與「資料頻率」。下面那一個是「m1b」檢索代號的完整名稱  (A) 

FSM:d.m1b  (B) d.FSM:m1b  (C) m1b:FSM.d  (D) FSM:m1b.d。 

 (A)  325.  AREMOS 系統每一筆資料的完整名稱，含「資料庫名稱」、「檢索代

號」與「資料頻率」。下面那一個「ech」檢索代號的完整名稱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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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NET:ech.q  (B) q.QNET:ech  (C) ech:QNET.q  (D) 

QNET:q.ech。 

 (D)  326.  在 AREMOS 系統輸入檢索代號，也就是輸入變數名稱時，兩筆以

上變數間隔開的符號是  (A) @  (B) ：  (C) ；  (D) ，  

 (B)  327.  下列何者非非非非查尋檢索代號的方法？  (A) 財團法人經濟資訊推廣中

心網站上的查詢紙本版檢索手冊  (B) 用 GOOGLE 檢索法  (C) 

INDEX 線上查詢法  (D) Seriescode線上查詢法。 

 (C)  328.  在 AREMOS/Windows 中一個 objects 的完整名稱不不不不包含下列何者？ 

(A) bankname   (B) versionname   (C) indexname   (D) 

objectname。 

 (D)  329.  AREMOS 軟體裡的「頻率」設定指的是  (A) 年頻率設定  (B) 季

頻率設定  (C) 月頻率設定  (D) 以上皆是 

 (A)  330.  操作 AREMOS 軟體時，設定「小數點」是在那個介面進入  (A) 

General …  (B) Index…  (C) Panel…  (D) Edit… 

 (A)  331.  操作 AREMOS 軟體時，使用「廻歸方程式」是在那個介面進入  (A) 

OLS…  (B) Obey…  (C) Graph…  (D) Tables… 

 (B)  332.  操作 AREMOS軟體時，使用「轉換資料頻率」是在那個介面進入  (A) 

OLS…  (B) Collapse…  (C) Graph…   (D) Tables… 

 (C)  333.  操作 AREMOS 軟體時，使用「繪圖」是在那個介面進入  (A) OLS…  

(B) Collapse…  (C) Graph…  (D) Tables… 

 (D)  334.  查詢 AREMOS 的變數的說明「documents」除了到經濟資訊推廣

中心網站外，亦可在 AREMOS 軟體介面那一個地方進入  (A) 

OLS…  (B) Collapse…  (C) Graph…   (D) Write… 

 (A)  335.  使用 AREMOS 系統打開不同的資料庫，如果頻率一樣，是否不同

資料庫裡不同的變數可以放在同一個視窗介面呈現  (A) 可  (B) 

不可  (C) 不一定  (D) 以上皆是 

 (C)  336.  在 AREMOS 系統輸入 command 指令，結束指令應按什麼符號 

(A) @  (B) ：  (C) ；  (D) ，  

 (D)  337.  List 代表 AREMOS語言裡很強的工具，它是指  (A) a collection of 

names  (B) 一群 objects  (C) 一群 time series  (D) 以上皆是 

 (D)  338.  在 AREMOS 系統下輸入「List 名稱」大量索取資料，前面需要加

上什麼符號  (A) @  (B) &  (C) $  (D) #  

 (A)  339.  下列何者應為實際上機使用 AREMOS 資料庫前該先做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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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查詢所需資料的檢索代號及資料庫名稱  (B) 設定時間序列的

起迄點  (C) 匯入所需要的資料庫檔名如 XXX.bnk  (D) 匯出螢幕

已顯示的時間序列資料 

 (B)  340.  若所需要的時間序列頻率(Frequency)為季資料，在 Set Frequency

時，應選擇下列何項？  (A) Monthly  (B) Quarterly  (C) Annual 

(D) Daily 

 (D)  341.  承上，若所需要的時間序列資料為 1986 第一季到 2009 第一季，在

Set Frequency 時，From 與 To該如何設定？  (A) From1986M1 to 

2009M1  (B) From 1986A1 to 2009A1  (C) From1986:1:1 to 

2009:1:1  (D) From 1986Q1 to 2009Q1 

 (B)  342.  若您需要的資料為「存款貨幣」季資料，但查詢到的檢索代號”DP&”

僅有月資料，試問要如何進行轉換？  (A) 無法進行轉換  (B) 在期

間設定處設定為「季」後，進入 Data>Series>Collapse  (C) 在期

間設定處設定為「月」後，進入 Data>Series>Collapse  (D) 在期

間設定處設定為「季」後，進入 Data>Matrix>Transform 

 (A)  343.  若您已查到您所需要的「工業生產指數」資料的檢索代號為 ” 

JQIND” ，試問要在何處匯入「台灣地區國民經濟動向統計季報資料

庫」  (A) Open banks  (B) Send Series Data  (C) AREMOS 

Tables  (D) Set Savefile Option 

 (B)  344.  承上，若您已匯入所需要的資料庫，接下來需要在何處輸入您的「檢

索代號」”JQIND” ？  (A) Open banks  (B) Send Series Data  (C) 

AREMOS Tables  (D) Set Savefile Option 

 (A)  345.  承上，試問要如何將已找到的「工業生產指數」時間序列資料匯出？  

(A) 選擇「Clipboard」後再選擇「Send」，最後於 Excel貼上檔案  (B) 

用滑鼠圈選所需範圍並按右鍵複製，最後於 Excel 貼上檔案  (C) 

選擇「File」後再選擇「Send」，最後於 Excel貼上檔案 

 (D)  346.  下列何者可於時間序列資料匯出時(Send Series Data)，進行修改 

(A) 「Include Names」or not  (B) 「Include Dates」or not  (C) 

Decimal Places(小數點設定)  (D) 以上皆可 

 (C)  347.  若您需要 IMF 資料庫裡的美國 GDP 資料，可在 Label Keywords 處，

輸入資訊以利搜尋請問下列何者為最佳之檢索方法？  (A) 輸入「美

國 GDP」 (B) 輸入「Gross Domestic Product」 (C) 輸入「Gross 

Domestic Product, United States」 (D) 輸入「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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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348.  在「Send Series Data」裡進入「Index」後，會出現「Object Selector」

的視窗，請問「Object Selector」中無法選擇那些資訊  (A) 資料庫

名稱  (B) 時間頻率(M,Q,A)  (C) 時間序列資料的起訖時間  (D) 

關鍵字搜尋 

 (C)  349.  如何檢視您的 AREMOS 軟體程式的版本？  (A) 檢視光碟片裏的

wAREMOS 資料夾的驅動程式版本  (B) AREMOS右上方的 Help > 

About Version  (C) 以上皆可  (D) 以上皆非 

 (B)  350.  下列何者為 AREMOS 資料庫軟體所提供的功能？ 

1. 時間序列資料搜尋 

2. 財經新聞資訊搜尋 

3. 統計與計量迴歸分析 

4. 製表繪圖 

    (A) 僅 123   (B) 僅 134   (C) 僅 14   (D) 1234 

 (A)  351.  財團法人經濟資訊推廣中心的網站上有「檢索代號」的相關內容，請

問關於「頻率」與「起始點」的標示若為「A ; 1980」及「M ;1988:01」

請問代表什麼意思？ 下列選項何者為正確 

1. 有年資料也有月資料 

2. 年資料的最早時點為 1988年 

3. 月資料的最早時點為 1988年 1月 

4. 在 FREQ格中若沒有標示出 Q，則表示此筆資料沒有季資料資訊 

    (A) 僅 134   (B) 僅 13   (C) 僅 34   (D) 1234 

 (C)  352.  請問財團法人經濟資訊推廣中心的網站上有下列何種資料庫的搜尋

引擎？  (A) 僅國際資料庫與中國資料庫  (B) 僅台灣資料庫  (C) 

僅台灣資料庫與中國資料庫  (D) 國際資料庫，中國資料庫與台灣資

料庫 

 (D)  353.  請問財團法人經濟資訊推廣中心網站上的進階搜尋功能，可輸入那些

資訊以供檢索？ 

1. 資料庫名稱(DATABASE) 

2. 檢索代號(NAME) 

3. 描述(DESCRIPTION) 

4. 頻率(FREQ) 

    (A) 1  (B) 12  (C) 123  (D) 1234 

 (A)  354.  下列何者代表頻率為月資料？  (A) Monthly  (B) Annual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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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rterly  (D) Daily。 

 (B)  355.  當期間設定為 1982M1 to 2002M4 時表示要查何種頻率的資料？ 

(A) 日  (B) 月  (C) 季  (D) 年。 

 (C)  356.  當期間設定為 1982Q1 to 2002Q4 時表示要查何種頻率的資料？ 

(A) Monthly  (B) Annual  (C) Quarterly  (D) Daily 

 (B)  357.  資料庫起始期間顯示為 M 83:1 時下列時間何者為正確？  (A) 民國

83年第 1季 (B) 1983年 1月 (C) 民國 83年 1月 (D) 1983年第一

季。 

 (D)  358.  下列何者表示在 Decimal Places 欄位顯示為 2 時的意義？  (A) 資

料欄寬為 2  (B) 一次搜尋兩個資料 (C) 設定兩種不同頻率  (D) 

資料顯示小數點兩位。 

 (B)  359.  下列何者表示 pchya(gdp01) ？  (A) 2001年經濟成長率 (B) 2001

年為基期之經濟成長率 (C) 2001年國民生產毛額 (D) 2001年國內

生產毛額。 

 (D)  360.  下列頻率設定何者無法無法無法無法找到 1982 年第 1 季到 2002 年第 4 季的

資料？  (A) 1982Q1 to 2002Q4 (B) 1981Q1 to 2003Q4  (C) 

1982Q1 to 2003Q1  (D) 1982M1 to 2002M1。 

 (C)  361.  下列關於 AREMOS 基本檢索資料中何者不是 set period 的功能？ 

(A) 可選擇資料頻率  (B) 可選擇資料起始時間 (C) 可調整小數點

位數  (D) 可設定資料結束時間。 

 (B)  362.  下列關於 AREMOS 基本檢索資料的步驟何者錯誤？  (A) 可用

period 選擇資料頻率  (B) 一次只能開啟一個.bnk (C) Decimal 

Places 可改資料顯示小數點位數 (D) frequency 可設定資料期間。 

 (C)  363.  AREMOS基本檢索資料中在Print Series Data時,必須將所要查詢的

資料代號輸入下列何者之中？  (A) Table Heading  (B) Table 

Footnote (C) Expression (D) Converted Data Heading。 

 (D)  364.  下列何者不是 AREMOS基本檢索資料中 General options 的功能？ 

(A) 開啟尚未開啟的.bnk  (B) 調整資料頻率 (C) 調整資料輸出的

小數點位數 (D) 可直接叫取資料。 

 (D)  365.  下列何者表示1991年1月到1992年12月的月資料？  (A) 1991Q1 

to 1992Q4 (B) 1991D1 to1992D1  (C) 1991W1 to 1992W1  (D) 

1991M1 to 1992M12。 

 (A)  366.  下列何者非 AREMOS基本檢索資料時常用的頻率？  (A) Lunar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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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C) Quarterly  (D) Daily。 

 (C)  367.  在 Export傳送過程中若選勾 Exclude Dates 所形成的資料檔會缺少

下列何者？  (A) 資料頻率  (B) 資料項目名稱 (C) 資料日期 (D) 

資料中文名稱。 

 (B)  368.  所謂 collapse 視窗是指 (A) 轉換頻率由低到高  (B) 轉換頻率由高

到低 (C) 可以由季資料轉為月資料  (D) 取平均值轉換頻率。 

 (D)  369.  關於資料輸出 Export和 Send兩種方法下列何者正確？  (A) Export

是將資料送到 Clipboard  (B) Send 是將資料轉送到 Pc-Dos 下 (C) 

要將資料貼在 Excel 需採用 Export 方法 (D) 要將資料貼在 Excel 需

採用 Send 方法。 

 (D)  370.  轉換資料時 Average 是指取幾個月的平均為季資料？  (A) 2 個月 

(B) 6 個月 (C) 12 個月 (D) 3 個月。 

 (C)  371.  以月資料轉換季資料為例,下列常用的轉換資料方法何者錯誤？ 

(A) Average 是取三個月平均值  (B) Total 是取三個月總和 (C) 

Minimum 是取三個月中的第一月  (D) Last 是取三個月中的最後一

月。 

 (A)  372.  下列何者為 pchya 的意義？  (A) 與去年同期比之成長率  (B) 經

濟成長率 (C) 與去年同期比之差額  (D) 過去一年來的總和。 

 (B)  373.  下列關於AREMOS基本檢索資料的步驟何者錯誤？  (A) set period

可以設定資料頻率與期間  (B) 全部步驟都不用 keyin  (C) 需要月

資料時要選擇頻率Monthly  (D) 可同時開啟多個資料庫。 

 (C)  374.  下列關於AREMOS基本檢索資料的步驟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 set period

時需要 keyin 所需資料期間  (B) analysis 可以顯示資料平均值 (C) 

disconnect 是指關閉資料庫 (D) 每筆資料皆有提供三到五行的說

明。 

 (A)  375.  下列何者可輸出資料庫 items裏的 data 至 Clipboard (暫存區)或送至

文字檔(file)下或 Excel 軟體下？  (A) Send Series Data  (B) Graph 

(C) AREMOS Editor  (D) QuickData。 

 (B)  376.  下列關於 INDEX中objects的完整名稱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 第一部分為

bankname  (B) 第二部分為 versionname  (C) versionname 指的

是資料頻率 (D) 第二部份 objectname。 

 (C)  377.  下列關於 INDEX 線上查詢法的步驟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 第一步要先開

要查詢的資料庫  (B) 「*」是一個 wildcard character,代表任何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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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或字串皆可  (C) 「？」代表「一個」英文單字  (D) 不同頻率

之同一筆資料算是不同資料。 

＊＊ Windows 操作 

 

 (A)  378.  如 Exhibit 1 所示 A 區應為： (A) Frequency & Period Panel   (B) 

Menu Bar  (C) Toolbar  (D) Primary Bank Panel。 

 (D)  379.  如 Exhibit 1 所示 B 區應為： (A) Frequency & Period Panel   (B) 

Menu Bar  (C) Toolbar  (D) Primary Bank Panel。 

 (B)  380.  如 Exhibit 1 所示 C 區應為： (A) Frequency & Period Panel   (B) 

Menu Bar  (C) Toolbar  (D) Primary Bank Panel。 

 (C)  381.  如 Exhibit 1 所示 D 區應為： (A) Frequency & Period Panel   (B) 

Menu Bar  (C) Toolbar  (D) Primary Bank Panel。 

 (A)  382.  如 Exhibit 1 所示 E 區應為： (A) Commands Window  (B) Output 

Display  (C) Toolbar  (D) Primary Bank Panel。 

 (A)  383.  如 Exhibit 1 所示，設定期間及頻率應「擊點」何區： (A) A 區  (B) 

B 區 (C) D 區  (D) E 區。 

 (D)  384.  如 Exhibit 1 所示，當使用者自行輸入指令的「擊點」區為何：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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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B) B 區 (C) D 區  (D) E 區。 

 (C)  385.  AREMOS 中符號     所代表的意義？  (A) 查詢資料裡的項目 

(B) 製表  (C) 打開資料庫  (D) 繪圖。 

 (A)  386.  如何從主要視窗(Exhibit 1) 中叫出擷取與傳輸資料的 Send Series 

Data (Exhibit 2) 視窗？ (A) 擊點   (B) 擊點   (C) 擊點  

(D) 擊點 。 

 

 (B)  387.  Exhibit 2 中，擊點何處，可設定資料的小數點？  (A) Index/ Decimal 

Places (B) General/Decimal Places  (C) Data Orientation /Names 

Across  (D) Panel。 

 (A)  388.  Exhibit 2 中，擊點何處，可進入 Object Selector 之的畫面？  (A) 

Index  (B) General  (C) Data Orientation /Names Across  (D) 

Panel 。 

 (D)  389.  Exhibit 2 中，若要將所擷取的資料，日期放於橫向，應點如何操作?  

(A) Index /Panel  (B) Genera/Dates Across  (C) Data Orientation 

/Names Across  (D) Data Orientation /Dates A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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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390.  如右圖，Frequency 下拉式選項中共有幾

項?   (A) 7  (B) 8   (C) 9  (D) 10。 

 (D)  391.  如右圖，若欲檢索的資料期間為 1996 年

第一季至 2004 年第三季間，From 與 To

的內空格分別鍵入?  (A) 96Q1，04Q3  

(B) Q11996，Q32004  (C) Q1:96，Q3:04  

(D) 1996Q1，2004Q3。 

 (C)  392.  使用者若要設定自己使用的畫面且同時擷取資料，如何進入設定畫

面 ?  (A) Data/List  (B) Tools/Write  (C) Report/Print (D 

Report/Write。  

 (A)  393.  AREMOS 的 commands (指令)分兩大類：一為 general command 

另一種為   (A) object command  (B) function command  (C) 

product command  (D) relation command。 

 (A)  394.  下列何者代表 Send Series Data (輸出資料庫 items裏的 data) ？  

(A)   (B)   (C)   (D)  。 

 (C)  395.  下列何者代表 Table (製表) 的工具？  (A)   (B)   (C) 

  (D) 。 

 (D)  396.  下列何者代表選用普通最小平方法作計量經濟統計迴歸分析的工

具 ？ (A)   (B)   (C)   (D) 。 

 (A)  397.  下列何者可顯示操作 OLS 的迴歸分析後的殘差值？ (A)   (B) 

  (C)   (D) 。 

 (C)  398.  下列有關於 FREQ(頻率)的設定何者為非？  (A) A：年資料  (B) 

Q：季資料  (C) W：月資料  (D) S：半年資料。 

 (B)  399.  在檢索手冊中下列何者代表資料的全名及來源  (A) NAME  (B) 

DESCRIPTION & SOURCE  (C) FREQ  (D) START。 

 (D)  400.  AREMOS 安裝時預設的子目錄為：   (A) C:\Program Files\ 

AREMOS32 (B) C:\AREMOS32  (C) C:\Program Files\WAREM32  

(D) C:\WAREM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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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英文題 (401-500 題) 

 (C)  401.  We have followed many of Global Insight’s conventions in building 

up the retrieval codes for AREMOS Taiwan databanks. What is the 

English letter that we normally use to represent “index” ?  (A) I  

(B) D  (C) J  (D) X. 

 (B)  402.  In Taiwan Stock Market Statistical Databank, what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the “Weighted Stock Index” ?  (A) JB  (B) JS  (C) JMFG  

(D) JW. 

 (A)  403.  In STOCK00.bnk, which industrial group stock index does 

JS@CEM represent?  (A) Cement  (B) Iron and Steel  (C) 

Automobile  (D) Shipping and Transportation. 

 (C)  404.  In STOCK00.bnk, which industrial group stock index does 

JS@AUTO  represent?  (A) Cement  (B) Iron and Steel  (C) 

Automobile  (D) Shipping and Transportation. 

 (A)  405.  In STOCK00.bnk, which industrial group stock index does 

JS@RUB  represent?  (A) Rubber  (B) Iron and Steel  (C) 

Automobile  (D) Shipping and Transportation. 

 (C)  406.  In TSE.bnk, we have weighted stock indices for many international 

stock markets. For instance, JSEOUL is the “ Composite Index - 

Seoul ” in South Korea. What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the 

“ Composite Index - Shanghai ” ?  (A) JHK  (B) JSHEN  (C) 

JSHANG  (D) JFRAN. 

 (B)  407.  In TSE.bnk, we have weighted stock indices for many international 

stock markets. For instances, JSEOUL is the “ Composite Index - 

Seoul ” in South Korea. What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the 

“ Composite Index - Shenzen ” ?  (A) JHK  (B) JSHEN  (C) 

JSHANG  (D) JFRAN. 

 (A)  408.  In TSE.bnk, we have weighted stock indices for many international 

stock markets. For instances, JSEOUL is the “ Composite Index - 

Seoul ” in South Korea. What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the “Hang 

Seng  Index - Hong Kong” ?  (A) JHK  (B) JSHEN  (C) 

JSHANG  (D) JF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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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409.  In TSE.bnk, we have weighted stock indices for many international 

stock markets. For instances, JSEOUL is the “ Composite Index - 

Seoul ” in South Korea. What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the “ DAX 

PRICE Index - Frankfurt ” ?  (A) JHK  (B) JSHEN  (C) JSHANG  

(D) JFRAN. 

 (C)  410.  The industrial production statistics pu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consist mostly of index statistics. In IND.bnk, 

what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the “ Index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 ?  (A) JA  (B) JB  (C) JC  (D) JD. 

 (B)  411.  In IND.bnk, what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the “ Index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 Food ” ?  (A) J07  (B) J08  (C) J21  (D) J30. 

 (C)  412.  In setting up the retrieval codes for AREMOS databanks, we 

conventionally use the English letter “ R ” to represent some kind of 

“ rate ”, such as unemployment rate, interest rate, exchange rate, 

etc. In MAN.bnk, what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Taiwan’s 

“ unemployment rate ” ?  (A) RM   (B) RX  (C) RU  (D) RPT. 

 (A)  413.  In setting up the retrieval codes for AREMOS databanks, we 

conventionally use the English letter “ R ” to represent some kind of 

“ rate ”, such as unemployment rate, interest rate, exchange rate, 

etc. In FSM.bnk, what are the initial English letters for retrieval 

codes of “ interest rates ” ?  (A) RM   (B) RX  (C) RU  (D) RPT. 

 (B)  414.  In setting up the retrieval codes for AREMOS databanks, we 

conventionally use the English letter “ R ” to represent some kind of 

“ rate ”, such as unemployment rate, interest rate, exchange rate, 

etc. In FSM.bnk, what are the initial codes of “ exchange rates ” ? 

(A) RM   (B) RX  (C) RU  (D) RPT. 

 (B)  415.  In FSM.bnk, RMBL@1ST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Base Lending 

Rate - 1st Commercial bank”. What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Base 

Lending Rate - Bank of Taiwan” ?  (A) RMBL@CTB  (B) 

RMBL@BOT  (C) RMBL@HNCB  (D) RMBL@CHCB. 

 (C)  416.  In FSM.bnk, RMBL@1ST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Base Lending 

Rate - 1st Commercial bank”. What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Base 

Lending Rate - Hua-Nan Commercial Bank” ?  (A) RMBL@C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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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MBL@BOT  (C) RMBL@HNCB  (D) RMBL@CHCB. 

 (B)  417.  In Taiwan Business Condition Indicators Databank (BCI.bnk), what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the “Composite Leading Index” published 

by the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A) 

JCON  (B) JLEAD  (C) JEXO  (D) EXO$. 

 (A)  418.  In Taiwan Business Condition Indicators Databank (BCI.bnk), what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the “Composite Coincident Index” published 

by the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A) 

JCON  (B) JLEAD  (C) JEXO  (D) EXO$. 

 (C)  419.  In Taiwan Business Condition Indicators Databank (BCI.bnk), what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the “Index of Export Orders” published by 

the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A) JCON  

(B) JLEAD  (C) JEXO  (D) EXO$. 

 (D)  420.  In Taiwan Business Condition Indicators Databank (BCI.bnk), what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the “Value of Export Orders - Total ” 

pu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 JCON  (B) 

JLEAD  (C) JEXO  (D) EXO$. 

 (C)  421.  In Taiwan Exports and Imports Statistical Databank (TRADE.bnk), 

we use EX to represent exports, and M to represent imports. 

Following the initial letters, we then use “@country code” to 

represent the trading partner country. To which country does 

EX@158 represent Taiwan’s value of exports?  (A) South Korea  

(B) United States  (C) Japan  (D) Singapore. 

(A) 422.  In Taiwan Exports and Imports Statistical Databank (TRADE.bnk), 

we use EX to represent exports, and M to represent imports. 

Following the initial letters, we then use “@country code” to 

represent the trading partner country. To which country does 

EX@542 represent Taiwan’s value of exports?  (A) South Korea  

(B) United States  (C) Japan  (D) Singapore. 

 (B)  423.  In Taiwan Exports and Imports Statistical Databank (TRADE.bnk), 

we use EX to represent exports, and M to represent imports. 

Following the initial letters, we then use “@country code” to 

represent the trading partner country. From which country d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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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11 represent Taiwan’s value of imports?  (A) South Korea  

(B) United States  (C) Japan  (D) Singapore. 

(D) 424.  In Taiwan Exports and Imports Statistical Databank (TRADE.bnk), 

we use EX to represent exports, and M to represent imports. 

Following the initial letters, we then use “@country code” to 

represent the trading partner country. From which country does 

M@576 represent Taiwan’s value of imports?  (A) South Korea  

(B) United States  (C) Japan  (D) Singapore. 

(B) 425.  In TRADE.bnk, we use EX@111 to represent “Taiwan’s exports 

to United States (in NT million)” and EX@111$ to represent 

“Taiwan’s exports to United States (in US$1000)”. What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Taiwan’s exports to Mainland China (in 

US$1000)”? (A) EX@542$ (B) EX@924$ (C) EX@576$ (D) 

EX@112$ 

(D) 426.  In TRADE.bnk, we use EX@111 to represent “Taiwan’s exports 

to United States (in NT million)” and EX@111$ to represent 

“Taiwan’s exports to United States (in US$1000)”. What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Taiwan’s exports to United Kingdom (in 

US$1000)”? (A) EX@542$ (B) EX@924$ (C) EX@576$ (D) 

EX@112$ 

(A) 427.  In TRADE.bnk, we use EX@111 to represent “Taiwan’s exports 

to United States (in NT million)” and EX@111$ to represent 

“Taiwan’s exports to United States (in US$1000)”. What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Taiwan’s exports to South Korea (in 

US$1000)”? (A) EX@542$ (B) EX@924$ (C) EX@576$ (D) 

EX@112$ 

(D) 428.  Quarterly National Economic Trends Databank (QNET.bnk) 

contains many important statistics for Taiwan, and some 

competitive countries in East Asia as well as some advanced 

countries.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ountries are included in this 

databank? (A) Germany (B) United Kingdom (C) Italy (D) All of 

the above. 

(D) 429.  Quarterly National Economic Trends Databank (QNET.b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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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ins many important statistics for Taiwan, and some 

competitive countries in East Asia as well as some advanced 

countries.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ountries are included in this 

databank? (A) South Korea (B) Singapore (C) Hong Kong (D) All 

of the above. 

(B) 430.  In QNET.bnk, which country’s “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 US Dollars” does GDP$PC@SKOR represent? (A) 

Singapore  (B) South Korea  (C) Hong Kong  (D) Mainland 

China. 

(D) 431.  In QNET.bnk, which country’s “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 US Dollars” does GDP$PC@PRC represent? (A) 

Singapore  (B) South Korea  (C) Hong Kong  (D) Mainland 

China. 

(C) 432.  In QNET.bnk, which country’s “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 US Dollars” does GDP$PC@FRA represent? (A) 

German  (B) Japan  (C) France  (D) Italy. 

(A) 433.  In QNET.bnk, what kind of statistics does ECH@UK represent for 

United Kingdom? (A) Economic Growth Rate (B) Unemployment 

Rate  (C) Exchange Rate  (D) Consumer Price Index Growth 

Rate. 

(D) 434.  In QNET.bnk, what kind of statistics does CPICH@UK represent 

for United Kingdom? (A) Economic Growth Rate (B) 

Unemployment Rate  (C) Exchange Rate  (D) Consumer Price 

Index Growth Rate. 

(B) 435.  In QNET.bnk, what kind of statistics does RU@UK represent for 

United Kingdom? (A) Economic Growth Rate (B) Unemployment 

Rate  (C) Exchange Rate  (D) Consumer Price Index Growth 

Rate. 

(C) 436.  In QNET.bnk, what kind of statistics does EX$@PRC represent 

for Mainland China? (A)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dex Growth Rate  

(B) Value of Imports (C) Value of Exports (D) Changes in Money 

Supply. 

(B) 437.  In QNET.bnk, what kind of statistics does M$@PRC represen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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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and China? (A)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dex Growth Rate  

(B) Value of Imports (C) Value of Exports (D) Changes in Money 

Supply. 

(D) 438.  The Directorate 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DGBAS) is the government agency that compiles and releases 

our National Accounts (NA) statistics. How many times a year 

does the DGBAS release the NA statistics? (A) 1  (B) 2 (C) 3  

(D) 4. 

(A) 439.  In National Accounts statistical databanks (NA.bnk), what kind of 

statistics does CP represent? (A) Private Consumtion  (B) 

Government Consumption  (C) Exports of Goods and Services 

(D) Imports of Goods and Services. 

(B) 440.  In National Accounts statistical databanks (NA.bnk), what kind of 

statistics does CG represent? (A) Private Consumtion (B) 

Government Consumption  (C) Exports of Goods and Services 

(D) Imports of Goods and Services. 

(D) 441.  In National Accounts statistical databanks (NA.bnk), what kind of 

statistics does IFIX represent? (A) Private Consumtion (B) 

Government Consumption  (C) Exports of Goods and Services 

(D)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B) 442.  In NA.bnk, the retrieval code GDPFOOD represent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 Food Products and Beverages”. What kind 

of product groups does GDPTEXT represent? (A) Wood and 

Bamboo Products (B) Textile Mill Products (C) Furniture and 

Fixtures (D) Rubber Products. 

(A) 443.  In NA.bnk, the retrieval code GDPFOOD represent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 Food Products and Beverages”. What kind 

of product groups does GDPWOOD represent? (A) Wood and 

Bamboo Products (B) Textile Mill Products (C) Furniture and 

Fixtures (D) Rubber Products. 

(C) 444.  In NA.bnk, the retrieval code GDPFOOD represent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 Food Products and Beverages”. What kind 

of product groups does GDPFURN represent? (A) Wood and 



 
48/56 

Bamboo Products (B) Textile Mill Products (C) Furniture and 

Fixtures (D) Rubber Products. 

(D) 445.  In NA.bnk, the retrieval code GDPFOOD represent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 Food Products and Beverages”. What kind 

of product groups does GDPRUB represent? (A) Wood and 

Bamboo Products (B) Textile Mill Products (C) Furniture and 

Fixtures (D) Rubber Products. 

(B) 446.  Taiwan Production Statistical Databank (IND.bnk) contains 

production and sales statistics for industries up to 7-digit level. 

For instance, Q2611120 represents Quantity of Production for 

“Foundry Wafer (8 inches and Below)”. What kind of statistics 

does S2611120 represent for “Foundry Wafer (8 inches and 

Below)”? (A) Index of Production (B) Quantity of Shipment (C) 

Value of Shipment (D) Inventory. 

(C) 447.  Taiwan Production Statistical Databank (IND.bnk) contains 

production and sales statistics for industries up to 7-digit level. 

For instance, Q2611120 represents Quantity of Production for 

“Foundry Wafer (8 inches and Below)”. What kind of statistics 

does S$2611120 represent for “Foundry Wafer (8 inches and 

Below)”? (A) Index of Production (B) Quantity of Shipment (C) 

Value of Shipment (D) Inventory. 

(D) 448.  Taiwan Production Statistical Databank (IND.bnk) contains 

production and sales statistics for industries up to 7-digit level. 

For instance, Q2611120 represents Quantity of Production for 

“Foundry Wafer (8 inches and Below)”. What kind of statistics 

does INV2611120 represent for “Foundry Wafer (8 inches and 

Below)”? (A) Index of Production (B) Quantity of Shipment (C) 

Value of Shipment (D) Inventory. 

(C) 449.  The 3-digit country code set up by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as been widely used by all nations. For instance, 111 is 

the code for the United States. What is the code for United 

Kingdom? (A) 924 (B) 158 (C) 112 (D) 542 

(A) 450.  The 3-digit country code set up by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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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 has been widely used by all nations. For instance, 111 is 

the code for the United States. What is the code for Mainland 

China? (A) 924 (B) 158 (C) 112 (D) 542 

(B) 451.  The 3-digit country code set up by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as been widely used by all nations. For instance, 111 is 

the code for the United States. What is the code for Japan? (A) 

924 (B) 158 (C) 112 (D) 542 

(D) 452.  The 3-digit country code set up by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as been widely used by all nations. For instance, 111 is 

the code for the United States. What is the code for South 

Korea? (A) 924 (B) 158 (C) 112 (D) 542 

(A) 453.  In IMF.bnk, A111L99Z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Annual Statistics 

of United States Population”. What does the initial letter “A” 

represent in this retrieval code? (A) Frequency of the data (B) 

Country code (C) Concept code for “population” (D) Assets 

(B) 454.  In IMF.bnk, A111L99Z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Annual Statistics 

of United States Population”. What does “111” represent in this 

retrieval code? (A) Frequency of the data (B) Country code (C) 

Concept code for “population” (D) Assets 

(C) 455.  In IMF.bnk, A111L99Z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Annual Statistics 

of United States Population”. What does the “L99Z” represent in 

this retrieval code? (A) Frequency of the data (B) Country code 

(C) Concept code for “population” (D) Assets 

(A) 456.  In IMF.bnk, M158L01D_D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Monthly 

statistics of Japan’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What does the 

initial letter “M” represent in this retrieval code? (A) Frequency of 

the data (B) Country code (C) Concept Code for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D) Money supply. 

(B) 457.  In IMF.bnk, M158L01D_D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Monthly 

statistics of Japan’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What does 

“158” represent in this retrieval code? (A) Frequency of the data 

(B) Country code (C) Concept Code for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D) Money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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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58.  In IMF.bnk, M158L01D_D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Monthly 

statistics of Japan’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What does 

“L01D_D” represent in this retrieval code? (A) Frequency of the 

data (B) Country code (C) Concept Code for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D) Money supply. 

(C) 459.  In IMF.bnk, what does the retrieval code A924L99Z represent? 

(A) Annual population data for Japan (B) Annual population data 

for South Korea (C) Annual population data for China (D) Annual 

population data for United Kingdom. 

(B) 460.  In IMF.bnk, what does M542L01D_D represent? (A) Monthly data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for Japan (B) Monthly data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for South Korea (C) Monthly data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for China (D) Monthly data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for United Kingdom. 

(B) 461.  In Taiwan Manpower Statistical Databank (MAN.bnk), EMFG 

represents the data for “Number of Persons Employed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What does ESV represent? (A) Number 

of Persons Employed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B) Number of 

Persons Employed in the Service Sector (C) Number of Persons 

Employed in the Water Supply Industry (D) Number of Persons 

Employed in the Finance and Insurance Industry 

(D) 462.  In Taiwan Manpower Statistical Databank (MAN.bnk), EMFG 

represents the data for “Number of Persons Employed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What does EFI represent? (A) Number of 

Persons Employed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B) Number of 

Persons Employed in the Service Sector (C) Number of Persons 

Employed in the Water Supply Industry (D) Number of Persons 

Employed in the Finance and Insurance Industry 

(A) 463.  In Taiwan Manpower Statistical Databank (MAN.bnk), EMFG 

represents the data for “Number of Persons Employed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What does ECON represent? (A) Number 

of Persons Employed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B) Number of 

Persons Employed in the Service Sector (C) Number of Per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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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ed in the Water Supply Industry (D) Number of Persons 

Employed in the Finance and Insurance Industry 

(C) 464.  In MAN.bnk, what does RU40@44 represent? (A) Population – 

Aged 40 to 44 years (B) Labor force employed – Aged 40 to 44 

years (C) Unemployment rate – Aged 40 to 44 years (D) Labor 

force unemployed – Aged 40 to 44 years 

(C) 465.  In Taiwan Earnings and Productivity Statistical Databank 

(WAGE.bnk), AE represents Average monthly Earnings. For 

instance, AE@FOOD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Average monthly 

Earnings in the Foo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hat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Average monthly Earnings in the “Plastic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 AE@CHEMP (B) AE@WOOD (C) 

AE@PLA (D) AE@TEXT. 

(A) 466.  In Taiwan Earnings and Productivity Statistical Databank 

(WAGE.bnk), AE represents Average monthly Earnings. For 

instance, AE@FOOD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Average monthly 

Earnings in the Foo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hat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Average monthly Earnings in the “Chemical 

Products manufacturing”? (A) AE@CHEMP (B) AE@WOOD (C) 

AE@PLA (D) AE@TEXT. 

(D) 467.  In Taiwan Earnings and Productivity Statistical Databank 

(WAGE.bnk), AE represents Average monthly Earnings. For 

instance, AE@FOOD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Average monthly 

Earnings in the Foo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hat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Average monthly Earnings in the “Textile mills”? 

(A) AE@CHEMP (B) AE@WOOD (C) AE@PLA (D) AE@TEXT. 

(B) 468.  In Taiwan Earnings and Productivity Statistical Databank 

(WAGE.bnk), AE represents Average monthly Earnings. For 

instance, AE@FOOD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Average monthly 

Earnings in the Foo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hat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Average monthly Earnings in the “Wood and 

Bamboo Products manufacturing”? (A) AE@CHEMP (B) 

AE@WOOD (C) AE@PLA (D) AE@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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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469.  In Taiwan Price Statistical Databank (PRICE.bnk), CPI is the 

concept code for Consumer Price Index. What is the concept 

code for Export Price Index? (A) WPI (B) XPI (C) MPI (D) CCI 

(C) 470.  In Taiwan Price Statistical Databank (PRICE.bnk), CPI is the 

concept code for Consumer Price Index. What is the concept 

code for Import Price Index? (A) WPI (B) XPI (C) MPI (D) CCI 

(C) 471.  In PRICE.bnk, CPI@FOOD represents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for Food. What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consumer price index in 

“Housing”? (A) CPI@TRANS (B) CPI@MED (C) CPI@HOUS (D) 

CPI@ENTER 

(A) 472.  In PRICE.bnk, CPI@FOOD represents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for Food. What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consumer price index in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 CPI@TRANS (B) 

CPI@MED (C) CPI@HOUS (D) CPI@ENTER 

(B) 473.  In PRICE.bnk, CPI@FOOD represents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for Food. What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consumer price index in 

“Medicines and medical care”? (A) CPI@TRANS (B) CPI@MED 

(C) CPI@HOUS (D) CPI@ENTER 

(D) 474.  In PRICE.bnk, CPI@FOOD represents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for Food. What is the retrieval code for consumer price index in 

“Entertainment expense”? (A) CPI@TRANS (B) CPI@MED (C) 

CPI@HOUS (D) CPI@ENTER 

 (A)  475.  When AREMOS starts up, the only bank that will be open 

automatically is a bank labeled:  (A) "Work"  (B) "Workspace" 

(C) "Auto"  (D) “Bank”. 

 (B)  476.  AREMOS banks can contain the following types of objects except: 

(A) Series  (B) Template  (C) Procedure  (D) List.  

 (D)  477.  If you attempt to open a data bank that does not exist, AREMOS 

automatically  (A) creates the data bank but not opens it.  (B) 

creates the data bank and saves it.  (C) creates the data bank, 

opens it and saves it.  (D) creates the data bank and opens it. 

 (A)  478.  What is the full name of 「AREMOS」?  (A) Advanced Retrieval 

and Econometric MOdeling System  (B) Advanced Retrie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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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Motion System  (C) Automatic Retrieval Electronic 

Modeling System  (D) Automatic Retrieval Economic Modified 

System. 

 (B)  479.  How many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databanks does AREMOS 

provide at present?  (A) 30  (B) 9  (C) 3  (D) 1 

 (C)  48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atabanks is not provided by AREMOS at 

present?  (A) China Foreign Trade Statistical Databank  (B) 

China Population Statistical Databank  (C) China Communist 

Party Databank  (D) China Financial Statistical Databank. 

 (D)  481.  Which of the following places have AREMOS databanks installed? 

(A) the library of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B) the library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 

the library of Central Bank of China  (D) all of the above 

 (D)  482.  If you need the time series data from 1986 first quarter to 2009 first 

quarter, what should you key-in when setting frequency 

(continuation of #)?  (A) From1986M1 to 2009M1  (B) From 

1986A1 to 2009A1  (C) From1986:1:1 to 2009:1:1  (D) From 

1986Q1 to 2009Q1 

 (B)  483.  How do you convert monthly data to quarterly data?  (A) 

unconvertible  (B) set frequency at “quarterly” and choose 

「 Data>Series>Collapse 」 sequentially  (C) set frequency at 

“monthly” and choose 「Data> Series> Collapse」sequentially  

(D) set frequency at “quarterly” and choose 「Data> Matrix> 

Transform」sequentially. 

 (A)  484.  Suppose you have found the retrieval code “JQIND - the index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Where should you insert the “Taiwan 

Quarterly National Economic Trends Databank”?  (A) Open banks 

(B) Send Series Data  (C) AREMOS Tables  (D) Set Savefile 

Option 

 (B)  485.  Suppose you have inserted the databank successfully. Then,  

where should you import the retrieval code “JQIND” ?(continuation 

of #)  (A) Open banks  (B) Send Series Data  (C) AREMOS 

Tables  (D) Set Savefile 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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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48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tems can be altered while you’re sending 

series data  (A) 「Include Names」or not  (B) 「Include Dates」

or not   (C) Decimal Places  (D) all of the above 

 (C)  487.  If you need the time series data of GDP of USA, you could try to 

key in the key words in Label Keywords to search for the data.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earching steps is the best?  (A) input

「GDP」  (B) input「Gross Domestic Product」  (C) input「Gross 

Domestic Product, United States」  (D) input 「United States」 

 (C)  488.  At 「Send Series Data」 window, if you enter 「index」,it would 

appear a new window-「Object Selector」.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tems cannot be altered in「Object Selector」?  (A) the databanks 

(B) the time frequency (M,Q,A)  (C) the period of time series data  

(D) the label keywords 

 (C)  489.  How do you examine the version of AREMOS software?  (A) the 

file「wAREMOS」in AREMOS disc  (B) the toolbar in AREMOS-

「Help>About>Version」 (C) both A and B   (D) neither A nor B 

 (A)  490.  What can you infer when you see the information「A ; 1980」and

「M ;1988:01」under the headings of FREQ and START?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are correct with this retrieval 

code? 

1.  with annual data and monthly data 

2.  the earliest annual data is from 1988 

3.  the earliest monthly data is from January, 1988 

4.  this time series data does not have quarterly data 

    (A) 134 only   (B) 13 only   (C) 34 only   (D) 1234 

 (C)  491.  If you need to do research on 「the imports and exports between 

America and Japan」,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atabanks should you 

use to look for the data?  (A) 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Databank  (B) Taiwan Exports and Imports Statistical Databank 

(C) IMF Direction of Trade Databank  (D) Asia Macroeconomic 

Statistical Databank 

 (A)  492.  You are researching on the forecast of interest, therefore ,you need 

the data-「fixed deposit rate in bank of Taiwan」, which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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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ing databanks should you use to look for the data?  (A) 

Taiwan Financial Statistical Databank  (B) Taiwan 

Over-the-Counter Stock Market Statistical Databank  (C) Taiwan 

Interior Statistical Databank  (D) Taiwan Business Condition 

Indicators Databank 

 (A)  493.  What is the bankname for  「Taiwan Financial Statistical 

Databank」?  (A) FSM.bnk  (B) QNET.bnk  (C) IND.bnk  (D) 

MAN.bnk 

 (B)  494.  What is the bankname for 「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Databank」?  (A) FLOW.bnk  (B) IMF.bnk  (C) IFS.bnk  (D) 

TRADE.bnk 

 (C)  495.  If you’re interested in doing research on 「Consumer prices 

between city and rural in China」,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atabanks 

is considered the best?  (A) China Agriculture Statistical Databank  

(B) China Education Statistical Databank  (C) China Price Indices 

Statistical Databank  (D) China Foreign Trade Statistical Databank 

 (A)  496.  If you discover that the CPI of one place is highly related to its 

residents’ income, therefore, you need the data of 「residents’ 

income in city and rural」to conduct an advanced research.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atabanks is considered the best?  (A) China 

People's Livelihood Statistical Databank  (B) Asia Macroeconomic 

Statistical Databank  (C) China Population Statistical Databank  

(D) China National Accounts Databank 

 (C)  497.  If you have to find some Demographic variables as the key factor of 

market segment,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atabanks is recommended 

to find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such as employment, age 

composition and population?  (A) Taiwan Interior Statistical 

Databank  (B) Taiwan Commerce Statistical Databank   (C) 

Taiwan Manpower Statistical Databank  (D) Taiwan Multifactor 

Productivity Statistical Databank 

 (C)  498.  Which description about the full name "na:gdp01.q" is wrong? (A) 

bankname is "na" (B) versionname is "quarter" (C) "na:gdp01.q" 

and "ind:j22.m" belong to the same .bnk (D) objectnam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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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01"。 

(B) 499.  From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atabanks can we find the data for 

the number of total aircraft flights at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A) MFP.bnk (B) TRANS.bnk (C) AGR.bnk (D) ENG.bnk 

(C) 500.  From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atabanks can we find the data for 

the quantity of production of Husked Rice in Taiwan? (A) 

MFP.bnk (B) TRANS.bnk (C) AGR.bnk (D) ENG.b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