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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有關投資組合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投資組合之中每兩檔資產之間的相關係數越小，則風險分散效果越好 

�投資組合之中每兩檔資產之間的相關係數越大，則風險分散效果越好 

�投資組合之中每兩檔資產之間的相關係數與風險分散無關 

�以相關係數高的投資組合搭配可降低投資風險 

【1】2.小李計畫期初以 100萬元投資泡沫紅茶店，投資 3年，預期每年淨收入約 25萬元，3年後處分店面

設備後取回 50萬元，當折現率為 6%時，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小李投資淨現值約賺 8.8萬元 �小李投資淨現值約賠 8.8萬元 

�小李投資淨現值約賺 9.2萬元 �小李投資淨現值約賠 9.2萬元 

【2】3.王小明將$120,000投資於 A股票，$180,000投資於 B股票。A股票與 B股票的報酬率之標準差分別

為 0.15與 0.20，A股票與 B股票的報酬率之相關係數為 0.3，則王小明整個投資組合的報酬率之標準差為

何？ 

� 12% � 15% � 18% � 20% 

【3】4.有關 β係數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 A股票的 β係數＝2，則 A股票的期望報酬率為市場投資組合期望報酬率的 2倍 

� A投資組合的 β係數＝2，則 A投資組合所承受的非系統風險為市場投資組合的 2倍 

� A投資組合的 β係數＝2，則 A投資組合所承受的系統風險為市場投資組合的 2倍 

� A投資組合的 β係數＝0，則 A投資組合只需要承受非系統風險 

【1】5.某一履約價格為 80元之賣權，其市價為 3元，且其標的資產現在的價格為 82元，則此賣權現在的

內含價值為何？ 

� 0元 � 2元 � 3元 � -2元 

【1】6.倘 A股票價格為$42，且近日剛發放$4股利，根據固定成長模型評估，假設投資人要求 A的折現率

為 12%，請問 A股票的股利成長率為何？ 

� 2.26% � 3.26% � 4.26% � 5.26% 

【4】7.就變動成本與固定成本，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當產量為零時則變動成本為零 �固定成本在一段時間內不會改變 

�變動成本與固定成本和為總成本 �生產設備租金可視為變動成本 

【3】8.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如果市場為有效率性，則股票價格已經充分反應其價值，投資人可以任意挑選股票 

�如果市場是有效率，利用丟飛鏢的方式挑選股票可以達到風險分散的效果 

�利用技術分析挑選股票無法擊敗大盤，表示市場具有弱勢效率 

�小公司股票的報酬率高於大公司，此說明市場是有效率的，因為小公司風險高所以報酬率也較高 

【4】9.有關選擇權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股票賣權的 delta為-0.7，表示在其他情況不變下，股價若上漲 1元，賣權價格會上漲 0.7元 

�簡單歐式買權的 Vega 一定為負值 

�選擇權之做空跨式(short straddle)部位交易策略可用於看空標的物價格使用 

�當股價相對於履約價格很高時，則股票賣權變得沒有價值可言 

【4】10.假設一個兩年期的保本型債券，在到期時的償還金額為：[面額 × (1 + 90% × 指數成長率)]。若在這

兩年期間，標的指數上升了 24%，則投資人的複利平均年報酬率約為何？ 

� 13.3% � 12.3% � 11.3% � 10.3% 

【2】11.國際貿易經常使用包裝單(packing list)，請問其具備下列何種意義？ 

�賣方開給買方的貨品交易帳單 �賣方開給買方的貨品詳細清單 

�託運人開給運送人的託運申請單 �被保險人開給保險人的投保清單 

【3】12.國際貿易賣方簽發之商業發票(commercial invoice)其中有一欄為「for account and risk of______」，請

問「of」後面應填入下列何項內容？ 

�交易商品名稱 �運送人名稱 �買方公司名稱 �保險公司名稱 

【2】13.以進口商立場，假設貨物比較早運達目的地，而提單經由銀行作業卻比較慢寄達進口地。如進口商

不想等候提單而欲先行提貨時，下列何種作業可以提供此項功能？ 

�提前繳清運費 �申請擔保提貨 �購買提前提貨保險 �修改信用狀裝運期限 

【1】14.輸出保險之主要保險標的為何？ 

�貨款是否收訖 �貨物有無毀損 �運費確保收訖 �產品責任負擔 

【4】15.下列何種貿易條件比較適合使用在航空運輸的國際貿易？ 

� FOB � CIF � FAS � FCA 

【3】16.以 CIF New York 貿易條件交易，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賣方在 New York交貨給買方 �洽訂艙位之責任為買方 

�貨物在運輸期間之風險由買方負擔 � New York 之通關手續由賣方負責 

【4】17. CIF交易賣方應替買方購買運輸保險，除非另有約定，否則下列相關保險金額之敘述何者正確？ 

�不得低於信用狀金額 �不得超過 CIF金額  

�不得超過 110% CIF金額 �不得低於 110% CIF金額 

【3】18.以出口商立場而言，下列何種付款方式最為有利？ 

�付款交單(D/P) �承兌交單(D/A) �即期信用狀 �遠期信用狀 

【4】19.如信用狀無特別規定，則下列何種作業是被允許的？ 

�提示三分之二的正本提單 �備運提單 

�貨裝在甲板上 �轉運 

【1】20.在貨櫃運輸作業上，下列何種方式可達成貨櫃從戶至戶(from door to door)之運輸目標？ 

� CY/CY � CY/CFS � CFS/CY � CFS/CFS 



【1】21.當經濟社會所得分配最不平均，表示所得分配的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為何？ 

�等於 1 �大於 1 �小於 0 �等於 0 

【4】22.當工資上升，倘若替代效果大於所得效果時，個人勞動供給線的斜率為何？ 

�無限大 �負斜率 �零 �正斜率 

【3】23.假設其他條件不變，當經濟社會廣泛運用個人電腦，促使生產技術提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總供給曲線左移 �物價水準上漲 �總供給曲線右移 �總產量減少 

【4】24.儲蓄函數：S= -70+ 0.2Y，並且投資函數為 I=30，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儲蓄為 30 �自發性消費為 70 �平均消費傾向為 0.94 �均衡所得為 400 

【3】25.假設其他條件不變，政府增加公共基本設施支出，對經濟社會的影響效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 LM曲線左移 � LM曲線右移 � IS曲線右移 � IS曲線左移 

【2】26.下列因素中，何者為交易動機貨幣需求之短期影響因素？ 

�支付時距 �所得水準 �機會成本 �利率水準 

【3】27.倘若 1F點是在 IS線上方區域面積內， 1F點表示的商品市場性質為下列何者？ 

�需求大於供給 �需求等於供給 �需求小於供給 �需求與供給無關 

【2】28.假設其他條件不變，需求因素增加所形成的需求拉動通貨膨脹，其對於經濟社會的影響效果如何？ 

�總需求曲線左移 �總需求曲線右移 �總供給曲線左移 �總供給曲線右移 

【1】29.下列敘述何者屬於國際收支線下方區域面積內相關點的經濟涵義性質？ 

�國際收支赤字 �國際收支平衡 �國際收支盈餘 �國際收支為零 

【4】30.中央銀行降低重貼現率，對經濟社會金融面的影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利潤率減少 �非借入準備增加 �法定準備增加 �借入準備增加 

【1】31.透支係指金融中介機構允許下列何種性質的存款帳戶之資金融通方式？ 

�支票存款 �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 �綜合存款 

【【【【1111 或或或或 2】】】】32.有關季芬財(Giffen Goods)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當價格下降，即實質所得(或購買力)增加，則對季芬財的消費量反而增加 

�季芬財因價格變動所引起的替代效果大於所得效果 

�季芬財之需求曲線斜率為正 

�季芬財必為劣等財，但劣等財未必是季芬財 

【1】33.完全競爭市場廠商產品需求線是水平，表示廠商平均收益與邊際收益如何？ 

�平均收益等於邊際收益  �平均收益大於邊際收益 

�平均收益小於邊際收益 �無從判斷 

【4】34.邊際產值(V.M.P.)的涵義是生產因素邊際實物生產量與下列何者相乘之積？ 

�生產因素平均價格 �產品邊際收益 �生產因素邊際價格 �產品平均收益 

【1】35.所謂的「菲利普曲線」是指失業率與下列何者間之關係線？ 

�通貨膨脹率 �經濟成長率 �利率 �匯率 

【3】36.決定均衡生產因素雇用數量條件為邊際生產收益值(M.R.P.)等於下列何者？ 

�平均因素成本 �生產因素平均價格 �邊際因素成本 �生產因素邊際價格 

【2】37.增加生產因素投入到一定數量後，邊際實物生產量發生遞減的現象，稱之為何？ 

�絕對報酬遞減律 �邊際報酬遞減律 �平均報酬遞減律 �規模報酬遞減律 

 

【3】38.政府對獨占廠商課徵定額稅，對獨占廠商的相關影響，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定額稅轉嫁給生產者  �長期邊際成本線不變  

�定額稅轉嫁給消費者  �長期平均成本線上移 

【4】39.廠商 Intel具有先進的製造技術及產能，其中央處理器(CPU)市場占有率全球最高，其次為廠商 AMD

等少數能彼此牽制者，有關 CPU市場屬性，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完全競爭市場 �獨占市場 �壟斷性競爭市場 �寡占市場 

【4】40.有關自發性投資的變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所得增加，自發性投資增加 �利率提高，自發性投資減少 

�所得減少，自發性投資增加 �利率降低，自發性投資不變 

 

 

貳貳貳貳、、、、非選擇題二非選擇題二非選擇題二非選擇題二大題大題大題大題（（（（每大題每大題每大題每大題 20分分分分））））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一一一一：：：： 

假設目前 A公司所發行之三年期、四年期及五年期零息公司債的殖利率分別為 3.75%、4.00%及 4.25%，

而同樣期限的零息公債殖利率則分別為 3.5%、3.7%及 3.9%，假設違約回收率 R= 0.3的情況下，請回答下

列各題： 

（一）何謂違約回收率？【5分】 

（二）若 A公司發生財務危機，則$100的公司債預期會損失多少金額？【5分】 

（三）市場投資人認為 A公司債券在三年內(t≦3)發生違約的機率是多少？【5分】 

（四）市場投資人認為 A公司債券在第三年與第四年之間(3<t≦4)發生違約的機率是多少？【5分】 

 

 

題目二題目二題目二題目二：：：： 

在國際貿易付款作業中，匯票是常被使用的匯兌工具，請回答下列各題： 

（一）何謂匯票？【5分】 

（二）匯票中 drawer、drawee與 payee所指為何？【6分】  

（三）依信用狀授權簽發之匯票，其 drawer、drawee與 payee通常各為何方當事人？【9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