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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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填應試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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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之主要財務報表為綜合損益表、資產負債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其中動態報表有幾
種： 

(A)一種 (B)二種 (C)三種 (D)四種 

2. 玉泉公司購入一組鋼釘，其使用年限為 10 年，但公司仍借記為費用，此符合何種原則? 

(A)配合原則 (B)成本原則 (C)重大性原則 (D)收入認列原則 

3. 具有決策攸關性之財務報表，必須具備以下哪些條件?甲.有預測價值；乙.有確認價值；丙.中立性 

(A)僅甲和乙 (B)僅乙和丙 (C)僅甲和丙 (D)甲、乙和丙皆須具備 

4. 長野公司於 X6 年第一季季末宣告現金股利，則該季之下列比率將受到何種影響? 

(A)負債比率增加、權益報酬率減少 (B)負債比率增加、權益報酬率增加 

(C)負債比率增加、權益報酬率不變 (D)負債比率不變、權益報酬率減少 

5. 石川公司提列應收帳款之備抵損失$20,000，沖銷無法收回之帳款$6,000，並提列存貨跌價損失
$2,500，上述交易將使石川公司速動資產減少： 

(A)$20,000 (B)$26,000 (C)$28,500 (D)$22,500 

6. 在成本模式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帳面金額係指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 

(A)重置成本  (B)淨變現價值 

(C)清算價值  (D)成本減累計折舊及累積減損之餘額 

7. 下列何者為非? 

(A)6 個月到期之負債，雖到期時擬發行普通股之方式清償，在資產負債表上仍應列為流動負債 

(B)無提列償債基金的長期負債，其即將於一年內到期償還部分，在資產負債表上應列為短期負債 

(C)公司開出半年內到期之期票，持向銀行貼現(不附追索權方式)，應列為公司或有負債 

(D)提撥償債基金準備，並不會使權益總額發生變動 

8. 福井公司的相關資料如下：流動負債 3,000 億元、流動資產 5,000 億元、非流動資產 7,000 億元、
自有資金比率為 60%，則該公司的長期負債為何? 

(A)4,000 億元 (B)6,000 億元  (C)8,000 億元  (D)1,800 億元 

9. 麒麟公司於年底時發行普通股取得建築物，則該年度： 

(A)總資產報酬率下降  (B)權益報酬率不變 

(C)長期資本報酬率增加 (D)選項(A)(B)(C)皆是 

10. 淨銷貨為$200,000，期初總資產為$60,000，資產週轉率為 5，請問期末總資產為： 

(A)$40,000 (B)$35,000 (C)$30,000 (D)$20,000 

11. 下列有關每股帳面金額的敘述何者最正確？ 

(A)每股市價是每股帳面金額的最佳估計數 

(B)每股帳面金額是反映企業過去的財務資訊，而每股市價主要是反映投資人對企業未來獲利的預期 

(C)每股市價大於每股帳面金額是股價被高估的徵兆 

(D)每股帳面金額代表當公司被另外一家公司收購時，每位股東每股可能分配到的補償 

12. 公司買回庫藏股採成本法處理時，有關庫藏股之入帳金額，以下何者敘述正確? 

(A)若以市價購回，則應以購入之市價入帳 

(B)若以市價購回，則仍應以面額入帳，差額為資本公積 

(C)若以市價購回，則仍應以面額入帳，差額為票券買賣損益 

(D)若以市價購回，購買價格與面額的差價應認列其他收入 



13. 卡麥隆工業財務報表的營業費用包含銷售費用與一般管理費用兩大項，以下那一個部門的費用最
有可能被列在一般管理費用項下? 

(A)打光工程組 (B)出納科 (C)工程品管課 (D)工業工程課 

14. 下列各項成本中哪一項應歸類為變動成本? 

(A)繳納商品的貨物稅  (B)應客戶之要求先墊付的聯邦快遞運費 

(C)工廠警衛所領的值班費 (D)廠房設備的折舊費用 

15. 大西洋企業今年度銷貨成本是 26 億元，營業費用是 14 億元，屬固定性質之成本總額是 22 億元，
營業利益、營業外收入費用、所得稅與淨利都是 0，則以下那一個數字會最接近其變動成本總額? 

(A)34 億元 (B)3 億元 (C)18 億元 (D)4 億元 

16. 楊梅公司X1年財務報表上列有營業利益 7,400萬元，營業費用 2,000萬元，營業外收入 200萬元，
營業外費用 1,500 萬元，遞延所得稅 1,800 萬元，則其稅前淨利為： 

(A)6,100 萬元 (B)5,200 萬元 (C)1,300 萬元 (D)3,300 萬元 

17. 將利息收入誤列為營業收益，將使當期營業淨利： 

(A)不變  (B)低估 

(C)高估  (D)視利息費用高低而決定 

18. 所謂的稀釋每股盈餘是指企業在計算每股盈餘時要另行考慮下列那些影響? 

(A)淨利受到企業當年度的停業單位損益的影響 

(B)停業單位損益可能增加或減少的流通在外普通股股利的影響 

(C)可轉換證券可能增加企業流通在外普通股股數的影響 

(D)可轉換證券可能對企業所帶來的潛在利益的影響 

19. 永靖企業 X2 年 12 月 31 日普通股的市價為 36 元，該公司全年流通在外普通股共 100,000 股，每
股面額 10 元，該公司當年度帳上權益總額為$2,800,000，還未結轉的本期淨利為$600,000，X2
年中曾支付 3 元的普通股股利，請問永靖企業當天的本益比為多少? 

(A)6 (B)3.6 (C)3 (D)2.4 

20. A 公司股票 X1 年初之市價為$50，每年支付股利$6，預計 X1 年底股票市價$58，則該投資之預期
報酬率若干? 

(A)5% (B)15% (C)22% (D)28% 

21. 持有存貨的成本包括： 

(A)資金之機會成本 (B)儲存成本 (C)過時成本 (D)選項(A)(B)(C)皆是 

22. 企業由於產業景氣、公司營運能力的好壞，而使得業績、獲利受影響之風險稱為： 

(A)財務風險 (B)市場風險 (C)企業風險 (D)流動性風險 

23. 假設某公司有一設備，帳面金額為$60,000，公司將其出售，利益為$40,000，所得稅率為 17%，
試問此交易所產生之淨現金流入為： 

(A)$84,900 (B)$60,000 (C)$40,000 (D)$93,200 

24. 假設一公司完全以權益融資，其權益資金成本率為 25%，再假設公司於期初有 1,000 股流通在外，
而公司每股之經濟帳面金額為$100，該期公司產生的稅後淨營業利潤為$40,000，請問該公司之經
濟附加價值為多少? 

(A)-$10,000 (B)$15,000 (C)$6,000 (D)$5,000 

25. 下列何項是屬於動態分析? 

(A)計算某一財務報表項目不同期間的金額變動 

(B)計算某一資產項目占資產總額的百分比 

(C)將某一財務比率與當年度同業平均水準比較 

(D)計算某一期間的總資產週轉率 

 

 



26. 企業流動性風險係指： 

(A)未來市場價格變動而使金融商品價值波動之風險 

(B)企業無法籌措資金以履行合約之風險 

(C)貨幣性金融商品未來現金流量變動之風險 

(D)交易相對人未履行合約規定而致企業發生損失之風險 

27. 在比率分析中，與同業平均比率比較時，應注意： 

(A)產業平均值內是否有多角化經營公司 

(B)產業平均值是否包括不具代表性，情況異常之公司 

(C)產業平均值內各個公司會計制度 

(D)選項(A)(B)(C)皆是 

28. 下列何者屬於負債準備? 

(A)公司債發行溢價部分 (B)可轉換公司債 

(C)產品售後服務保證負債 (D)應付租賃款 

29. 下列哪一項不能列為流動資產? 

(A)正常分期付款銷貨所收到之應收票據，到期日在 12 個月以內者 

(B)預付一年內將徵收之財產稅 

(C)以交易為目的之金融資產 

(D)人壽保險之解約現金價值，總經理為受益人 

30. 智強公司只生產一種產品，X1 年時共銷售了 56,000 個單位，每單位售價 10 元，每單位變動成本
及費用 7 元，固定營業費用 80,000 元，當年度利息支出 5,000 元，則其綜合槓桿度為何? 

(A)1.61 (B)2.02 (C)3.61 (D)選項(A)(B)(C)皆非 

31. 傑克遜公司 X6 年期初存貨$200,000、期末存貨$800,000、X6 年度存貨週轉率 5.2 次。該公司 X6
年度之銷貨淨額為$4,000,000、X6 年初應付帳款為$120,000、X6 年底應付帳款為$280,000，則
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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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下列何者不屬於權益項目? 

(A)股本 (B)應付股利 (C)保留盈餘 (D)資本公積 

33. 採有效利息法攤銷應付公司債折、溢價時，下列關係何者正確? 

(A)折價發行時折價攤銷額逐期遞減 

(B)溢價發行時溢價攤銷額逐期遞減 

(C)折價發行時折價攤銷額逐期遞增 

(D)選項(A)(B)(C)皆不正確 

34. 若總資產報酬率為 20%，淨利率為 25%，則總資產週轉率約為： 

(A)0.8 次 (B)1.25 次 (C)2 次 (D)4 次 

35. 甲公司於年底時發放已宣告之現金股利，則對其該年總資產報酬率與權益報酬率之影響分別為： 

(A)增加，不變 (B)增加，減少 (C)不變，不變 (D)減少，不變 

36. 京都公司 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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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億股，則京都
公司的股利支付率為： 

(A)10% (B)20% (C)30% (D)40% 

37. 要求出損益兩平的銷售金額，我們需要知道總固定成本與： 

(A)每單位變動成本  (B)每單位售價 

(C)每單位變動成本占售價比率 (D)每單位售價減去平均每單位固定成本 

38. 衛勤企業認列出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此顯示其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售價是： 

(A)低於買進成本 (B)低於帳面金額 (C)低於累計折舊 (D)低於合理市值 



39. 海洋企業的營業利益遠低於其銷貨毛利，其可能的原因應該不包括以下那一項? 

(A)本期海洋企業總管理處的折舊費用頗為可觀 

(B)海洋企業的銷貨運費頗為可觀 

(C)本期海洋企業所收受訂單多屬多樣少量性質，生產線上的設定成本過高 

(D)海洋企業的研究發展費用頗為可觀 

40. 某公司的稅後淨利為 60 萬元，已知銷貨毛利率為 30%，純益率為（稅後淨利率）15%，請問該公
司的銷貨成本為多少? 

(A)320 萬元 (B)280 萬元 (C)480 萬元 (D)540 萬元 

41. 乙公司為甲公司 100%持股之子公司。甲、乙兩公司全年流通在外之普通股股數分別 10,000 股及
3,000 股。兩家公司皆未發行潛在普通股。合併每股盈餘為： 

(A)甲公司淨利 ÷ 13,000 股 

(B)甲公司淨利 ÷ 10,000 股 

(C)（甲公司淨利＋乙公司淨利）÷ 13,000 股 

(D)（甲公司淨利＋乙公司淨利）÷ 10,000 股 

42. 計算每股盈餘時之庫藏股票法，係假設認股權證持有人行使權利，且公司並將因此所得之現金如
何處理? 

(A)投資一年期政府公債  (B)按股票年底市價購買庫藏股票 

(C)按股票平均市價購買庫藏股票 (D)清償流動負債 

43. 大林公司 X1 年度的銷貨毛利為 1,500 萬元，毛利率為 20%，稅前純益率為 10%，企業的所得稅
率為 17%，該公司 X1 年度的淨利為： 

(A)622.5 萬元 (B)102 萬元 (C)124.5 萬元 (D)84 萬元 

44. 在評估投資計畫時所用的平均會計報酬率法： 

(A)主要是利用現金流量的數字作分析 (B)考慮了貨幣的時間價值 

(C)通常我們會將其與資金成本率作比較 (D)並未將現金流量折現 

45. 在數個投資方案中作選擇時，下列何者現金流量是非攸關的? 

(A)各方案未來期望現金流量之差異 (B)付給顧問公司協助作選擇的費用 

(C)各方案期初投資金額之差異 (D)各方案投資於營運資金數額之差異 

46. 在應用內部報酬率法（IRR）時，若面臨的是典型的現金流量型態之投資計畫，則接受投資的條件
是當內部報酬率： 

(A)大於 0 時  (B)等於 0 時 

(C)小於資金成本率時  (D)大於資金成本率時 

47. 假設稅率為 17%，折舊費用為$50,000，則當公司有獲利時，其折舊費用稅後的效果為： 

(A)淨現金流出$8,500  (B)淨現金流入$8,500 

(C)淨現金流出$41,500  (D)淨現金流入$41,500 

48. 下列何者決定公司債每期債息的現金支出金額? 

(A)市場利率水準 (B)債券的折現率 (C)債券的票面利率 (D)有效的實質利率 

49. 一企業存貨之經濟採購量在下列何者較高時應降低? 

(A)營業額  (B)持有成本 

(C)每次採購之成本  (D)選項(A)(B)(C)皆是 

50. 合併資產負債表上的「非控制權益」係指： 

(A)母公司之股東中，持股比例小於 50%者之權益 

(B)母公司對子公司所享有之權益 

(C)子公司應付公司債之利息費用 

(D)母公司以外股東對子公司淨資產所享有之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