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接續背面】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103 年新進人員甄試試題 
甄才類別【代碼】：一般人員(外匯組)【F2602】 
科目二：綜合科目(含國際金融業務概要及國際貿易實務概要) 

 ＊請填寫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須檢查答案卡、入場通知書編號、桌角號碼、應試類別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試人

員處理，否則不予計分。 
本試卷正反兩頁共 80 題，每題 1.25 分。限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作答，試題皆為四選一單選
選擇題，請選出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功能、儲存程式功能)，但不得
發出聲響；若應考人於測驗時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放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勸阻無效，仍執意使
用者，該科扣 10 分；該電子計算器並由監試人員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後歸還。 

請勿於答案卡書寫應考人姓名、入場通知書號碼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答案卡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科以零分計算。 

【4】1.下列何者不是換匯交易方式？ 
即期對遠期 明日對次日 遠期對遠期 即期對即期 
【1】2.一台筆記型電腦在台灣要賣 30,000元新臺幣，在美國要賣 1,000美元，如果購買力平價理論成立，則新臺幣與
美元匯率為何？ 
 1美元=30元新臺幣  1美元=15元新臺幣  1美元=0.33元新臺幣  1美元=20元新臺幣 
【3】3.美國消費者對台灣電子商品的需求增加，會產生下列何種情形？ 
美元外匯需求增加 美元外匯供給減少 美元外匯供給增加 美元外匯供給不變 
【1】4.在國際收支帳中，觀光旅遊支出科目，會被歸為： 
經常帳 金融帳 資本帳 誤差與遺漏淨額 
【3】5.在國際收支帳中，專利權、商譽等無形資產之買賣科目，會被歸為： 
經常帳 金融帳 資本帳 誤差與遺漏淨額 
【1】6.在國際收支帳中，國際贈予，如台灣慈濟功德會援助稻米給中國大陸水災居民，會被歸為： 
經常帳 金融帳 資本帳 誤差與遺漏淨額 
【4】7.下列何者不是國際準備？ 
 IMF的準備頭寸 外匯準備 特別提款權 印尼幣 
【2】8.假定購買力平價理論成立。如果在基期時，人民幣對新臺幣之匯率為：1人民幣等於 5元新臺幣。當中國大陸
物價上漲 4倍，台灣物價上漲 3倍，則人民幣對新臺幣之匯率應為： 
 1人民幣等於 3.5元新臺幣  1人民幣等於 3.75元新臺幣 
 1人民幣等於 6.66元新臺幣  1人民幣等於 5元新臺幣 
【2】9.日本外匯交易市場中，日元對美元的交易匯率為：1美元=100日元；在紐約外匯交易市場中，日元對美元的交
易匯率為：1美元=100.5日元；如果您採取套利，請問 100萬美元可以獲利多少日元？ 
 50,000日元  500,000日元  5,000,000日元  100,000日元 

【3】10.根據費雪方程式，如果日本名目利率為每年 4%；日本預期通貨膨脹率為 3%；美國名目利率為每年 6%；美國
預期通貨膨脹率為 2%，則： 
美國實質利率 -4% 美國實質利率 1% 日本實質利率 1% 日本實質利率 -2% 

【2】11. 102年 12月，1美元兌換 30元新臺幣，到了 103年 1月，1美元兌換 32元新臺幣，表示： 
新臺幣升值，升值 6.67%  美元升值，升值 6.67%  
美元貶值，貶值 0.1%  新臺幣升值，升值 0.1% 

【3】12.當貿易對手國的所得增加，會帶動本國出口上升，則本國： 
貨幣貶值 外匯需求量增加 外匯供給量增加 外匯供給量減少 

【3】13.依費雪方程式，如果台灣實質利率為每年 2%，預期通貨膨脹率為 3%，則台灣名目利率為： 
 1%  -5%  5%  -1% 

【2】14.外匯市場中，假設美元的供給方程式為 Qs=100+60R；而美元的需求方程式為 Qd=120-40R；Q：代表美元的金
額（百萬元），R：代表名目匯率，則下列何者為均衡時結果？ 
 R=0.1，Q=130百萬元   R=0.2，Q=112百萬元  
 R=0.05，Q=130百萬元   R=0.5，Q=112百萬元 

【3】15.依Marshall-Lerner理論，一國要能藉由貶值來改善貿易收支之要件為： 
貶值國的進口需求彈性小於 1 
貶值國的出口需求彈性大於 1 
貶值國的進口需求彈性加上貿易對手國對該國出口需求彈性之和大於 1 
貶值國的進口需求彈性加上貿易對手國對該國出口需求彈性之和小於 1 

【3】16.下列簡稱何者正確？ 
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之簡稱為 IMF 國際貨幣基金之簡稱為 IBRD 
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之簡稱為 IBRD 國際清算銀行簡稱為 IDA 

【1】17.在外匯市場中，下列何者被賦予穩定外匯市場秩序的責任，所以常介入市場，進行外匯買賣行為： 
中央銀行 一般商業銀行 投資者 經紀商 

【1】18.下列何者為中央銀行採取的貨幣政策？ 
提高重貼現率 提高所得稅 增加政府支出 降低租稅 

【1】19.下列何者正確？ 
自由浮動匯率屬於浮動匯率制度 釘住匯率屬於浮動匯率制度 
管理浮動匯率屬於固定匯率制度 匯率隨外匯市場供需狀況而變動的匯率制度稱為固定匯率制度 

【2】20. Mundell-Fleming模型為開放經濟之凱因斯 IS-LM模型，其基本架構為 IS-LM-BP；當 IS-LM均衡位於 BP曲線
下方時，會產生國際收支： 
盈餘 赤字 不變 等於零 

【1】21.美國 MIT教授 Rudiger Dornbusch於 1976年發表之文章<預期與匯率動態>模型中，將匯率預期因素與物價調
整因素納入 IS-LM-BP模型，請問下列何者錯誤？ 
此 Dornbusch模型為靜態均衡模型 此 Dornbusch模型為動態均衡模型 
此 Dornbusch模型為長期均衡模型 此 Dornbusch模型中，物價可以調整 

【1】22.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資產組合餘額分析法(portfolio balance approach)，其匯率決定於財貨市場之供需關係 
資產組合餘額分析法，其匯率決定於資產市場之供需關係 
資產組合餘額分析法與 Dornbusch模型之不同為本國債券及外國債券不能完全替代 
資產組合餘額分析法所決定的匯率影響經常帳收支之大小 

【4】23.下列何者不是選擇權交易買賣的資產？ 
現貨產品 期貨契約 交換契約 援助物質 

【4】24.世界最大的外匯期貨市場為： 
倫敦國際金融期貨交易所 台灣期貨交易所 中國期貨交易所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國際貨幣市場 

【3】25.在外匯期貨市場中，如果該交易成員無法按時補足保證金，清算所有權強迫軋平其頭寸，稱為： 
維持保證金 收市單 平倉 變動保證金 

【1】26.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選擇權的價格為權利金  買權持有者擁有「可以買入」的權利，稱選擇權賣方 
選擇權的價格為利率  買權持有者擁有「可以買入」的權利，稱賣出選擇權 

【1】27.選擇權買賣的標的資產，若為交換契約稱為： 
交換選擇權 買入選擇權 賣出選擇權 選擇權買方 

【4】28.下列何者不是外匯買賣？ 
換匯交易 無風險利息的套利交易 外匯利率互換交易 國內房貸 

【2】29.下列何者之外匯交易市場之交易量最大？ 
台北市 倫敦 巴黎 首爾 

【1】30.下列何者敘述貨幣局制度（或通貨委員會制度）為錯誤？ 
貨幣局制度容易隔離外來衝擊的影響 實行貨幣局制度的國家不會喪失貨幣政策獨立性 
貨幣局制度下的固定匯率亦導致投機攻擊 貨幣局制度有利於國際貿易和投資發展 

【3】31.最早成立貨幣局（成立於模里亞斯）的時間為： 
 1949年  1860年  1849年  1960年 

【4】32.下列何者不是國際準備的作用？ 
彌補國際收支赤字 調節本幣匯率 充當信用保證 促進各國中央銀行合作 

【2】33.布列頓森林體系解體，在： 
 1950年代  1970年代  1980年代  2000年代 

【3】34.下列何者不是有條件的國際清償能力？ 
備用信貸 互惠信貸協定 第一線準備 借款總安排 

【4】35.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任何私人企業可持有 SDR（特別提款權）及運用 SDR 
 SDR具內在價值，不是純粹帳面資產 
 SDR，指 G20分配給成員國在原有普通提款權外之一種使用資金的權利 
 SDR稱作「紙黃金」 

【1】36.若台灣的通貨膨脹高於日本，則下列何者錯誤？ 
我國貨幣升值  我國外匯需求上升 
我國外匯供給下降  我國對於日本商品的進口增加 

【3】37.下列何者正確？ 
世界銀行成立於 1950年  國際貨幣基金成立於 1951年 
國際貨幣基金成立於 1946年 世界銀行成立於 1940年 

【3】38.下列何機構於 1988年首先提出巴賽爾資本協定(BESEL CAPITAL ACCORD)，規定銀行持有資本占風險性資產
的比率，即資本適足率？ 
國際重建開發銀行 世界銀行 國際清算銀行 國際貨幣基金 

【1】39.由國家政府以外匯成立投資基金，主要是將國家出口商品或服務所得的收入再投資。稱為： 
主權基金 私募基金 避險基金 混合基金 

【2】40.根據劍橋方程式 M=KPY，（M：代表貨幣供給量、Y為國民所得，P 為一般物價，K 表示本國居民之貨幣需求
為名目所得之一定比例），匯率定義為以本國幣表示之一單位外幣價格。當貨幣供給量增加，其他情況不變之下，則： 
匯率將下降 匯率將上升 匯率不變 本國幣值不變 

【2】41. WTO所謂無歧視貿易，在對內關係上須對自會員進口之貨品給予與本國貨品同等待遇，係指下列何者？ 
最惠國待遇 國民待遇 優惠關稅待遇 普通稅率 

【2】42.在辦理進/出口報關時，下列何者為必須審核文件但不須驗貨之通關代號？ 
 C1  C2  C3  C4 

【3】43.依據貿易法之規定，對於出口貨物收取推廣貿易服務費，應依下列何者為準？ 
以所核估之完稅價格為準  以關稅完稅價格為準  
以離岸價格為準  出口貨物不須收取推廣貿易服務費 
 
 



【3】44.依據貨品輸出管理辦法之規定，除貿易局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外，一般輸出許可證之有效期限為何？ 
 6個月，不能展延   30天，能展延至多二次  
 30天，不能展延   6個月，能展延至多二次 

【4】45.依據 2010年版國貿條規(Incoterms)之規定，有關“交貨(delivery)”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違約時訴訟之管轄法院之地點 貨物所有權移轉之地點 
貨款交付之時點  貨物滅失或毀損之風險承擔由賣方移轉予買方之時點 

【3】46.依據 2010 年版國貿條規之規定，下列何種貿易條件，其貨物運輸保險係由賣方投保，但貨物於交運後，運送
途中滅失或毀損時，係由買方或其他享有保險利益者直接向保險人（保險公司）索賠？ 
 EXW  FOB  CIP  DDP 

【4】47.下列貿易條件中，依據 2010年版國貿條規之規定，於需要辦理通關時，何者之輸出/入通關手續，皆由賣方負責辦理？ 
 EXW  FOB  CIF  DDP 

【4】48.依據 2010年版國貿條規之規定，以 FOB條件交易，在何時視為賣方完成交貨？ 
貨物在指定貨櫃場交付運送人接管 貨物放置於指定裝載港買方所指定之船舶邊（碼頭或駁船） 
貨物於指定裝載港越過船舷 貨物於指定裝運港裝載於買方所指定之船舶上 

【1】49.在以 CIF 條件交易，倘契約未規定貨物運輸保險之承保範圍，則依據 2010 年版國貿條規之規定，則其承保範
圍至少應為下列何者？ 
指定之交貨地至目的港  指定之交貨地至目的地  
指定之交貨地至買方倉庫  賣方倉庫至買方倉庫 

【2】50.下列國貿付款方式中，何者係由銀行代替進口商對出口商做出付款之承諾？ 
 Payment Advance  L/C  D/A  D/P 

【3】51.有關有效報價/要約其效力終止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報價/要約之有效期限屆滿 
被報價人提出還價 
報價人只要有需要，可自行且隨時終止報價之效力 
報價人宣告破產或死亡 

【4】52.一依據 UCP600所簽發之信用狀，倘信用狀規定在開狀銀行使用(available with issuing bank)，則該信用狀不得
為下列何種使用方式？ 
即期付款(Sight payment)  延期付款(Deferred payment) 
承兌(Acceptance)  讓購(Negotiation) 

【1】53.倘信用狀對於單據之簽署(signed)未予以規定，則依據 UCP600之規定及 ISBP之實務，下列單據何者不須簽署？ 
商業發票 運送單據 保險單據 受益人證明書 

【3】54.依據 UCP600之規定，下列有關信用狀保兌之敘述何者正確？ 
對於開狀銀行有關保兌之授權或委託，保兌銀行不得拒絕 
保兌銀行同意附加保兌後，不論受益人之提示是否相符，皆須兌付或讓購 
保兌銀行之讓購為無追索權(without recourse) 
保兌銀行之保兌係屬從屬債務，而非獨立之承諾 

【1】55.除信用狀另有規定外，依據UCP600第 38條 g項之規定，下列何者非屬受讓信用狀（已轉讓信用狀）得變更之項目？ 
保兌 信用狀之金額 信用狀有效期間 保險須投保之百分比 

【1】56.有關擔保提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無論以海運或空運進口貨物之開狀案件，皆可透過銀行所簽發之擔保提貨書，辦理擔保提貨 
對於未核予開狀額度之全額結匯開狀案件，不得辦理擔保提貨 
開狀申請人一旦以「擔保提貨」方式向船公司提貨，則對該信用狀項下單據，開狀申請人喪失拒付之權利 
擔保提貨書並未記載擔保金額及有效期限 

【1】57.非保兌銀行之通知銀行在辦理信用狀通知時，下列何者非屬其應負之義務？ 
任何兌付或讓購之義務 
就信用狀或修改書外觀之真實性予以確認 
正確的反應所收到信用狀或修改書之條款及條件 
如選擇不通知信用狀時，則須將此意旨盡速告知所由收受信用狀、修改書或通知書之銀行 

【1】58.下列運送單據，何者係屬物權證書，須憑合法取得之運送單據正本始可提領貨物？ 
海運提單(marine bill of lading) 空運提單(air waybill) 
海運貨單(sea waybill)  郵政收據(post receipt) 

【2】59.倘信用狀未另有規定，依據 UCP600之規定及 ISBP實務，下列在運送單據上之註記，何者將構成不潔運送單據？ 
 packaging may not be sufficient for the sea journey  packaging is not sufficient for the sea journey 
 shipper’s load and count   said by shipper to contain 

【1】60.在貨櫃運輸實務上，下列何者係屬整裝/整拆之代號？ 
 CY/CY  CY/CFS  CFS/CY  CFS/CFS 

【3】61.依據 UCP600之規定，除信用狀另有規定外，下列何種運送單據不須一律顯示貨物業已於信用狀敘明之裝載港
裝運於標名之船舶？ 
海運提單 不可轉讓之海運貨單 複合運送單據 傭船提單 

【4】62.倘信用狀要求提示保險單據(Insurance Document)，此外未另有其他規定，則依據 UCP600之規定，下列單據何
者將不予接受？ 
保險單(insurance policy)  保險證明書(insurance certificate) 
保險聲明書(insurance declaration) 投保通知書(cover note) 

【2】63.下列何者不屬共同海損(General Average)成立之要件？ 
共同航海事業必須處於實際危險中 行為必須是非故意的意外 
行為必須是非常的  行為必須使遭遇危險之財物得以保全 

【3】64.投保下列何種基本協會保險條款，需加保「投棄波浪掃落(J.W.O.B)」附加條款，否則貨物因狂風巨浪捲落海中
導致之損失，將無法獲得理賠？ 
 ICC(A)  ICC(B)  ICC(C)  ICC(Air) 

【3】65.依據協會貨物保險基本條款，投保“倉到倉條款”(warehouse to warehouse)之貨物雖未運抵保險單據所載目的地
倉庫，但已於最後卸貨港自船舶卸載完成屆滿幾天，保險效力終止？ 
 21天  30天  60天  90天 

【1】66.下列何種外匯業務係使用於國際貿易貨款之清算，而非屬使用於各種契約履行保證之外幣保證業務？ 
跟單信用狀 擔保信用狀 銀行保證函 即付保證函 

【1】67.依據貨品輸入管理辦法第 9條之規定，廠商、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及公私立學校以外，非以輸入為常業之進口
人依輸入管理辦法第十條規定，輸入以海運、空運或郵包寄遞進口限制輸入貨品表外之貨品，在離岸價格(FOB)金額
多少以下，得免證進口？ 
美幣二萬  美幣三萬 
美幣四萬  非以輸入為常業之進口人進口貨品，不論金額多少，皆須簽證 

【4】68.倘信用狀要求提示運送單據之副本，而未要求提示運送單據正本且未規定裝運日後依信用狀條款提示單據之特
定期間，則單據需在裝運日後幾日內提示？ 
 5個銀行營業日   7個銀行營業日  
 21個曆日  在信用狀規定提示之有效期限內提示即可 

【2】69.某筆信用狀交易，要求出口商裝運 1000 噸廢鐵且禁止部分裝運，此外對於信用狀項下貨物數量無其他規定，另
信用狀金額為 USD100,000.00，則依據 UCP600之規定，受益人（出口商）能裝運之最大數量及動支之金額分別為多少？ 
 1000噸 / USD100,000.00   1050噸 / USD100,000.00 
 1050噸 / USD105,000.00   1100噸 / USD110,000.00 

【3】70.依據 UCP600 之規定及 ISBP 實務，當信用狀規定得由任何銀行以承兌方式付款(available with any bank by 
acceptance)，則匯票應以下列何者為付款人(drawee)？ 
開狀銀行  任何銀行 
同意承兌該匯票從而依其指定而行事之銀行  
依 UCP600之規定，信用狀之使用方式不得由任何銀行以承兌方式付款 

【3】71.依據 UCP600 第 16 條之規定，有關各銀行（包含依指定而行事之指定銀行、保兌銀行，如有保兌者、及開狀
銀行）對不符合提示拒絕兌付或讓購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各銀行決定提示係不符合，該行依自身之判斷得洽商申請人拋棄瑕疵之主張 
倘申請人決定一提示係不符合，申請人得自行主張拒絕兌付或讓購 
倘銀行決定拒絕兌付或讓購，須於提示日之次日起第五個銀行營業日終了之前，將拒付之意思表示以單次之通知
經由電傳方式，通知提示人 

在拒付通知上有關拒絕兌付或讓購後之單據處理，各銀行得表明留置單據直至從申請人收到拋棄及同意接受單
據，或在同意接受拋棄前自提示人收到進一步指示 

【1】72.依據 2010 年版國貿條規之規定，在以下列何種貿易條件交易時，有關輸出國當局所強制實施之裝運前強制性
檢驗的費用係由買方負擔？ 
 EXW  FCA  CIF  DAP 

【3】73.被保險人欲以推定全損(constructive total loss)索賠時，須將保險標的物之一切權利移轉於保險人，而請求支付
該保險標的物之全部保險金額，此種作為謂之為何？ 
催告 協議 委付 債權移轉 

【4】74.依據財政部關務署使用暫准通關證貨物通關作業之規定，下列何者為我國暫准通關證的發證機構及保證機構？ 
財政部關務署 經濟部國貿局 經建會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2】75.依據關稅法第 73條之規定，進口貨物未依第 16條所規定之期限報關，則自此規定期限屆滿日之翌日起按日加
徵滯報費新臺幣 200元，請問此報關期限，為在裝載貨物之運輸工具進口日之翌日起幾日內？ 
 14日  15日  20日  21日 

【3】76.倘銀行與客戶，同時於即/遠期交易買進/賣出某一貨幣對另一貨幣；其組合得為：即期與遠期之組合（例如：
進行即期交易之同時，另訂一筆方向相反且金額相同之遠期交易合約），此種外匯交易其名稱為何？  
預購/預售遠期外匯 外匯期貨 換匯 換匯換利 

【2】77.依據貿易法之規定，公司、商號申請登記為出進口廠商前，應先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申請預查公司、商號之英
文名稱；預查之英文名稱經核准者，保留期間為幾個月？ 
三個月 六個月 九個月 十二個月 

【4】78. B公司向 X銀行申請簽發一適用 ISP98之擔保信用狀，有效期間載明 2014.7.31. at our counter，並以十足定存
單設質擔保；假設屆期(7/31)適逢颱風來襲停班，8/1恢復營業，A公司來銀行要求解除質權設定返還定存單，請問 X
銀行應如何處理？ 
應於 8/1立即解除質權設定返還定存單 應於 8/8（含）之後解除質權設定返還定存單 
應於 8/30（含）之後解除質權設定返還定存單 應於 9/1（含）之後解除質權設定返還定存單 

【2】79.依據 UCP600第 19條之規定，下列與複合運送單據(multimodal transport document)相關之敘述何者錯誤？ 
涵蓋至少兩種不同運送方式之運送單據 
一律需表明貨物已於信用狀敘明之裝載港裝運於標名之船舶 
未含表明係受傭船契約規範者 
即使信用狀禁止轉運，表明將轉運或可能發生轉運之運送單據，可以接受 

【3】80.有關承作 Forfaiting業務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承作 Forfaiting之信用狀限於遠期信用狀 
出口商可藉此規避進口國之國家風險與開狀銀行之信用風險 
對 Forfaiter提示單據時，Forfaiter即須付款 
除非係歸咎於出口商之商業糾紛，否則 Forfaiter之付款係無追索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