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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歐式選擇權是指： 

�屬於價內狀態的選擇權  �屬於價外狀態的選擇權 

�為到期日前皆可履約的選擇權 �為只有在到期日才能履約的選擇權 

2.美國麥香堡賣價為 1 美元，但在日本麥香堡賣價是 100 日圓，則依購買力平價理論，匯率為： 

�1美元兌換 100日圓  �1日圓兌換 100美元 

�1日圓兌換 50美元  �1美元兌換 50日圓 

3.銀行承做下列何種業務會造成外匯長部位（Long Position）風險？  

�李先生看漲歐元，將新台幣存款轉為歐元存款  

�王先生以新台幣購買美元旅行支票  

�出口商辦理日圓信用狀押匯結匯為新台幣  

�陳先生將其瑞士法郎帳戶的存款匯出瑞士法郎給留學的小孩 

4.銀行因外匯交易所產生之未交割的即期外匯與遠期外匯契約，其到期日結構如有不一致或未相配合時，會
產生： 

�利率風險 �信用風險 �國家風險 �作業風險 

5.假設外匯市場如下：即期外匯 USD（美元）/CAD（加幣）為 1.9725。未來預期 USD（美元）/CAD（加
幣）為 1.9760。則下列何者正確？ 

�在即期外匯賣出加幣，買入美元，匯率為 1.9725 �在即期外匯賣出美元，買入加幣，匯率為 1.9725 

�在即期外匯不行動，在遠期外匯才行動 �以上方式皆可 

6.當新台幣兌美元匯率由 30 貶到 35 元，則： 

�美元升值 5% �美元升值 16.67% �美元升值 14.3% �台幣升值 5% 

7.一個蘋果值 50 元，現由於生產不足而上漲至 70 元，則： 

�台幣升值 40% �台幣貶值 4% �台幣升值 20% �台幣貶值 40% 

8.設 *
i ＝6%為 3 個月國外年利率，現在本國貨幣與美元之即期匯率為 1：30，若預期三個月後之市場即期匯

率為 1：34，依無拋補利率平價理論，則本國利率為何？ 

�年利率為 6% �年利率為 14.83% �年利率為 59.32% �年利率為 15% 

9.貨幣選擇權合約有兩種型態，稱為： 

�買權（call option）和賣權（put option） �遠期外匯與短期外匯 

�買權與短期外匯  �賣權與短期外匯 

10.遠期匯率與即期匯率之間的差價點數稱為： 

�遠期匯率 �換匯匯率 �即期匯率 �交叉匯率 

11.以貨幣交換比例為計算的基礎，一國的貨幣價格用另一國的通貨表示的匯率，稱為： 

�實質匯率 �即期匯率 �名目匯率 �遠期匯率 

12.假設美元對新台幣的即期匯率為 32.500，1 個月期新台幣利率為 1.25%，1 個月期美元利率為 2.95%，則 1

個月期的美元對新台幣遠期匯率為何？ 

� 32.454 � 32.413 � 32.386 � 32.347 

13.一罐汽水在美國要賣 0.75 美元，在墨西哥要賣 12 披索。如果購買力平價說成立，披索與美元間的匯率為
何？ 

� 1 美元＝16 披索 � 1 美元＝12 披索 � 1 美元＝0.75 披索 � 1 美元＝24 披索 

14.國際即期外匯報價USD/JPY為115.00/115.10、EUR/USD為1.1988/1.2000、USD/CHF為1.2990/1.3000、USD/CAD

為 1.1650/1.1660；國內即期外匯報價USD/TWD 為 33.200/33.300，下列哪一個交叉匯率報價錯誤？ 

� CAD/TWD 28.50/28.56 � CHF/TWD 25.54/25.64  

� EUR/TWD 39.80/39.96 � JPY/TWD 0.2884/0.2896 

15.有關匯率選擇權及遠期外匯的性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買入匯率選擇權須支付一筆權利金 �訂定遠期外匯契約不需要支付權利金  

�匯率走勢看錯時，通常買入選擇權比遠期外匯有利  

�選擇權的權利金不會因為即期匯率的變動而變動 

16.賣權持有者擁有「可以賣出」的權利，稱為： 

�賣出選擇權 �權利金 �執行價格 �買入選擇權 

 

 

17.選擇權買賣的標的資產若是交換契約，稱為： 

�執行價格 �買入選擇權 �賣出選擇權 �交換選擇權 

18.如果 1 美元可以兌換 120 日圓，1 歐元可以兌換 2 美元，則歐元與日圓之匯率為： 

� 1歐元＝250日圓 � 1歐元＝240日圓 � 1歐元＝60日圓 � 1歐元＝120日圓 

19.換算成相同貨幣時，兩國的物價應該相等，稱為： 

�購買力平價說 �利息平價說 �費雪效果 �皮古效果 

20.參與者留意期貨市場上的價位之變動，並從其價位的變動中以追求利潤的非避險性之交易者，稱為： 

�對沖交易 �投機交易 �基差交易 �價差交易 

21.根據購買力平價說（purchasing power parity），若美國發生通貨膨脹，則其他國家將發生： 

�國際收支盈餘 �國際收支赤字 �匯率上升 �匯率下降 
22.有關外幣期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外幣期貨為標準化合約  �由結算所擔保期貨契約的履行  

�固定到期日 �買方才有權決定到期是否履約 

23.倘即期 USD/JPY 報價 114.63/68，一個月期換匯點報價 44/42 ，客戶欲購買一個月期 USD/JPY 遠期匯率，
其匯價為何？  

� 114.06 � 114.16 � 114.26 � 114.36 

24.國際貨幣基金會（IMF）成立的宗旨是： 

�鼓勵世界各國取消外匯管制   

�協助世界各國進行貨幣清算 

�促進各國中央銀行的合作，進行金融機構監理事宜  

�向會員國提供短期貸款，調整國際收支平衡及維護匯率穩定 

25.國際收支平衡表不包括底下哪一種帳目？ 

�資本帳 �經常帳 �長期帳 �金融帳 

26.目前台灣所實施的匯率制度，比較接近下列何種匯率制度？ 

�浮動匯率制度 �固定匯率制度 �管理浮動匯率制度 �金本位匯率制度 

27.目前中國大陸所實施的匯率制度，比較接近下列何種匯率制度？ 

�浮動匯率制度 �固定匯率制度 �管理浮動匯率制度 �金本位匯率制度 

28.歐元紙幣與硬幣的使用，開始於： 

� 1999年 1月 1日 � 2000年 1月 1日 � 2001年 1月 1日 � 2002年 1月 1日 

29.歐洲中央銀行總部位於： 

�法國巴黎 �瑞士巴賽爾 �德國法蘭克福 �英國倫敦 

30.最早歐元發行時，歐元與美元的兌換比率為： 

� 1 歐元兌換 1.37 美元 � 1 美元兌換 1.37 歐元� 1 歐元兌換 1.18 美元 � 1 美元兌換 1.17 歐元 

31.下列何種商品不屬於衍生性金融商品？ 

�公司債 �利率交換 �選擇權 �期貨 

32.下列何者金融商品必需於店頭市場（over the counter）買賣？ 

�期貨 �遠期契約 �選擇權 �股票 

33.在 Black-Schole 選擇權評價模式裡，下列哪一因素不會影響外匯選擇權的價格？ 

�本國無風險利率 �匯率波動度 �匯率成長率 �即期匯率價格 

34.通常國際企業所面臨的匯率風險不包括下列何者？ 

�交易風險 �信譽風險 �轉換風險 �經濟風險 

35.新版巴賽爾資本協定中，要求銀行必須針對不同風險計提資本，請問不包括下列哪一種風險？ 

�市場風險 �作業風險 �信用風險 �策略風險 

36.選擇權評價模式之發展，是以下列何種觀念為基礎？ 

�賽局理論 �無套利條件 �避險理論 �失衡理論 

37.在 2008 年之前，尚未加入歐洲聯盟的國家是： 

�德國 �法國 �英國 �西班牙 

38.下列何種國際金融商品，其表徵企業之股權交易？ 

�歐洲美元 �全球存託憑證 �洋基債券 �歐洲債券 

39.有關換匯換利交易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在約定期間內交換本金  �在到期日以相同匯率換回本金  

�在契約期間不收付利息 �換匯換利的信用風險較換利高 

40.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DR），是由哪個機構所創造？ 

�世界銀行 �國際貨幣基金 �國際清算銀行 �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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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依據 Incoterms 2000 規定，對於經由航空運輸貨物之國際貿易宜使用下列何種貿易條件交易？ 

� FAS � FOB � FCA � DES 

42.依據 Incoterms 2000 規定，下列貿易條件之敘述，何者錯誤？ 

� FOB 指定目的港 � FAS 指定裝運港 � CIF 指定目的港 � CFR 指定目的港 

43.有關託收付款方式，下列何種敘述錯誤？ 

�以賣方立場，D/A之風險大於 D/P之風險 �以賣方立場，D/A之週轉優於 D/P之週轉 

�以買方立場，D/A可算是相當不錯的付款方式 �賣方比較喜歡 D/P，而比較不喜歡 D/A 

44.以 D/P、D/A 之託收付款方式交易，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出口地之銀行稱為押匯銀行 �進口地之銀行稱為開狀銀行 

�進口地之銀行並不保證付款 � D/P必須使用遠期匯票 

45.以即期信用狀（S.L/C）、遠期信用狀（U.L/C）、D/P 與 D/A 四種付款方式交易，站在出口商承擔風險立
場，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 D/A＞D/P � D/A＞S.L/C � D/P＞U.L/C � S.L/C＞D/P  

46.依國際慣例若賣方向買方提出報價，則該「報價」原則上應在何時生效？ 

�當報價發出時生效  �當報價到達買方時生效 

�當報價被買方瞭解時生效 �當報價被買方接受時生效 

47.以 Incoterms 2000 之 CIF 貿易條件交易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賣方不負擔貨物在裝載港越過船舷後之運輸風險 �交貨地點是目的港 

�裝運地點是輸出港  �運輸保險由賣方購買 

48.有關報價與接受兩種意思表示之法律效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報價不能在生效前撤回  �報價不能在生效後撤銷 

�接受不能在生效後撤銷  �報價失效後才接受，則契約不成立 

49.還價（counter offer）之法律性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經還價後，已經完全不可能成立有效的契約 �還價為附條件接受，又稱為反報價 

�還價為新報價  �還價使原報價失效 

50.遲到的承諾（逾期接受）具備下列何種法律效果？ 

�附條件接受 �仍為有效的接受 �為新報價 �不可能再使契約生效 

51.依據 Incoterms 2000 規定，下列何種貿易條件交易屬於進口地交貨條件？ 

� FCA � CIF � CIP � DDP 

52.在三角貿易作業下，中間商以何種信用狀向供應商購貨較為適當？ 

�不可轉讓信用狀 �擔保信用狀 �轉開信用狀 �無追索權信用狀 

53.通常信用狀上之有效期限，係指下列何種意義？ 

�受益人提示跟單匯票給押匯銀行之期限 �押匯銀行將跟單匯票寄達開狀銀行之期限 

�開狀銀行對匯票付款之期限 �申請人對開狀銀行行使補償之期限 

54.在信用狀交易下，匯票之受款人（payee）通常係為何人？ 

�信用狀申請人 �信用狀受益人 �信用狀開狀銀行 �信用狀押匯銀行 

55.信用狀上條款規定匯票「to draw on ××××」，係指下列何種內容？ 

�匯票發票人（drawer）  �匯票付款人（drawee） 

�匯票受款人（payee）  �匯票金額（amount） 

56.遠期匯票之期限如註明「At 60 days after date」，則其到期日應為： 

�裝運日後 60天 �發票日後 60天 �承兌日後 60天 �提貨日後 60天 

57.出口商簽章之商業發票，其中〝For account and risk of ________〞欄上應填打何人之名稱？ 

�出口商 �進口商 �開狀銀行 �押匯銀行 

58.下列何種單據係為賣方開給買方之清單與帳單？ 

�售貨確認書 �包裝單 �商業發票 �重量尺碼單 

59.如信用狀規定提單空白背書，則下列何者正確？ 

�提單背面不能背書 

�提單背面背書人與被背書人均不署名 

�提單背面由背書人署名，而不記被背書人名字 

�提單背面由被背書人署名，而不記背書人名字 

60.信用狀通常要求提示全套（full set）提單，其意義為： 

�正本提單份數和正本匯票份數相同 

�正本提單份數和副本提單份數相同 

�正本提單份數不能比正本商業發票份數更少 

�正本提單份數之全部 

61.依現行信用狀統一慣例規定，開狀銀行收到跟單匯票後，必須在何期限內作出決定是否接受該提示？ 

�收到當日起算五個工作天內 �收到當日起算七個工作天內 

�收到次日起算五個工作天內 �收到次日起算七個工作天內 

62.押匯銀行受理押匯後，應在信用狀背面背書何種內容？ 

�匯票之發票日、發票號碼與金額 �保險種類與金額 

�商業發票之號碼與金額  �提單之裝運日期 

63.如信用狀無特別規定，則通常提單應在裝運日後幾日內提示，但不得遲於信用狀之有效期限，銀行才會接
受？ 

� 5日 � 7日 � 14日 � 21日 

64.依據 Incoterms 2000 規定，下列何種貿易條件交易應由買方洽訂艙位？ 

� FOB � CFR � CIF � CIP 

65.下列何種單據上對商品之說明描述必須完全和信用狀上之說明描述相符合？ 

�商業發票 �包裝單 �提單 �保險單 

66.下列何種運輸保險之保險種類，其承保範圍最大？ 

� ICC（Total Loss Only） � ICC（F.P.A） � ICC（A） � ICC（C） 

67.下列何者對於運輸保險條件之使用是正確的？ 

� ICC（A）＋ICC（B）  � S.R.CC.＋W.R. 

� ICC（A）＋ICC（W.A.） � ICC（B）＋TPND 

68.下列何種危險是輸出保險之承保範圍？ 

�輸出國境內之運輸危險 �倉庫至倉庫危險 �應由出口商承擔之危險 �買方信用危險及進口國政治風險 

69.大宗物資之運輸，通常比較適合裝運下列何種船舶？ 

�貨櫃船 �複合運輸船舶 �定期船 �不定期船 

70.進口商在目的港（或目的地）最後憑何種文件辦理提貨手續？ 

�託運單（B/N） �裝貨單（S/O） �收貨單（M/R） �小提單（D/O） 

71.下列何種貨櫃運輸作業方式符合〝從門到門〞（from door to door）之運輸服務？ 

� CY/CY � CY/CFS � CFS/CFS � CFS/CY 

72.海運提單之 consignee 欄上，下列何種內容屬於指示式提單？ 

� to order of (shipper) � to (issuing bank) � unto (buyer) � consign to (buyer) 

73.信用狀交易下，除非特別規定，否則通常銀行將不受理下列何種性質之提單？ 

�轉運提單 �可轉讓提單 �備運提單 �第三者提單 

74.空運提單不具備下列何種性質？ 

�運送人收到託運貨物之收據 �運送契約憑證 

�憑單交貨的物權證書  �抬頭為直接式之提單 

75.下列對於空運提單之分提單（house airway bill）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提單號碼由 3位阿拉伯數字起頭 �由航空貨運承攬人簽發 

�為可流通之有價證券  �抬頭為指示式提單 

76.下列何種敘述為複合運送（multimodal transport）之意義？ 

�由兩家（含）以上不同運送人完成之運輸 

�由兩種（含）以上不同運輸方式完成之運輸 

�由兩家（含）以上不同運送人各以不同運輸方式完成之運輸 

�兩家（含）以上不同貨主之貨物合併裝櫃之運輸 

77.包裝單（packing list）為下列何種單據之附屬單據？ 

�匯票 �提單 �商業發票 �保險單 

78.下列何種付款方式之匯兌工具屬於順匯？ 

� D/P � D/A �即期信用狀 �T/T匯付 

79.進口商申辦擔保提貨之主要目的為： 

�向銀行融資，希望未付清貨款前可先提貨 

�確保賣方已交運貨物 

�貨物比提單先抵進口地，而希望在無提單情形下先行提貨 

�銀行保證只要買方付清貨款，即可憑提單提貨 

80.有關匯率之升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出口商希望本國貨幣貶值 

�出口商希望本國貨幣升值 

�本國貨幣升值將增加進口商的進口成本 

�本國貨幣貶值將減少出口商的貨款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