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南銀行 105 年度儲備菁英人員甄試試題
甄試類別【代碼】
：儲備菁英人員（商學管理組）
【I5601】
、儲備菁英人員（國外單位組）【I5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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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場通知書號碼、座位標籤號碼、甄試類別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
即請監試人員處理。使用非本人答案卡（卷）作答者，該節不予計分。
本試卷為一張雙面，測驗題型分為【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20 題，每題 2 分，合計 40 分】與【非選
擇題 3 題，每題 20 分，合計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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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依標題指示之題號於各題指定作
答區內作答。
請勿於答案卡（卷）上書寫姓名、入場通知書號碼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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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節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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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繳回者該節以零分計算。

壹、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20 題（每題 2 分）

【3】7. A 股票在 2015 年宣告發放的現金股利為$1.01，股票股利為$0.33。王小明原持有 10,000 股的 A 股票，
其應可配得多少現金股利和股票股利？
 $10,100；33 股

 $10,000；300 股

 $10,100；330 股

 $101,000；3,300 股

【2】8.依據 Incoterms 2010 之解釋，下列哪一個條件僅適用在海運及內陸水運場合？
 DAT

 FAS

 EXW

 DDP

【3】9.依 UCP600 之規定，若在金額或數量之前加上“about”字樣時，則其通常在下列範圍內上下之差額是可
以被接受的？
 2.5%

 5%

 10%

【3】10.依 UCP600 之規定，除單據本身另有明示外，如信用狀要求提示複式單據，使用“in two copies”用語，
則提示下列何者為已足？
全部皆為副本
全部皆為正本

【1】1.某股票型基金的淨值目前為 1,000 萬元，Beta 係數等於 0.8，基金經理人打算利用股價指數期貨將基

至少一份正本，餘為副本

金的 Beta 係數調升至 1.4。若目前的股價指數水準為 8,000 點，每點價值為 250 元，則經理人應至少買或賣

至少二份正本，餘為副本

多少口股價指數期貨契約？

【4】11.因供應廠商在製造過程中違法添加，使產品消費者因此受到損害，而轉向貿易商求償時，貿易商可

買進 3 口

買進 6 口

以透過下列何種措施來管理風險？

賣出 3 口

賣出 6 口

投保國際貨物運輸險

投保輸出保險

投保長期照護險

投保產品責任險

【4】2.一位德國投資人購買日圓計價的債券，下列何種情況發生將會使該投資人獲得最高的報酬率？
日圓利率上漲且日圓貶值

【2】12.關於信用狀之使用方式，下列何者受益人不須開立匯票？

日圓利率下跌且歐元升值

即期付款

延期付款

日圓利率上漲且歐元升值

承兌

讓購

日圓利率下跌且歐元貶值

【1】13.在信用狀交易下，審單銀行一般是不接受出現下列何種記載的提單？

【1】3.下列何者可以稱為歐洲美元債券(Eurodollar Bond)?

貨物裝載於甲板上

法國公司在日本發行之美元計價債券

託運人自行裝載點數

美國公司在英國發行之日圓計價債券

以圖章或其他方式加註運費以外的費用

日本公司在瑞士發行之歐元計價債券

清潔且已裝載

台灣公司在美國發行之美元計價債券

【4】14.若信用狀上規定：“Official certificate of origin in two copies.”，則審單銀行將不接受下列何者所簽發之

【2】4.下列何種企業型態的負責人必須承擔無限清償責任？

文件？

有限合夥人

一般合夥人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進口國駐出口國使領館

【4】5.下列哪一項是貨幣市場的金融工具？
公司債

可轉換公司債

認購權證

商業本票

受益人（出口商）
【4】15.依據利率平價說(interest-parity)，假如國內利率是 3%，而國外利率是 2%，那麼可預期外國貨幣

【3】6.假設一年期即期利率是 5%，兩年期即期利率是 5.5%，則一年後的一年期遠期利率應為多少？
 5.50%

 5.75%

 15%

 6.00%

 6.25%

將________；
貶值；0.5

%。
升值；0.5

貶值；1
【請接續背面】

升值；1

第二題：

【3】16.如果某廠商提高其產品售價，結果使得其總收入減少，代表此產品的：
供給彈性大於 1

在信用狀作業時，請問：

供給彈性小於 1

（一）何謂「清潔提單(clean B/L)」？UCP600 之相關規定為何？【8 分】

需求彈性大於 1

（二）受益人(出口商)在出貨時，對於清潔提單或不潔提單，應如何因應？【5 分】

需求彈性小於 1

（三）部分提單上載有“shipper’s load and count”及“said by shipper to contain”等文字，此等文字是否為不

【1】17.如果工人不相信政策決定者會認真的打擊通貨膨脹，他們很有可能要求
曲線往

潔提單之註記？倘信用狀未規定，此等提單可否接受？【7 分】

工資率，因而使得

移動，造成失業和通貨膨脹。

提高；總合供給；左
提高；總合需求；左
降低；總合需求；右
降低；總合供給；右
【1】18.下列何者不被計入勞動力(labor force)？

第三題：

王小新，12 歲，在自家麵攤幫忙洗碗

給定以下資料：

李一強，曾經在大學教書但現為計程車司機
張娜娜，一直在尋找進入業界的機會但仍未找到
林玲瓏，正在休其工作所提供 2 個禮拜的假
【2】19.如果追求利潤極大的獨占廠商發現邊際收入超過邊際成本時，將會：
提高售價並減少產量
降低售價並增加產量

貨幣市場
M  500  0.5Y  200r  P
d

M s  1000

X = 100
M = 100 + 0.1 Y

提高售價並增加產量
降低售價並減少產量
【3】20.家戶將課稅（所得稅率為 25%）後可支配所得分配在消費及儲蓄上，若自發性消費支出(autonomous
consumption)為$10,000，而邊際消費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為 0.8，則家戶收支平衡之所得為
何？
 $8,000

商品市場
C = 300 + 0.75 Yd
I = 800 – 200r
G = 400
T = －200 + 0.2Y

 $12,500

 $25,000

 $40,000

（ Yd ：可支配所得，r：利率(%)，P：物價水準，Y：所得， M d ：貨幣需求， M s ：貨幣供給，
C：消費，I：投資，G：政府支出，T：稅收，X：出口，M：進口）
（一）假設 P = 100，請寫出 IS 和 LM 曲線的數學式並畫圖呈現。 此經濟的均衡所得和利率各為多少？
【8 分】
（二）假設 P = 200，請將新的 LM 曲線加在圖形上。 新的均衡所得和利率各為多少？

貳、非選擇題（配分 20 分）
第一題：
有一檔三年期債券，票面利率為 5%，每年付息一次，市場殖利率(YTM)為 4%。
（一）請計算此債券之：存續期間(Macaulay Duration)、修正存續期間(Modified Duration)、價格存續期
間(Dollar Duration)。【12 分】
（二）若此債券的凸率(Convexity)為 115，在市場利率上升 90 bps 的情況下，此債券價格變動幅度(百分
比)會是多少？【8 分】

【6 分】
（三）以文字分析減稅對所得和利率的影響，並將變動顯示在 IS-LM 曲線圖形上。【3 分】
（四）以文字分析公開市場買進(open market purchase)對所得和利率的影響，並將變動顯示在 IS-LM 曲
線圖形上。【3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