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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下列何者不會參與外匯市場交易？ 

(1)本國進出口商        (2)商業銀行        (3)中央銀行       (4)財政部 

(1)02.在非常短期間內，下列何者為主導匯率變動之因素？ 

(1)相對利率變動       (2)經濟成長率改變       (3)景氣循環        (4)物價水準變動 

(3)03.就基本面分析之市場經濟影響因素而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臺灣國際收支出現貸方餘額時，新臺幣應對美元升值 

(2)臺灣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上漲，則短期內新臺幣應對美元升值 

(3)臺灣國民生產毛額(GNP)持續成長，依凱因斯學派理論得知，進口為所得之正相關函數，故新臺幣 

    應對美元升值 

(4)經建會編製之景氣對策信號綜合判斷分數為紅燈時，通貨膨脹壓力增加，利率上升，新臺幣應對 

    美元升值 

(3)04.國際收支之長期均衡係指： 

(1)民間收支平衡        (2)基本餘額平衡        (3)經常帳平衡       (4)商品貿易平衡 

(1)05.下列對於影響外匯選擇權價格敘述，何者錯誤？ 

(1)外匯即期價格波動性愈高者，因為投資風險愈高，選擇權之售價即愈低 

(2)外匯即期價格波動性愈低者，因為選擇權被執行之機會愈低，選擇權之售價即愈低 

(3)距離到期日愈遠者，因為不確定性愈高，選擇權之售價即愈高 

(4)美式選擇權運用上較具有彈性，故其售價愈高 

(4)06.下列何者不為金本位制度之特徵？ 

(1)匯率穩定                           (2)國際收支平衡 

(3)物價水準相對穩定            (4)政府利用增加與減少貨幣供給量糾正國際收支失衡 

(3)07.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於2007 年二月一日調查麥當勞速食店出售之麥香堡價格顯示，其在美

國之售價為US$3.22，在臺灣之售價為NT$75。依據購買力平價原理，二種貨幣之理論匯率為何？ 

(1)32.90        (2)33.20        (3) 23.30        (4) 0.04 

(3)08.承上題，同年一月底美元兌新臺幣匯率為32.90，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新臺幣幣值高估70.8%          (2)新臺幣幣值高估41.2% 

(3)新臺幣幣值低估29.2%          (4)新臺幣幣值低估142.5% 

(3)09.歐洲美元（eurodollar）係指： 

(1)歐洲國家發行之美元                                   (2)存放在歐洲地區銀行之美元存款 

(3)存放在美國以外地區銀行之美元存款        (4)美國以外地區美國銀行之存款 

(3)10.遠期利率協定（forward rate agreements，FRAs）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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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來買進外匯之協議        (2)未來賣出外匯之協議 

(3)未來借入外匯之協議        (4)未來發行債券之協議 

(4)11.倘本月1 日即期外匯報價USD/JPY 為115.05/115.10、EUR/USD 為1.1995/1.2000、USD/CHF 為1.2995/1.30

00、USD/CAD 為1.1650/1.1655；本月5 日即期外匯報價USD/JPY 為114.55/114.60、EUR/USD 為1.1970/1.

1975、USD/CHF 為1.3025/1.3030、USD/CAD 為1.1695/1.1700，則美元對哪幾種幣別升值？ 

(1)僅JPY       (2)僅JPY、EUR        (3)僅CHF、CAD        (4)EUR、CHF、CAD 

(4)12.有關「新臺幣與外幣間」換匯業務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承作對象為國內法人時，無須檢附文件 

(2)承作對象為國外法人及自然人時，應查驗主管機關核准文件 

(3)結匯時，應依照實際匯款性質填寫及註明「換匯交易」 

(4)本項交易得依原價格展期 

(3)13.依據國際收支決定的貨幣學說（monetary approach），在其他條件不變下，當一國的貨幣供給相對於

另一國增加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該國貨幣升值        (2)該國貨幣貶值        (3)該國國際收支出現逆差       (4)該國國際收支出現順差 

(2)14.某些國家的貨幣主管機關訂定本國貨幣與某強勢貨幣的固定匯率，並且對其發行之本國貨幣持有100

%或以上的強勢貨幣作為準備。此種匯率制度稱之為何？ 

(1)管理式浮動匯率（managed float）          (2)聯繫匯率（currency board system） 

(3)貨幣聯盟（monetary union）                   (4)調整式釘住匯率（crawling peg） 

(2)15.假設對美元之需求方程式為QD = 64 – 3S，供給方程式為QS = 5S；Q 為以百萬美元所衡量之金額，S 
代表名目匯率。下列何者為正確的均衡結果？ 

(1)S = 40，Q = 8         (2)S = 8，Q = 40         (3)S = 32，Q = 160        (4) S = 32，Q = 64 

(2)16.承上題，若今外資流入4 百萬美元。在浮動匯率下，新的均衡匯率為何？ 

(1) 8.0        (2) 7.5        (3) 32.0         (4)32.5 

(4)17.倘有甲、乙、丙、丁四家銀行對EUR/USD 的匯率報價分別為甲銀行：1.1955/1.1965，乙銀行：1.195

0/1.1960，丙銀行：1.1957/1.1967，丁銀行：1.1960/1.1970，你是一個詢價者要買入美元（同時賣出歐

元）時會選擇哪一家銀行較有利？ 

(1)甲銀行         (2)乙銀行        (3)丙銀行        (4)丁銀行 

(4)18.在IS-LM-BP 模型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在資本完全移動與固定匯率下，貨幣政策無效  

(2)在資本完全不移動與固定匯率下，財政政策無效 

(3)在資本完全移動與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有效  

(4)在資本完全不移動與浮動匯率下，財政政策無效 

(1)19.有關影響美元匯率走升的因素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當與海外同年期債券比較時，美國殖利率較低，通常有助於推升美元對外幣走勢 

(2)當聯準會宣布調升利率時，通常對美元有利 

(3)日圓對歐元大幅貶值，受交叉匯率影響，可能導致日圓貶值，包括日圓對美元走跌 

(4)新興市場財務及政治動亂，刺激資金回流美國，因此有助於美元走升 

(4)20.依據相對購買力平價理論，假設甲國的通貨膨脹率為4%，乙國的通貨膨脹率為3%，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1)每一元甲國貨幣兌換乙國貨幣0.75 元       (2)甲國貨幣升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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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乙國貨幣貶值1%                                        (4)甲國貨幣貶值1% 

(1)21.丁公司於每一美元收取NT$0.12 的權利金後，承諾於三個月後，銀行可以向該公司依匯率31.500 買進

一百萬美元。到期日即期美元匯率為30.500，則丁公司選擇權交易總損益為何？ 

(1)獲利新臺幣12 萬元       (2)獲利新臺幣88 萬元       (3)損失新臺幣12 萬元       (4)損失新臺幣88 萬元 

(4)22.下列關於匯率制度的敘述，何者正確？ 

(1)現今各國均採行浮動匯率制度 

(2)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匯率的變動完全反映經濟基本面的變化 

(3)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各國均可以追求獨立的貨幣政策 

(4)採行固定匯率的國家必須維持大量的外匯存底 

(2)23.下列關於美國經濟衰退對於匯率之影響的敘述，何者正確？ 

(1)由於通貨膨脹憂慮降低而造成美元的貶值          

(2)由於外國對美國的投資減少而造成美元的貶值 

(3)由於美國會降息而造成美元的升值                

(4)由於美國央行會採取寬鬆貨幣政策而造成美元的升值 

(4)24.下列何者是在固定匯率下中央銀行維持貨幣價值的方法之一？ 

(1)在有貶值壓力時增加貨幣供給額           (2)在有升值壓力時限制進口 

(3)在有升值壓力時提高利率                       (4)在有貶值壓力時在外匯市場上賣出外匯 

(3)25.關於遠期外匯與外幣期貨的比較，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遠期契約可以客製化，期貨則為標準化契約 

(2)遠期契約由銀行與客戶直接交易，期貨契約則在交易所買賣 

(3)期貨契約多有實際交割，遠期契約則多在到期前以反向部位平倉 

(4)期貨契約必須逐日結算損益，遠期契約則無此機制 

(3)26.有關國際債券之投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通貨膨脹的發生，會使投資人實質報酬率變小 

(2)信用等級高的借款人發行之債券，其價格高於信用程度低者 

(3)當市場殖利率滑落時，價格變動性高之債券，其價格將有較大幅度之下降 

(4)發行人相同時，期限長之債券，其殖利率多半高於期限較短的債券 

(3)27.若一國經常帳的逆差大於資本/金融帳的順差，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外匯市場上對於該國貨幣的需求大於供給  

(2)該國政府必須在外匯市場上買進外匯以維持匯率穩定 

(3)該國貨幣有貶值的壓力  

(4)該國的外匯存底會增加 

(1)28.根據所謂的「不可能的三合一」（trilemma 或impossible trinity），採取浮動匯率的國家得以兼顧下列

哪幾項政策目標？ 

(1)開放資本市場與貨幣政策自主權        (2)開放資本市場與匯率穩定 

(3)貨幣政策自主權與匯率穩定                (4)開放資本市場、貨幣政策自主權與匯率穩定 

(2)29.假設未來一年美國的預期通貨膨脹率是6%，臺灣的預期通貨膨脹率是4%。若目前新臺幣兌美元的匯

率是32.00，則在相對購買力平價（relative purchasing power parity）之下，一年後的預期匯率是多少？ 

(1)30.77        (2)31.40        (3)32.62        (4) 33.28 

(1)30.假設目前的即期匯率為：GBP 1 = USD 2.00，EUR 1 = USD 1.48，USD 1 = CHF 1.20，USD 1 = AUD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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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下列何者為合理的交叉匯率？ 

(1)GBP 1 = EUR 1.35         (2) EUR 1 = CHF 1.23       (3) GBP 1 = AUD 1.82       (4) AUD 1 = CHF 0.92 

(1)31.假設國際收支帳中「誤差與遺漏」項記載US$-30 萬，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商品出口款項US$30 萬未收到        (2)商品進口款項US$30 萬未支付 

(3)準備資產增加US$30 萬                    (4)進口商品US$30 萬已結匯，尚未入關 

(2)32.假設某國家的政府赤字為10 億美元，而該國的民間儲蓄比民間投資高出5 億美元。請問該國經常帳

的順差或逆差金額約為多少？ 

(1)順差5 億美元        (2)逆差5 億美元        (3)順差15 億美元         (4)逆差15 億美元 

(3)33.假設目前新臺幣6 個月期定存的年利率為4％，美元6 個月期定存的年利率為2％，新臺幣兌美元的即

期匯率為32.00。在利率平價（interest rate parity）之下，6 個月期遠期匯率應為多少？ 

(1)31.38        (2) 31.69       (3)32.32        (4) 32.63 

(2)34.關於歐洲各國加入歐元區的統合標準（convergence criteria），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通貨膨脹率應低於一定水準        (2)外匯存底應高於一定水準 

(3)財政赤字應低於一定水準            (4)政府負債應低於一定水準 

(1)35.貿易逆差之國家有時會採取貶值政策，然而貶值在短期下常會造成貿易逆差惡化，之後才有可能逐

漸改善，此效應稱之為何？ 

(1)J 曲線（J-curve effect）               (2)拉弗爾曲線（Laffer curve） 

(3)菲力浦曲線（Philips curve）       (4)馬婁條件（Marshall-Lerner condition） 

(4)36.某客戶存入保證金專戶USD50,000，銀行授與USD500,000 之交易額度，依約定客戶未實現損失達保證

金七成以上時，銀行得逕行結清。今客戶在EUR/USD = 1.2190 時買入EUR410,000，則下列何者EUR/U

SD 匯價將是銀行有權逕行結清的可能價位？ A. 1.1590 B. 1.1490 C. 1.1390 D. 1.1290 

(1)A、B、C、D         (2)僅B、C、D        (3)僅C、D        (4)僅D 

(2)37.目前的即期匯率為：USD 1 = JPY 120，EUR 1 = USD 1.40，EUR 1 = JPY 165。如果你有USD 1,000,000 

可以進行三角套利，請問你最多可以有多少美元獲利？ 

(1)17,857        (2) 18,182        (3)19,438        (4) 20,212 

(1)38.假使你預期美元即將大幅升值，並期望從外匯操作中獲利，則下列何種操作方式錯誤？ 

(1)買進美元賣權       (2)買進美元期貨       (3)買進即期美元       (4)買進遠期美元 

(3)39.下列有關外幣選擇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1)賦予買方有權利（而無義務）於將來的到期日，以議定的匯率買賣一固定金額的外幣 

(2)特色在於買方風險有限 

(3)只可以在交易所上市買賣 

(4)基於外匯交易的特性，包含一個貨幣的買權與另一貨幣的賣權 

(1)40.就貨幣模型的觀點而言，匯率決定於本國與外國相對的貨幣需求與供給。因此在假設其他條件不變

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本國貨幣供給的上升會造成本國貨幣的貶值        (2)本國經濟成長會造成本國貨幣的貶值 

(3)外國物價的上漲會造成本國貨幣的貶值                (4)在長期下會偏離購買力平價 

(1)41.假設目前的即期匯率為EUR 1 = USD 1.50，六個月期遠期匯率為EUR 1 = USD 1.48。美元與歐元之六

個月期利率為每年4%與6.0%。若你可以借入10 萬美元或等值的歐元進行套利，請問最多可以獲利多

少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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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3        (2) 957        (3) 1,413        (4)1,749 

(2)42.投資人某日於即期外匯市場以 1 美元 =119.88 日圓的價格買入10 萬美元， 1 個月後結清賣出該10 萬

美元部位，經結算後損失95,000 日圓，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1 個月後1 美元 = 110.38 日圓         (2) 1 個月後1 美元 = 118.93 日圓 

(3)1 個月後1 美元 = 120.83 日圓         (4) 1 個月後1 美元 = 129.38 日圓 

(1)43.關於造成偏離購買力平價的原因，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資本市場未能完全對外開放 

(2)由於經濟發展程度與所得、偏好的不同，各國之物價指數並非採用同一籃的商品 

(3)政府經常對國際貿易的加以干預設限 

(4)跨國投機性熱錢的大幅成長 

(2)44.若一國之中央銀行缺乏獨立性，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容易造成通貨膨脹率的上升           (2)容易造成本國貨幣的升值 

(3)容易融通政府的財政赤字               (4)匯率政策容易受到政治壓力的影響 

(1)45.假設目前新臺幣兌美元的匯率為USD 1 = NTD 35，星巴克中杯拿鐵咖啡在美國的售價為3 美元，而在

臺灣的售價為新臺幣110 元。根據單一價格法則（law of one price），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星巴克拿鐵隱含的匯率為USD 1 = NTD 36.67         (2)星巴克拿鐵隱含的匯率為NTD 1 = USD 0.0286 

(3)美元的價值被高估                                                   (4)美國的星巴克拿鐵價格太高 

(1)46.假設新臺幣從年初的USD1 = NTD 32.00 升值到年底的USD 1 = NTD 30.00。在此一年中臺灣的通貨膨

脹率是2%而美國的通貨膨脹率是6%。請問在此一年中新臺幣的實質價值上升（＋）或下跌（－）了

多少? 

(1)＋2.64%         (2) －2.64%        (3) ＋10.85%        (4)－10.85% 

(1)47.關於新興市場貨幣危機的常見因素，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幣值低估的固定匯率          (2)龐大的外幣負債 

(3)貿易逆差                             (4)大量外資流入股市、房地產的投機 

(3)48.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的統計資料，目前全球交易量最大的貨幣組合依序為下列何者？ 

(1)歐元／美元，美元／瑞士法郎，日圓／美元        (2)美元／日圓，歐元／美元，英鎊／美元 

(3)歐元／美元，美元／日圓，英鎊／美元                (4)英鎊／美元，美元／日圓，美元/港幣 

(3)49.若歐元的即期與180 天期遠期匯率分別為EUR 1 = USD 1.46 與EUR 1 = USD 1.40，則遠期歐元升水（pr

emium）或貼水（discount）的年百分比是多少？ 

(1)升水4.11%        (2)貼水4.29%        (3)貼水8.22%       (4)升水8.58% 

(2)50.美國X 公司向德國的Z 公司進口€1,000,000 的農機設備，並於6 個月後支付貨款。目前的即期匯率為$1.
38/€。X公司決定利用履約價為$1.40/€歐元選擇權進行避險。若6 個月後之即期匯率為$1.36/€，則該公司
在避險後的進口成本是多少？（不考慮權利金之成本） 

(1)$714,286        (2)$1,360,000        (3)$1,380,000         (4) $1,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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