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接續背面】 

華南銀行 104 年度新進人員甄試試題 

甄試類別【代碼】：儲備菁英人員-商學管理組【G6301】 
專業科目：綜合科目(含：財務管理、國際貿易學及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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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題，每大題 20 分，合計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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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功能、儲存程式功能)，但不得
發出聲響；若應考人於測驗時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放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勸阻無效，仍執意使
用者，該科扣 10 分；該電子計算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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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假設標的股價目前為$40，下列哪一檔選擇權的權利金應為最低？ 

一個月到期，執行價格為$35的買權 三個月到期，執行價格為$35的買權 

一個月到期，執行價格為$40的賣權 三個月到期，執行價格為$40的賣權 

【1】2.其他條件不變下，公司因銷售成長而引起的外部融資需求將會隨著股利發放率的減少而如何？ 

變小 變大 不變 無關 

【3】3.下列資產負債表中哪一項會計科目與企業銷售額變動的連動性最低？ 

應收帳款 應付費用 長期負債 存貨 

【3】4.若股票 A的貝他係數高於股票 B的貝他係數，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股票 A的不可分散風險較高 股票 B的系統風險較低 

股票 A的總風險一定比股票 B的總風險高 股票 B的可分散風險較股票 A不一定較低 

【1】5.計算企業的加權平均資金成本時，與下列哪一項無關？ 

公司員工人數與薪資  企業目前發行新債的金額 

公司目前適用的所得稅率 目前的債信評等 

【3】6.下列有關企業現金流量的分析，何者正確？ 

存貨的增加代表淨現金的流入 累計折舊的減少代表淨現金的流入 

有價證券的增加代表淨現金的流出 應付帳款的減少代表淨現金的流入 

【1】7.幸福公司的銷售淨額為$2,000,000，存貨周轉率為 10，流動比率為 3，速動比率為 2.5。請問該公司的

流動資產為多少？ 

 $1,200,000  $1,400,000  $1,600,000  $1,800,000 

【3】8.快樂公司今年的淨利率為 10%，總資產周轉率為 12.5，請問該公司的總資產報酬率為多少？ 

 1.5  0.67  1.25  0.8 

【2】9.仁愛公司的銷售淨額為$1,200,000，負債權益比為 1，總資產為$800,000，股東權益報酬率為 15%，請

問該公司的淨利為多少？ 

 $50,000  $60,000  $75,000  $80,000 

【3】10.大大公司日前發放了現金股利每股$2，該公司的股利成長率原本維持在 5%，而該公司的貝他值(β)

為 0.8。如果大大公司決定改變公司的營收結構，而使該公司的貝他值提高為 1.0 ，如此將使公司承受股價

下跌的壓力。若市場無風險利率為 2%，而市場風險溢酬為 10%，請問該公司必須將(現金)股利成長率維持

在約多少水準才能維持目前的股價？ 

 5.8%  6.45%  6.9%  7.12% 

【1】11.根據 INCOTERMS 2010、UCP600及 ISBP681之規範，在由賣方負責洽訂貨物運輸保險契約，而保

險事故發生時係由買方提出索賠之場合，若買賣雙方未約定保險內容，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保險種類必須為 ICC (A) 保險日期不得遲於裝運日期 

保險幣別應和契約幣別一致 保險金額最低為契約金額之 110% 

 

【3】12.下列何種貿易條件，關於數量之決定地點，除買賣雙方另有約定外，原則上以「卸貨地數量」為基

準？ 

 FCA  CIF  DAP  FAS 

【4】13.下列何種信用狀之受益人不必簽發匯票？ 

即期付款信用狀(Sight Payment Credit) 承兌信用狀(Acceptance Credit) 

讓購信用狀(Negotiation Credit) 延期付款信用狀(Deferred Payment Credit) 

【2】14.對於國際價格未具影響力的小國而言，課徵關稅後對其國內之影響，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消費者剩餘減少 貿易條件改善 生產者剩餘增加 社會福利有淨損失 

【1】15.下列關於配額與關稅之經濟效果的敘述，何者正確？ 

從資源分配效率來觀察，關稅政策優於配額政策 

配額下進口可打破國內獨占，關稅不能 

若商品市場與配額拍賣皆為完全競爭，在進口數量相同情況下，配額與關稅的經濟效果將不相同 

關稅是對進口數量的干預，而配額則是對價格的干預，所以關稅可能造成進一步之經濟扭曲 

【1】16.下列何種定理提出「當一國勞動力增加，其勞力密集財的產出將增加，但資本密集財的產出將減少」

之論點？ 

 Rybczynski定理   Heckscher-Ohlin定理 

 Stolper-Samuelson定理  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  

【2】17.下列何種貨櫃裝卸作業係指「在起運地由託運人以整櫃方式交運，到達目的地後，由收貨人以整櫃

方式領回自行拆卸」？ 

 LCL/LCL  CY/CY  LCL/FCL  CY/CFS 

【4】18.下列何者非屬於 CIP條件下必備之主要單據？ 

 Commercial Invoices   Transport Documents 

 Insurance Document   Packing Lists 

【3】19.根據 UCP 600和 ISBP681之規範，下列與保險單據有關之敘述，何者錯誤？ 

若信用狀要求保險單據“endorsed in blank”，則保險單據可以“issued to bearer”方式簽發 

投保通知書(cover notes)將不被接受 

即使保險單據或信用狀沒有要求，所有正本之保險單據應顯示業經副署(countersigned) 

若信用狀未規定被保險人，則保險單據表明賠償係“to order of the beneficiary”，只要經過背書，即可接受 

【1】20.根據 UCP 600和 ISBP681之規範，下列與商業信用狀(Commercial L/C)有關之敘述，何者正確？ 

如果商業信用狀的到期日期因不可抗力事故導致銀行營業中斷，則不可以順延至下一個營業日 

受益人違反買賣契約，雖然單據符合規定，開狀銀行仍可拒付 

單據的簽發日期不可早於商業信用狀的開狀日期 

如果商業信用狀所規定的最後裝運日期適逢銀行休業日，則可以順延至下一個營業日 

【2】21.每一小時春嬌可以洗兩輛車或除一片草；志明可以洗三輛車或除一片草。在此情況下，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春嬌對洗車具比較利益，志明對除草具比較利益 

志明對洗車具比較利益，春嬌對除草具比較利益 

春嬌對洗車具比較利益，兩人對除草都不具比較利益 

志明對洗車具比較利益，兩人對除草都不具比較利益 

【2】22.假設咖啡是正常物品且與茶為消費上的替代，下列何者會造成咖啡的均衡價格上升且均衡數量減少？ 

咖啡機的價格上升  咖啡豆的價格上升  

茶的價格上升  消費者的所得增加 

【1】23.如果政府想要透過課稅來增加收入，但又希望無謂損失盡量小，則課稅的標的物其需求價格彈性

____，且供給價格彈性____。下列配對何者正確？ 

要小，要小 要小，要大 要大，要小 要大，要大 

【1】24.假設一國在開放貿易後，其咖啡豆的國內價格下跌。這意味著： 

該國是咖啡豆的進口國，且其國內產量減少 

該國是咖啡豆的出口國，且其國內產量增加 

該國是咖啡豆的進口國，且其國內產量增加 

該國是咖啡豆的出口國，且其國內產量減少 



【4】25.當產量增加時，下列何者是一個自然獨占廠商的特徵？ 

邊際收益下降 邊際成本上升 平均收益下降 平均總成本下降 

【1】26.與社會最適點相較，獨占廠商的產量及價格如何？ 

產量過低且價格過高  產量過高且價格過低 

產量跟價格都過高  產量跟價格都過低 

【2】27.下列何者不是一個獨占性競爭廠商的特徵？ 

產品異質  接受市場價格 

長短期皆追求利潤極大  在長期自由進出市場 

【1】28.在一個獨占性競爭市場的長期均衡裡，下列何者正確？ 

價格大於邊際成本  價格等於邊際收益 

廠商賺取正的經濟利潤  廠商在平均總成本的最低點生產 

【3】29.如果寡占廠商形成卡特爾(Cartel)，則其產量____完全競爭水準，且____獨占水準。下列配對何者正

確？ 

小於，大於 大於，小於 小於，等於 等於，大於 

【2】30.無異曲線上任一點其切線的斜率係衡量消費者的： 

所得  以某物替代另一物的意願 

對兩物為替代品或互補品的認知 需求價格彈性 

【3】31.某一廠商生產 20單位的平均成本為 25美元，且生產第 20單位的邊際成本為 15美元。在此情況下，

如果它要生產第 21單位，則： 

邊際成本會下降 邊際成本會上升 平均成本會下降 平均成本會上升 

【4】32.下列何者對美國的 GDP沒有貢獻？ 

長榮航空跟美國的波音公司買了一架飛機 通用汽車在加州建了一座新廠 

紐約市付薪水給警察  聯邦政府付老農津貼 

【2】33.消費者物價指數的計算會出現替代偏誤，是因為在計算消費者物價指數時，使用下列何者所致？ 

用的是固定的價格  用的是固定的一籃子 

用的是變動的價格  用的是變動的一籃子 

【2】34.如果人們決定準備更多的退休金，則可貸資金的____曲線會移動，而導致均衡利率____。下列配對

何者正確？ 

供給，上升 供給，下降 需求，上升 需求，下降 

【4】35.如果原先政府預算平衡，後來由於定額稅增加而有預算剰餘，則： 

利率會下跌，且民間儲蓄會增加 利率會下跌，且國民儲蓄會增加 

利率會下跌，且投資會減少 利率不會變動，因為民間儲蓄與政府儲蓄呈反向同幅度變動 

【2】36.下列何者屬於非勞動力？ 

沒有工作且隨時可以工作的人  

全職學生 

那些被暫時解雇而正等待被召回的人  

有工作但因休假、生病或天氣惡劣而暫時無法工作者 

【3】37.中央銀行採行下列何項行動會使貨幣供給減少？ 

買進政府債券  調降應提準備  

調升其對準備金所付的利率 調降貼現率 

【3】38.阿桃從錢包裡拿出一張 100 元鈔票存入其支票存款帳戶。如果銀行將這 100 元全部作為準備金，則

貨幣供給會____；如果銀行將這 100元的一部分貸放出去，則貨幣供給會____。下列配對何者正確？ 

增加，增加更多  增加，增加較少  

不變，增加  減少，減少 

【1】39.根據貨幣數量理論及費雪效果，如果中央銀行讓貨幣供給成長率增加，則： 

物價膨脹率和名目利率都會上升 物價膨脹率和實質利率都會上升 

名目利率和實質利率都會上升 物價膨脹率、名目利率和實質利率都會上升 

【1】40.總合需求增加在____會對產出造成較大的影響，且在____會對物價造成較大的影響。下列配對何者

正確？ 

短期，長期 長期，短期 短期，短期 長期，長期 

貳、非選擇題二大題（每大題 20 分） 

題目一： 

杜邦恆等式(Du Pont identity)為杜邦公司所創，目前實務上廣為大家所採用。杜邦恆等式

即為：股東報酬率等於邊際利潤、總資產周轉率及股東權益乘數的乘積。請問如何利用杜邦

恆等式進行財務管理以提升公司價值或改善公司營運狀況？【20 分】 

 

 

 

 

 

 

 

 

 

 

 

 

 

 

 

題目二：  

（一）資源稟賦增加及技術進步通常都會帶動經濟成長，請簡要說明經濟成長對一國貿

易條件及所得可能的影響為何？【10 分】 

（二）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可分為「內部規模經濟」與「外部規模經濟」，請簡

要說明當生產存在規模經濟時，對貿易及社會福利水準可能的影響為何？【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