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 年第 4 次證券商高級業務員資格測驗試題 
專業科目：證券投資與財務分析－試卷「財務分析」 請填入場證編號：         
※注意：考生請在「答案卡」上作答，共 50 題，每題 2 分，每一試題有(A)(B)(C)(D)選項， 
本測驗為單一選擇題，請依題意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 
1. 下列哪一報表通常不作共同比分析？ 

(A)資產負債表  (B)損益表   (C)現金流量表   (D)選項(A)、(B)、(C)皆非 
2. 企業財務報表中的「會計師查核報告」，其主要的意義為： 

(A)由會計師證明財務報表內容正確無誤  
(B)由會計師針對「財務報表是否允當表達」一事表示意見  
(C)會計師對企業財務狀況進行分析，並提供改進的建議  
(D)選項(A)、(B)、(C)皆正確 

3. 採用備抵法提列壞帳費用，當實際壞帳發生時，一般而言： 
(A)淨利率減少 (B)應收帳款週轉率減少 (C)應收帳款週轉率增加 (D)速動比率不變 

4. 若某公司的流動比率上升，但速動比率下降，該公司可能有下列哪一問題？ 
(A)存貨大量積壓 (B)應收帳款週轉不靈 (C)現金與約當現金過少 (D)應付帳款成長太快 

5. 根據下列資料，銷貨毛利金額應為多少？期初存貨$18、進貨折扣$3、銷貨折扣$8、期末存 
貨$23、進貨總額$215、進貨運費$4、銷貨運費$7、進貨退回$2、銷貨退回$6、銷貨總額 
$440 
(A)$210   (B)$212    (C)$217    (D)$221 

6. 以間接法編製現金流量表，請問下列何種狀況是現金流量的加項？ 
(A)存貨增加   (B)應付帳款減少  (C)發放現金股利  (D)應收帳款減少 

7. 吾尊公司 100 年期初存貨$200,000、期末存貨$800,000、100 年度存貨週轉率 5.2 次。該公 
司 100 年度之銷貨淨額為$4,000,000、100 年初應付帳款為$120,000、100 年底應付帳款為 
$280,000，則 100 年度支付供應商之現金數若干？ 
(A)$4,160,000  (B)$3,840,000   (C)$3,360,000   (D)$3,040,000 

8. 下列何者屬資產負債表上之固定資產？ 
(A)非供營業使用之土地 (B)天然資源  (C)遞延所得稅資產 (D)無形資產 

9. 母公司持有子公司 80%之普通股，96 年度母公司不含投資損益之個別淨利為$720,000，子 
公司淨利為$240,000。此外，子公司發行非參加之累積特別股，96 年度之特別股股利為 
$60,000，則歸屬於母公司損益為： 
(A)$756,000  (B)$864,000   (C)$648,000   (D)$936,000 

10.財務槓桿指數之計算公式為： 
(A)總資產報酬率÷股東權益報酬率   (B)總資產報酬率÷總資產週轉率  
(C)負債之利率÷總資產報酬率    (D)股東權益報酬率÷總資產報酬率 

11.布蕾公司資產總額$4,000,000，負債總額$1,000,000，平均利率 6%，若總資產報酬率為 
12%，稅率為 40%，則股東權益報酬率為若干？ 
(A)10%    (B)12%    (C)14.8%    (D)20% 

12.太君企業一年的採購經費是 5 億元，透過網際網路進行採購，可以輕鬆省下 1,000 萬元。 
也就是說，網際網路採購服務，可以幫助降低太君的： 
(A)營業成本   (B)研究發展費用  (C)折舊費用   (D)推銷費用 

13.請由以下效新企業的財務資料計算出該企業普通股的每股權益帳面價值：總資產$250,000、 
淨值$110,000、普通股股本$50,000（5,000 股）、特別股股本$10,000（1,000 股） 



(A)$41.67   (B)$31.25    (C)$20.00    (D)$34 
14.鐘靈企業刻意多提列生產部門機器設備的折舊費用，其影響是： 

(A)總資產增加       (B)營業活動所造成現金流量減少  
(C)毛利率降低       (D)營運資金減少 

15.戀菲俸公司流通在外之普通股共 100,000 股，且在當年度沒有發生應調整股數事項；其認購 
權證的履約價格為每股 50 元；當期普通股的每股平均市價為 100 元。所有認購權證履約可 
取得普通股總股數為 10,000 股。則其用以計算基本每股盈餘之約當股數為： 
(A)20,000 股  (B)85,000 股   (C)100,000 股  (D)105,000 股 

16.若發行量加權股價指數的變異數為 0.09，某投資組合投資股價指數與無風險國庫券各 50%， 
則此一投資組合的標準差為何？ 
(A)0.3    (B)0.15    (C)0.25    (D)無法計算 

17.若現在投資 25 萬元，兩年後可獲得 50 萬元，則年報酬率為多少？ 
(A)41.42%   (B)44.4%    (C)62.5%    (D)22.5% 

18.假設一公司之股東權益報酬率為 15%，該公司每年將其所賺得盈餘中的 40%保留在公司內 
作為新的投資，試問該公司盈餘及資產的成長率將是多少？ 
(A)9%    (B)6%     (C)15%    (D)45% 

19.假設預期未來之通貨膨脹率大於 0，則一般而言： 
(A)若將實質現金流量以實質折現率折現，則計畫之淨現值會被高估  
(B)若將名目現金流量以名目折現率折現，則計畫之淨現值會被高估  
(C)若將實質現金流量以名目折現率折現，則計畫之淨現值會被高估  
(D)若將名目現金流量以實質折現率折現，則計畫之淨現值會被高估 

20.根據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公布之國內 IFRSs 適用範圍及時程分為二階段，第一階段適用之公 
司下列何者為非？ 
(A)上市公司   (B)上櫃公司   (C)興櫃公司   (D)非上市上櫃公司 

21.根據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六號「金融商品之表達與揭露」，可轉換為企業固定數量普通 
股之公司債券或類似商品，以金融商品發行人之觀點而言，此等商品包含哪幾項組成要素？ 
(A)金融負債及權益商品     (B)金融資產及權益商品 
(C)金融資產及金融負債     (D)金融資產、金融負債及權益商品 

22.在採用零售價法評估期末存貨價值時，下列哪一項目會同時影響進貨的成本與零售價？ 
(A)進貨運費   (B)進貨折扣   (C)進貨退回   (D)正常損耗 

23.景安公司期末盤點存貨時，並未將寄銷於南門公司的存貨列入，下列何者正確？ 
(A)銷貨成本將被低估      (B)銷貨收入將被高估  
(C)銷貨毛利將被低估      (D)銷貨收入與成本都不受影響 

24.白鵬公司提列壞帳費用$20,000，沖銷無法收回之帳款$6,000，並提列存貨跌價損失 
$2,500，上述交易將使白鵬公司速動資產減少： 
(A)$20,000   (B)$26,000    (C)$28,500   (D)$22,500 

25.艾倫公司 100 年度淨利為$20,000、呆帳損失$6,000、應付公司債溢價攤銷$1,000、折舊 
費用$2,000、應收帳款增加數$10,000、備抵呆帳減少數$4,000，則 100 年度來自營業活動 
之淨現金流入為： 
(A)$18,000   (B)$17,000    (C)$12,000   (D)$7,000 

26.投資公司擁有被投資公司 40%股權，其投資成本與股權淨值之差額，在投資公司之資產負 
債表上應： 
(A)列為商譽        (B)列為「股權投資產生之商譽」  
(C)包括於「股權投資」中     (D)列為「成本與股權淨值之差異」 

【請續背面作答】



27.甲公司及乙公司分別持有丙公司 45%及 55%之有表決權股份。甲公司亦持有附認股權公司
債投資，可隨時認購丙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但仍須籌措重大資金以支付認購價差。甲公司
如執行認購，將使甲公司及乙公司之持股比例變為 65%及 35%。對丙公司具有控制力之公
司為： 
(A)甲公司        (B)乙公司 
(C)甲公司及乙公司均有控制力   (D)甲公司與乙公司均無控制力 

28.淨值為正之企業，收回公司債產生利益將使負債比率： 
(A)降低    (B)提高    (C)不變    (D)不一定 

29.安達公司 100 年度的預估獲利為 150 億元，現金股利每股 3 元，流通在外股數為 10 億股，
則安達公司的股利支付率為： 
(A)10%    (B)20%    (C)30%    (D)40% 

30.立大公司在 X1 年銷售了 10,000 個產品，每個產品售價為 100 元，每單位之變動成本為 60 
元，固定成本為 250,000 元，請問立大公司之營運槓桿程度約為： 
(A)2.7    (B)4     (C)3.2     (D)2.4 

31.假設母公司持有子公司 70%股權，母公司本年初將一帳面價值$100 的土地以$200 售予子 
公司，則在本年度合併財務報表中應報導的處分土地利益為多少？（假設該土地目前仍為子 
公司持有） 
(A)$200   (B)$160    (C)$40    (D)0 

32.下列那一項屬損益表上停業部門損益？ 
(A)來電糕餅店結束利潤較薄的麵包批發，轉向開拓素食糕餅市場  
(B)大有百貨關閉連年虧損的桃園分店  
(C)快意紡織公司出售旗下大哥大通訊業務部門  
(D)選項(A)、(B)、(C)皆是 

33.設甲產品之單位售價由$1 調為$1.2，固定成本由$400,000 增至$600,000，變動成本仍為 
$0.6，則損益兩平數量會有何影響？ 
(A)增加    (B)下降    (C)不變    (D)不一定 

34.大王光碟製造廠今年初推出其最新產品 S100 快速光碟機，此新產品線的邊際貢獻率為 
40%，損益兩平點為$200,000，假設今年度此新產品替大王公司帶來$48,000 的利潤，其今 
年度所出售的 S100 光碟機約為： 
(A)$462,222  (B)$320,000   (C)$325,000   (D)$120,000 

35.公司將公司債轉換為普通股以及辦理盈餘轉增資，兩者對股東權益的影響為？ 
(A)兩者皆使內容、總額變動     
(B)兩者內容皆變動，但總額不變  
(C)前者內容、總額皆變動；後者內容變動，但總額不變  
(D)選項(A)、(B)、(C)皆非 

36.碩亨公司流通在外之股份，計有面值 10 元之普通股 300,000 股及面值 10 元之 8%累積特別 
股 60,000 股。7 月 1 日按每股 15 元之價格發行普通股 20,000 股，90 年淨利為 1,060,000 
元，試計算其普通股每股盈餘： 

(A)$2.26   (B)$3.26    (C)$4.26    (D)$5.26 
37.一公司的本益比會受到下列何者的影響？ 甲.折舊政策；乙.利息是否資本化 

(A)僅甲    (B)僅乙    (C)甲和乙都不對  (D)甲和乙都對 
 
 



38.一公司目前的股價為$80，下一年度預計之每股盈餘為$4，假設投資人所要求之期望報酬率 
為 8%，則該公司成長機會現值對股價的比率為： 
(A)8%    (B)16%    (C)24%    (D)37.5% 

39.長期借款合約中規定之借款回存，在財務報表上應如何表達？  
(A)列為流動資產中之銀行存款    (B)列為流動資產，但非屬銀行存款  
(C)列為長期投資或其他資產    (D)自長期負債中減除 

40.短期融資的作法包括： 
(A)發行公司債  (B)將應付帳款展期  (C)發行股票   (D)選項(A)、(B)、(C)皆是 

41.假設你於一年前購得一股票，成本為$40，目前的價格為$43（已除息），而且你剛收到$4.2 
的現金股利，請問報酬率為多少？ 
(A)5.33%   (B)8.00%    (C)15.00%    (D)18.00% 

42.若同開科技公司擴建廠房之資金成本 13.5%，已知權益資金成本是 15%，所得稅率是 25%， 
已知公司負債權益比率是 1：4，且該公司新廠房的資金來源為銀行貸款，試問該公司舉債 
利率為何？ 
(A)15%    (B)10%    (C)9.6%    (D)8% 

43.假設一投資計畫之現金流量為：C0：－$9,000、C1：$1,000、C2：$7,000、C3：$3,000、 
C4：$2,000，請問此計畫之回收期間為幾年？ 
(A)3    (B)2.5     (C)2.33    (D)2 

44.豪傑公司 100 年底有流動負債$1,000,000，長期負債$2,000,000，股本$2,500,000，保留 
盈餘$1,500,000，則其負債比率為： 
(A)42.86%   (B)52.5%    (C)50%    (D)34.43% 

45.星光企業在民國X0 年的全年營業額為 40 億元，到民國X2 年度營業額已高達 80 億元，請問： 
(A)兩年總共成長率為 200%    (B)兩年間，平均每年成長 150%  
(C)兩年間，平均每年成長 41%   (D)兩年間，平均每年成長 100% 

46.計算債券發行價格所使用的折現率為： 
(A)本金使用票面利率，利息使用市場利率 (B)本金及利息均使用票面利率  
(C)本金使用市場利率，利息使用票面利率 (D)本金及利息均使用市場利率 

47.BOT（建造、營運、移轉）的公共建設投資開發型態，其投資計畫效益評估，宜特別注意何者？ 
(A)投資開發年限       (B)殘值價值估計  
(C)營運開發期的成本效益估計    (D)選項(A)、(B)、(C)皆對 

48.下列何項資訊對短期債權人最不重要？ 
(A)獲利能力  (B)應收帳款週轉率  (C)財務結構   (D)速動比率 

49.取得轉投資事業之資本公積配股時，應如何列帳？ 
(A)按面額入帳       (B)按市價入帳  
(C)按平均成本入帳      (D)不入帳，僅註記股數增加 

50.下列有關銷貨毛利的敘述何者為真？ 
(A)某公司的毛利很高但營業利益卻低於一般水準，表示該公司的進貨成本可能控制不當  
(B)某公司的毛利率大於 1，表示獲利能力很強  
(C)毛利率不可能大於 1  
(D)某公司的毛利率等於淨利率，表示其銷貨成本可能控制不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