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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選題（答案完全正確才計分，每題 5％） 

1. 「如果市場已經達到效率性，則股票價格已經充分反應其價值，因此投資人可以利用丟飛

鏢的方式挑選股票」。您認為上述評論（1）正確，因為市場是有效率，所以投資人的確可以

任意選擇股票 （2）正確，因為市場是有效率，利用丟飛鏢的方式挑選股票可以達到風險分

散的效果 （3）不正確，因為利用丟飛鏢的方式挑選股票沒有考慮到投資人的風險偏好 （4）
不正確，投資人應該利用模擬亂數方式選擇股票，才可以形成最適投資組合。 

2. 期貨契約買賣雙方於買賣期貨時均必須支付某一比例金額予期貨經紀商，（1）此金額稱為

維持保證金 （2）此金額稱為原始保證金 （3）此金額稱為變動保證金 （4）支付某一比例

金額可以降低信用風險。 

3. 在「上升型」的利率期限結構之下，（1）一年後的一年期遠期利率必定高於一年期的即期

利率 （2）一年後的一年期遠期利率必定低於一年期的即期利率 （3）以上皆是 （4）以上

皆非。 

4. 假設市場無風險利率為 3%，市場投資組合的預期報酬率為 6.5%，而市場中 A、B 兩檔股

票的預期報酬率分別為 8%及 6%。若 A、B 兩檔股票與市場投資組合的報酬率共變異數分別

為 0.25 與 0.18，而市場投資組合的報酬率變異數( 2
Mσ )等於 0.2，則（1） A =1.25β  （2） B =0.85β

（3）股票 A 值得買進 （4）股票 B 值得買進。 

5. 下列關於現金股利（cash dividend）與股票購回（stock repurchase）之敘述何者正確？（1）
皆是公司降低流通在外股數的一種方法 （2）皆是公司將現金發給股東的一種方法 （3）股

價皆會下降 （4）股價皆不受影響。 

6. 下列關於效率市場之敘述何者正確？（1）基金經理人之操作績效明顯超越市場報酬率，表

示強式效率市場假說成立 （2）基金經理人之操作績效明顯超越市場報酬率，表示半強式效

率市場假說成立 （3）市場中有明顯的「元月效應」表示支持弱勢效率市場假說 （4）市場

中有明顯的「元月效應」表示不支持弱勢效率市場假說。 

7. 根據 Black-Scholes (1973)選擇權公式（S 表示股價，X 表示履約價格，T 表示存續期間，r
表示無風險利率）：（1）當股價相對於履約價格很高時，買權價值會趨近 -rTSe  （2）當股價相

對於履約價格很高時，買權價值會趨近 -- rTS Xe  （3）當股價相對於履約價格很高時，賣權價

值會趨近於 0 （4）當股價相對於履約價格很高時，賣權價值會趨近於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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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下列關於買權賣權平價理論之敘述何者正確？（1）股價必須服從 Lognormal 分配 （2）股

價必須服從 Normal 分配 （3）不須假設股價之分配 （4）以上皆非。 

9. 假設投資組合由以下三種債券組成，且個別發行公司之違約為獨立事件，則（1）此三種債

券同時發生違約的機率是 0.0024％ （2）此三種債券同時發生違約的機率是 0.0014％ （3）
該投資組合的三種債券同時發生違約之預期違約損失金額是 17.04 （4）該投資組合的三種債

券同時發生違約之預期違約損失金額是 15.04。 

 

10. 在常態分配下，若 1 天 95% VaR 為$300，則（1）1 天 99% VaR 為$524 （2）1 天 99% VaR
為$200 （3）10 天 95% VaR 為$3,000 （4）100 天 99% VaR 為$4,236。（請四捨五入計算到整

數） 

11. 關於風險之敘述，下列何者為正確？（1）所謂的風險就是對未來的不確定性，可以用統

計學上的峰態(kurtosis)表示 （2）CAPM 之中的 β衡量的是系統風險 （3）選擇權評價理論中

的 delta 衡量的是標的資產價格的下檔風險 （4）股票中的非系統風險可以藉由多角化投資方

式降低或消弭。 

12. 關於避險參數 Greeks，下列敘述何者為正確？（1）Rho 是用來衡量 delta 的敏感度，也就

是當股價變動時，避險比率 delta 變動的情況 （2）Gamma 是用來衡量標的價格波動度改變對

選擇權價格的影響，也就是波動度每上升一單位對選擇權價格的影響 （3）Rho 是用來衡量無

風險利率變動對選擇權價格的影響，或者是說選擇權價格對無風險利率變動的敏感度 （4）
Theta 是用來衡量履約價格變動對選擇權價格的影響。 

13. 下列關於「效率前緣 (Efficient Frontier)」的描述何者為正確？（1）在相同期望報酬率有

最低的風險 （2）在相同風險等級下有最高的期望報酬率 （3）只要資產之間的相關係數小

於 1 即有風險分散之效果 （4）以上皆非。 

14. 關於資本資產評價模式（CAPM）的敘述何者正確？（1）為單因子模型 （2）僅考慮系

統風險 （3）以上皆是 （4）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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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若股票的預期報酬率等於無風險利率，則β 係數為（1）1 （2）-1 （3）0 （4）以上皆

非。 

16. 關於台灣發行的「可轉換公司債」，下列敘述何者為正確？（1）債券持有人可以將債券轉

換成公司的股票 （2）債券持有人有信用風險，債券發行人則無信用風險 （3）可轉換公司

債通常附有「賣回權」，此權力屬於債券持有人 （4）可轉換公司債通常附有「贖回權」，此

權力屬於債券持有人，並可視為一個賣權(put option)。 

17. 下列敘述何者為正確？（1）債券存續期間(duration)大者，利率風險也比較大 （2）當利

率變動時，短期債券價格的波動性比長期債券高（3）債券凸性(convexity)大者，利率風險也

比較小 （4）零息債券的存續期間(duration)必定小於其到期期間。 

18. 下列關於資本預算之敘述何者為正確？（1）當現金流量之符號超過一次以上之變動，則

此一專案計畫會有超過一個以上之內部報酬率(IRR) （2）內部報酬率法沒有考慮貨幣的時間

價值 （3）淨現值法假設利率期限結構為水平 （4）NPV= 0 之專案計畫才是可以投資的計畫

案。 

19. 從選擇權理論的觀點來看，（1）公司股票可以被視為賣權（2）公司股票可以被視為買權

（3）履約價格為公司的稅前盈餘（4）公司違約的機率為 21- N(d )。 

20. 假設市場上各期之公債即期利率如下：一年期 1.5%、二年期 1.8%、三年期 2.0%。一張

三年期，票面利率為 3%，每年付息一次的公債，目前市場價格等於$99。下列敘述何者為正

確？（1）一年後一年期遠期利率= 2.1% （2）兩年後一年期遠期利率 = 1.4% （3）兩年後債

券賣價 = $100.585 （4）投資期限報酬率= 3.7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