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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試卷為一張雙面，測驗題型分為【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60 題，每題 1.25 分，合計 75 分】與【非選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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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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場通知書編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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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程式、文數字編輯、內建程式、
外接插卡、攝(錄)影音、資料傳輸、通訊或類似功能)，且不得發出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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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題（每題 1.25分） 
【4】1.雨聲公司出售三年期應收帳款（帳面金額為$7,875,000），取得現金為$8,111,250，具有對顧客服務的義務。若未來
收取之費用（服務收入）與服務之補償（服務成本）的現值分別為$236,250與$441,000，請問：出售應收帳款時之會計分
錄，下列何者正確？ 
借：現金$7,875,000  借：應收帳款$7,875,000 
貸：服務負債$31,500  貸：出售帳款利益$31,500 

【1】2.溪山農業產品公司經營「臺農 X7號」黃金甘藷之栽植，20X7年 6月初開始種植，歷經：中耕、除草、培土、灌溉、
排水、理蔓與收割等階段，20X7 年 11 月底甘藷入庫；全部生產成本有：種苗、肥料、工資、農藥、能源、農機具與設
施等項目為$1,034,000。若收割 100 公噸，每公噸市價 $21,000，另須支付搬運至市場的運費$66,000，請問：20X7 年 11
月底收割時按成本模式所作的相關會計處理，下列何者正確？ 
借：農產品$2,034,000  借：公允價值減處分成本變動損益$1,000,000 
貸：消耗性生物資產 $2,034,000 貸：生物資產評價損失$1,000,000 

【2】3.西湖公司 20X7 年之利息保障倍數 4.5，淨利率（又稱稅後純益率）28.0%，20X7 年之利息費用為$250,000，所得稅
率 17.0%。若平均資產總額為$1,037,500，請問：20X7年之總資產週轉率為多少？ 
 2.3（次）  2.5（次）  2.8（次）  3.0（次） 

【4】4.根據福佳公司 20X8年 4月份之銀行對帳單顯示：4月底銀行存款餘額$178,750，銀行手續費$1,100，存款不足退票
$9,900；另由福佳公司帳上資料得知：4月底未兌現支票$13,750，在途存款為$23,100。請問：20X8年 4月底銀行存款之
調整前帳戶餘額為多少？  
 $178,750  $188,100  $198,000  $199,100 

【2】5.蘭雅公司於 2X01 年 1 月 1 日購置辦公大樓並以營業租賃出租，分類為投資性不動產，後續按成本模式衡量，該項
購置的成本為$62,500,000，耐用年限 50年，無殘值，採用「直線法」提列折舊；經過 25年後，2X26年 1月 1日決定將
大樓重新隔間換新內牆，成本共計$6,000,000。若舊內牆的原始成本為$3,000,000，請問：處分投資性不動產損失為多少？ 
 $0  $1,500,000  $3,000,000  $4,500,000 

【2】6.碧山公司 20X7 年 1 月 1 日以$4,500,000購買 A 公司 40%股權，具有重大影響力，投資成本與取得股權比例淨值帳
面金額相等。A 公司 20X7 年度之本期綜合損益總額$3,600,000（包括本期淨利$4,750,000 及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
值衡量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損失$1,150,000），另 7 月 28 日宣告現金股利$2,400,000，並於 8 月 31 日發放股利。請問：
碧山公司 20X7年 12月 31日採用權益法之投資餘額為多少？ 
 $4,880,000  $4,980,000  $5,340,000  $5,440,000 

【4】7.安湖公司於 20X5 年 1 月 1 日購入機器設備（OCA 真空壓合機）一台，成本為$9,000,000，估計耐用年限為 6 年，
殘值為$900,000。若採用「雙倍餘額遞減法」提列折舊，請問：20X7 年 12 月 31 日，該機器設備之帳面金額應為多少？
（四捨五入至元） 
 $2,333,667  $2,444,667  $2,555,667   $2,666,667 

【2】8.後港公司於 20X7年初以$6,500,000取得機器設備（臥式綜合加工機）一台，耐用年限 10年，無殘值，採用「直線
法」提列折舊。若 20X8年底因評估使用方式發生重大變動，預期將產生不利影響，該機器設備可回收金額為$4,500,000，
請問：20X8年底應認列的減損金額為多少？ 
 $650,000  $700,000  $1,300,000  $1,500,000 

【2】9.西康公司於 20X7年 9月 30日以$15,000,000取得一筆土地做為廠房擴建用地，其他費用為：支付仲介佣金$80,000、
土地移轉相關規費$20,000、拆除土地舊房舍的拆除費$200,000、新圍牆建設$200,000，另有因變賣舊房舍的廢料而收到
$20,000。請問：應認列的土地成本為多少？  
 $15,100,000  $15,280,000   $15,300,000   $15,480,000 

【2】10.陽明公司為擴充與改良其營運所需之廠房及設備，於 20X7年 10月底向A銀行舉借五年期貸款$1,500,000，利率 5.0%，
約定每月底月付本息金額$28,307。有關該筆貸款，請問：陽明公司於 20X7 年底應認列之長期負債金額為多少？（四捨
五入至元） 
 $1,454,794   $1,455,794   $1,487,592   $1,488,592   

【2】11.瑞光公司 20X7 年度之部分財務資訊如下：銷貨收入$1,320,000，銷貨折扣$37,500，銷貨運費$45,000，進貨$1,125,000，
進貨折扣$14,250，進貨運費$18,000，期末存貨$71,250。若當年的銷貨毛利率為 14.5%，請問：20X7 年的期初存貨為多
少？（四捨五入至元） 
 $38,037  $39,037  $40,037  $41,037 

【2】12.福林公司於 20X7年 1月 1日以$350,000,000購買供自己使用的一棟商業大樓（土地$225,250,000，房屋$124,750,000）。
房屋之重大組成部分有二：1.房屋主體結構，成本為$115,000,000，預期耐用年限為 50年；2.電梯設備，成本為$9,750,000，
預期耐用年限為 15年（該金額占房屋總成本係屬重大，為重大組成部分）。若房屋主體結構及電梯設備均採「直線法」
提列折舊，估計殘值為零，請問：20X7年度有關房屋的折舊金額為多少？ 
 $2,300,000  $2,950,000  $3,500,000  $3,630,000 

【1】13.秀湖公司於 20X7年初以其設備（單曲軸 C型沖床，成本$7,312,500，累計折舊$4,875,000）交換 A 公司的設備（電
腦式凹版多色印刷機）；交換日，秀湖公司設備的公允價值為$2,730,000，A 公司設備的公允價值為$3,412,500，另秀湖
公司支付 A公司現金$682,500。若該筆交換交易具「商業實質」，請問：秀湖公司應認列的交換損益為多少？  
利益$292,500  利益$302,500 損失$292,500 損失$302,500 

【2】14.西門公司於 20X6 年 1 月 1 日借給 A 公司$55,000，收到 A 公司簽發的面額$73,205，三年到期之不附息票據乙紙。
若該票據有效利率為 10%，西門公司採曆年制，請問：20X7 年度應認列之利息收入為多少？（四捨五入至元） 
 $5,500  $6,050  $6,410  $7,321 

【4】15.百齡公司 20X7年度的部分財務資訊如下，假設所有銷貨均為賖銷，請問：其應收帳款週轉率為多少？ 

 期初 期末 

存貨 $393,750 $262,500 

應收帳款 150,000 156,250 

存貨週轉率 7.0（次） 

以銷貨收入為基礎計算之毛利率 25.0% 

 17.0（次）   18.0（次）  19.0（次）  20.0（次） 
【3】16.明湖公司收到客戶 A 於 20X7 年 7 月 1 日開出的面額$1,000,000，年利率 4.5%，3 個月到期的本票乙紙，明湖公司

20X7年 8月 1日將該向本票銀行貼現，貼現率 8.5%，請問：明湖公司貼現時可收得多少現金？（四捨五入至元） 
 $994,924   $995,924   $996,924   $997,924 

【3】17.綠堤公司於 20X7年 6月 1日發行面額$10,000,000（票面利率 4.5%、市場利率 6.5%，每年 7月 1日及 1月 1日付息）
之 5 年期公司債，若加計應計利息後共取得$9,857,500，請問：綠堤公司的公司債發行價格為多少？ 
 97.2   97.7   98.2   98.7 

【1】18.日善公司於 20X3年初投入開發 TEPA20X3-癌症新藥，20X7年底研發成功，20X8年初取得專利權，五年間共投入
研究費用$85,800,000，申請及登記費用$3,125,000。請問：日善公司 20X8年初帳上專利權成本為多少？  
 $3,125,000   $21,450,000   $85,800,000   $88,925,000 

【1】19.寶湖公司於 20X8年 4月 1日購入 A 公司所發行之公司債，面額$2,000,000，利率 4.5%，每年 6月 30日及 12月 31
日付息，擬作為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若按 97加計應計利息購入，請問：寶湖公司購入投資之相關分錄，下列
何者正確？  
借：按攤銷後成本衡量金融資產-公司債$1,940,000 借：應收利息$45,000 
貸：現金$1,940,000     貸：公司債折價$45,000 

【3】20.永昌公司創業之初，有意願向 A 公司承租辦公室，經約定需承租 10 年，最初 2 年不收取任何租金，自第 3 年起至
第 10年每年的租金固定為$100,000。若永昌公司同意承租該辦公室，請問：第 1年應認列的租金費用為多少？ 
 $0  $50,000  $80,000  $100,000 

【1】21.國際金融業務分行辦理外幣信託業務時，其受託投資標的組合內容不得涉及新臺幣計價商品，但下列何者不受此項限制？ 
境外基金，但其投資於中華民國證券市場之比率不超過其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五十 
境外基金，但其投資於中華民國證券市場之比率不超過其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境外基金，但其投資於中華民國證券市場之比率不超過其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 
境外基金，但其投資於中華民國證券市場之比率不超過其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八十 

【4】22.下列有關國際金融業務相關稅賦之規定，何者錯誤？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之所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但對中華民國境內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授信之所得，
其徵免應依照所得稅法規定辦理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之銷售額，免徵營業稅。但銷售與中華民國境內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之銷售額，其徵
免應依照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之規定辦理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所使用之各種憑證，免徵印花稅。但與中華民國境內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間或非屬第
四條第一項規定業務所書立之憑證，其徵免應依照印花稅法之規定辦理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支付金融機構、中華民國境內/外個人、法人或政府機關利息所得時，免予扣繳所得稅 

【2】23.依據央行之規定，下列有關 OBU 辦理外幣應收帳款承購業務之敘述何者正確？ 
辦理本項業務，須經央行核准，並須申請換發「中央銀行核准辦理境外國際金融業務銀行證書」 
辦理本項業務，須於開辦後十五日內將開辦日期及範圍，函報央行外匯局備查，但無須申請換發「中央銀行核准辦理
境外國際金融業務銀行證書」 
承做對象為境內/外客戶；承做範圍限於外幣應收帳款，並應以外幣收付 
承做對象以境外客戶為限；承做範圍得為臺/外幣應收帳款，並得以臺幣或外幣收付 

【1】24.依據國際金融業務條例之規定，下列何者為國際金融、證券及保險業務之行政主管機關？ 
金管會 中央銀行 財政部 經濟部 

【2】25.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委託經中央銀行指定辦理外匯業務之同一銀行（以下簡稱指定銀行）代為處理，指定銀行處理時，
應帳列下列何者？ 
指定銀行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總行國外部 總行管理部 

【3】26.國際金融業務分行，辦理外匯存款，不得有下列何種行為？A.收受外幣旅行支票；B.收受外幣現金；C.准許以外匯
存款兌換為新臺幣提取 
僅 AB 僅 AC 僅 BC  ABC 

【4】27.下列何者非屬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辦理外幣信用違約交換(Credit Default Swap)及外幣信用違約選擇權(Credit 
Default Option)業務之交易對象？ 
「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第三條第三項第一款所稱之境外專業機構投資人 
「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四條第二項所稱之中華民國境內金融機構 
最近一期財務報告總資產超過等值新臺幣五千萬元，且資本額超過等值新臺幣一千萬元之境外法人 
最近一期財務報告總資產超過等值新臺幣二千萬元，且資本額超過等值新臺幣五百萬元之境外法人 

【1】28.外國銀行申請在我國設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除其母國政府與我國簽訂之經貿協定另有特別約定者外，應符合申請
前一年於全世界銀行資本或資產排名居前幾百名以內，或前三曆年度與中華民國銀行及主要企業往來總額在多少美元以
上，且中、長期授信總額達一億八千萬美元？ 
五百名、十億美元 六百名、八億美元 七百名、六億美元 一千名、五億美元 

【3】29.依據央行之規定，為國內銀行間 DBU或 OBU 彼此辦理匯出入匯款之便於分辨及減少錯誤，於 OBU匯出至 DBU或
OBU之匯出匯款MT103或MT202等 SWIFT 電文 Tag72 欄位第一行應標示下列何種 Code-Word？ 
 /ACC/2DBU  /ACC/D2XA  /ACC/FOBU  /ACC/F2XA 



【1】30.依據央行之規定，下列有關 OBU 授信業務擔保品之敘述，何者係屬正確？ 
 OBU不得以授信戶持有他人存放於境內聯行或他行之新臺幣定存單作為擔保品  
 OBU授信所徵提擔保品如為國內股票、不動產，得為他人所有者 
縱 OBU 徵提關係企業持有之擔保品，其擔保效果及授信風險已足以保障 OBU 者，仍須徵提關係企業為連帶保證 
徵提第三人之新臺幣定存單為擔保，屬銀行法第 12條之擔保授信 

【4】31.關於國際間應收帳款承購(factoring)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承購商承擔買方之信用風險，又對賣方提供墊款服務，是一種融資行為 
承購商不承擔買方之信用風險，只對賣方提供融資服務，是一種買斷行為 
雙承購商之應收帳款承購係指某一承購商同時為應收帳款的賣方及買方 
國際實務上絕大多數係採雙承購商作業方式 

【3】32.下列何者會產生匯率部位利得？A.持有強勢幣別資產；B.持有強勢幣別負債；C.持有弱勢幣別負債；D.持有弱勢幣
別資產；E.持有等量彼此負相關幣別之資產；F.美元升值時握有美元買超部位。 
僅 ACEF 僅 BDF 僅 ACF 僅 ABCDEF 

【2】33.台灣廠商甲欲買入美金，廠商乙欲賣出美金。A、B、C 三家銀行之匯率報價如下：  
A：TWD 29.68-29.78/USD，B：TWD 29.70-29.75/USD，C：TWD29.72-29.88/USD； 
則甲與乙各應選擇那一家銀行進行交易？ 
甲選擇 A，乙選擇 B 甲選擇 B，乙選擇 C 甲選擇 B，乙選擇 A 甲選擇 A，乙選擇 C 

【4】34.假如美金兌新臺幣匯率為 TWD 29.70-29.80/USD，甲要買入 300美元之小額匯票，乙要賣出 200美元之小額匯票，
手續費均為 TWD$100，請問甲與乙各需支付或收到多少？ 
甲需付出 TWD 9010、乙可獲得 TWD 6060 甲需付出 TWD 9040、乙可獲得 TWD 6040 
甲需付出 TWD 9010、乙可獲得 TWD 5860 甲需付出 TWD 9040、乙可獲得 TWD 5840 

【1】35.臺北外匯市場報價   USD：TWD  30.0000/31.0000 
國際外匯市場報價    USD：JPY  109.00/110.00 

        GBP：USD  1.3700/1.3800 
   則 JPY、GBP 對於 TWD 的買匯匯率合理應為多少 
 JPY 1= TWD 0.2727，GBP 1= TWD 41.1000  JPY 1= TWD 0.2740，GBP 1= TWD 41.1000 
 JPY 1= TWD 0.2727，GBP 1= TWD 42.4700  JPY 1= TWD 0.2740，GBP 1= TWD 41.4000 

【3】36.市場報價如下： 
USD：TWD       即期匯率             31.82  
USD                一個月期存款利率      5.75%   p.a. 
TWD                一個月期存款利率      5.25%   p.a. 
某投資人欲將其 TWD 2,000,000 的存款轉成 USD 存款，賺取較高的利息收入，假設該投資人一個月後還要將 USD 換回
TWD，如果一個月後即期匯率為 31.68，則該投資人這種套利操作相較於 TWD 存款獲利（損失）約為多少？ 
 - TWD 9671 + TWD 8044  - TWD 8008 + TWD 9714 

【4】37.某出口商預計 6 月份將有一筆出口收入 EUR62,500，為免屆時因 EUR 貶值，造成出口收入的減少，擬藉外匯選擇
權交易避險。目前選擇權市場上六月份到期的 EUR call options 及 put options 契約報價如下。請問出口商可使用哪一種
選擇權基本交易策略規避匯率風險？若 6月份到期時，EUR即期匯率為 EUR1= USD1.2000，則避險後淨匯率為何？ 

                                    履約價格                權利金 
              CALL                1.2000                 0.0085 
              PUT                  1.2000                 0.0085 
賣出 Call，淨匯率 1.1915  賣出 Put，淨匯率 1.2085 
買進 Call，淨匯率 1.2085  買進 Put，淨匯率 1.1915 

【2】38.市場報價如下： 
甲銀行   USD：TWD       即期匯率         29.30-45  
乙銀行   USD：TWD       即期匯率         29.76-96 
請問投資人是否可以套利？而 USD1的套利空間約有多少 TWD？ 
無套利空間 有，TWD 0.31  有，TWD 0.46 有，TWD 0.51 

【4】39.市場報價如下： 
    GBP：USD    即期匯率     1.3700 –1.3800 
    GBP         利率         4.25% – 5.00%   p.a. 
    USD         利率         1.75% – 2.75%   p.a. 
   某英國進口商與國外簽訂一筆貿易契約，預計六個月後將支付貨款 USD1,000,000元，為避免六個月後 USD 升值造成成
本增加的損失，擬以「即期避險」方式固定匯率，請問避險匯率合理應為為多少？ 
 1.4138  1.3276  1.3921  1.3483 

【1】40.本日銀行報價 USD：TWD的匯率如下，請將下表填入實際匯率數字： 

報價匯率 
即期 三個月遠期 

29.7100/29.8100 110/150 

適用匯率 
買 USD 買 USD 

 29.7100  ? 

適用匯率 
賣 USD 賣 USD 

 29.8100  ? 
請問三個月遠期匯率，銀行之 USD買匯與賣匯之匯率多少？ 
 29.7210/29.8250  29.6990/29.7950  29.7110/29.8150  29.7250/29.8210 

【4】41.甲簽發本票予乙，乙將該本票背書轉讓給丙，丙又背書轉讓給丁，丁又背書轉讓給戊，戊再記名背書轉讓給己，己
故意塗銷丁之背書，請問下列何者錯誤？ 
甲仍負票據法之責任   乙仍負票據法之責任  
丙仍負票據法之責任  戊仍負票據法之責任 

【3】42.請問票據上之記載，除下列何項外，得由原記載人於交付前改寫之？ 
發票日  到期日 金額 背書 

【4】43.請問本票未記載到期日者，其效力如何？ 
視當事人之約定  無效  
以發票日一個月後為到期日 視為見票即付 

【1】44.以無對價或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票據者，下列何者敘述正確？ 
不得享有優於前手之權利 其票據權利不受影響 不得享有票據之權利 視不同情況而定 

【3】45.甲簽發匯票與乙，乙背書轉讓與丙，丙背書轉讓與丁，丁再背書轉讓與甲，戊為匯票承兌人，則甲對下列何者得行
使追索權？ 
僅乙丙 乙丙丁 僅戊 均不得行使追索權 

【2】46.擅將票據金額新臺幣壹萬元塗改為壹拾萬元，此行為稱之為： 
票據偽造 票據變造 票據塗銷 票據毀損 

【1】47.請問票據到期日後背書之效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僅有通常債權轉讓之效力  具票據法上背書之效力 
不生任何票據效力  票據因之為無效 

【3】48.信用卡業務機構辦理信用卡之循環信用利率不得超過年利率多少？ 
 9%  13%  15%  20% 

【4】49.甲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合計持有 A 銀行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關於其申報義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持股超過百分之一者，應向主管機關申報 
持股超過百分之五者，應事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持股超過百分之五後累積增減逾一個百分點者，應事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擬持股超過百分之二十五者，應事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4】50.甲持有 A銀行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下列何者不計入甲應申報之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範圍？ 
甲的配偶持有 A 銀行之股份 甲擔任總經理之財團法人持有 A 銀行之股份 
甲的姐姐擔任董事長的企業持有 A銀行之股份 甲因繼承所取得，且自繼承日起未滿二年之 A銀行股份 

【1】51.銀行法所稱「主要股東」係指持有銀行已發行股份總數多少以上者？ 
百分之一 百分之三 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4】52.如銀行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其資本總額，而銀行於完納一切稅捐後分派盈餘時，應先提多少為法定盈餘公積？ 
不受限制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三十 

【3】53.依銀行法規定，銀行對同一客戶逾期債權已轉銷呆帳者，累計轉銷呆帳金額超過新臺幣多少元以上，銀行對其轉銷
呆帳資料不負保密義務？ 
一千萬 三千萬 五千萬 一億 

【3】54.依銀行法規定，以下何者非屬銀行清理人之職務範圍？ 
了結現務  收取債權、清償債務 
清理期間優先退還股本或分配股利 代表受清理銀行為訴訟上及訴訟外一切行為之權責 

【2】55.農業金融法所稱農業金融機構，不包括下列何者？ 
全國農業金庫 信用合作社 農會信用部 漁會信用部 

【2】56.有關農業金融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農業金融機構對農業用途之放款，應優先承作 
對擔保能力不足之農業企業機構，應協助送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 
農業金融機構應依規定參加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存款保險 
中央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檢查各農業金融機構之業務、財務及其他有關事項 

【1】57.依農業金融法之規定，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為全國農業金庫發起人時，除信用部淨值為負數者外，其出資額以不
低於各該農、漁會淨值百分之幾為原則？ 
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4】58.依農業金融法之規定，有關全國農業金庫之獨立董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三分之一 
應具備專業知識 
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者，不得充任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之持股及兼職得不予限制 

【2】59.有關全國農業金庫對授信案件審議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設授信審議委員會  
授信審議委員會委員中獨立授信審議委員，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應提請董事會審議之授信案件，應先經授信審議委員會決議通過 
董事及授信審議委員會委員對於授信案件，有自身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 

【3】60.依農業金融法之規定，全國農業金庫對於信用部應辦理事項，不包括下列何者？ 
收受轉存款 輔導與業務及財務查核 轉開信用狀 資訊共同利用 

貳、非選擇題 1大題 

第一題：  
（一）請解釋下述國際貿易付款方式【僅翻譯名詞不給分】：【15 分】 

1. Advance Payment 

2. Documentary Credit 

3. Documents against acceptance 

4. Documents against payment 

5. Open account 

（二）指定銀行通常提供信用狀、託收或匯兌等外匯業務，前述五種國貿付款方式與此等外匯業務之關聯性為

何？（即係透過何種銀行外匯業務來完成貨款之收付），請分別敘述。【6 分】 

（三）前述付款方式其對出口商之債權確保順序為何？（請依據對出口商有利之順序說明）。【4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