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南金融集團 101 年度新進人員聯合甄試試題
甄試類別【代碼】
：儲備菁英人員─商學管理組【C4701】
專業科目：財務管理；國際貿易學；經濟學
＊請填寫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須檢查答案卡（卷）、入場通知書編號、桌角號碼、應試類別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
請監試人員處理，否則不予計分。
‚本試卷為一張雙面，測驗題型分為【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40 題，每題 1.5 分，合計 60 分】與【非
選擇題 2 題，每題 20 分，合計 40 分】。
ƒ選擇題限以 2B 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請選出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非選擇題限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於答案卷上採橫式作答，並請從答案卷內第一頁開始書寫，
違反者該科酌予扣分，不必抄題但須標示題號。
…應考人得自備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機，但不得發出聲響，且不具財務、工程及儲存程式功能。若
應考人於測驗時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機放置於桌面或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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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科以零分計算。

壹、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40 題（每題 1.5 分）
【1】1.若預期的市場指數是 490，目前的指數價值 400，股利是 6，無風險利率是 3%，成長率為 12%，請
求算：指數預期總報酬率是多少？
• 24%
‚ 36%
ƒ 31%
„無通貨膨脹率不能求算
【4】2. Klein 資產管理公司的一位資產經理人，在過去的 5 年中，緩慢的增加投資組合裡的持股數目，該經
理仔細分析每一新增加的股票，以確保該股票和投資組合裡已持有的股票並無高度相關。目前，投資組合
中包含有 20 檔股票，這些年來，假設政治及經濟情勢維持穩定，則該公司近五年投資組合風險將如何？
•非系統性風險逐漸增加
‚系統性風險逐漸增加
ƒ系統性風險變成小於平均投資組合的風險
„非系統性風險逐漸減少
【2】3.當一項投資的 NPV 大於 0 時，則 IRR 將會：
•等於資金的機會成本
‚大於資金的機會成本
ƒ小於資金的機會成本
„小於或等於資金的機會成本
【2】4.若資金的機會成本為 10%，以 IRR 準則評估下列投資專案：CF0=-6,000，CF 1=+3,300，CF 2=+3,300，
下列何者正確？
•接受，因為 IRR 大於機會成本
‚拒絕，因為機會成本大於 IRR
ƒ接受，因為機會成本大於 IRR
„拒絕，因為 IRR 大於機會成本
【3】5.就下列的現金流量而言，可能有幾個 IRR？CF0=-1,000，CF1=+500，CF2=-300，CF3=+1,000，CF4=+200。
•1個
‚2個
ƒ3個
„4個
【1】6.何時 IRR 準則用在互斥專案的選擇時會產生衝突？
•這些專案的 NPV 在某一折現率時會互相交叉(cross over)
‚折現現金流量並不被考慮用在互斥專案
ƒ在會計報酬上 IRR 的表現優於現金流量
„互斥專案有多重 IRR
【3】7.一項成本在何時會被視為沈沒成本？
•完全折舊完畢
‚不會產生額外的銷貨收入
ƒ對未來的現金流量沒有影響
„被其它的未沈沒成本取代了
【2】8.公司使用 55%的權益，必要報酬率為 15%；35%的負債，必要報酬率為 8%；以及 10%的特別股，必
要報酬率為 10%；已知稅率 35%，求算 WACC 為多少？
• 10.72%
‚ 11.07%
ƒ 11.70%
„ 12.05%

【4】9.由 3 檔股票 A、B、C 組成投資組合 P（25%的股票 A，Beta 為 0.90；40%的股票 B，Beta 為 1.05；
35%的股票 C，Beta 為 1.73），求算 P 的 Beta 值為多少？
• 1.05
‚ 1.17
ƒ 1.22
„ 1.25
【3】10.公司的 CFO 想要保持目標負債權益比為 1/4，若 WACC 為 18.6%，稅前負債成本為 9.4%，稅率 34%，
則權益的成本是多少？
• 19.90%
‚ 20.90%
ƒ 21.70%
„ 22.73%
【3】11.下列何者係屬於出口商履行買賣契約之前所簽發之單據？
• Commercial Invoice
‚ Customs Invoice
ƒ Pro-forma Invoice
„ Consular Invoice
【1】12.下列何種付款方式出口商通常簽發即期匯票？
• Sight D/P
‚ Usance D/P
ƒ O/A
„ D/A
【4】13.下列何者係屬於海上貨物運輸保險基本險 ICC(A)之承保範圍？
•戰爭
‚罷工
ƒ包裝不良或配置不當
„海盜行為
【2】14.下列何者係指「應收帳款收買」業務？
• Negotiation
‚ Factoring
ƒ Forfaiting
„ Export Loan
【1】15.信用狀作業準則 UCP 600 及 ISBP 對於可轉讓信用狀之規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信用狀必須加註“Transferable”字樣，方可轉讓
‚除信用狀另有規定外，信用狀可轉讓一次以上
ƒ信用狀轉讓時，有效期限可視情況予以延長
„信用狀轉讓時，保險應投保的百分比不得提高
【2】16.若提單(B/L) 須經由信用狀之開狀銀行背書，申請人（進口商）方可辦理提貨，則該提單收貨人
(Consignee)欄位的表示方式，應為下列何者？
• to order of Shipper
‚ to order of Issuing Bank
ƒ to order of Negotiating Bank
„ to order of Remitting Bank
【3】17.下列何者的價格係作為我國進口稅課徵之稅基（即完稅價格〔duty-paying value, DPV〕）？
• FAS
‚ CFR
ƒ CIF
„ FOB
【3】18.關於匯票票期欄位之記載方式，下列何者對於出口商最不利（即款項收回的時間將最長）？
• at sight
‚ at 90 days after B/L date
ƒ at 90 days after sight
„ at 90 days after date
【4】19.下列何者係運送人為了因應匯率變動而增列之附加費用？
• Bunker Surcharge
‚ Terminal Handling Charge
ƒ Stuffing Charge
„ Currency Surcharge
【3】20.下列關於航空運送單據(Air Transport Document)之敘述，何者錯誤？
•航空運送單據並無海運提單所具備之物權證書(document of title)功能
‚縱使信用狀要求提示全套航空運送單據，提示一份“Original for the Shipper/Consignor”即符合規定
ƒ信用狀並未要求，而航空運送單據顯示“actual flight date ”之個別註記，則以該個別註記的日期作為判定
裝運日期之基準
„只要運送全程由同一份單據所涵蓋，縱使信用狀禁止轉運，表示將轉運或可能轉運的航空運送單據可以
接受
【2】21.下列何者會使得商品的需求彈性愈小？
•替代品愈多的商品
‚生活中必需程度愈大的商品
ƒ支出占所得比重愈大的商品
„消費者有較多的時間作調整時
【3】22.當某一季芬財的價格下跌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價格效果為同方向
‚沒有價格效果
ƒ所得效果為同方向
„沒有所得效果
【1】23.下列何者可能是互補品的交叉彈性？
• -0.4
‚0
ƒ 0.6
„ 1.6
【3】24.有關獨占廠商利益最大化與完全競爭產業的比較，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獨占廠商收取較高的價格
‚獨占廠商生產較少的數量
ƒ獨占廠商的 MR 大於 MC
„獨占廠商有經濟利潤
【請接續背面】

【3】25.有關獨占性競爭廠商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廠商不能自由進出產業
‚廠商銷售完全不能替代的異質商品
ƒ在長期上，沒有經濟利潤
„在長期上，產出水準恰為最小平均成本的產出水準
【2】26.若消費者對汽油的需求彈性為 1.1 時，則汽油的價格提高時，則消費者對汽油的總支出會：
•增加
‚減少
ƒ不變
„都有可能，難以判定
【4】27.下列哪一個因素，會使廠商的勞動需求曲線右移？
•勞動的邊際產出下降 ‚產品的單價下跌
ƒ工資下跌
„資本的價格下跌
【4】28.純公共財（如國防服務），是指該財貨的消費具備下列哪兩種特性？
•排他性和敵對性(exclusive & rival)
‚排他性和無敵對性(exclusive & nonrival)
ƒ不可排他性和敵對性(nonexclusive & rival)
„不可排他性和無敵對性(nonexclusive & nonrival)
【1】29.若生產過程會產生外部效益，則完全競爭市場下的產品總產量與社會的最適產量相比，將會：
•偏低
‚相等
ƒ偏高
„無法比較
【3】30.有關吉尼係數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可以根據羅倫茲曲線計算而得
‚用以衡量所得分配不平等的程度
ƒ其值介於 -1 和 1 之間
„其值愈大代表所得的分配愈不平等
【1】31.完全競爭產業的市場需求曲線之斜率為：
•負
‚零
ƒ正
„隨數量的增加，由負轉正
【4】32.若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是-0.1，則當利率水準由 5%增加到 6%時，將使貨幣需求減少：
• 0.1%
‚ 0.2%
ƒ 1%
„ 2%
【1】33.有關貨幣的流通速度之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用以表示，在一特定時間內，一單位貨幣轉手的次數
‚通常以名目 GDP 除以名目貨幣存量而得
ƒ M1 的流通速度非常不穩定
„ M2 的流通速度非常穩定
【4】34.根據經建會之定義，下列何者為景氣落後指標之構成項目之一？
•貨幣總計數 M1B
‚股票指數
ƒ工業生產指數
„失業率
【3】35.下列哪一類型的失業，不會影響充分就業水準？
•結構性失業
‚摩擦性失業
ƒ循環性失業
„自然失業
0.3 0.7
【3】36.某經濟體系的生產函數為： Y = AK L 。若產出成長率為 6%，資本成長率為 15%，勞動成長率為
0.5%，則總要素生產力成長率為：
• 0.0115%
‚ 0.115%
ƒ 1.15%
„ 11.5%
【3】37.根據李嘉圖均值定理，政府在不改變支出計劃之下，以發行公債來代替稅收融通支出，則私部門會
有什麼現象發生？
•財富增加
‚消費增加
ƒ儲蓄增加
„稅負增加
【3】38.根據凱因斯模型，若消費函數 C = 198 + 0.2 (Y-T)，投資支出 I=50，政府支出 G=60，政府採平衡
預算，則均衡所得為何？
• 270
‚ 280
ƒ 370
„ 380
【3】39.在 1973~1974 年和 1979~1980 年都發生了石油危機，在第一次石油危機時，實質利率沒有明顯變化，
但在第二次石油危機時，卻有明顯的上升，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是：
•技術水準的差異
‚投資機會的差異
ƒ對危機持續長短的預期差異
„所得水準的差異
【4】40.有關新古典成長模型中恆定狀態的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技術進步率會影響經濟成長率
‚儲蓄率會影響每人所得水準
ƒ人口成長率會影響每人所得水準
„儲蓄率會影響經濟成長率

貳、非選擇題二大題（每大題 20 分）
題目一：
Dyna 公司最近將籌措 2 百萬的資金，期間 6 個月，有三家銀行參與報價。
˙A 銀行報價：7%單利，但要求公司維持 20%無利息的補償餘額。
˙B 銀行報價：8%單利，不要求任何的補償餘額。
˙C 銀行報價：7.8%的貼現利率，也不要求任何的補償餘額。
（一）A 銀行的有效年利率(Effective Annual Rate, EAR)為多少？【6 分】
（二）B 銀行的有效年利率為多少？【6 分】
（三）C 銀行的有效年利率為多少？【6 分】
（四）如果您是公司的財務經理，會向哪一家銀行借款，為什麼？【2 分】

題目二：
下列各小題與信用狀交易之作業有關，請依序作答：
（一）信用狀受益人申請出口押匯，若所提示的單據有瑕疵（即單據與信用狀條款或作業準則不符），
並且無法更正或補全，除了押匯銀行直接拒絕押匯外，通常還有哪些處理方式？請舉其中三種方
式。【6 分】
（二）開狀銀行收到押匯銀行寄來的單據後，發現單據有瑕疵，欲拒絕兌付，請根據信用狀作業準則
UCP 600 之規範，簡要說明開狀銀行拒絕兌付的成立要件為何？【6 分】
（三）開狀銀行收到押匯銀行寄來的單據後，發現信用狀所要求的單據並無瑕疵，惟信用狀未要求的單
據卻有瑕疵，請根據信用狀作業準則 UCP 600 之規範，簡要說明開狀銀行是否可以據此拒絕兌
付？【4 分】
（四）若單據在押匯銀行與開狀銀行之間的傳遞過程中遺失，請根據信用狀作業準則 UCP 600 之規範，
簡要說明開狀銀行是否須擔負兌付的責任？【4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