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章  投資概論與金融工具 

一、選擇題 

TOPIC：實質投資與金融投資 

 

（D）1.何者屬於實質投資的標的？ (A)股票 (B)債券 (C)不動產證券化商品 

(D)黃金。 

（C）2.何者屬於金融投資的標的？ (A)珠寶 (B)古董 (C)黃金基金 (D)晶

圓廠。 

（B）3.開立黃金存摺屬於何種投資活動？ (A)金融投資 (B)實質投資 (C)

銀行存款 (D)基金投資。 

 （B）4.下列何者不是黃金存摺的優點？ (A)買賣交易方便 (B)投資門檻高 

(C)買賣差價小 (D)可協助投資人因應國際黃金價格的走勢。 

 (Ｂ)5.以下有關台灣銀行黃金存摺業務的敘述，何者有誤？(A) 小存入單位為

１公克 (B)只能單筆投資 (C)可將存摺內的黃金回售給銀行 (D)可將

存摺內的黃金轉換為黃金現貨 

（A）6.櫃檯買賣中心的「黃金現貨交易平台」， 低交易單位為：(A) 1 台兩 (B) 

10 台兩 (C) 100 台兩 (D)1000 台兩 

 

TOPIC：投資、投機與賭博 

（C）7.以定期定額的方式買樂透彩券屬於何種行為？ (A)投機 (B)投資 (C)

賭博 (D)以上皆非。 

 

TOPIC：金融市場與證券市場 

（D）8.下列何者不是金融市場的功能？ (A)資金需求者與資金供給者之間的

橋樑 (B)可降低資金供需雙方的交易成本 (C)可提昇整個社會福利 

(D)可保證資金需求者一定可以取得所需資金。 

（C）9.在間接金融中，金融中介機構的獲利來源為： (A)顧問費 (B)手續費 

(C)存、放款利差 (D)資本利得。 

（A）10.在直接金融中，金融機構（如證券商）的主要獲利來源為： (A)承銷

費 (B)證券交易手續費 (C)存、放款利差 (D)證券交易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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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1.下列何者不屬於證券市場的範疇： (A) 貨幣市場 (B) 資本市場 (C) 

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 (D)外匯市場 

 

TOPIC：發行市場與流通市場 

（D）12.下列何者是證券市場的功能？ (A)滿足資金的需求 (B)增加資金的投

資管道 (C)提升企業的經營績效 (D)以上皆是。 

（C）13.下列何者不影響企業的現金流量？ (A)企業在發行市場發行股票 (B)

企業從流通市場買回股票 (C)投資人在流通市場買賣股票 (D)企業

向銀行貸款。 

（B）14.下列何者在證券發行市場扮演協助者的角色？ (A)證券經紀商 (B)

證券承銷商 (C)投信公司 (D)投顧公司。 

 

TOPIC：證券市場的參與者 

（D）15.下列何者不是證券市場的參與者： (A) 證券商 (B) 期貨商 (C) 證

券金融公司 (D)銀行 

（D）16.下列何者不在台灣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 (A)認購（售）權證 (B)

台灣存託憑證 (C)可轉換公司債 (D)開放型基金。 

（C）17.目前台灣證券主管機關為何？ (A)台灣證券交易所 (B)財政部 (C)

金管會 (D)總統府。 

（D）18.下列何者不是綜合證券商的業務？ (A)承銷 (B)經紀 (C)自營 (D)

發行共同基金。 

（D）19.下列有關期貨交易輔助人的敘述何者有誤？ (A)為協助期貨經紀商尋

找客戶的仲介經紀商 (B)可接受投資人開戶 (C)可接受投資人的委

託單 (D)可向客戶收取保證金。 

（C）20.下列何者從事類似證券市場的代客操作業務？ (A) 期貨交易輔助人 

(B) 期貨顧問事業 (C) 期貨經理事業 (D)期貨經紀商。 

（B）21.期貨經理事業接受特定人委任時， 低委託金額為何？ (A) 新台幣

100 萬元 (B) 新台幣 250 萬元 (C) 新台幣 500 萬元 (D) 新台幣

1000 萬元。 

（B）22.目前台灣代客操作的投資門檻為何？ (A)新台幣 200 萬元 (B)新台幣

500 萬元 (C)新台幣 800 萬元 (D)新台幣 1,000 萬元。 

（D）23.下列何者不是投顧公司的業務內容？ (A)擔任境外基金的總代理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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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研究分析意見或建議 (C)代客操作 (D)財富管理。 

（A）24.下列哪一種評等等級的債券不屬於垃圾債券？ (A)BBB (B)BB (C)B 

(D)C。 

（D）25.金管會於 2017 年 8 月開放國內何種行業以轉投資子公司的方式，經營

私募股權基金業務？(A)綜合證券商 (B)商業銀行 (C)投顧公司 (D)

投信公司。 

 

TOPIC：貨幣市場的金融工具 

（A）26.下列何者是由政府發行的短期票券？ (A)國庫券 (B)可轉讓定期存單 

(C)商業本票 (D)銀行承兌匯票。 

（D）27.銀行間的借貸利率稱為： (A)基放利率 (B)基準利率 (C)重貼現率 

(D)金融業拆款利率。 

 ( B )28.個人承作債券附買回交易的利息所得採分離課稅，其稅率為何？(A)6% 

(B)10% (C)20% (D)25% 

（A）29.若考慮分離課稅，小林與票券商承作一筆短期票券 RP，金額 100 萬元、

RP 利率 3%、期間 30 天。請問承做時的資金流向為何？ (A)小林支

付票券商 100 萬元 (B)小林支付票券商 1,002,219 元 (C)票券商支付

小林 100 萬元 (D)票券商支付小林 1,002,219 元。 

（C）30.若考慮分離課稅，老王與證券商承作一筆政府公債 RP，金額 100 萬元、

RP 利率 1%、期間 10 天。請問到期時的資金流向為何？ (A)老王支

付證券商 1,000,247 元 (B)老王支付證券商 1,000,274 元 (C) 證券商

支付老王 1,000,247 元 (D) 證券商支付老王 1,000,274 元。 

 

TOPIC：資本市場的金融工具 

（D）31. 何者無法表徵一家公司的所有權？ (A)普通股 (B)特別股 (C)存託

憑證 (D)公司債。 

（B）32. 下列何者不是普通股的特性？ (A)有限清償責任 (B)股利具有累積

的性質 (C)剩餘請求權存託憑證 (D)具有投票權。 

（A）33. 下列何者不是債券的基本特性？ (A)利息發放金額固定 (B)投資風

險較股票小 (C)通常設有到期期間 (D)對發行人具有節稅效果。 

 

TOPIC：衍生性金融商品 



 

本題庫係著作版權所有，若有抄襲、模仿、冒用情事，依法追究。 
ISBN 978-957-43-5559-4 

投資學－基本原理與實務 

                         題庫 

4 

（B）34. 下列何者是遠期契約的缺點？ (A)契約標準化 (B)違約風險較高 

(C)在集中市場交易 (D)契約期間較短。 

（C）35. 下列何者不是期貨交易的特性？ (A)契約標準化 (B)保證金交易 

(C)在店頭市場交易 (D)採每日結算。 

（A）36. 以買權而言，買方應行使權利的時機為何？ (A)標的物市價高於履約

價格 (B) 標的物市價等於履約價格 (C)標的物市價低於履約價格 

(D)隨時都可行使權利。 

（C）37. 目前台灣認購權證是由何者發行？ (A)標的股票發行公司 (B)銀行 

(C)證券商 (D)台灣證券交易所。 

 

TOPIC：財務槓桿 

（B）38.「四兩撥千金」可用來詮釋下列何種觀念？ (A)分散風險 (B)財務槓

桿 (C)規避風險 (D)投機。 

 

TOPIC：分散風險 

（A）39. 「不要將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是在表達何種觀念？ (A)分散

風險 (B)財務槓桿 (C)規避風險 (D)投機。 

二、問答及計算題 

1. 投資活動可分為實質投資與金融投資兩種，請你各舉 5 例說明之。 

Ans： 
實質投資通常涉及某些類型的實質資產，例如，房地產、黃金、珠寶、古董、

廠房設備等；而金融投資則專指金融工具的投資活動，包括股票、債券、共

同基金、期貨、選擇權等。 

 

2.目前台灣有哪些管道可以參與黃金的投資？ 

Ans： 
目前可參與黃金市場的投資方式有實質投資與金融投資兩種。實質投資就是

直接買賣黃金現貨（如黃金條塊、金幣等）；而金融投資的工具則有黃金基金

及黃金期貨等。為了讓投資人有更多參與黃金投資的管道，近年來，許多銀

行開始推展黃金存摺或紙上黃金的業務，降低黃金現貨交易的門檻。櫃檯買

賣中心亦於 2015 年 1 月 5 日推出「黃金現貨交易平台」，投資人只要利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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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證券帳戶就能在該平台下單買賣黃金現貨 

 

3. 投資人為什麼會願意將錢拿去作投資之用？ 

Ans： 
每個人擁有財富的目的，均在於滿足其消費慾望。若目前所犧牲的消費能創

造未來更多的消費時，即可誘使個人減少目前的消費，將省下來的財富從事

具有增值利益的投資活動。然而在何種情況下，人們會提高犧牲目前消費的

意願，而從事投資的活動呢？基本上，財富的運用均有其機會成本，例如，

將目前可消費的財富存入銀行，賺取利息，而此利息的高低即代表將財富用

於消費的機會成本；當然其他金融工具所能提供的報酬率也是目前消費的機

會成本。若機會成本提高，人們將會減少目前的消費，並多從事投資的活動。 

 

4. 請簡單敘述 P2P 網路借貸平台的功能，對傳統銀行有何威脅？ 

Ans： 
有閒置資金的個人(出資人)與有資金需求的個人(借款人)，透過 P2P 網路借貸平

台的媒合，可達到資金借貸的目的，中間完全沒有金融機構的介入，因此可免

除金融機構的利差，借貸報酬可以較高。P2P 網路借貸的興起，嚴重威脅傳統

金融機構的小額信貸業務。 

 

5.在證券發行市場中，證券承銷商如何扮演協助者的角色？ 

Ans： 
證券承銷商會根據企業的需求與市場狀況，設計符合企業所需的有價證券 

（如股票、債券）；另一方面，利用其配銷管道將企業所發行的有價證券銷售

給投資人，使投資人的資金移轉到企業身上。對於多數的企業而言，在證券

發行的專業能力上常顯不足，所以大部分的企業往往需要依賴證券承銷商的

專業服務。 

 

6.台灣有哪些機構屬於交易場所的管理機構？ 

Ans： 
台灣證券市場中有兩個提供集中交易場所的管理機構，一為台灣證券交易

所，主要提供股票、債券、受益憑證、存託憑證等現貨商品及認購（售）權

證集中交易的場所；二為台灣期貨交易所，為提供期貨、選擇權等衍生性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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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商品集中交易的場所。而提供店頭交易場所的管理機構則為櫃檯買賣中心。 

 

7.目前台灣主要有哪些期貨市場參與機構？ 

Ans： 
期貨商主要包括經紀業務及自營業務。另在期貨市場中，亦有協助期貨經紀

商尋找客戶的仲介經紀商（即期貨交易輔助人）以及 2002 年 11 月 8 日同時

開放的「期貨顧問事業」及「期貨經理事業」。期貨交易輔助人只能接受開戶、

接受委託單並交由期貨經紀商執行，並不能向客戶收取保證金。期貨經理事

業則指經營接受特定人委任，對委任人之委託交易資金，就有關期貨交易為

分析、判斷，並基於該分析判斷，為委任人執行期貨交易之業務者，類似證

券市場的代客操作業務。期貨顧問事業則指為獲取報酬，經營或提供期貨交

易之分析、判斷建議者，類似證券市場的投顧公司。為提供市場更多的投資

管道，政府於 2007 年又開放以發行「期貨信託基金」為主要業務的期貨信託

事業。期貨商得兼任「槓桿交易商」，從事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易業務，如債券、

利率、股權、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資產交換、結構型商品及外幣保證金等。 

 

8.投信公司的主要業務有哪些？ 

Ans： 
(1)共同基金業務：依投資大眾的需求，推出不同性質的共同基金供投資大眾

選擇，並以定型化的「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來管理每檔共同基金，投資門

檻低。 

(2)代客操作業務：服務對象為特定個別投資人，代客操作業者會與其簽訂「全

權委託投資契約」，依其需求量身訂作投資方針及投資範圍，投資門檻較

高（至少 500 萬元）。 

(3)擔任境外基金的總代理人，接受境外基金管理機構的委託，募集與銷售境

外基金 

(4) 金管會於 2017 年 8 月開放國內投信公司以轉投資子公司的方式，經營私

募股權基金業務。 

 

9.投顧公司的主要業務有哪些？ 

Ans： 
(1)接受投資人的委任，對證券投資有關事項提供研究分析意見或建議，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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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關證券投資之出版品、舉辦有關證券投資之講習等顧問業務。 

(2)代客操作業務 

(3)擔任境外基金的總代理人，接受境外基金管理機構的委託，募集與銷售境

外基金 

 

10.請簡述信託制度的意義？  

Ans： 
信託是一種財產的管理制度，由財產所有權人（稱委託人）將財產委託給信

託業（稱受託人）管理，並指定一受益人，未來財產的管理或處分利益均歸

受益人享有。 

 

 

11. 投資人與證券商承作一筆政府公債 RS，承作金額為 5,000 萬元，RS 利率

為 1%，到期期間為 30 天，若不考慮分離課稅，請問承作當天與到期時的資

金流向為何？  

Ans： 
承作當天，證券商支付投資人 5000 萬元。到期時，證券商向投資人賣回政

府公債，向投資人收取 50,041,096 元[＝$50,000,000×(1＋1%×30/365)]，完成

交易。 

12. 金融業拆款市場形成的主要原因為何？ 

Ans： 
金融業間的拆款活動也屬於貨幣市場的範疇。銀行向社會大眾吸收存款後，

為了隨時能應付存款人的提取，必須依中央銀行所訂的存款準備率提存準備

（即存款準備）。若銀行的準備部位超過法定的準備額度，稱為超額準備，這

些銀行可將超額準備的資金貸款給準備不足的銀行，這種銀行間的借貸行為

即稱為「金融業拆款」。 

 

13.權益證券主要包括普通股、特別股及存託憑證，請分別簡述之。 

Ans： 
(1) 普通股：普通股的持有人即是公司的所有者或股東，對公司的董事以及重

要決策具有投票權。當公司債務償還不清時，債權人無權請求普通股股東

以個人財產償還。因此，普通股股東僅須負擔「有限清償責任」。而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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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破產或清算時，普通股股東對公司資產的請求權順位，在所有債權人（包

括政府、員工及其他債權人）及特別股股東之後，故普通股股東僅具有「剩

餘請求權」。此外，普通股沒有到期期間、持有期間，公司會視獲利情況

決定是否發放股利給股東，因此，每年並沒有固定的股利收入。換言之，

公司對普通股股東並沒有發放股利的義務。 

(2) 特別股：特別股與普通股 大的不同，在於特別股具有剩餘財產與股利的

優先分配權。此外，在股利設計上亦與普通股有所差異。特別股發行時，

會先訂定固定的股利率，若公司每年均有能力發放股利，特別股每年將有

固定的股利收入，因此亦有人將其視為「固定收益證券」。大部分的特別

股股利具有累積的性質，當公司有發放不出股利之虞時，積欠股利將可累

積到下一期發放，稱為累積特別股；有些特別股則可再參加剩餘盈餘（配

發特別股股利之後的盈餘）之分配，與普通股股東分享利益，稱為參加特

別股。 

(3) 存託憑證：存託憑證係指由公司委託外國的銀行，協助公司（或股東）發

行一種憑證供公司當地國以外的其他國家投資人投資，銀行再將所募得的

資金交給公司（或股東），公司（或股東）則提供價值相當的股票存託於

保管銀行。由此可知，外國投資人持有存託憑證等於間接持有該公司的股

票，其享有權利義務幾與普通股相同；亦即存託憑證的持有人可經由存託

銀行對發行公司主張股利、紅利、剩餘財產的分配權以及投票權，惟不是

所有的存託憑證均有投票權，須視發行條款而定。存託憑證的發行，可以

使得國際資金的移動更為快速，而且經由海外存託憑證的投資，也可瞭解

外國的經濟、法律、文化、規則、環境等狀況，使得表面看來並不相容的

金融環境，可以緊緊地結合在一起。 

 

14.為什麼發行債券具有節稅的效果，而發行普通股卻沒有？ 

Ans： 
對債券的發行人而言，債券定期支付的利息在財務報表上可列為費用，降低

發行人的所得稅負，故具有節稅的效果。反之，普通股的股利支付並無法在

財務報表上列為費用，故沒有節稅的效果。 

 

15.在期貨交易中，買賣雙方都需要繳交保證金。為什麼在選擇權交易中，只有

賣方需要繳交保證金，而買方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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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 
當買方行使選擇權時，賣方則有義務履行契約，以履約價格將標的物賣給買

方或向買方買進標的物。由於賣方具有履行契約的「義務」，故在交易時必須

繳交保證金，作為履約的保證。 

 

16.對於投資人而言，認購（售）權證具有哪些優缺點？ 

Ans： 
對於投資人而言，認購（售）權證可視為股票買賣的替代品。投資認購（售）

權證的優點在於投資金額較小，與直接買賣股票相比，有機會賺取較高的報

酬率，能產生以小博大的作用。然而，具有較高的報酬率，背後定有較高的

風險，這是投資人所需注意的。 

 

17.請你舉例說明股票與銀行存款的差異。 

Ans： 
 

 

 

 

 

 

 
 

老張今天存 1 萬元到銀行的定存戶頭裡（年利率 3%），1 年後他「一定」可

以領回 10,300 元[＝$10,000×(1＋3%)]，賺得 300 元的利息；但投資股票就

「不一定」了，如小陳今天以 1 萬元買進每股 10 元、1000 股的錸德(2349)

股票，1 年後小陳賣股所能拿回的金額則視股價的漲跌而定。若每股漲到 20

元，小陳將可拿回 2 萬元，賺得 1 萬元的報酬；若每股跌至 5 元，小陳則僅

能拿回 5,000 元，產生 5,000 元的損失。由此可知，股票的報酬可能高於定存，

但股票背後所隱含的「風險」也高於定存。 

 

18.中信銀行向存款戶吸收了 10 億元的存款，平均年利率為 2.2%，若其將 5 億

元放款給奇美電，年利率 6.5%，放款期間 3 年。請問這屬於何種金融市場？

就這 5 億元的放款，中信銀行每年可賺取多少利差？ 

1 萬元 
老張 

銀行存款 
（年利率 3%） 

今天 

10,300 元

1 年後

老張 

每股 5 元
5,000 元 

（1000 股） 

2 萬元 

1 萬元 
小陳 

錸德股票 
（每股 10 元） 

小陳 
每股 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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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 
(1)間接金融。 

(2)利差＝$500,000,000×(6.5%－2.2%)＝$21,500,000 

 

19.你認為成功的投資理財應具備哪些要素？ 

Ans： 
每一件事都有其成功之道，投資理財也不例外，成功的投資理財在於以所能

承擔的風險程度換取合理或超額的報酬。有些投資人常會為了追求高報酬，

而將畢生的積蓄全數投入高報酬的金融工具，殊不知高報酬的背後可能隱含

著高風險。要免於此一現象的產生，除了有閒錢以外，還需要投資人投入心

力，培養自己投資理財的實力。然而要成功理財光靠閒錢與實力是不夠的，

機會的掌握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素，因為天才也是需要透過九分的實力，再加

上一分的運氣才有成功的機會。因此想要成功理財，在客觀上必須創造自己

有利的條件，充實自己的專業技能以累積實力，再配合適當的投資機會，必

能為投資人帶來合理或超額的報酬。 

 

20.財務槓桿的運用就像中國功夫太極拳一樣，能產生四兩撥千金的效果，請

你舉例說明之。 

Ans： 

 
 
 
 
 
 
 

 

 

小陳與小李一起買進 1000 股的聯發科股票（每股 300 元）。小陳沒有使用融

資，必須自備 30 萬元的資金買進；小李使用融資（融資成數 60%），則僅需

自備 12 萬元（＝30 萬元×40%）即可，其餘 18 萬元（＝30 萬元×60%）以

融資取得。當股價上漲到 350 元，小陳與小李的獲利均為 5 萬元，但小陳的

報酬率＝16.67% 

損失率＝16.67% 

每股 250 元
25 萬元 

（1000 股） 

35 萬元 

自備 30 萬元 小陳 
（無融資） 

聯發科股票 
（每股 300 元）

小陳 
每股 350 元

報酬率＝41.67% 

損失率＝41.67% 

每股 250 元
25 萬元 

（1000 股） 35 萬元 
自備 12 萬元 

小李 
（使用融資） 

聯發科股票 
（每股 300 元）

小李 
每股 350 元

融資 18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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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率只有 16.67%（＝5 萬元÷30 萬元），而小李的報酬率則高達 41.67%（＝

5 萬元÷12 萬元），而這就是小李運用財務槓桿的效果。 

 

21.投資人應如何掌握投資機會？ 

Ans： 
(1) 培養投資的敏感度：具備了資金與實力，卻常錯失投資機會也是枉然。要

掌握住機會，先要培養自己的敏感度。如果事事都在別人做了之後，自己

才開始動，便永遠沒有成功的機會。投資理財更是如此，如果每次都當

後一隻小老鼠，那也只好眼睜睜地看著別人賺錢，而自己反遭套牢。例如

過去台灣股市狂飆到 12000 點時，許多投資人仍心存僥倖，希望能分到一

杯羹。而後來股市崩盤，跌到 2000 多點，這些後來才進場的投資人遂慘

遭嚴重的套牢，所以時機的掌握相當重要。至於投資敏感度如何培養，則

視投資人的用心程度。一件事的發生，有些人沒有感覺，有些人卻能知道

會造成哪些影響。例如，有一美國塑膠大廠發生爆炸，有些人認為在美國

發生的事情與台灣何干，而不改變持股的狀況，而用心的投資人則會認為

美國塑膠大廠爆炸，對於全球塑膠原料的供給將會造成影響，未來可能使

塑膠原料價格上漲，間接地，台灣的塑膠原料也會跟著上漲，使塑膠原料

業獲利，於是決定增加塑膠類的持股。如果事實真如預期發生，則其將因

為掌握時機而大賺一筆。所以投資人平常對市場上所發生的事件，必須隨

時保持著敏感度，用心的推測，相信在機會的掌握上將會有所幫助。 

(2)保持投資的機動性：機會是稍縱即逝，為了避免與大好時機擦身而過，投

資人盡量保持隨時可以出擊的狀態，例如，可將部分資金投資於短期債券

或票券，甚至銀行的活存；當機會來臨時，能即時轉換成現金進行投資，

以免錯失機會。 

 

22.小李以融資(融資成數 60%)買進 1000 股聯發科股票，買進成本為每股 200

元。假設一個月後其以每股 250 元賣出 1000 股聯發科股票，請問在忽略所有

投資成本下，其投資報酬率為何？ 

Ans： 

%62.5
60%)-(11000200

1000)020502(





小李的投資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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