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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看似極不可能發生，但實際卻發生的事件，一旦發生，將導致災難性後果，例如金融危機，此種效應或理論稱為： 
 Balassa-Samuelson 效應   J 曲線效果(J curve effect) 
黑天鵝效應(black swan effect) 羊群效應或群聚效應(herd effect) 

【2】2.我國官方持有的國際準備包括哪些項目？ 
僅外匯存底  外匯存底加上黃金 
外匯存底加黃金，再加上特別提款權(SDR) 外匯存底加黃金加特別提款權(SDR)，再加上在 IMF 準備部位 

【2】3.一國貨幣當局（通常為中央銀行）所持有可隨時動用的外匯資產，稱為： 
外匯  外匯存底 國際準備 國際收支餘額 

【4】4.假設 2015年 5 月 20日當天日圓兌美元的匯率為 120.50（日圓/美元），美元兌歐元的匯率為 1.10（美元/歐元），
則「日圓兌歐元」的「交叉匯率」為多少？ 
 121.60  119.40  109.55  132.55 

【1】5.假設 A國 2014 年的出口總金額為 2,000億美元，進口總金額為 1,500 億美元，則 A國： 
有貿易順差 500 億美元  有貿易逆差 500 億美元  
貿易平衡  淨出口為 3,500億美元 

【3】6.依據 IMF《國際收支手冊》的編製方法，台灣廠商將資金匯入中國大陸投資，對台灣國際收支的影響為： 
經常帳支出增加  經常帳支出減少 
金融帳支出增加  金融帳支出減少 

【2】7.「投資所得」是屬於國際收支表的哪一部分？ 
資本帳 經常帳 金融帳 誤差與遺漏  

【1】8.假設政府收入等於政府支出，則一國的儲蓄大於投資，即出現超額儲蓄時，經常帳將呈現： 
盈餘  赤字 平衡 無法判斷 

【3】9.有關我國實質有效匯率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實質有效匯率指數上升，表示本國貨幣實質上為貶值 
指數若小於 100，不利台灣出口產品的對外競爭力 
指數若大於 100，不利台灣出口產品的對外競爭力 
指數若大於 100，有利台灣出口產品的對外競爭力 

【2】10.以近三年的外匯交易金額來衡量，全球最大的外匯交易中心為： 
紐約 倫敦 東京 新加坡 

【4】11.假設一開始名目匯率為 30（新臺幣/美元），台灣及美國的物價指數均為 100，則實質匯率為 30。現在名目匯
率上升為 32，美國物價指數不變，本國物價指數上漲為 105，則實質匯率變為多少？ 
 28.57  31.50  33.60  30.48 

【4】12.哪一個協定或協議確立了浮動匯率制度： 
布列頓森林協議(Bretton Woods Agreement)  史密松寧協議(Smithsonian Agreement) 
廣場協議(Plaza Agreement) 牙買加協定(Jamaica Accord) 

【1】13.下列哪些匯率制度屬於硬式固定(Hard peg)匯率制度？ 
沒有單獨法償貨幣(no separate legal tender)、通貨委員會(currency board)或聯繫匯率 
固定釘住(fixed peg)、區間釘住(pegged rate in horizontal band) 
爬行釘住(crawling peg)、區間爬行浮動(rate within crawling bands) 
管理浮動(managed floating)、獨立浮動(independently floating) 

【2】14.「價格–黃金–流量」(price–specie–flow)自動調整機制，能使國際收支達成均衡，是哪一個匯率制度具有的優點？ 
布列頓森林制度(Bretton Woods System)  
金本位制度(gold standard system) 
可調整的釘住匯率制度(adjusted peg exchange rate system) 
浮動匯率制度(floating exchange rate system) 

【2】15.小陳看壞美元後市，賣出 3個月期遠期美元，金額 100萬美元，約定匯率 33.0（新臺幣/美元）。3個月後，若
即期匯率上升為 33.5 請問在不考慮交易成本的情況下，小陳交易損益為： 
獲利 500,000 元新臺幣  損失 500,000 元新臺幣  
獲利 250,000 元新臺幣  損失 250,000 元新臺幣 

【1】16.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若外匯供給大於需求，為維持固定的匯率，中央銀行必須： 
買入外匯 賣出外匯 調升利率 減少貨幣供給 

【2】17.下列何者會造成外匯需求增加？ 
本國出口增加  本國對外國投資增加  
外國人至本國旅遊支出增加 外來投資增加 

【1】18.在其他情況不變下，國外資金大量流入本國，將使本國貨幣的幣值面臨何種壓力？ 
升值 貶值 不變 不一定 

【1】19.美國出口商於 6月 1日出口貨物至英國，預計 6個月後收到 5,000,000 英鎊的貨款，目前英鎊即期匯率為 1.5000
（美元/英鎊），為了規避英鎊可能貶值的匯率風險，該出口商決定操作英鎊選擇權來避險，則它應該： 
買進英鎊賣權 賣出英鎊賣權 買進英鎊買權 賣出歐元賣權 

【2】20.關於選擇權價格，下列何者為正確？ 
時間價值＝權利金＋內含價值 時間價值＝權利金－內含價值 
時間價值＝內含價值  時間價值＝保證金 

【2】21.當國際收支出現大幅順差時，央行如何採取「沖銷式外匯干預」？ 
買進外匯、買進債券 買進外匯、賣出債券 賣出外匯、賣出債券 賣出外匯、買進債券 

【1】22.在其他情況不變下，本國貨幣貶值將： 
有利出口、不利進口 進口及出口均有利 有利進口、不利出口 進口及出口均不利 

【3】23.在其他情況不變下，下列何者會造成本國貨幣升值？ 
本國進口需求增加  市場普遍預期本國貨幣將貶值 
本國利率相對外國利率上升 本國物價上漲率高於外國物價上漲率 

【3】24. A公司發行票面利率為「LIBOR＋1.5%」的公司債，若 A公司從事一筆利率交換，支付 5%的固定利率，並收
取 LIBOR，則其淨利息負擔為何？ 
 LIBOR + 1%    5%  6.5%   3.5% 

【4】25.依據購買力平價說，本國通貨膨脹率大於外國通貨膨脹率，在其他條件不變之下，將會造成： 
出口增加   進口減少 
匯率下降（本國貨幣升值） 匯率上升（本國貨幣貶值） 

【3】26.在其他情況不變下，下列何者會使新臺幣升值？ 
台灣人大量購買國外基金  台商大量到國外投資   
台灣商品出口大增   台灣到美國留學生大量增加 

【1】27.當大眾預期某一貨幣將升值，則該貨幣目前即會    ；預期匯率和即期匯率呈現   向關係： 
升值；正 升值；反 貶值；正 貶值；反 

【4】28.在其他情況不變下，下列哪一項因素變動，會使本國貨幣升值？ 
本國相對物價水準上漲  本國人對外國貨偏好提高 
本國進口關稅下降  本國的相對生產力提高 

【1】29.根據拋補的利率平價理論，若新台幣 3個月期存款利率為 3%，美元 3個月期存款利率為 1%，即美元即期匯率
(E)與遠期匯率(F)的關係為： 
 F > E   F < E   F = E 不一定 

【3】30.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當符合馬婁條件時，貶值將使貿易餘額減少  
貶值一定能改善一國的國際收支 
所謂「J 曲線效果」，是指貶值後貿易餘額不增反減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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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日圓兌美元的實際匯率在 2000年為 120，日本及美國物價指數在 2000年均為 100（基期），在 2014年分別為
98及 120，則請問根據絕對 PPP理論計算 2014 年日圓兌美元之隱含匯率為多少﹖ 
 98  100  120  146.94 

【3】32.下列何者不是改善「國際收支逆差」的政策？ 
本國貨幣貶值    貿易管制（如出口補貼、進口限額） 
擴張性貨幣政策  外匯管制（如限制資本流出） 

【3】33.每一單位的外國貨幣折合若干單位的本國貨幣表示，稱為： 
間接報價法  數量報價法  
美式報價法  歐式報價法 

【3】34.在固定匯率制度下，一國的國際收支發生順差，會造成： 
 IS曲線右移  IS曲線左移  LM 曲線右移  LM 曲線左移 

【4】35.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若 BP為水平線，央行減少貨幣供給，最後將造成： 
所得增加、利率下降 所得減少、利率上升 所得與利率均上升 所得及利率均不變 

【2】36.在浮動匯率制度下，若 BP曲線為水平線，則不同經濟政策的效果為： 
財政政策有效、貨幣政策無效 財政政策無效、貨幣政策有效 
財政與貨幣政策均有效  財政與貨幣政策均無效 

【2】37.在本國採行固定匯率制度下，當外國（大國）採取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將造成本國： 
利率上升  利率下降  所得下降  本國貨幣貶值  

【2】38.馬斯垂克條約訂定了加入「歐元區」的整合標準，其中政府負債餘額不得超過其國內生產毛額(GDP)的： 
 30%  60%  100%   150% 

【3】39.下列哪一類型國家較適合採「固定匯率制度」？ 
經濟規模大，但國際貿易占 GDP比重小 經濟規模大，且國際貿易占 GDP比重大 
經濟規模小，但國際貿易占 GDP比重大 經濟規模小，且國際貿易占 GDP比重小 

【4】40.所謂不可能的三位一體(the impossible trinity)，係指匯率穩定、資本移動與下列哪一項三者不能同時存在，僅能
實現其中二項？ 
勞動政策自主權 貿易政策自主權 財政政策自主權 貨幣政策自主權 



【1】41.下列何者係指生產廠商自行建立國際行銷網路，以自有品牌或商標銷售其產品？ 
 OBM  OCM  ODM  OEM 

【2】42.負責展覽會展品進出我國之貨品暫准通關證(ATA Carnet)發證之主管機構為下列何者？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外交部領務局  財政部關務署  

【2】43.下列何者為我國外匯指定銀行依據央行相關之規定，申請核准後設立在我國境內，但會計帳務獨立，係用於吸
收境外自然人或法人之存款，及對境外自然人或境內外法人提供放款或授信業務？ 
 Offshore Company  OBU  Overseas Branch  Open Account 

【3】44. WTO規範之無歧視之貿易，在對外關係上須對來自所有會員之貨品給予同等最優惠待遇，此規定為下列何者？ 
關稅優惠(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國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 
最惠國待遇(Most-Favored- Nation Treatment) 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1】45.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在「調和制度(Harmonized System, HS)」6位數商品分類號碼後加幾碼，即進口
稅則號別，以作為海關課徵關稅之基準？ 
 2碼  4碼  6碼  8碼 

【4】46.下列何者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之簡稱？ 
 AIIB  ASEAN  NAFTA  TPP 

【3】47.倘買賣契約約定貨物之裝運“Shipment must be effected on or about 20th December”，則貨物之裝運時間應為： 
 12月 20日以前   12 月 20日以後 
自 12月 15 日至 12月 25日  12 月 20日當天 

【3】48.下列何者非屬有效報價/要約之條件？ 
有特定之對象  表明接受時受約束之意旨  
對不特定對象之價目表示  交易條件必須十分確定 

【2】49.有關銀行託收業務，下列何者正確？ 
光票託收不適用 URC522   
商業單據附隨財務單據之託收稱為跟單託收 
附有遠期匯票之付款交單，得於付款人承兌後，即交付商業單據 
付款人承兌時，代收銀行須確認付款人之真實身分 

【1】50.下列何種運送單據具有收據、運送契約及物權證書之性質，可藉運送單據正本掌控貨物之所有權？ 
海運提單 不可轉讓之海運貨單 空運提單 公路運送單據 

【1】51.船公司在出口地的貨櫃存放場接管已由同一託運人（出口商）裝妥全部貨物並已封籤之貨櫃，經出口報關裝船
後，運到進口港卸櫃後拖至進口地之貨櫃存放場，交由同一受貨人(consignee)報關後，將整只貨櫃拖至受貨人之營業
處所或倉庫，拆櫃後取得貨物，下列何者屬此種運送模式？ 
 CY/CY  CY/CFS  CFS/CY  CFS/CFS 

【4】52.提單上之 Consignee 欄位以下列何種方式載明時，不須由託運人(Shipper)背書？ 
 to order  to order of  to order of shipper  to order of issuing bank 

【4】53.下列何種貿易條件，自交貨地至進口地之相關運輸保險係由賣方投保，貨物在交貨前出險時，亦由賣方申請理
賠？ 
 EXW  FOB  CIF  DAP 

【2】54.預期台幣對外幣將升值之情況，出口商考量確保出口之收益，可預先與銀行訂立遠期外匯契約，於約定之日期
或期限內，以約定之匯率，將到期所收到之出口外幣以契約所訂之匯率出售給簽約之銀行，此交易為： 
預購遠期外匯 預售遠期外匯 換匯換利 外幣選擇權 

【2】55.依據關稅法第 16 條之規定，進口貨物之申報，由納稅義務人自裝載貨物之運輸工具進口日之翌日起幾日內，
須向海關辦理？ 
 7日  15日  21 日  30 日 

【4】56.有關輸出保險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保險之標的為貨物  得投保之保險金額無上限 
風險可全部轉嫁  承保風險為信用風險及政治風險 

【1】57.依據 ISBP 745 paragraph (v)之實務補充，下列何者承擔其有關簽發或修改信用狀之指示因任何不明確而導致之
風險？ 
申請人 開狀銀行 通知銀行 受益人 

【4】58.下列何者非屬國貿條規所規範？ 
賣方完成交貨之地點  買方應給付之貨款  
貨物通關之辦理  貨物所有權之移轉 

【3】59.我國進口商擬進口貨物一批，貨物係以空運從美國洛杉磯 LAX Airport運至桃園 Taoyuan Airport，賣方需負責
將貨物交付至位於 LAX Airport之指定運送人且辦妥輸出通關手續，而運費與保費由買方支付，則下列何者係本交易
應使用正確之貿易條件？ 
 EXW LAX Airport   FOB LAX Airport  
 FCA LAX Airport   CPT Taoyuan Airport 

【4】60.有關保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通常在進口國國家風險或開狀銀行信用風險較高時，須使用保兌 
對信用狀附加保兌，須得開狀銀行之授權或委託，且保兌銀行同意加保兌 
保兌銀行之義務與開狀銀行相同，且為獨立的 
信用狀之保兌係自動延伸至修改書 

【2】61.在辦理須替換單據之轉讓時，下列何者非屬 UCP600 第 38 條 g 項所允許於受讓信用狀（已轉讓信用狀）得變
更之項目？ 
信用狀之金額 信用狀之保兌 有效期限 保險投保之百分比 

【3】62.有關信用狀交易，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信用狀構成開狀銀行對受益人須無條件兌付之確定義務 
信用狀須表明其係不可撤銷，始為不可撤銷信用狀 
開狀銀行(Issuing Bank)指循申請人之請求或為其本身簽發信用狀之銀行 
保兑銀行對於信用狀之提示不論是否符合，一律保證付款 

【4】63.有關出口報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經海關電腦專家系統篩選後，抽中 C1者免審免驗  
經海關電腦專家系統篩選後，抽中 C2者應審免驗 
經海關電腦專家系統篩選後，抽中 C3應審應驗 
屬限制輸出貨品表外之免簽證出口貨物，不須辦理出口報關 

【2】64.倘信用狀要求提示海運提單，此外無其他規定，則依據 UCP600之規定，下列何者銀行將拒絕接受？ 
加註裝載註記表明裝船日期之備運提單 不潔提單 
背面空白提單  載有“shipper’s load and count”之提單 

【1】65.除列舉之除外不保事故外，下列何者屬概括承保肇致保險標的物滅失之一切危險事故？ 
 ICC(A)  ICC(B)  ICC(C)  Institute Strikes Clauses(Cargo) 

【1】66.依據央行「銀行業辦理外匯業務管理辦法」第 33條之規定，銀行業與顧客之外匯交易買賣匯率，每筆交易（非
現鈔）金額在多少美元以下之匯率，應於每營業日上午九時三十分以前，在營業場所揭示？ 
一萬元 二萬元 三萬元 五萬元 

【2】67.以 SWIFT MT700 開狀時，71B欄位係填列信用狀相關費用負擔之指示，倘留空未填列，依 SWIFT 使用手冊之
說明，除讓購費用及轉讓費用外，其他費用歸由下列何者負擔？ 
開狀銀行 開狀申請人 通知銀行 受益人 

【2】68.信用狀有關貨物之說明如下：A GOODS 2000kgs USD5/kg amount USD10,000.00，此外對於貨物數量、單價及
金額無其他規定，請問此信用狀能裝運及動支之最大數量及金額分別為多少？ 
 2,000kgs；USD10,000   2,100kgs；USD10,000  
 2,000kgs；USD10,500   2,100kgs；USD10,500 

【2】69.下列國貿付款方式，何者為銀行僅代替客戶遞交單據及代收貨款，不介入客戶之交易，亦非屬銀行外匯授信業務？ 
光票買入  出口託收  
 D/A、D/P擔保提貨/副提單背書 進口開狀 

【4】70.依據 UCP600之規定，銀行僅對符合之提示有確定之兌付或讓購義務，下列何者非屬銀行決定符合提示之依據？ 
信用狀條款  信用狀統一慣例得適用之規定 
國際標準銀行實務  買賣契約 

【4】71.依據 URC522 第 3條之規定，在 URC522 文字中出現「當事人」一辭時，並不包括下列何者？ 
委託人(principal)  託收銀行(remitting bank)  
代收銀行(collecting bank)  付款人(drawee) 

【3】72.信用狀由 ABC Bank簽發，經由 DEF Bank通知，其使用方式為“Available With KLM Bank by Acceptance”，補
償銀行為 XYZ Bank，則下列何者為匯票付款人？ 
 ABC Bank  DEF Bank  KLM Bank 此信用狀不須提示匯票 

【1、2、3、4，未作答者不予計分】73.倘一出口商通常使用之貨款清算方式，有下列四種：A. Sight L/C B. Usance L/C 
C. D/A D. O/A，則得承做“Factoring”之業務有哪些？ 
 A、B  A、C  A、D  B、C、D 

【3】74.買斷銀行(Forfaiter)在承做 Forfaiting之初級市場交易時，其買斷係於何時生效？ 
買斷銀行簽發「買斷同意書」時  
出口商簽發及送出「信用狀讓渡書」時 
收到開狀銀行已承兌或承擔延期付款義務及到期通知之電文時 
開狀銀行到期付款時 

【4】75.運輸保險係以「倉庫到倉庫(warehouse to warehouse)」方式承保，即保險之承保範圍自貨物在保險單據載明之
起運倉庫或儲存處所開始移動準備裝載時點起，以迄在保險單據所載明目的地之最終倉庫或儲存處所從承載之運輸
工具完成卸載止，但貨物雖未抵達目的地倉庫，可是貨物於最後卸貨港自船舶卸載完成屆滿幾天後，保險效力終止？ 
 7日  21日  30日  60日 

【1】76.在海運實務，定期船一律規定貨物由運送人負責卸至港邊碼頭，此種條款其名稱為何？ 
 BERTH TERM  FI TERM  FO TERM  CHARTER TERM 

【2】77.一擔保信用狀規定其有效期間為 201X 年 8月 31日 at our counter；假設到期當日適逢開狀銀行所在地，因颱風
停班，次日恢復營業，請問該擔保信用狀係以下列何種規則簽發者，視為已逾期失效？ 
 ISP98  UCP600  URDG758 一律展延至次一營業日 

【4】78.在國際貿易糾紛之解決方式中，下列何者屬於成本最高且高對抗性之解決方式？ 
協商 調解 仲裁 訴訟 

【2】79.銀行辦理款項讓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須信用狀明確表示「可轉讓(transferable)」，始可辦理款項讓與 
款項讓與僅為款項之讓與，與信用狀權利行使之轉讓無關 
辦理款項讓與須遵循 UCP而不受準據法之規範 
款項讓與係以受讓人（即第二受益人）名義出貨 

【4】80.倘買賣雙方約定在指定目的地交貨，擬由賣方負擔辦理輸入通關手續，亦即當事人希望由賣方辦理（輸入）通
關手續並負擔因此而生之費用及風險，以及貨物輸入時應付之費用，而買方僅負責繳交進口稅負；則應使用下列何
種貿易條件？ 
 DAT   DAP  
 DDP   DDP條件加註“exclusive of duty, VAT and other import char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