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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填充題(52%)： 

●資產負債表中的股東權益包括(1)、(2) 及 (3) 等三部分。 

●根據間接法編製現金流量表，請判斷以下各項為加項或減項 

折舊費用：(4)、應收帳款減少：(5)、存貨增加：(6)、 

發行普通股：(7)、發放現金股利：(8)。 

●假設 

項  目 金  額 項  目 金  額 

銷貨成本 $3,600 
長期負債 $2,000 

期初存貨 800 
股東權益 1,500 

期末存貨 1,000 
固定資產及其他資產 3,600 

期初應收帳款 1,500 
流動資產 1,600 

期末應收帳款 1,700   

銷貨 4,800   

則存貨週轉期間為：(9)天、速動比率為：(10)。 

●考慮以下兩個投資方案 

A: 永續年金，每年領取 11,400 元。 

B: 永續年金，每年領取 6,500 元，同時每年增額 5%。 

若方案 A 優於方案 B，則合理的年利率範圍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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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 10,000 元的每日需支付利息 10 元，則有效利率為(12)。 

●年利率 2.5%，存款(13)年後，其終值為現值的兩倍。 

二、選擇題(48%)： 

(14) 甲公司股票的期望報酬率與報酬率標準差分別為 8%與 10%；另外，乙公司股票的

期望報酬率與報酬率標準差分別為 10%與 20%；假設甲、乙這兩種股票的報酬率相關

係數值為零，則由這兩種股票所組成的最低風險投資組合的期望報酬率為： 

(A)9.6% (B)9.2% (C)8.8% (D)8.4% (E)以上皆非。 

(15) 東吳公司剛發放 2.00 元每股的現金股利，公司股利每年以 5%持續成長，其 β值

為 1.5。市場的必要報酬率為 15%，無風險利率為 7%。東吳公司計算提高其股票 β值

至 1.75，假設東吳股價不變，則其股利成長率為多少才能達成其目的？ 
(A)8.85% (B)18.53% (C)6.76% (D)5.88% (E)13.52%。 

(16) 財精公司的負債⁄權益比為 0.25，普通股的 β 為 1.15，債務的 β 為 0.3，市場風險

溢酬為 10%，且無風險利率為 6%，公司稅率為 35%，一切符合證券市場線(SML)的假

設。現在公司決定投資一項和普通股風險相同的投資計畫，其報酬率超過多少，才值

得投資？  
(A)6.5% (B)8.5% (C)10.5% (D)15.5% (E)17.5%。 

(17) 下列有關資金成本敘述，何者為真？ 
(A)一公司之舉債稅前資金成本，低於該公司向外現金增資之資金成本。 
(B)公司使用已有保留盈餘為權益資金，不須產生資金成本。 
(C)其他條件維持不變下，一公司之加權平均資金成本和公司所得稅成正比。 
(D)就公司經營者而言，權益資金是較危險的資金來源，因此其資金成本較舉債資金成

本為高。 
(E)以上有兩者為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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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傳統而言，邊際資金成本(MCC)圖表是水平且上升的，其隱含公司必須負擔龐大

的資金成本，請問邊際資金成本圖表上升的原因為何？ 
(A)融資後規模經濟將會產生。 
(B)公司擴大將會改變負債比率。 
(C)假如公司保留所有盈餘，邊際資金成本線將會呈水平狀態。 
(D)由於低成本的負債用盡，新證券資金及發行成本較高等因素。 
(E)以上皆是。 

(19) 債券投資所得到之實際報酬率往往與殖利率(Yield to Maturity)不同，主要的原因

是： 
(A)因為投資債券會面臨再投資風險。 
(B)若持有債券至到期日且投資於零息債券，則實際報酬率等於殖利率。 
(C)以上兩者皆是。 
(D)若持有債券至到期日且投資於附息債券，則實際報酬率一定不等於殖利率。 
(E)若持有債券至到期日且投資於附息債券，則實際報酬率小於殖利率。 

(20) 下列有三種債券：(1) 可贖（買）回(Callable)；(2) 可賣回(Puttable)；(3) 普通（無

任何條款）債券，在其他條件相同下，這 3 種債券之票面利率高低應是： 
(A)(1)＞(2)＞(3)。 
(B)(1)＞(3)＞(2)。 
(C)(2)＞(3)＞(1)。 
(D)(2)＞(1)＞(3)。 
(E)(3)＞(2)＞(1)。 

(21) 台灣股市本益比(P/E Ratio)一向偏高且常為人詬病，但高本益比未必不合理。請

問下列何項可支持股票其有高本益比？ 
(A)個股具有成長潛力。 
(B)個股風險偏低。 
(C)以上兩者皆是。 
(D)個股採用較保守的會計方式。 
(E) 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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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東財為公開上市公司，今若東吳之權益報酬率增加將   股價，導因

於    。 
(A)降低；減少資金成本。 
(B)拉抬；增加股利成長率。 
(C)拉抬；增加盈餘保留率。 
(D)降低；增加內部報酬率。 
(E)以上皆非。 

(23) 以下有關資本資產訂價理論與套利訂價理論的敘述，何者正確？ 
(A)CAPM 與 APT 皆探討單一證券的預期報酬率。 
(B)APT 從市場投資組合的觀點來探討風險與報酬的關係。 
(C)CAPM 探討單一證券的必要報酬率；APT 探討單一證券的套利利潤。 
(D)(A)與(B)皆正確。 

(24) 由無風險性資產和市場投資組合所構成之效率前緣稱為： 
(A) 效率組合 (B)市場組合 (C)資本市場可能性 (D)資本市場線 (E)以上皆非。 
 

(25) 關於資本資產訂價模式，只有一種因素會使預期報酬率不同，此為： 
(A)總風險 (B)系統風險 (C)市場投資組合 (D)無風險利率 (E)以上皆非。 
 

(26) 關於資本資產訂價模式中，所有的投資組合皆會： 
(A)提供相同的報酬率。 (B)和效率投資組合落在同一條線上。 
(C)提供相同的市場風險。(D)均落在證券市場線上。(E)以上皆是。 

(27)「當你投資股票時，證券的報酬除了受到市場組合報酬的影響外還會受到通貨膨

脹率、匯率風險之影響，假如市場無套利機會，市場將會對各項風險因素給予一個風

險溢酬」，請問此為何種理論？ 
(A)選擇權訂價理論 (B)資本資產訂價理論 (C)套利訂價理論 (D)無關理論  
(E)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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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若致富公司今年之稅前息前利潤為 4 億元，公司所得稅稅率為 25%，折舊費用為

3,000 萬元，則該公司的營運現金流量為： 
(A)27,000 萬元 (B)33,000 萬元 (C)37,000 萬元 (D)43,000 萬元  (E)48,000 萬元。

(29) 承繼上一題資訊，若致富公司固定資產將由去年的 6,000 萬元增加至 10,000 萬

元，淨營運資金也由 4,000 萬元增加至 6,000 萬元，則致富公司的自由現金流量為： 
(A)27,000 萬元 (B)33,000 萬元 (C)37,000 萬元 (D)43,000 萬元 (E)48,000 萬元。 

(30) 承繼上一題資訊，若致富公司未來各年之自由現金流量皆能固定成長 3%，WACC
為 10%，且非營業資產價值為 10,000 萬元，那麼致富公司的企業價值為： 
(A)365,714 萬元 (B)375,714 萬元 (C)385,714 萬元 (D)395,714 萬元 (E)405.714 萬元。

(31) 下列對股利政策的敘述何者為真？ 
(A)通常將股利增加視為壞消息，表示缺乏好的投資機會。 
(B)雖然剩餘股利政策很少被公司實際採用，但常被用以考量公司長期股利政策。 
(C)固定股利支付率政策，使投資人能很準確地預估股價。 
(D)就公司而言，各種股東都一樣好，故可以時常隨意的改變股利政策。 
(E) 對一家現金流量穩定的公司，應採用低正常股利高額外股利政策。 

(32) 台達電之目標負債⁄權益比為 1.75。1999 年的稅後淨利為 135 萬元，同時公司準

備進行 85 萬元的新投資，假設台達電採行剩餘股利政策，請問台達電將配發多少現金

股利？ 
(A)0 (B)25 萬元 (C)50 萬元 (D)92 萬元 (E)104 萬元。 

(33) 假設投資人喜愛現金股利勝於資本利得，則： 
(A)股利政策的改變將不會影響股票必要報酬率。 
(B)股利政策無關。 
(C)盈餘保留率愈高，必要報酬率上升。 
(D)盈餘保留率愈高，必要報酬率下降。 
(E)剩餘股利政策可使股價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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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簡單線性迴歸技術是「銷售額預測」的重要一環。請問何時採行簡單線性迴歸技

術。 
(A)即使公司處於易變的環境，簡單線性迴歸技術將提供一個正確預測的程度。 
(B)使用過去 6 年的銷售額資料來預測 10 年後的正確銷售額資料。 
(C)把簡單線性迴歸因素視為經濟的情況，此情況可以影響實際的銷售額。 
(D)銷售額是互依的變數，而時間是獨立的變數。 
(E)以上皆是。 

(35) 誠意公司的總資產周轉率為 1 次，銷貨利潤邊際為 5%，股利支付率為 50%，且

負債權益比為 1，則其維持成長率為何？ 
(A)1.26% (B)3.26% (C)4.26% (D)5.26%  (E)6.26%。 

(36) 遠方百貨公司的存貨轉換期間為 221 天，應付帳款轉換期間為 180 天，現金轉換

期間 79 天。試問遠方之營業循環？ 
(A)155 天 (B)162 天 (C)238 天 (D)245 天 (E)259 天。 

(37) 下列哪些不是 Black-Scholes 選擇權評價模式的假設？ 
(A)無交易成本。 
(B)短期及無風險利率為已知之常數。 
(C)投資人可以以無風險利率任意進行借貸。 
(D)在選擇權的壽命中股票不支付任何股利。 
(E)以上全部都為 Black-Scholes 評價模式之假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