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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下列何者非本國的外匯供給來源之一？ 
本國對外國出口商品與勞務 本國對外國進行直接投資 
外國對本國進行片面移轉支付 外國購買本國的金融資產 

【2】2.特別提款權(SDR)係國際貨幣基金(IMF)所創造之外匯準備資產，目前下列何種貨幣未被納入其計價標準籃內？ 
 CNY  CAD  JPY  GBP 

【2】3.有關外匯存底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又稱為外匯準備  政府部門和民間部門所持有的可兌換通貨皆包括在其內 
一國貨幣當局可用其干預外匯市場或清償國際債務 通常屬於流動性資產 

【3】4.目前大多數的即期外匯市場係於何時辦理交割？ 
成交後的第一個營業日  成交當日  
成交後的第二個營業日  成交後的第三個營業日 

【3】5.下列何者係指外匯的買入金額多於賣出金額？ 
 Short Position  Square Position  Long Position  Oversold Position 

【1】6.下列何者係指外國企業及政府到其他國家，以非當地貨幣計價所發行的債券？ 
歐洲債券(Euro Bonds)  洋基債券(Yankee Bonds)  
武士債券(Samurai Bonds)  熊貓債券(Panda Bonds) 

【3】7.有關外匯期貨交易與遠期外匯交易之區別，下列何者錯誤？ 
前者外幣種類、交易數量和交割日皆標準化；後者則由買賣雙方自行約定 
前者報價方式係一其他貨幣折合多少美元；後者則大多數為一美元折合多少其他貨幣 
前者報價時有買賣價差；後者則無買賣價差 
前者多數不辦理交割；後者則多數會辦理交割 

【2】8.日圓（代碼 JY）係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外匯期貨契約所交易的幣別之一，下列何者是目前該貨幣一口契約的標
準單位？ 
 JPY10,000,000  JPY12,500,000  JPY15,000,000  JPY20,000,000 

【4】9.在選擇權之場合，下列何者屬於「較現值有利」(in the money, ITM)？ 
就 call options而言，履約價格高於即期價格 就 put options而言，履約價格低於即期價格 
就 call options而言，履約價格等於即期價格 就 put options而言，履約價格高於即期價格 

【1】10.就未來有外幣需求的避險者而言，若預測未來外幣將呈升值，則下列何者係最適當的操作方式？ 
買入 call options 買入 put options 賣出 call options 賣出 put options 

【3】11.為了使金本位制度自動調整國際收支之機制發揮作用，各國必須遵守約定的遊戲規則(rules of the game)，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各國訂定其貨幣的含金量，再根據含金量決定各國貨幣之間的匯率 
黃金能自由移動 
各國可以採取沖銷政策抵銷黃金在國際間移動對貨幣供給額的影響 
各國不得以人為手段干預市場價格的變動 

【1】12.有關布列頓森林制度(Bretton Woods System)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允許美國調整匯率作為調整國際收支失衡之工具  
允許會員國在必要時調整其貨幣平價 
會員國應該在經常帳交易上，開放本國貨幣與外國貨幣自由兌換 
允許會員國對於資本移動實施外匯管制 

【2】13.為了規避利率風險，歐洲通貨放款(Eurocurrency Loans)通常使用浮動利率，放款利率的計算方式為指標利率加上差
額，下列何者係其最常使用的指標利率？ 
 Paris Interbank Offered Rate  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 
 Singapore Interbank Offered Rate  Hong Kong Interbank Offered Rate 

【3】14.下列何者主張匯率應隨著兩國物價水準的變動而調整？ 
 Theory of Portfolio Selection  Interest Rate Parity Theory 
 Theory of Comparative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Theory of Absolute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2】15.若即期匯率 USD1 = TWD30.3255、遠期匯率（二個月） USD1 = TWD30.3395，則下列何者係以年利率報價法(percent 
per annum)表示之遠期匯率？ 
 0.22%  0.28%  0.32%  0.36% 

【3】16.經濟體系具有自動調整機制能使失衡的國際收支恢復平衡，有關固定匯率制度下的自動調整機制之敘述，下列何者
正確？ 
國際收支順差，貨幣供給減少，物價上漲、利率下跌，出口減少、進口增加、資金外流 
國際收支順差，貨幣供給增加，物價下跌、利率上升，出口減少、進口增加、資金外流 
國際收支逆差，貨幣供給減少，物價下跌、利率上升，出口增加、進口減少、資金流入 
國際收支逆差，貨幣供給增加，物價上漲、利率下跌，出口增加、進口減少、資金流入 

【3】17.有關國際金融的「三難困局」(the trilemma)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固定匯率制度可以得到匯率穩定與貨幣政策自主性之目標 
固定匯率制度可以得到資本自由移動與貨幣政策自主性之目標 
浮動匯率制度可以得到資本自由移動與貨幣政策自主性之目標 
浮動匯率制度可以得到匯率穩定與資本自由移動之目標 

【4】18.有關國際收支平衡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貸方係記錄資產的減少或負債的增加  
借方記載涉及本國對外支付，構成外匯支出的交易 
所得（薪資所得和投資所得）歸屬於經常帳(current account)之項目 
當一國國際收支有盈餘時，其貨幣當局持有的準備資產淨額將減少 

【3】19.下列何者比較傾向於實施固定匯率制度？ 
經濟規模大的國家  經濟開放程度低的國家 
通貨膨脹率與外國差距小的國家 貿易集中程度低的國家 

【3】20.通貨交換(currency swap)與換匯交易(foreign exchange swap)類似，但兩者仍存有差異之處，有關兩者差異之敘述，下
列何者錯誤？ 
前者的交易期間大多是長期性；後者則通常不超過一年 
前者是資本市場上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後者則屬於外匯市場上的一種外匯交易方式 
前者因市場活絡常見投機性操作；後者因次級市場不發達較少投機性操作 
前者多經由證券公司或投資銀行仲介交易；後者則通常藉由外匯經紀商仲介交易 

【2】21.有關選擇權權利金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就 call options而言，在固定的履約價格下，當即期價格越高，權利金越高 
就 call options而言，履約價格越高，權利金越高 
就 call options而言，即期價格波動性越大，權利金越高 
就 call options而言，距離到期日時間越長，權利金越高 

【4】22.下列何者係指本國利率與外國利率的差額大致等於遠期匯率與即期匯率之折價或溢價比例？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Uncovered Interest Rate Parity 
 International Fisher Effect   Covered Interest Rate Parity 

【2】23.若即期匯率 USD1 = CAD1.2586、USD年利率 2.50%、CAD年利率 1.25%，則下列何者係符合 Interest Rate Parity Theory
的三個月均衡遠期匯率？ 
 USD1 = CAD1.2528  USD1 = CAD1.2547  USD1 = CAD1.2565  USD1 = CAD1.2576 

【2】24.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國民儲蓄大於投資時，經常帳為逆差 國民儲蓄大於投資時，經常帳為順差 
私人儲蓄大於投資時，經常帳為順差 私人儲蓄大於投資時，經常帳為逆差 

【4】25.其他條件相同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當外國通貨預期貶值時，本國通貨貶值 當外國利率下跌時，本國通貨貶值 
當本國利率下跌時，本國通貨升值 當本國利率上升時，本國通貨升值 

【2】26.自 2015年 12月起，國際貨幣基金特別提款權的一籃貨幣是由幾國通貨所構成？ 
 6  5  4  3 

【2】27.若臺灣珍珠奶茶一杯新臺幣 80元，而美國星巴克拿鐵咖啡一杯 6美元，若美元兌新臺幣匯率為 30元，則以臺灣珍
珠奶茶杯數表示美國星巴克拿鐵咖啡的相對價格為： 
 4/9  2.25  6  40/3 

【2】28.海鮮披薩在加拿大和美國的價格分別為加幣 25元和美金 20元，單一價格法則(the law of one price)預測美元兌加幣
匯率應為： 
 0.80  1.25  1.50  2.00 

【4】29.當貨幣供給永久性增加 10%時，在購買力平價條件成立下，長期而言，貨幣分析法預測： 
物價不變，但通貨貶值大於 10% 物價上漲 10%，且通貨貶值大於 10% 
物價不變，但通貨貶值 10% 物價上漲 10%，且通貨貶值 10% 

【1】30.在浮動匯率下，本國貨幣供給暫時性增加對經濟的短期影響為： 
本國的利率下跌，通貨貶值以及產出增加 本國的利率下跌，通貨升值以及產出增加 
本國的利率上升，通貨升值以及產出增加 本國的利率上升，通貨升值以及產出減少 

【4】31.若臺灣和日本的預期通貨膨脹率分別為 3%和 0.5%，則相對購買力平價預測： 
新臺幣兌日元預期匯率升值 2.5% 新臺幣兌日元預期匯率貶值 3.5% 
日幣兌新臺幣預期匯率貶值 3.5% 日幣兌新臺幣預期匯率升值 2.5% 

【4】32.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在浮動匯率下，國際收支順差會使得準備貨幣增加 在浮動匯率下，國際收支順差會使得準備貨幣減少 
在固定匯率下，國際收支順差會使得準備貨幣減少 在固定匯率下，國際收支順差會使得準備貨幣增加 

【1】33.貶值可以改善貿易收支的條件為： 
進口需求彈性和出口需求彈性之和大於一 進口需求彈性大於出口需求彈性 
進口需求彈性大於一  進口需求彈性小於出口需求彈性 



【2】34.當經常帳因實質貨幣貶值而立即惡化，經過一段時間才有改善的現象被稱之為： 
流動性效果   J曲線 
匯率過度調整(exchange rate overshooting) 費雪效果(Fisher effect) 

【3】35.當國際收支逆差 100億元時，下列何者為中央銀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的正確完全沖銷措施？ 
中央銀行的本國資產減少 100億元 中央銀行的本國銀行存款增加 100億元 
中央銀行的本國資產增加 100億元 中央銀行的通貨發行額增加 100億元 

【2】36.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Robert Mundell於 1961年提出「最適通貨區」概念，一個地理區域其會員國間採行完全的固定
匯率，或是採行共同的貨幣。下列何者不是形成「最適通貨區」的條件？ 
生產要素自由移動 經濟單一化 高度經濟開放 經濟目標與條件趨於一致 

【3】37.下列何種匯率制度下貨幣政策具有相對最高的自主性？ 
固定匯率 管理浮動匯率 浮動匯率 金本位 

【1】38.根據最適通貨理論，決定一個加入最適通貨區域的考量因素為何？ I.與區內國家間的經濟整合程度 II.對本身的
經濟穩定性影響 III.地緣政治 
僅 I, II 僅 I 僅 III  I, II, III 

【4】39.貨幣發行機構按照法定匯率以 100%的外匯儲備作為發行貨幣保證的匯率制度是下列何者？ 
浮動匯率 固定匯率 金本位 聯繫匯率制度(Currency Board) 

【3】40.當短期物價呈現僵固性時，若貨幣供給突然地永久性增加，在浮動匯率制度內，對短期均衡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短期利率上升，當期匯率貶值幅度小於其長期匯率貶值幅度 
短期利率上升，當期匯率升值幅度大於其長期匯率升值幅度 
短期利率下跌，當期匯率貶值幅度大於其長期匯率貶值幅度 
短期利率下跌，當期匯率貶值幅度小於其長期匯率貶值幅度 

【3】41. 2007~2009 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的新國際規範，將總體審慎觀點納入下列何者中？ 
巴塞爾 I協定 巴塞爾 II協定 巴塞爾 III協定 巴塞爾 IV 協定 

【1】42.當美元利率被預期升息時，其他條件不變下，根據利率平價條件：  
未來美元匯率升值，故美元預期匯率和當期美元匯率皆升值 
未來美元匯率升值，故美元預期匯率升值，而當期美元匯率貶值 
未來美元匯率貶值，故美元預期匯率和當期美元匯率皆貶值 
未來美元匯率貶值，故美元預期匯率貶值，而當期美元匯率升值 

【2】43.有關外匯期貨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每日按市價結算損益  
保證金餘額若小於維持保證金(maintenance margin)，必須補繳至維持保證金水準 
買賣雙方均須繳納保證金  基差(basis)指即期匯率減外匯期貨匯率 

【4】44.若臺灣與美國的一年期銀行存款利率分別為 5%與 10%，而美元兌新臺幣匯率為 30，請問一年期美元兌新臺幣的預
期匯率約為： 
 30.6  29.5  29.0  28.6 

【1】45.當一國貨幣當局採取完全不沖銷的固定匯率制度時： 
貨幣供給會與國際收支呈相同方向變動 貨幣供給會與國際收支呈相反方向變動 
國際收支逆差會造成該國貨幣當局的國外資產增加 國際收支順差會造成該國貨幣當局的國外資產減少 

【3】46.在本國和外國的基期物價皆為 100 下，5 年後，若本國物價為 200 而外國物價為 125，根據購買力平價條件預測外
國兌本國通貨匯率為： 
 1.25  0.25  1.75  0.50 

【2】47.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看似極不可能發生，但實際卻發生的事件。而且，一旦發生，將引發像金融危機的災難性後果，
通常以下哪一種動物名稱形容這種情況？ 
蝙蝠 黑天鵝 犀牛 白企鵝 

【2】48.有關 NDF業務(Non-Delivery Forwards)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屬於外匯衍生性商品  法人及自然人均可承作 
不需提示實質交易文件  只需結算差價，不需交割本金 

【4】49.在固定匯率制度內，短暫性擴張財政支出對經濟的影響為： 
國際收支逆差且產出增加   
國際收支逆差且產出不變 
國際收支順差且產出不變   
國際收支順差且產出增加 

【1】50.當採取固定匯率制度的國家面臨本國通貨被嚴重低估時，下列對該國的敘述何者正確？ 
短期利率會大跌  中央銀行的國外資產會大量流失 
短期利率會大漲  資本逃避出現 

【4】51.在金本位貨幣制度內，休謨(David Hume)的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自動調整機制指的是下列何者？ 
支出乘數 匯率調整 貨幣-利率-存量機制 物價-金幣-流量機制 

【3】52.本國的貿易條件是指： 
本國利率與外國利率的比值 本國物價與外國物價的比值 
 1 單位外國商品可以換得多少單位的本國商品  1單位外國貨幣可以換得多少單位的本國貨幣 

【1】53.麥當勞大麥克在臺灣的售價為新臺幣 75元，在美國的售價為 4.8美元，且單一價格法則成立，依此 1美元應可兌換
多少新臺幣？ 
 75/4.8  4.8/75  75*4.8 條件不足以計算 

【2】54.臺灣一公司持有一個月到期的外商銀行歐元承兌匯票，為了規避匯率波動風險，該公司可以跟外匯指定銀行： 
買進一個月到期的歐元遠期外匯 賣出一個月到期的歐元遠期外匯 
買進二個月到期的歐元遠期外匯 買進三個月到期的歐元遠期外匯 

【4】55.一進口商自德國預訂了一批高級轎車至臺灣，為了規避付款時的匯率波動風險，該進口商可以先？ 
賣出美元期貨 賣出日圓期貨 賣出歐元期貨 買進歐元期貨 

 
【1】56.下列何者不是短期資金的融通工具？ 
公司債 商業本票 銀行承兌匯票 可轉讓定存單 

【1】57.當看好未來臺灣的股票市場價格時，臺灣外匯市場上的美元供需將如何變動？ 
美元供給增加 美元供給減少 美元需求增加 美元需求減少 

【3】58.若臺灣學生至美國留學人數增加時，臺灣外匯市場上的美元供需將如何變動？ 
美元供給增加 美元供給減少 美元需求增加 美元需求減少 

【4】59.在浮動匯率制度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臺灣出口增加會使新臺幣升值 臺灣進口增加會使新臺幣貶值 
國外資金流入臺灣投資股票會使新臺幣升值 臺灣出國觀光人數增加會使新臺幣升值 

【4】60.有關單一價格法則(Law of One Price)與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單一價格法則只應用在一般價格水準 
單一價格法則應用在一般價格水準，而購買力平價應用在個別商品 
若購買力平價為真，則所有個別商品的單一價格法則皆成立 
若所有個別商品的單一價格法則皆成立，則購買力平價為真 

【2】61.在未來某一時間，依契約匯率交割一標準化數量外匯的金融契約，我們稱作： 
外匯期貨選擇權 外匯期貨 外匯交換 遠期外匯 

【4】62.在金本位制度下，若一國有國際收支短絀時，其貨幣供給（前者）與物價（後者）將如何變動？ 
增加；上升 增加；下跌 減少；上升 減少；下跌 

【2】63.下列何者為國際金融機構？ 
世界貿易組織(WTO)  國際貨幣基金(IMF)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4】64.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下列何者會使新臺幣升值？ 
美國利率上升 臺灣利率下跌 美國擴大減稅 臺灣通貨膨脹率低於外國通貨膨脹率 

【1】65.當東京外匯市場的日幣報價為 1美元=113.99日圓，且新加坡外匯市場的報價為 1美元=114.10日圓，則市場投資人會： 
在東京買美元、並在新加坡賣美元 在東京買美元、並在新加坡賣日圓 
在東京買日圓、並在新加坡賣美元 在東京買日圓、並在新加坡賣日圓 

【3】66.住在美國之美國人若想在當地購買台積電的股票，則可以買進台積電所發行之下列何者？ 
 GDR  TDR  ADR  SDR 

【2】67.因為貨幣供給變動而造成匯率在短期間比長期更嚴重的變動，稱為： 
匯率失衡 匯率過度調整  J-曲線效果 匯率動態調整 

【2】68.依據購買力平價學說，如果本國物價上漲 4%、外國物價上漲 6%，則本國貨幣將會： 
貶值 2% 升值 2% 維持不變 不一定 

【1】69.在固定匯率制度下，一國有經常帳順差，將使： 
央行外匯存底增加 貨幣供給減少 匯率升值 利率上升 

【3】70.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下列何者會使新臺幣兌美元升值？ 
臺灣自美國進口需求增加  美國課徵自臺灣進口商品反傾銷稅 
美國實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 臺灣赴美國觀光人數增加 

【1】71.如果遠期美元兌換新臺幣的匯率（直接報價）大於已拋補的利率平價條件所求得的匯率，則： 
即期美元的需求將會增加  即期美元的供給將會增加 
即期美元的供給與需求皆不變 美元現鈔的供給將會增加 

【2】72.有關現行國際貨幣制度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多數國家匯率制度皆為固定匯率制度 香港是採聯繫匯率制度(Currency Board System) 
比特幣(bitcoin)已成為國際準備資產之一 黃金已不具備國際準備資產功能 

【3】73.有關布列敦森林制度(Bretton Woods System)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美國須提供足夠美元作為國際清償手段 
 IMF會員國必須將本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維持在平價上下各 1%的範圍內 
美元作為全球中心貨幣，可任意調整其與各國間的固定匯率 
美國必須維持美元對黃金的平價 

【1】74.根據貨幣分析法的匯率理論，一國進行緊縮貨幣政策會使該國匯率： 
升值 貶值 貨幣政策無效 視 J 曲線效果而定 

【3】75. 2012年歐債危機之原因不包括下列何者？ 
歐元國家財政欠佳  歐元區存有結構性缺陷與問題 
大量外匯存底累積  希臘長期隱匿實際公債數額 

【3】76.根據貨幣分析法的匯率理論，利率上升或下降是透過下列何種管道使美元兌新臺幣匯率產生變化？ 
總合需求 外匯需求 貨幣需求 資產需求 

【1】77.臺灣本國某銀行從事「買即期 1,000 萬美元／賣 6 個月遠期 1,000 萬美元」的換匯交易，在換匯期間，如果美國利
率上升，新臺幣利率不變，則該銀行： 
將有獲利 將有損失 損益不變 損益不一定 

【2】78.在Mundell(1963) 的假設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於浮動匯率制度下，貨幣政策完全無效 於浮動匯率制度下，財政政策完全無效 
於固定匯率制度下，貨幣政策最為有效 於固定匯率制度下，財政政策完全無效 

【2】79.根據 IS-LM-BP 模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資本移動程度越大，BP 曲線越陡峭 當資本完全不能移動，BP 曲線為一垂直線 
資本移動程度越大，LM曲線越平坦 資本移動程度與 BP 曲線的斜率無關 

【4】80.根據 IS-LM-BP 模型，於浮動匯率制度及低資本移動程度下，擴張性貨幣政策將使： 
國內利率上升 國內貨幣升值 國內外匯存底增加 國內所得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