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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 1-40題為單選題，每題 1.5分，共計 40題，占 60分】 
【3】1.固定成長股利折現模型（constant growth dividend discount model）最適合用來評價下列哪一種公司的
股票？ 
�新創事業，預期未來幾年會保留所有盈餘的公司  
�成長快速的公司 
�成長穩健，處於成熟期的公司  
�擁有昂貴資產，但尚未產生利潤的公司 
【3】2.有關自由現金流量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營業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稅後淨利加上折舊 
�企業營業活動的現金流量扣除再投資的需要以後所剩餘的現金流量淨額 
�營業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加上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加上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3.下列何者不屬於股票流通市場的功能？ 
�籌措資金 �維持合理股價 �資金轉換 �增加股票的流動性 
【3】4.下列何者是開放型共同基金的特性？ 
�買賣價格是依交易所的掛牌市價 �對基金經理人而言，基金沒有贖回壓力 
�發行單位數不是固定  �基金大部分時間是處於折價狀態 
【4】5.下列何者不是股票市場運用技術分析時的最主要資料？ 
�過去的交易量 �歷史趨勢圖 �季節性變動 �即將公告的財報內容 
【2】6.假設股票 A和 B的風險與成長類似，已知股票 B的合理本益比是 20，股票 A和 B的每股盈餘分別
是 2元和 2.5元，則股票 A的合理股價為多少？ 
� 20元 � 40元 � 30元 � 10元 
【3】7.輔導發行公司股票上市的證券商是下列何者？  
�證券經紀商 �證券自營商 �證券承銷商 �公債交易商 
【4】8.理論上，下列何種基金的「效率前緣(Efficient Frontier)」可達到最佳狀態？ 
�新興市場股票型基金 �高科技基金 �債券市場基金 �全球基金 
【2】9.可提前贖回之公司債，其收回時機最佳是：  
�市場利率上升時 �市場利率下降時 �公司股價上升時 �公司股價下降時 

【2】10.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增加證券的數目至無限大，可使風險降至 0 
�某一股票的「貝他 (Beta)」為 1.2，代表其風險高於整體市場風險 
�一般而言，增加證券數目可降低「系統性風險」 
�個別證券必須具有負相關，才能降低證券組合的「非系統性風險」 

【2】11.當股票價格能反應所有公開資訊時，則股票市場至少必須滿足下列何者？ 
�弱式效率假說  �半強式效率假說  �強式效率假說  �無效率假說 

【2】12.一般而言，債券之殖利率上漲，則下列何種債券價格下跌幅度較大？  
�五年期公司債 �十年期公司債 �國庫券 �二年期零息債券 

【2】13.假設一年與二年期公債的年利率分別為 5%與 4%，則根據預期理論，此代表市場人士對一年後一年
期公債利率之預期為何？ 
�上漲 �下跌 �不變 �無法判斷 

【3】14.下列何種情況下，債券的存續期間(Duration)等於債券的到期期限？  
�折價債券 �平價債券(Par Bond) �零息債券 �溢價債券 

【3】15.商業本票(Commercial papers)是一短期證券，通常由下列何者發行？  
�中央銀行 �商業銀行 �知名大企業 �臺灣證券交易所 

【4】16. APT與 CAPM不同之處在於 APT： 
�更強調市場風險  �極小化風險分散的重要性 
�認為存在多個非系統風險因子 �認為存在多個系統風險因子 

【3】17.甲證券報酬率之標準差 30%，其占投資組合的 40%，無風險國庫券占投資組合的 60%，則此投資組
合報酬率的標準差為多少？  
� 42.43% � 23.24% � 12% � 5% 

【4】18.若 180天商業本票面額為 10,000 元，發行價格為 9,600元，則其實質年報酬率為多少？(假設一年以
360天計)  
� 6.39% � 9.55% � 5.25% � 8.33% 

【1】19.台灣股票交易稅率為下列何者？   
� 0.3% � 0.1425% � 1.5% � 2% 

【2】20.如果有美國式賣權其執行價格為 50元，若賣權成本為 5元，股票之市價為 40元，此時市場上持有賣
權者，執行權利的獲利為多少？ 
� 4元 � 5元 � 10元 � 0元 

【2】21.下列何者為用來分析一個公司之獲利能力的比率？ 
�本益比 �股東權益報酬率 �股利收益率 �賺得利息倍數 

【1】22.在財務分析中，時常需要用到所謂的無風險利率，請問下列何者最適合當成無風險利率的代理變數？ 
�政府公債殖利率  �郵局 3年期存款利率 
�台積電公司債殖利率  �台灣銀行 20年房屋貸款利率 

【3】23.有關貨幣時間價值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淨現值等於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減去期初投資  
�現值就是未來的現金流量折算到現在 
�貨幣時間價值來自於貨幣供給與需求的差異  
�貨幣時間價值即是同樣一塊錢在不同時間點之價值的差異 

【3】24.假設某公司稅後淨利為 50萬元，營業收入淨額為 500萬元，總資產週轉率為 2.5次，試問總資產報
酬率為下列何者？ 
� 15% � 20% � 25% � 30% 

【4】25.債權人、普通股股東與特別股股東對於公司求償權之優先順序依序為何？ 
�債權人→普通股股東→特別股股東 �普通股股東→特別股股東→債權人 
�特別股股東→債權人→普通股股東 �債權人→特別股股東→普通股股東 

【1】26.下列何者屬於短期自發性融資？ 
�應計費用 �短期銀行貸款 �有擔保短期融資 �發行商業本票 

【1】27.針對一個投資計畫案，不管到最後決定投資與否，公司已經投入或必須投入的資金稱為： 
�沉沒成本 �固定成本 �機會成本 �變動成本 

【3】28.某公司 2012年底之資產負債表中，固定資產有 700萬元，流動資產有 300萬元，流動負債有 150萬
元，股東權益有 600萬元，請問該公司當年底有多少營運資本？ 
� 400萬元 � 350萬元 � 150萬元 � 100萬元 

【4】29.有一投資計畫，期初需要 350萬元的投入，接下來 3年每年年底可分別回收 100、150、170萬元。假
設資金之年利率為 1.5%，請問此計畫之淨現值大約為幾萬元？ 
� 25 � 36 � 48 � 57 

【4】30.公司 A是一家完全沒有負債的公司，資產的貝他(ß)值為 1.7。假設無風險利率為 2%，市場風險溢酬
為 6%，請問公司 A之預期報酬率為何？ 
� 13.2% � 14.1% � 10.6% � 12.2% 

【2】31.下列何者係由營業結果所產生之權益，為公司未分配予股東的累積淨利，亦視為股東對公司的再投資
行為？ 
�資本公積 �保留盈餘 �庫藏股票 �流動資產 



【1】32.對於支付商品及勞務提供者之現金流量視為下列何者？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備抵活動之現金流量 

【3】33.對於瞭解企業創造營運資金能力、剖析企業短期財務風險及確認企業符合繼續經營假設，係為下列何
者分析之目的？ 
�資源運用分析  �長期償債分析  
�流動性分析  �資本報酬分析 

【3】34.有關長期負債之特性，下列何者錯誤？ 
�不具有控制權  �存有稅盾效益 
�面臨盈餘稀釋問題  �與股東間產生代理問題 

【4】35.下列何者又稱為淨資產週轉率？ 
�存貨週轉率  �應收帳款週轉率 
�流動資產週轉率  �股東權益週轉率 

【4】36.有關各項盈餘預測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預估盈餘成長率可藉由盈餘保留率與股東權益率求得 
�利用統計模型預測盈餘之困難在於建立合適之預測模型 
�分析師的盈餘預測具有相較一般投資人容易取得資訊的優點 
�在股利折現模型中係直接採用會計盈餘作為衡量價值指標 

【4】37某公司虧損數年，其 X3年第三季報表顯示，前三季的銷貨為$3,000,000。若變動成本佔銷貨的 70%，
全年的固定成本約為$1,200,000，該公司想要達到損益兩平目標，其第四季的銷貨至少應為多少？ 
� $0 � $500,000 � $800,000  � $1,000,000  

【3】38.當 A公司速動比率為 2.5，且其流動資產分別有現金 500萬元、應收票據 100萬元及存貨 300萬元，
請問其流動比率為下列何者？ 
� 2.55 � 2.95 � 3.75 � 4.15 

【4】39.若乙公司稅前淨利為 150萬元，所得稅率 20%，當利息保障倍數為 16時，請問其利息費用為下列何
者？ 
� 7萬元 � 8萬元 � 9萬元 � 10萬元 

【2】40.若 T公司之負債對其股東權益比率為 50%，請問其負債比率為下列何者（取近似值）？ 
� 0.22 � 0.33 � 0.44 � 0.55 

 
 
第二部分：【第 41-60題為單選題，每題 2分，共計 20題，占 40分】 
【2】41.可轉換公司債標的股票價格的波動愈大，則可轉換公司債的價格會： 
�愈低 �愈高 �無關 �視市場利率水準而定 

【1】42.就買權而言，當現貨價格 30元，履約價格 32元時，請問該買權價內差值為何？  
� 0元 � 1元 � 2元 � 3元 

【1】43.假設有一 5年期，票面利率 6%的債券，目前到期收益率(殖利率)為 8%，如果未來一年殖利率維持不
變，則一年後該債券價格將做何變化？ 
�上升  �下降  
�不變  �視存續期間的大小而定 

【3】44.所謂期貨價格處於逆價差是指期貨價格： 
�持續下跌  �高於現貨價格  
�低於現貨價格  �持續上漲 

【3】45.當張三預期美國到期收益率曲線(yield curve)的斜率將會由正轉負，請問其應： 
�賣出長期公債期貨  �買進國庫券期貨 
�賣出國庫券期貨、買進長期公債期貨 �買進大盤指數期貨、賣出國庫券期貨 

【3】46.小陳以 90元買進台積電股票，並以 100元出售持股，期間有無償配股，但無配息，已知此一操作的
投資報酬率為 50%，則無償配股為多少？ 
� 5.4元  � 4.4元 
� 3.5元  �與買入股數有關，故訊息不足，無法判斷 

【2】47.老王認為台積電股票的期望報酬率應有 10%。假設台積電的 ß係數是 1.6，無風險利率是 4%，股票
市場的期望報酬率是 8%。根據資本資產定價模式（CAPM），老王對台積電股票價格的看法是： 
�低估了 �高估了 �合理 �資料不足無法決定 

【4】48.老王今年以 50元股價買進 1張台塑的股票，假設在 1年間獲得 2.5元的現金股利及 2元的股票股利，
1年後以 60元賣出，請問 1年後老王將可獲利多少（忽略交易成本）？ 
� 21,500元 � 22,500元 � 23,500元 � 24,500元 

【1】49.面額 10,000元之轉換公司債，轉換比率為 200股，若股票市價為 60元，則轉換之後的投資報酬率為
多少？  
� 20% � 10% � 5% � 15% 

【3】50.某公司辦理現金增資，每股認購價格為 69 元，認股率為 20%，股票除權前一日收盤價為 75 元，則
除權參考價為多少？  
� 56元 � 60元 � 74元 � 69元 

【3】51.多角化可以有效地降低風險，當一投資組合達到充分多樣化時，所剩下的風險為何？ 
�個別證券的風險  �無風險證券的風險 
�與市場投資組合有關的風險 �總標準差代表的風險 

【2】52.利率期間結構指的是哪兩個變數的關係？ 
�殖利率與債券價格  �即期利率與到期期間 
�票面利率與債券價格  �票面利率與到期期間 

【2、4】53.應用杜邦分析於股東權益報酬率上，下列何者錯誤？ 
�股東權益報酬率與純益率成正比  
�股東權益報酬率與平均資產總額成反比 
�股東權益報酬率與總資產週轉率成正比  
�股東權益報酬率與權益乘數成反比 

【2】54.下列何者可分析固定成本、變動成本及營業淨利等三者關係，用以衡量不致使公司發生虧損的銷售數
量或金額？ 
�現金流量分析  �損益兩平分析  
�營業活動分析  �稅後純益分析 

【2】55.針對流動性分析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速動資產又稱為防禦性資產，包括現金、應收票據及應收帳款等 
�存貨週轉率愈大，則表示公司從買入存貨至出售存貨平均花費時間愈長 
�營業週期又稱為營業循環，係由存貨週轉天數與平均收現期間所組成 
�酸性測驗比率係為速動資產相對流動負債之比率 

【2】56.某人欲加入一永續年金計劃，該計畫將於第一年年底支付參與者 50,000 元，之後每年隨通貨膨脹率
2%調整。已知利率為 6%，請問此年金之價值為何？ 
� 1,000,000 � 1,250,000 � 1,550,000 � 2,000,000 

【1】57.某一投資組合包含 2種股票，股票 A和 B分別各占 75%和 25%，股票 A的預期報酬與變異數分別為
0.06和 0.09，股票 B的預期報酬與變異數分別為 0.08和 0.10，股票 A和 B的共變異數為-0.01，請問此投
資組合的標準差為何？ 
� 0.2305 � 0.3566 � 0.3444 � 0.4002 

【4】58.某人今年年初以每股 100元買了 1000股台積電股票，年底時收到 30,000元現金股利，若年底時此人
手上股票總市值為 110,000元，試問此人投資台積電股票之年報酬率為多少？ 
� 10% � 20% � 30% � 40% 

【3】59.若 P公司股利收益率為 15%，每股股利 3元，請問當每股盈餘 5元時，則該公司之本益比為下列何
者？ 
� 0.15 � 0.20 � 0.25 � 0.30 

【3】60.若甲公司之平均收現期間為 20天，若該年度期初應收帳款與期末應收帳款分別為 1,500千元及 1,700
千元，請問該公司當年度之營業收入淨額為下列何者？ 
� 27,600千元 � 28,400千元 � 29,200千元 � 30,700千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