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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 1~40題（每題 1.25分） 

【4】1.國際匯兌的方式有順匯和逆匯之分，下列何者係屬於順匯？ 

 L/C  D/P  D/A  T/T 

【2】2.間接報價法係一單位本國貨幣折合若干單位外國貨幣的匯率報價方式，下列何種貨幣，國際慣例係採用此報價法？ 

 CAD  NZD  CHF  JPY 

【3】3.有關匯率報價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甲銀行 USD/JPY的匯率報價為 112.30-40，則該銀行買入美元時的適用匯率為 112.40 

乙銀行 AUD/USD的匯率報價為 0.7298-04，則該銀行買入美元時的適用匯率為 0.7298 

丙銀行 USD/TWD的匯率報價為 30.76-86，則該銀行買入美元時的適用匯率為 30.76 

乙銀行 GBP/USD的匯率報價為 1.3150-60，則該銀行買入美元時的適用匯率為 1.3150 

【1】4.若 A銀行對外報價 USD/TWD，即期匯率為 30.70-80、一個月遠期匯率換匯點為 15-23、三個月遠期匯率
換匯點為 24-16，則下列何者正確？ 

三個月遠期匯率的直接匯率(outright rate)為 30.46-30.64 

一個月遠期匯率的直接匯率(outright rate)為 30.55-30.57 

一個月遠期匯率的直接匯率(outright rate)為 31.03-30.85 

三個月遠期匯率的直接匯率(outright rate)為 30.94-30.96 

【4】5.若 USD/CHF的匯率為 0.9950-58、GBP/USD的匯率為 1.1570-77，則 GBP/CHF的套算匯率(cross rate)為何？ 

 0.8595-02  1.1628-26  1.1519-21  1.1512-28 

【2】6.有關影響匯率變動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若其他因素維持不變，一國的國際收支呈現順差，則該國貨幣將呈貶值趨勢 

若其他因素維持不變，一國的物價上漲率高於外國，則該國貨幣將呈貶值趨勢 

若其他因素維持不變，一國的貨幣供給增加，則該國貨幣將呈升值趨勢 

若其他因素維持不變，一國的實質利率相較於外國呈上升，則該國貨幣將呈貶值趨勢 

【4】7.下列何者係指美國於 1981年所創立之境外金融中心？ 

 IMM  ACU  JOM  IBF 

【2】8.下列何者係指交易雙方所交換的通貨種類不同但計息方式皆為相同之固定利率？ 

平行貸款(parallel loan)  通貨交換(currency swap) 

換匯換利(cross currency interest rate swap) 換匯交易(foreign exchange swap ) 

【2】9. 1997年東南亞金融風暴受創比較嚴重的國家，不具有下列何項特質？ 

採用固定匯率制度 國際收支順差 外匯存底短缺 人民對政府缺乏信心等特性 

【4】10.國際清算銀行設立於 1930年，旨在促進各國中央銀行的合作。國際清算銀行主要功能不包括： 

做為各會員國中央銀行的銀行 各種國際放款的受託銀行 

為了國際貨幣合作而工作  協調和研究歐元市場 

【1】11.在國際債券中，外國借款人在境外的某一國家發行以發行市場所在國貨幣為面值標示的債券，稱為： 

外國債券 歐洲債券 本國債券 美元債券 

【4】12.國際收支帳中不列入經常帳戶的交易為： 

商品交易  勞務交易 

國際間證券的投資報酬  國際間證券的投資 

【4】13.國際收支帳金融帳的內容不包括： 

短期資本流動 直接對外投資 長期資本流動 債務的免除 

【3】14.利用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求得的均衡匯率是名目匯率。該理論主張均衡匯率等於兩國哪個總體變數的比值？ 

所得 名目利率 物價 實質利率 

【2】15.關於本國幣貶值的各項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當符合馬婁條件時，貶值最終將使經常帳餘額減少 

「J曲線效果」，是指貶值後短期內經常帳餘額不增反減的現象 

貶值一定能改善一國的國際收支 

國際收支的彈性分析法是強調利率變化的調整，可解決國際收支失衡的問題 

【2】16.國際收支平衡表中，官方準備帳戶的內容包括： 

片面移轉 貨幣性黃金 資本移轉 經常移轉 

【4】17.若本國為小國且資本可完全移動，在浮動匯率制度下，中央銀行增加貨幣供給量的效果為：  

所得不變，本國貨幣升值  所得增加，本國貨幣升值 

所得不變，本國貨幣貶值  所得增加，本國貨幣貶值 

【3】18.外匯現貨市場上的交易稱為即期交易，交易雙方在某特定時點簽訂契約決定匯率，在簽訂交易契約之後的
多少個營業日內完成實際交易？ 

 7  5  2  1 

【2】19.遠期外匯交易市場外匯交易雙方在某特定時點決定匯率，但同意在未來某一時日或期間交割本金的外匯交易。稱為： 

 spot transactions   Deliverable Forward，DF 

 Non-Deliverable Forward，NDF  future transactions 

【1】20.一個以外國通貨為交易貨幣，境外客戶為交易對象，減少或免除本國金融管制之業務單位，稱為： 

 offshore banking center  off-shore purchase  off-the-run issues  offshore shell branch 

【2】21.以 DA方式付款，下列何者為承兌匯票的付款人？ 

賣方 買方 託收銀行 代收銀行 

【4】22.有關國際貨運保險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國貿條規 DAT、DAP、DDP由買方負責投保 平安險(FPA)賠償範圍最大，保險費最貴 

保險的理賠地點，通常為賣方的所在地  

若未明確約定保險金額時，習慣上以 CIF(或 CIP)交易價格的 110%投保 

【1】23.依國貿條規 2010，下列何者屬「port to port shipment」規則？ 

 FAS  FCA  CPT  CIP 

【3】24.下列何項貨櫃運輸作業方式，起運地的裝櫃作業與目的地的拆櫃作業均由船公司負責？ 

整裝／整拆(FCL / FCL, CY/CY) 整裝／分拆(FCL / LCL, CY/CFS) 

併裝／分拆(LCL / LCL, CFS/CFS) 併裝／整拆(LCL / FCL, CFS/CY) 

【1】25.下列何者非屬進口商對匯率風險的管理策略？ 

預售遠期外匯 訂定價格保持條款 使用本國貨幣交易 適當調整支付貨款時間 

【1】26.一般而言下列國際貿易付款方式，何者為「先付款後交貨」？ 

 CWO (Cash with Order)   D/A (Document against Acceptance)  

 OA (Open Account)   Consignment 

【4】27.信用狀交易下，開狀銀行應於「合理時間內」迅速且正確對單據進行審查，以確定單據是否完全符合信用
狀規定及是否可接受單據，該「合理時間內」是指： 

收到單據日起 5個日曆日  收到單據日起 5個營業日 

收到單據次日起 5個日曆日 收到單據次日起 5個營業日 

【1】28.下列何者屬「財務單據」？ 

匯票 保險單 商業發票 海運提單 

【2】29.海關課徵進出口稅費是以下列何項單據所載金額為依據？ 

匯票 商業發票 保險單據 產地證明書 

【4】30.國貿條規(Incoterms)用來說明下列買賣雙方的何種規範？ 

契約違約的後果 應付價金、付款方式 未處理貨物所有權的移轉 貨物交接的責任、費用與風險 

【2】31.有關保險的索賠，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除了要儘速取得相關證明外，亦應注意索賠時效，該時效為自接到貨
物之日起： 

 15天內 1個月內  45天內 2個月內 

【1】32.以海運方式裝運貨物出口時，下列何者是出口商憑以辦理出口報關與裝運手續的單據？ 

 S/O  B/L  D/O  M/R 



【1】33.國際貿易的買賣雙方約定以 CIF Keelung(INCOTERMS
®

 2010)件交易，有關本交易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交貨地點為 Keelung  賣方應負責投保國際貨物運輸保險，並支付保險費 

買方應負責辦理貨物的進口通關手續，並支付進口稅捐 

契約所定的貨物價格，已包含國際運費 

【3】34.國際貿易上，以定期船運送貨物時，一般是以下列何者認定為實際裝運日期？ 

出口報關日期 海關放行日期 提單日期 貨物運輸保險單的簽發日期 

【4】35.在 DAP條件下，除買賣雙方另有約定者外，下列何者視為賣方交貨？ 

貨物於出口國交付運送人時 貨物於出口港裝船時 

貨物於進口港卸貨時  貨物於指定目的地交貨時 

【4】36.下列何者通常是賣方在推銷貨物時，為了供買方估算進口成本，假定交易已經成立所簽發的一種發票？ 

 commercial invoice  consular invoice  customs invoice  proforma invoice 

【1】37.下列何種貿易條件僅適用於以海運或內陸水運方式運輸貨物的交易？ 

 CFR  EXW  FCA  DAT 

【3】38.根據託收統一規則(URC522)的規定，下列何者不是 commercial document？ 

 Bill of Lading  Packing List  Bill of Exchange  Invoice 

【3】39.信用狀規定“Available with any bank by negotiation”，則該信用狀是屬於： 

特別（限押）信用狀 直接信用狀 讓購信用狀 擔保信用狀 

【3】40.出口商所提示的提單上載明“freight prepaid”，則該筆貿易應該不是以下列何種條件簽約？  

 CIF  DAP  FAS  CPT 

第二部分：第 41~65題（每題 2分） 

【3】41.甲公司發行不附息票、面額為 100萬美元的 120天期歐洲商業本票，若成交年利率為 5.25%，則甲公司實
際支付的年利率為何？ 

 5.14%  5.24%  5.34%  5.44% 

【2】42.有關影響債券價格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通貨膨脹率上升，債券價格傾向於下跌 

景氣良好時，債券價格傾向於上漲 

央行採取緊縮性貨幣政策時，債券價格傾向於下跌 

當資金供給增加，債券價格傾向於上漲 

【4】43.投資人如果將來需要買進外匯，為避免外匯價格上漲而遭受損失，則下列何者係最適當的外匯選擇權交易
策略？ 

 long put strategy  short put strategy  short call strategy  long call strategy 

【3】44.當持有浮動利率外幣資產的部位時，若預期本國貨幣將升值且本國利率將上升時，則下列何者係最適當的
通貨交換或換匯換利之投機方法？ 

將固定利率的外幣資產轉換為固定利率的本國貨幣資產 

將浮動利率的外幣負債轉換為固定利率的本國貨幣負債 

將浮動利率的外幣資產轉換為浮動利率的本國貨幣資產 

將固定利率的外幣負債轉換為浮動利率的本國貨幣負債 

【2】45.領有我國國民身分證之自然人每日匯款至大陸地區之限額為多少人民幣？其用途應屬經常項目（即資本項
目以外），匯款人及收款人不限同名帳戶。 

 6萬元  8萬元  12萬元  15萬元 

【1】46.假設美元存款的利率為 2%，歐元存款的利率為 4%，目前的美元/歐元匯率為$1/€1，預期一年後為$0.97/€1，
則歐元存款之合理淨報酬率為： 

 1%  2%  3%  4% 

【1】47.外匯指定銀行設置自動化服務設備，應限制每帳戶每日累積提領外幣金額，以等值多少美元為限？ 

一萬美元 二萬美元 三萬美元 四萬美元 

【3】48.外匯指銀行應自行訂定新臺幣與外幣間交易總部位限額，無本金交割新臺幣遠期外匯及新臺幣匯率選擇權
二者合計之部位限額，不得逾總部位限額：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五分之一 六分之一 

【2】49.銀行業承作自然人買賣人民幣業務，每人每次買賣現鈔及每日透過帳戶買賣之金額，均不得逾人民幣： 

一萬元 二萬元 三萬元 四萬元 

【2】50.歐盟採行單一貨幣的利益，不包含： 

消除交易成本  以匯率作為調整國內經濟的工具 

消除訊息成本和差別取價  降低官方國際準備的節約效果 

【4】51.外幣收兌處辦理外幣收兌業務，每筆收兌金額以等值多少美元為限？ 

五千美元 二千美元 一千美元 一萬美元 

【1】52.依 UCP600規定，下列哪一單據係信用狀要求提示，而未規定由何人簽發或其資料內容，若其內容顯示符
合所需單據之功能，銀行將就所提示者將照單接受？ 

檢驗證明書 運送單據 商業發票 保險單據 

【4】53.國際貿易使用的 packing list通常不會記載下列何者？ 

貨物名稱 貨物數量 貨物包裝件數 貨物價格 

【2】54.當出口商所收到的信用狀有何種規定時，可以申請辦理轉押匯？ 

該信用狀為可轉讓信用狀  該信用狀指定押匯銀行 

該信用狀規定押匯費用由受益人負擔 該信用狀禁止貨物轉運 

【3】55.有關 counter offer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具有「拒絕原報價而為新報價」的效力 

是一種有條件的接受(conditional acceptance) 

即使原報價的報價人同意接受 counter offer，也無法使契約成立 

是對原報價提出變更、增加或限制報價內容的意思表示 

【1】56.出口商以下列何種方式付款時，可向銀行申請辦理 Factoring業務？ 

 O/A  Sight L/C  CWO  Usance L/C 

【2】57.有關 D/P付款方式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出口商應開立以代收銀行為付款人的匯票 

 D/P是屬於「跟單託收」的一種方式 

託收銀行向出口商保證，若出口商提示符合契約的單據，託收銀行將履行付款的承諾 

進口商需先向銀行繳交一定成數的保證金 

【3】58.採用下列哪一種貨櫃裝運方式，運輸單據上會註明“shipper’s load and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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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有關空運提單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提單上的 consignee欄位，通常記載為“to order of shipper” 

銀行通常不接受 HAWB 

信用狀通常要求應提示全套正本空運提單 

 MAWB稱為主提單 

【1】60.出口商以信用狀方式付款，同時向銀行申請辦理 Forfaiting，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該信用狀必須是遠期信用狀 該信用狀必須經過保兌 

 Forfaiting對出口商而言，具有避險的功能，但無法享有資金周轉的好處 

 Forfaiting通常是有追索權的 

【2】61.進口商以信用狀方式付款，當貨物較正本提單先到達進口地時，進口商可申請辦理何種手續以先行提貨？ 

（副）提單背書 擔保提貨 船邊驗放 保結押匯 

【1】62.在 CIP的貿易條件下，其貨物的風險以下列何者轉移時點為準？ 

當賣方將貨物交給運送人時 當貨物放置船邊時 

當貨物裝載於船舶上時  貨物到達目的地時 

【3】63.有關擔保提貨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又稱背書提貨 

若擔保貨物價值低於正式單據價值，以擔保貨物價值為準 

進口商將因辦理擔保提貨而失去對日後該批貨物單據之拒付權 

貨物先單據到達進口地，副提單(Duplicate B/L)是向銀行申請辦理的文件之一 

【2】64.進口貨物不依規定期限報關者，自報關期限屆滿之翌日起，按日加徵滯報費，該規定期限為自裝載貨物之
運輸工具進口之翌日起： 

 10日內  15日內  20日內  30日內 

【3】65.有關信用狀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保兌銀行所負的責任與開狀銀行相同 

可轉讓信用狀(Transferable Credit)，僅可轉讓一次 

除轉讓費用另有約定外，有關轉讓費用須由第二受益人支付 

延期付款信用狀(Deferred Payment LC)，為受益人無須提示匯票的遠期信用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