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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 (40%) 

1. 做為一個公司的股東，應享有哪些權利？ 
(A)為公司的所有人。(B)為公司貸款的對象。 
(C)為公司的所有人與貸款的對象。(D)選舉董事及分配股利的權利。 

2. .財務管理所追求的目標為何？ 
(A)增加股東的數目。(B)增加公司的利潤。 
(C)使股東財富極大化。(D)縮小公司花費的成本。 

3. 借款舉債與發行股票在募集資金數量上的比例稱為： 
(A)資本預算 (B)資本結構 (C)營運決策 (D)資本比例。 

4. 若政府大幅調降關稅並且降低進口物資的價格，同時增加進口物資的需求。為維持

我國原有的出口優勢，則新台幣的走勢應調整為 
(A)升值 (B)貶值 (C)不變 (D)沒有影響。 

5. 若現行市場名目利率為 12%，預期通貨膨脹率為 4%，則實質利率應為 
(A)6.69% (B)7.19% (C)7.69% (D)8.19%。 

6. 以下是對於現金流量的敘述 
I 標準差愈大，風險愈大。 
II 標準差與風險沒有關係。 
III 標準差愈小愈接近預期報酬。 
IV 機率分配範圍愈大，標準差愈小。 
則何者為真？ 
(A) I 及 III (B) II 及 III (C) III 及 IV (D) I 及 IV。 

7. 投資股票所隱含的高報酬率對於投資人稱為︰ 
(A) β 值 (B)風險溢酬 (C)實質風險 (D)投資組合。 

 

 



東吳大學九十九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招生考試試題 
第 2 頁，共 8 頁 

系 

級 
財務工程與精算數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考試 
時間  90 分鐘 

科 

目 
財務管理 

本科 
總分  100 分 

8. 對於以下情況 
I 經濟成長衰退。 
II 取消與政府之間的合約。 
III 通貨膨脹。 
IV 發生戰爭。 
何者屬於公司會遭遇的市場風險？ 
(A) I 及 III (B) III 及 IV (C) I，III 及 IV (D) I 及 IV。 

9. 東吳銀行推出了「定期 10 年，財富 4 倍」的行銷方案。假設每年複利一次，試問

有效年利率 (effective annual rate) 約為多少？ 
(A)15% (B)8% (C)12% (D)30%。 

10. 若向銀行貸款購屋的貸款年限為 10 年，從今年起每年年底必須還銀行 20 萬元；

由於考慮未來財務狀況可能欠佳，故擬延長貸款年限為 15 年。假設貸款的年利率固

定為 10%，則在 15 年的還款年限下，每年年底應還的金額為多少？ 
(A)158,220 元 (B)160,660 元 (C)161,570 元 (D)162,340 元。 

11. 哪些財務比率用到資產負債表的科目？ 
(A)現金涵蓋比率 (B)純益率 (C)流動比率 (D)平均收現期間。 

12. 東吳公司的權益帳目如下： 

普通股（面額$2） $ 135,430
資本公積 203,145
保留盈餘 2,370,025
 合  計 $ 2,708,600

則公司的每股發行價格應為？ 
(A)2 元 (B)5 元 (C)8 元 (D)10 元。 

13. 財精公司的負債⁄權益比為 1，資產報酬率為 20%，則股東權益報酬率為： 
(A)15% (B)20% (C)25% (D)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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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若公司將短期應付票據轉換為長期應付票據時，將導致︰ 
(A)營運資金與流動比率皆增加。(B)營運資金與流動比率皆減少。 
(C)營運資金減少，流動比率提高。(D)營運資金增加，流動比率下降。 

15. 東吳公司的財務狀況如下： 
負債比率為 0.4、總資產周轉率為 3.5、股東權益報酬率(ROE)是 12% 
則公司的利潤邊際為何？ 
(A)2.06% (B)5.37% (C)8.39% (D)12.44%。 

16. 財精公司目前股價 40 元，且公司採用零股利政策。假設無風險利率為 5%，市場

投資組合報酬率為 10%。若投資人期望明年的股價可以到達 42 元，試問股票 β 值應

為多少；才可使股票落於證券市場線 (security market line)上？ 
(A)0.22 (B) 0.90 (C)4.5 (D)0。 

17. 假設無風險利率為 4%，市場投資組合的預期報酬率為 11%，估計東吳公司的 β 為

1.3，且預期報酬為 12%，此時應建議： 
(A)買進東吳，因為股價高估。(B)放空東吳，因為股價高估。 
(C)買進東吳，因為股價低估。(D)放空東吳，因為股價低估。 

18. 對於資本資產訂價模式，所有的投資組合皆會： 
(A)具有相同的報酬率。(B)與效率投資組合落在同一條線上。 
(C)具有相同的市場風險。(D)均落在證券市場線上。 

19. 根據無風險性資產與市場投資組合所構成的效率前緣稱為： 
(A)效率組合 (B)市場組合 (C)資本市場可能性 (D)資本市場線。 

20. 財精公司股票的報酬率變異數是 0.09，市場報酬變異數是 0.16，公司與市場的共

變異數是 0.108，則其相關係數是： 
(A)0.9 (B)0.8 (C)0.7 (D)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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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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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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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探討單一證券的套利利潤。 
(D)(A)與(B)皆正確。 

22. 下列有關風險及報酬率之敘述，何者為真？ 
(A)當投資人增加投資組合中資產個數時，資產的產業風險及公司風險會因而相互抵

銷而減少，這部份所減低風險稱為系統風險。 
(B)當投資人將所有的錢投資於許多資產時，則其投資組合總風險之大部份來自於個

別資產之總風險。 
(C)當投資人增加投資組合中資產個數時，投資組合之期望報酬率會因風險分散的效

果，因而增加。 
(D)當兩資產報酬率成完全負相關時，投資人有可能組成一無風險投資組合。 

23. 以下何項支持股票可以具有高本益比？ 
(A)具有成長潛力。(B)風險偏低。(C)個股採用較保守的會計方式。(D)以上皆是。 

24. 東吳公司今年發放 5 元現金股利，預期未來兩年將以 20%來成長，之後以 8%來成

長直到永遠。假設必要報酬設為 15%，則股價應為： 
(A)78.88 元 (B)83.7 元 (C)94.66 元 (D)111.08 元。 

25. 若當上市公司宣布獲利遠超過預期時，其股票將有超額報酬並達數月之久。請問

這項結果代表的涵義為 
(A)弱式的效率市場。(B)弱式的不效率市場。 
(C)強式的效率市場。(D)強式的不效率市場。 

26. 下列投資哪一類債券的利率風險最小？ 
I 浮動利率債券。II 可賣回公司債。III 附買回權的債券。 
(A) I  (B) I 及 II (C) I 及 III (D) II 及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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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當利率下降 1%，下列何種債券價格影響最大？ 
(A)售價 80 元的 10 年期債券。(B)售價 100 元的 10 年期債券。 
(C)售價 80 元的 20 年期債券。(D)售價 100 元的 20 年期債券。 

28. 在其他條件相同下，下列何債券可能有最低之利率風險？ 
(A)票面利率 10%，10 年期。(B)票面利率 8%，10 年期。 
(C)票面利率 12%，8 年期。(D)票面利率 8%，20 年期。 

29. 下列有三種債券：I 可贖（買）回(Callable)；II 可賣回(Puttable)；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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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II。(B)I＞III＞II。(C)II＞III＞I。(D)II＞I＞III。 

30. 有關債券存續期間之說明，以下何者正確？ 
(A)存續期間愈長，代表債券價格因市場利率變動而產生的波動愈小。 
(B)在其他條件相同下，債券的票面利率愈大，債券的存續期間愈長。 
(C)在其他條件相同下，債券的殖利率愈大，債券的存續期間愈短。 
(D)在其他條件相同下，債券的到期日愈長，債券的存續期間愈短。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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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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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水平且上升的邊際資金成本(MCC)意味公司必須負擔龐大的資金成本，則邊際資

金成本圖表上升的原因為何？ 
(A)融資後規模經濟將會擴大。 
(B)公司擴大後將會改變負債比率。 
(C)假如公司保留所有盈餘，邊際資金成本線將會呈現水平狀態。 
(D)由於低成本的負債用盡，新證券資金及發行成本均較高。 

33. 適當地計算資金需求往往會決定公司經營過程的成敗，在下列各種資金來源中，

何種資金成本最高： 
(A)特別股 (B)現金增資 (C)發行公司債 (D)保留盈餘。 

34. 有關資本預算的方法，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內部報酬率法可以獲得唯一解。 
(B)平均會計報酬率法所計算的是真正的報酬率。 
(C)內部報酬率法在比較相互排斥的投資專案時，會得到精準的決策。 
(D)折現回收期間法傾向於接受短期投資專案。 

35. 下列有關可轉換公司債(convertible bond)之敘述，何者為正確？ 
(A)在事先約定的情況下，可轉換公司債允許股東將債券轉換成股票。 
(B)其他條件不變下，當股票的價格越高時，可轉換公司債的價格愈高。 
(C)其他條件不變下，當股票的價格越低時，可轉換公司債轉換的可能性愈小。 
(D)以上均正確。  

36. 下列何者是使用營業租賃方式取代融資租賃方式以取得資產可獲得的好處？ 
(A)降低公司總資產投資的規模，增加資產週轉率。 
(B)帳面上之財務槓桿較實際務槓桿大。 
(C)增加公司總負債的規模。 
(D)產生較高的稅後盈餘。 

37. 下列對於認股權證及可轉換公司債的敘述何者錯誤？ 
(A)兩者皆具有選擇權的特性。 
(B)兩者最主要差異為認股權證執行時會造成股東權益增加。 
(C)可轉換公司債的票面利率低於相類似的一般公司債，因為可轉債風險較低。 
(D)認股權證的價值決定於執行價格，有效期間及標的物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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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若持有大量海外可轉換公司債，若因股利發放偏低故決定將公司債轉換成普通

股，請問海外可轉換公司債之轉換比率愈小則： 
(A)轉換價格愈大 (B)轉換價格愈小 (C)公司債利率愈小 (D)公司債利率愈大。 

39. 東吳公司的市價為 170 萬元，其中負債 50 萬元，負債利息為 10%，公司稅率為

34%，假設其他條件皆相同，財精公司無負債，其財精公司的市價為何？ 
(A)100 萬元 (B)120 萬元 (C)153 萬元 (D)163 萬元。 

40. Miller 和 Modigliani 提出 MM 資本結構理論。請問有關 MM 資本結構理論的敘述

何者正確？ 
(A)在有稅的情況下，負債成本是隨負債比率遞減的。 
(B)在有稅的情況下，負債的成本不變，資金成本隨負債⁄權益比增加而遞減。 
(C)若不考慮稅，公司的權益成本不受負債結構影響。 
(D)公司的最佳資本結構是使代理成本最低的負債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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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算題 (60%) 

1. 投資人在尋求套利機會時發現了東吳及財精兩檔股票，其資料如下： 
 

股  票 β 值 預期報酬率

東  吳 1.6 19% 
財  精 1.2 16% 

(1)(5%)若今日市場上之無風險利率為 8%，試問此兩檔股票之市價是否偏離理論價

格？ 

(2)(10%) 若今日之價格為公平市價，試問無風險利率應為多少？ 
 
2. 假設市場中有 4 種均為 5 年後到期的公債。第一種票面利率 8%，每年付息一次。第

二種票面利率 6%，每年付息一次。第三種為零息票債券。假設殖利率曲線為水平，
現為 8% 
(1)(5%) 以上三種債券之存續期間各為多少？ 
(2)(5%) 如果中央銀行即將大幅調降存款準備率，則應該大量買進債券或是賣出債

券？請述明理由。 
(3)(5%) 根據 (2)，上述三種債券將最優先搶購哪一種？請述明理由。 

 
3. 東吳公司的負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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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market 
line)的假設。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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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若此投資計畫和公司的風險相同，則此投資計畫的加權平均資金成本 

(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為多少？ 

4. 若公司最近售出 10 萬件每件 7.5 元的產品；產品的變動成本為每個 3 元，其固定

成本為 25 萬元，總共支付 8 萬元的利息。假設公司發行每股 5 元的特別股利共 8000
股，且目前有 2 萬股普通股流通在外，公司適用稅率 40%。 
(1)(5%) 假設 EBIT=0，請問銷售損益兩平銷售量? 
(2)(5%) 若銷售 12 萬個產品時，請計算每股盈餘。 
(3)(5%) 請計算銷售 10 萬個商品時的財務槓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