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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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一併繳回，未繳回者該節以零分計算。 

壹、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40 題（每題 1.25 分，共 50 分） 

【3】1.若不考慮其他因素，下述付款條件何者對出口商較有利？ 

 Usance LC 45 Days after Sight  

 Deferred Payment Credit 45 Days after Sight  

 Usance LC 45 Days after B/L Date  

 Documents against Acceptance 45 Days after Sight  

【4】2.下列有關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何者不適當？ 

各國經濟資源稟賦不同   

各國間之生產要素缺乏移動性 

各國生產產品之技術水準與投入不同  

各國為擴張對他國的影響力 

【4】3.下列何者為 Incoterms 2010 對“Delivery”的定義？ 

賣方將貨物裝運到運送工具的時間  

賣方將貨物所有權轉移給買方時點 

賣方將貨物運交至目的地的時間  

賣方將貨物滅失或損害之風險移轉給買方之時點 

【1】4.若美元對新臺幣有持續貶值的趨勢，在不考慮其他因素下，進口商以下列何種方式付款較為有利？ 

 D/A   D/P  

 Cash with Order   Sight Credit 

【1】5.若貨物已到達目的港，而進口商尚未收到正本提單而急於領貨，則可用下列何種方式辦理通關提貨？ 

請開狀銀行簽發擔保提貨書  

請出口商傳送提單副本 

進口商向運送人出具保證書  

請押匯銀行以電傳方式向開狀銀行表示同意提貨 

【3】6.開狀銀行對下列哪一貿易條件之進口貨物通常會要求進口商先投保貨物運輸保險？ 

 DDP   DAT  

 CFR   CIP 

【2】7.若進口商同時向同地區多個出口商進貨，則可安排何種貨櫃運輸作業方式？ 

 CY/CFS   LCL/FCL  

 CY/LCL   LCL/CFS 

【4】8.面對國外廠商強大的競爭，國內廠商可能無法生存，下列何者不是政府可能採用保護國內廠商的措施？ 

配額  補貼  

通貨貶值  出口擴張 

【1】9.下述何者非進口商進行市場調查的目的？ 

瞭解競爭對手  瞭解各國產品的特性  

瞭解產品來源與相關規定  瞭解產品供給季節 

【4】10.我國進口關稅之估價是以何種價格為基準？ 

市場價格  離岸價格  

完稅價格  起岸價格 

 

【2】11.出口商至銀行辦理託收時，通常應簽發何種財務單據？ 

商業發票  商業匯票  

銀行匯票  商業本票 

【3】12.若報價單上註明“Validity: 15 days”，其意涵何者正確？ 

買方應於收到貨物後 15 天內付款  

賣方應於報價日後 15 天內出貨 

報價單之有效日期為簽發日期後 15 天  

買方應於收到報價單後 15 天內開信用狀 

【2】13.下列何者是指政府性區域整合組織“ASEAN”？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  東南亞國家協會  

南亞區域合作協會  東協自由貿易區 

【1】14.下列何者不是買賣雙方選用貿易條件(INCOTERMS)應考慮的因素？ 

貨款給付方式  賣方應提供何種單據給買方 

貨物滅失及毀損風險轉移之時點 貨價中應包含哪些費用 

【1】15.依 Incoterms 2010 之建議，下列有關 FOB 的敘述何者錯誤？ 

適用於貨櫃裝運之運輸   

貨物風險轉移時點為貨物裝載至買方所指定船上 

由買方負責洽購運輸保險   

由賣方辦理出口通關事宜 

【1】16.下列何者為賣方先將貨品與單據交付給買方，約定於約定之到期日後再將貨款匯付賣方之付款方式？ 

 Open Account    Installment  

 Documents against Payment  Cash on Delivery 

【1】17.下列何者為我國海關之主管機關？ 

財政部  經濟部  

交通部  中央銀行 

【1】18.國際貿易中的「運送單據」是由下列何者所簽發？ 

 Carrier  Shipper  Exporter  Customs 

【2】19.台灣出口商擬向國外進口商報價時，下列貿易條件何者錯誤？ 

 CIF European Port   CPT Taipei   

 DAP Tokyo    FCA Taoyuan Airport 

【1】20.航空貨運中的 House Air Waybill 是由何人所簽發？ 

航空貨運承攬人  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的代理人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3】21.有關提單(B/L)背書人的責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提單真正無偽   

背書人確知並無損害提單效力或價值之事實存在 

背書人確認提單所代表之標的物之價值  

提單所代表之標的物為可供銷售及適當用途 

【1】22.有關信用狀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依 UCP 規定，銀行開立信用狀應受買賣契約的拘束 

依 UCP 600 對信用狀之定義，信用狀是不可撤銷的  

信用狀是開狀銀行對符合之提示有確定之兌付義務 

銀行簽發信用狀是銀行授信之行為 

【1】23.下列何者是指製造商負責產品之設計與製造，加上國外委託商之品牌，由委託商銷售之貿易方式？ 

 ODM   OBM  

 JDM   OEM 

【1】24. I 公司今年度盈餘為$50,000,000，目前發行在外股數有 40,000 股，該公司有一投資計畫需要$45,000,000，公
司採剩餘股利政策，且公司希望維持權益佔資本比為 60%，請問在此情況下，I 公司今年度可以發放的每股股利為： 

 $0.0575   $0.0757  

 $0.08   $0.125 

【3】25. B公司的速動比率等於 1.9，流動資產為$120,000，流動負債為 30,000。若銷售淨額為$226,800，則存貨周轉率為： 

 2.6   3.2  

 3.6   4.2 

【4】26.下列何者會引起存貨的最適訂購數量上升？ 

固定訂購成本下降  

存貨的購買價格上升  

銷售預測向下修正  

存貨的持有成本下降 

 



【1】27.有關公司資金成本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公司的負債成本通常會低於權益成本 

若公司負債為零，則只要投資報酬率大於零即可提升公司價值 

舉債公司的投資報酬率必須超過權益成本才能提升公司價值 

舉債公司的投資報酬率只要不低於其負債成本即可提升公司價值 

【2】28.有關公司廠房設備的投資應屬於何者的決策範圍？ 

營運資金管理  資本預算  

股利政策  資本結構 

【1】29.公司的股東與債權人在下列何種決策上會發生利益衝突？ 

資本預算  員工聘任  

設備租賃  員工退休制度 

【4】30.觀察公司的財務比率變好或變壞，需要一組時間序列的財務比率相比，這種分析稱為： 

橫斷面分析  比較分析  

市場價值分析  趨勢分析 

【4】31.某國的國際收支為順差，若該國實行完全浮動匯率制度，則該國該年度匯率、貨幣供給、出口會如何變化？ 

上升、增加、減少   

上升、不變、增加  

下跌、減少、減少   

下跌、不變、減少 

【1】32.一般銀行若交易部位有美元長部位(long position)，「銀行間外匯市場」的美元匯率走向為何？ 

下跌  上升  

不變  不一定 

【2】33.根據 IS-LM-BP 模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一國貨幣貶值會使 BP 曲線向右移動  

一國貨幣貶值會使 LM 曲線向右移動 

一國貨幣貶值會使 IS 曲線向右移動  

當資本不能移動，BP 曲線為一垂直線 

【4】34.下列何種契約避險的結果可能與其他的結果不同？ 

遠期外匯避險   

貨幣市場避險  

外匯期貨避險   

外匯選擇權避險 

【3】35.下列何者不是關鍵貨幣(key currency)的主要功能？  

國際交易媒介   

國際交易計價單位  

國際商品出口   

國際價值儲藏 

【3】36.有關遠期外匯與外匯期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二者均可用來移轉風險   

二者的報酬型態相同 

二者均有履約保證金制度   

外匯期貨在集中市場交易 

【3】37.根據 IS-LM 模型，政府支出增加會導致： 

均衡利率上升；均衡產出下降  

均衡利率下降；均衡產出上升 

均衡利率與均衡產出都上升  

均衡利率與均衡產出都下降 

【3】38.愈接近外匯期貨到期日，外匯期貨與外匯現貨的價格差距將會如何變化？ 

擴大  不變  

縮小  不一定 

【4】39.外匯期貨交易人在外匯期貨契約到期前，進行反方向交易，一般稱之為何？ 

開倉  交割   

結算   平倉  

【3】40.下列何者不會使外匯買權的權利金上升？ 

距離到期日愈長  履約價格愈低 

匯率波動性愈小  即期匯率上升 

 
 
 

貳、非選擇題二大題（每大題 25 分，共 50 分） 

第一題： 

假設 R國的生產函數如梭羅（Solow）模型同為 Cobb-Douglas 型式，勞動份額為 1/2，資本份額為 1/2，每年勞

動及資本成長率分別為 0.3%及 3%。請就以上資訊回答下列問題：（請寫出計算過程） 

（一）假設早年 R國生產過程無技術進步，請問此時產出成長率為何？【7分】 

（二）R國政府推動產業創新政策，此時生產過程存在技術進步，技術進步率為 2%，請問此時產出成長率為

何？【8分】 

（三）R國政府推動產業轉型，此時勞動及資本份額分別轉換為 2/5 及 3/5，假設生產過程不存在技術進步，請

問此時產出成長率為何？【5分】 

（四）R國政府因應數位化趨勢推動產業升級，此時勞動及資本份額分別轉換為 1/3及 2/3，假設生產過程存在

3% 技術進步率，請問此時產出成長率為何？【5分】 

 

 

 

 

 

 

第二題： 

中華公司有 A、B兩個互斥的投資計畫，其相關的現金流量估計值如下表，該公司資金成本為 10%，請分別回

答下列問題： 

年 A 計 畫 B 計 畫 

0 $ -10,000,000 $ -12,000,000 

1 4,000,000 8,000,000 

2 6,000,000 7,000,000 

3 8,000,000 6,000,000 

 

（一）A、B計畫各自之回收期間(Payback Period)為何？（計算至小數第 4位，以下四捨五入，未列出計算過

程者，不予計分）【4分】 

（二）A、B計畫各自之淨現值(Net Present Value)為何？（計算至小數第 2位，以下四捨五入，未列出計算過

程者，不予計分）【8分】 

（三）A、B計畫各自之獲利能力指數(Profitability Index)為何？（計算至小數第 4位，以下四捨五入，未列出

計算過程者，不予計分）【6分】 

（四）估計投資計畫的現金流量時，應著重現金流量之攸關性，請問現金流量之攸關性內涵為何？ 

【7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