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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處理，否則不予計分。 
�本試卷正反兩頁共 65題，【第 1-55題為 4選 1單選選擇題（第 1-40題，每題 1.25分，占 50分）；
（第 41-55題，每題 2分，占 30分）】；【第 56-65題為複選題，每題 2分，占 20分】。 
�題型分為單選題與複選題，限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作答，請選出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
分數；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應考人得自備簡易型電子計算機(不得發出聲響)應試，惟不得使用財務型或工程用計算機。若應
考人測驗時於桌面上放置或使用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機，經勸阻無效，仍執意使用者，該科扣 10
分；計算機並由監試人員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後歸還。 
�答案卡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科以零分計算。 

第一部分：【第 1-40題為單選題，每題 1.25分，共計 40題，占 50分】 
【1】1.有關國際收支帳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準備資產指貨幣當局所控管隨時可以動用的國外資產 
�非貨幣之黃金應記在金融帳 
�債務的抵免和移民移轉應記在經常帳 
�投資所得應記在資本帳 
【1】2.當一國出現國際收支順差時，中央銀行為了要穩住匯率水準，應如何在外匯市場進行干預？ 
�賣出本國貨幣；買進外匯 �買進本國貨幣；賣出外匯  
�同時賣出本國貨幣及外匯 �同時買進本國貨幣及外匯 
【4】3.國際上存在許多匯率制度，目前台灣採行的匯率制度較偏向下列何種匯率制度？ 
�固定匯率制度 �自由浮動匯率制度 �釘住一籃貨幣 �管理浮動匯率制度 
【1】4.在採取浮動匯率制度下，假如一國出現國際收支順差時，則該國的貨幣將會如何？ 
�升值 �貶值 �先貶值，再升值 �先升值，再貶值 
【3】5.一般常見的匯率報價方式，以本國貨幣來表示一單位外國貨幣的價格之方式，屬於何種報價方式？ 
�收進報價法 �歐式報價法 �直接報價法 �間接報價法 
【2】6.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的規定，外匯存底包含 a.政府持有之可兌換外幣；b.國際貨幣基金的準備部位；c.政府
持有之黃金；d.特別提款權。對於台灣而言，缺少了上述哪兩種外匯存底？ 
� a和 d � b和 d � c和 b � a和 b 
【1】7.有關匯率制度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固定匯率制度可降低貿易與投資的風險 �固定匯率制度有助於國內經濟的平衡 
�浮動匯率制度將會破壞國內經濟的平穩 �浮動匯率制度可降低貿易與投資的風險 
【1、2、3、4】8.在 IS-LM-BP模型中，同時考慮商品市場、貨幣市場與國際收支均衡之下，其 IS、LM和 BP曲
線的交點，為經濟體系的： 
�內部均衡 �外部均衡 �短期均衡 �長期均衡 
【2】9.當資金在國際上具有完全的移動性時，則國際收支 BP曲線的斜率為何？ 
� -1 � 0 � 1 �無窮大 

【2】10.在 IS-LM-BP模型之下，當 IS-LM的均衡點位於 BP曲線的上方時，下列何者正確？ 
�國際收支將會有赤字 �國際收支將會有盈餘 �國際收支將會平衡 �無法判別 

【3】11.下列何種因素將會造成一國對外匯需求的增加？ 
�國外資金的流入 �外國人在本國之花費 �本國對外國的援助 �本國出售商品給外國 

【2】12.某投資者利用三種不同幣別間之交叉匯差，同時在三個市場進行三種幣別買賣，以低買高賣方式獲取無
風險差價利益，此種方式屬於下列何種交易？ 
�直接套匯 �間接套匯 �無風險套利 �利息套匯 

【2】13.在利率平價假說模型中，當本國與外國的利差小於遠期匯率的溢折價幅度時，兩國的資金將會如何移動？ 
�資金將會由外國流入本國 �資金將會由本國流向外國 
�兩國資金不再流動  �兩國資金會互相流動 

【3】14.根據費雪方程式，如果台灣實質利率為每年 2%，預期通貨膨脹率為 3%，則台灣名目利率為： 
� 1% � -5% � 5% � -1% 

【3】15.假設外匯市場中對美元的需求方程式為 Qd=20-4i，而供給方程式為 Qs=15+6i；Q：代表美元的金額（百
萬元），i：代表名目匯率，則下列何者為正確衡量結果？ 
� i=1 � i=0.2  � i=0.5 �i=1.5 

【2】16.買賣雙方簽訂契約，並約定特定數量之兩種貨幣，且於未來某特定日期進行交易，稱之為：  
�即期匯率 �遠期匯率  �三角套利 �貨幣價值 

【1】17.依 Marshall-Lerner理論，貶值能改善貿易收支條件為： 
�貶值國的進口需求彈性加上貿易對手國對該國出口需求彈性之絕對值大於 1 
�貶值國的出口需求彈性加上貿易對手國對該國出口需求彈性之絕對值小於 1 
�貶值國的進口需求彈性加上貿易對手國對該國出口需求彈性之絕對值等於 0 
�貶值國的出口需求彈性加上貿易對手國對該國出口需求彈性之絕對值等於 0 

【1】18. 101年 1月，一美元兌換 30.5元新台幣，到了 101年 4月，一美元兌換 29.5元新台幣，表示： 
�新台幣升值  �新台幣升值且升值 1%  
�新台幣貶值  �新台幣貶值且貶值 1% 

【1】19.在國際收支帳中，保險、銀行、會計服務而收到國外的付款與費用，應放入國際收支帳中之： 
�經常帳 �金融帳 �資本帳 �誤差與遺漏淨額 

【1】20.下列何者為中央銀行採取之貨幣政策？ 
�公開市場操作  �預算平衡政策 �增加政府支出  �提高租稅 

【1】21.下列何者是屬於貨幣市場交易的金融工具？ 
�國庫券 �政府公債 �公司債 �股票 

【3】22.下列哪一個金融工具在金融市場上長期會消失？ 
金融工具 A B C D 
預期報酬率 35% 22% 19% 5% 
預期風險 20% 10% 12% 1% 

� A � B � C � D 
【3】23.下列哪一種債券的利率風險(interest rate risk)最低？ 
� 20年到期、票面利率為 8%的債券 � 20年到期、票面利率為 3%的債券 
� 10年到期、票面利率為 8%的債券 � 10年到期、票面利率為 3%的債券 

【4】24. A公司的息前稅前盈餘(EBIT)為$1,000,000，所得稅為$200,000，利息費用為$100,000，其利息保障倍數
為何？ 
� 0.33 � 3.33 � 5 � 10 

【1】25.下列何者方法可以解決股東與債權人之間的代理問題？ 
�在債務契約中訂定限制條款 �實施員工認股選擇權 
�發行可轉換公司債  �發放股票給員工當作獎酬 

【1】26.證券市場線(Security Market Line)說明風險與報酬率的關係，當投資者確信通貨膨脹將提高時，則下列何
者會發生？ 
�所有股票的要求報酬率將提高 � SML的斜率將增加 
�所有股票的貝他(Beta)將升高 �市場風險溢酬(Market Risk Premium)將提高 

【3】27.股市所謂「三大法人」(機構投資人)，下列何者正確？ 
�外資、投信、經紀商 �外資、投顧、經紀商 �外資、投信、自營商 �外資、投顧、自營商 

【1】28.已知投資組合包含兩種股票，下列何種情況分散風險的效果最小？ 
�兩種股票的相關係數為 1 �兩種股票的相關係數為 0 
�兩種股票的相關係數為-1 �兩種股票的相關係數為 1/2 

【3】29.在期貨與選擇權市場中，當投資者預期未來石油價格會上漲，為獲利潤並承擔風險，投資者該怎麼做？ 
�賣一個石油的買權(call)  �賣一個石油的期貨(future) 
�買一個石油的買權(call)  �買一個石油的賣權(put) 

【2】30.下列有影響買權(Call)價值的敘述，何者正確？ 
�離到期日越近，買權的價值越大 �標的資產的價格越高，買權的價值越大 
�履約價格越高，買權的價值越大 �標的資產的價格波動度越高，買權的價值越小 

【3】31.某投資案原始投資的成本為 400萬元，未來 6年每年產生現金流量 100萬元，試求投資案的內部報酬率
(IRR)約為：  
� 11% � 12% � 13% � 14% 

【3】32.假設某公司在經濟景氣繁榮、普通、蕭條的報酬分別為 25%、15%、-5%，繁榮、普通、蕭條的機率分別
為 30%、50%、20%，則明年公司的期望報酬為何？ 
� 9% � 12% � 14% � 16% 

【3】33.某公司的損益表科目內容如下：銷貨收入$12,000,000、變動成本$6,000,000、固定成本$3,000,000、息前
稅前淨利$3,000,000、利息費用$1,500,000、稅前淨利$1,500,000、稅率為 30%、稅後淨利$1,050,000，試計算該
公司之總槓桿程度為何？ 
� 1 � 2 � 4 � 8 

【2】34.下列何者為以內部報酬率法(IRR)作為資本預算決策準則的缺點？ 
�所有資本預算的內部報酬率都有兩個以上 
�內部報酬率的計算是假設現金流量的再投資報酬率即為內部報酬率(IRR) 
�內部報酬率一定是非負的(大於零或為零) 
�內部報酬率即是資本預算的資金成本 



【1】35.股利理論中的『一鳥在手理論』的背後意涵為何？ 
�投資人較偏好近期的現金股利 �投資人較偏好遠期的現金股利 
�投資人偏好股票股利  �投資人對股票股利的發放時間無特定偏好 

【4】36.根據融資順位理論和資本預算決策理論來綜合判斷，若某公司有一淨現值為負的投資計畫，應以何種方
式進行融資為最優先考量？ 
�權益資金   �內部自有資金(保留盈餘) 
�負債  �放棄該計畫 

【3】37.太基公司營業槓桿為 0.4，財務槓桿為 2，而當今年銷售量增加 20%，則今年 EPS會增加多少百分比？ 
� 8% � 14% � 16% � 20% 

【4】38.假設 A股票的標準差為 0.2，B股票的標準差為 0.12，A股票與 B股票的共變異數為 0.0096，請問 A股
票與 B股票的相關係數為何？ 
� 0.20 � 0.24 � 0.36 � 0.40 

【4】39.下列何者不是系統風險？ 
�通貨膨脹 �經濟衰退 �政治動盪 �公司遭到法律訴訟 

【1】40.融資順位理論認為，企業在融資上的優先順序應為： 
�保留盈餘、發行債券、現金增資 �發行債券、現金增資、保留盈餘 
�現金增資、保留盈餘、發行債券 �保留盈餘、現金增資、發行債券 

 
第二部分：【第 41-55題為單選題，每題 2分，共計 15題，占 30分】 
【2】41.假設在 2011年時，美國與中國的物價指數分別為 100與 105，匯率為一美元可兌換 6.1元人民幣，而在
一年之後，美國與中國的物價指數分別為 110與 120，根據相對購買力平價假說，一年後的匯率應為多少？ 
� 6.7 � 6.3 � 5.8 � 5.6 

【2】42.假設美國與中國的年利率分別為 6.5%與 4.5%，即期匯率為一美元可兌換 6.2元人民幣，而六個月的遠期
匯率為 6.0，根據利率平價假說，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資金將如何流動？ 
�資金由中國流向美國  �資金由美國流向中國 
�兩國資金不會互相流動  �無法判別兩國資金的流動方向 

【3】43.承上題，遠期匯率 6.0是否符合利率平價假說的六個月均衡遠期匯率？ 
�是  �否，六個月遠期匯率應為 6.152 
�否，六個月遠期匯率應為 6.138 �否，六個月遠期匯率應為 6.076 

【1】44.假設在台灣某一名牌的手提包，一個要價 20,000元新台幣，而同一個手提包在日本一個要價 80,000日圓，
在單一價格法則成立之下，請問兩國的匯率為何？ 
� 1日圓可兌換 0.25元新台幣 � 1日圓可兌換 0.4元新台幣 
� 1元新台幣可兌換 0.25日圓 � 1日圓可兌換 0.2元新台幣 

【1】45.承上題，若當時實際的匯率為 1日圓可兌換 0.3元新台幣，請問是否存在套利空間？ 
�是，在台灣買較便宜 �是，在日本買較便宜 �否，沒有套利空間 �無法判別 

【4】46.在 Fleming 模型之下，如果一個國家採用浮動匯率制度並且資本移動性較大，當政府採行擴張性財政政
策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 IS曲線左移 � LM曲線右移 � BP曲線右移 �均衡利率上升 

【1】47. Mundell-Fleming模型基本架構為：IS-LM-BP，請問下列何者正確？ 
� Mundell-Fleming模型為靜態均衡模型  
� Mundell-Fleming模型為動態均衡模型 
� Mundell-Fleming模型，假設短期下物價可調整 
� Mundell-Fleming模型，考慮匯率預期因素 

【 2】 48.設商品市場為 (a)C=200+0.8Y； (b)I=700-1200r； (c)G=300；貨幣市場為 (d)Md=1000+0.25Y-1000r；
(e)Ms=2000；(f)P=1，則下列何者正確？ 
� IS：Y=6000+5000r � IS：Y=6000-6000r � LM：Y=4000+6000r � LM：Y=4000-4000r 

【1】49.假設麗正公司每年年底都發放當年度股利，預期未來第一年發放每股股利 1.5元，第二年發放每股股利 2
元，第三年開始每年發放股利都固定成長 8%，已知麗正公司股東要求必要報酬率為 10%，求麗正公司的預期
股價為何？ 
� 92.27元 � 107.95元  � 57.35元 � 84.16元 

【3】50.鴻天公司稅前負債成本為 10%，目前股票價格為 23 元，下一期的預期股利為 1.24 元，股利每年固定成
長 8%，鴻天公司的目標資本結構為 60%普通股權益、40%負債，只知鴻天公司的稅率為 20%，求鴻天公司目
標資本結構的加權平均資金成本(WACC)為多少？ 
� 12.04% � 6.44% � 11.23% � 7.24% 

【2】51. Bill與 Water均為基金經理人，Bill投資的股票貝他值為 1.5，平均報酬率為 20%，Water投資的股票貝
他值為 1.2，平均報酬率為 18%，若國庫券利率為 4%，同期間股市之市場報酬率為 15%，請問誰的選股能力
較好？誰的基金擁有較多超額報酬？ 
� Bill，Bill � Water，Water � Bill，Water � Water，Bill 

【1】52. A公司與 B公司在未來景氣好與景氣不好的預期報酬率分別如下表，已知未來景氣好發生的機率為 35%，
景氣不好發生的機率為 65%，求某投資組合為 55%資金購買 A公司股票以及 45%資金購買 B公司股票，求此
投資組合的預期報酬率為多少？ 
未來情況 發生機率 A公司股票預期報酬率 B公司股票預期報酬率 
景氣好 35% 16% 18% 
景氣不好 65% 12% 6% 

� 11.96% � 14.85% � 10.75% � 12.58% 
【3】53.海灣公司目前股票市價為每股 20元，其公司總市值為 4億元，且無負債、稅率為 0。公司預估未來每年

EPS是 4元，盈餘採現金股利方式全部發放給股東。而目前該公司正考慮是否要用發行債券買回庫藏股。該債
券面額 2億，無到期日，平價發行(票面利率等與市場利率皆為 10%)。在假定市場風險貼水為 15%以及無風險
利率為 8%的情況下，若海灣公司發行該債券並購買庫藏股，試求海灣公司的市場貝他值(Beta)為何？ 
� 1 � 0.8 � 1.66 � 2 

【4】54.假定市場的預期報酬率為 15%，無風險利率為 5%，市場報酬率的標準差為 10%，且假定所有投資人只能
投資於市場與無風險資產的狀況下，若投資人 A 君欲配置一投資組合能達到預期報酬率為 12%，他應如何配
置？此外，此一投資組合的標準差約為何？ 
� 30%投資於市場組合，70%投資於無風險資產，此一投資組合標準差為 10% 
� 50%投資於市場組合，50%投資於無風險資產，此一投資組合標準差為 7% 
� 70%投資於市場組合，30%投資於無風險資產，此一投資組合標準差為 10% 
� 70%投資於市場組合，30%投資於無風險資產，此一投資組合標準差為 7% 

【2】55.已知有四個方案為互斥，又知四個方案每年現金流量皆為$10,000，請問該採下列哪一方案？(WACC 為
10%)【註：PVIFA(10%,3)=2.4869，PVIFA(10%,6)=4.3553，PVIFA(10%,8)=5.3349，PVIFA(10%,9)=5.7590】 
�方案一：原始投資$30,000，投資年數 3年 �方案二：原始投資$40,000，投資年數 6年 
�方案三：原始投資$50,000，投資年數 8年 �方案四：原始投資$60,000，投資年數 9年 

 
第三部分：【第 56-65題為複選題，每題 2分，共計 10題，占 20分】 
【1、4】56.下列何種因素將會造成本國的貨幣升值？ 
�中央銀行進入外匯市場，賣出外匯 �本國利率相對低於外國利率 
�中央銀行進入外匯市場，買進外匯 �本國利率相對高於外國利率 

【1、2、3、4】57.下列何者屬於外匯的一種？ 
�外國貨幣 �外國票據 �外國公司債 �特別提款權 

【1、2、3、4】58.換匯交易的功能包含了下列哪些選項？ 
�滿足資金調度需要  �規避匯率風險  
�規避利率風險  �做為外匯交易交割日變動之因應工具 

【2、3】59.下列哪些計入於國際收支中之經常帳？ 
�證券投資 �商品出口  �商品進口  �對外直接投資 

【2、3】60.美國 MIT教授 Rudiger Dornbusch於 1976年發表之文章<預期與匯率動態>模型中，其基本理論為： 
� Dornbusch模型為靜態均衡模型 
� Dornbusch模型為動態均衡模型 
� Dornbusch模型中，將匯率預期因素與物價調整因素納入 IS-LM-BP模型 
� Dornbusch模型中，將物價調整因素納入 IS-LM-BP模型，但不考慮匯率預期因素 

【1、3】61.在下列哪些情況下，公司利用利息稅盾(Interest tax shield)，並無法增加公司價值？ 
�公司的邊際稅率為零   
�公司的負債權益比(debt-equity ratio)剛好等於 1 
�公司不舉債，以百分之百權益為公司資本結構  
�公司有舉債，但是負債的利率高於權益的資金成本 

【2、4】62.根據效率市場假說(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下列效率市場的敘述哪些正確？ 
�如果市場反應所有已公開的資訊，稱為強式(Strong form)效率市場 
�市場越有效率，投資者越難獲得超額報酬(abnormal returns) 
�大部份市場都是屬於強式(Strong form)效率市場  
�市場越有效率，表示市場對於新訊息的反映速度越快 

【1、4】63.對於投資一家太陽能產業公司股票的投資者，下列何者為不可分散風險？ 
�和整體股票市場漲跌有關之風險 �該公司高階管理階層之異動 
�全球太陽能產業生產過剩所產生降價的危機 �金融危機所引起的世界經濟不景氣 

【3、4】64.下列常用的資本預算評估技術有哪些同時考慮了現金流量、貨幣的時間價值以及以較合理的公司「資
金成本」作為再投資報酬率的優點？ 
�折現還本期間法 �內部報酬率法 �修正內部報酬率法 �淨現值法 

【1、2】65.有關債券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債券價格與利率成反向變動 �若其他條件相同，債券到期日愈短，利率風險愈小 
�短期債券的利率風險高於長期債券 �債券價格永遠高於面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