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金融研訓院第 30屆初階外匯人員專業能力測驗試題 

科目：進出口外匯業務   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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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試卷之試題皆為單選選擇題，請選出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答案卡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節以零分計算。 

1.依管理外匯條例規定，管理外匯的業務主管機關為何？  
(1)財政部  (2)經濟部  (3)中央銀行 (4)金融監理委員會  

2.就出口商而言，下列何種付款方式須承擔較大的風險？  
(1)O/A (2)L/C (3)D/P (4)Advance of Payment  

3.有關 UCP600，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係於 2007年 7月起實施   
(2)為國際商會編號第 600 號出版物  
(3)e UCP為 UCP之補充篇，應配合 UCP共同使用  
(4)ISP98為其實務補充，明確並詳盡解釋這些規則在實務上的運用  

4.向開狀銀行提示之單據均符合信用狀要求且構成符合之提示，但申請人表示此批貨物尚未完成驗收而不願付
款，開狀銀行是否可以此理由拒付？  
(1)開狀銀行應以單據為本，故不得拒付 (2)申請人不願付款，故可以拒付  
(3)開狀銀行得以待申請人驗收完成再行付款 (4)開狀銀行可自行決定是否拒付  

5.以任何方式(含 SWIFT)開發之信用狀均一律註明適用 UCP 或 eUCP，是依據： 
(1)UCP600 (2)eUCP (3)SWIFT user handbook (4)SWIFT notebook  

6.依 ISBP所敘明之實務，下列何者承擔其簽發或修改信用狀之指示因曖昧不明而導致的風險？  
(1)beneficiary (2)applicant (3)advising bank (4)negotiating bank  

7.有關開發賣方遠期信用狀（seller's usance）之額度與限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只要有開狀額度（不論即／遠期） (2)須要有即期開狀額度  
(3)須要有遠期開狀額度，但期限不限 (4)須要有遠期開狀額度，且期限須於批覆之短放期限內  

8.依 UCP600規定，下列有關信用狀作業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如信用狀未規定可否部分裝運時，部分裝
運是允許的  B.如信用狀未規定可否轉運時，轉運是允許的  C.如信用狀未規定可否轉讓時，轉讓是允許的 
(1)A與 B (2)A與 C (3)B與 C (4)A、B與 C  

9.以 MT700 開發信用狀時，倘於 47A欄位填列提示電子紀錄之電子位址，其電子位址之＠應以下列何者取代？ 
(1)UNDERSCORE (2)AT (3)IN (4)ON  

10.辦理信用狀項下之擔保提貨，係下列何者對船公司就提領貨物之金額負無限責任之保證？  
(1)開狀銀行 (2)出口商 (3)進口商 (4)船長  

11.依 UCP600 規定，信用狀受益人對同一修改書內若干修改事項僅為部分接受者，視為對該修改書：   
(1)全部之接受 (2)部分之接受 (3)全部之拒絕 (4)部分之拒絕  

12.依協會貨物保險條款，倘已投保 Institute Cargo Clauses(A) 協會貨物保險條款(A) 時，尚可附加下何種條款？ 
(1)Institute War Clauses(CARGO)協會貨物保險兵險條款  
(2)Institute Cargo Clauses(AIR)協會貨物保險條款(航空險)  
(3)Institute Cargo Clauses (C)協會貨物保險條款(C)  
(4)Institute Cargo Clauses (B)協會貨物保險條款(B)  

13.在 CIF 貿易條規下，提單上須加註下列何種文句？  
(1)FREIGHT PREPAID  (2)FREIGHT COLLECT  
(3)FREIGHT TO BE PREPAID (4)FREIGHT TO BE COLLECTED  

14.指定銀行辦理 MASTER L/C 之押匯時，應如何掣發交易單證？  
(1)應以MASTER L/C全額掣發交易單證  
(2)應以MASTER L/C與 LOCAL L/C 之差額掣發交易單證 
(3)應以 LOCAL L/C 金額掣發交易單證  
(4)應以MASTER L/C與 LOCAL L/C 之合計總額掣發交易單證  

15.依 ICC 國際商會之意見，下列何者為非單據化條件？  
(1)船公司出具船舶船齡未逾十年之證明書  
(2) SHORT FROM B/L NOT ACCEPTABLE 
(3) SIGNED PACKING LIST IN 3 COPIES SHOWING QUANTITY  
(4) DEMURRAGE FOR GOODS SHIPPED PRIOR TO L/C ISSUANCE ARE FOR BENEFICIARY ACCOUNT  

16.依據 SWIFT User Handbook ，倘拍發 MT740 之 71A 欄位未填列，則表示補償費用由下列何者負擔？ 
(1)開狀銀行 (2)補償銀行 (3)求償銀行 (4)受益人  

17.有關開發信用狀時通知銀行之選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由受益人指定；受益人未指定時由申請人指定之 
(2)開狀銀行應以回扣最多為選擇通知銀行之標準，而不問該地有無海外分行 
(3)原則上由申請人指定，申請人未指定或指定之通知銀行不是通匯行時才由開狀銀行指定之 
(4)原則上由受益人指定，受益人未指定或指定之通知銀行不是通匯行時才由開狀銀行指定之 

18.依 UCP600 規定，有關進口單據到單之審查，下列何者非屬商業發票應記載之事項？ 
(1)抬頭人 (2)保險金額 (3)貨物說明 (4)貿易條件與商業發票金額  

 



19.有關「信用狀修改」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倘修改信用狀之金額超過授信額度，則須先申請變更授信條件，獲核准後，始得修改信用狀 
(2)倘某一條款之修改涉及其他項目時，應同時修改 
(3)MT707 電文之 21欄位倘無資料時，可免填列 
(4)倘所拍發之MT707 電文不視為可憑使用之信用狀修改書，則 79欄位必須註明「DETAILS TO FOLLOW」
或類似用語 

20.依 UCP600 規定，下列何種運送單據須提示運送單據上表明之全套正本？  
(1)提單 (2)公路運送單據 (3)快遞收據 (4)航空運送單據  

21.信用狀規定 DRAFTS AT 90 DAYS AFTER SIGHT 且 INTEREST IS FOR BENEFICIARY’S ACCOUNT, WE 
UNDERTAKE TO ACCEPT AND PAY AT MATURITY，請問開狀銀行應對提示銀行之補償為何？  
(1)即期付款 (2)到期始付本金 (3)到期同時支付本金與利息 (4)到期只付利息  

22.進口即期信用狀單據到達，在進口商尚未贖單前，銀行墊付之信用狀款項應以下列何項會計科目列帳？ 
(1)進口押匯 (2)短期放款 (3)承兌匯票 (4)應收承兌票款  

23.依 URC522 規定，提示銀行於進口商做成承兌匯票時，應負檢視下列何項之責任？  
(1)簽字之真實性   (2)簽字人之權限   
(3)簽字人是否已獲授權   (4)匯票承兌型式外觀顯示完整及正確 

24.倘海運提單受貨人欄作成「to order 託收銀行」，則下列何者應在提單背面背書？  
(1)託收銀行 (2)代收銀行 (3)出口商 (4)進口商  

25.託收統一規則（URC522）中所稱之商業單據，不包括下列何者？  
(1)發票 (2)包裝單 (3)匯票 (4)提單  

26.國外託收銀行寄來一筆 D/A 託收文件，在匯票上寫著"AVALIZED BY YOUR GOOD BANK"，如果代收銀行接
受則表示代收銀行應負何種責任？  
(1)如果進口商到期不付，代收銀行沒有責任 (2)如果進口商到期不付，幫忙申請拒絕證書  
(3)如果進口商到期不付，代收銀行保證付款 (4)如果進口商到期不付，向國外託收銀行發拒付通知  

27.依 URC522 規定，託收統一規則文字中出現「當事人」一辭時，並不包括下列何者？  
(1)委託人 (2)託收銀行 (3)代收銀行 (4)付款人  

28.出口託收匯票之付款人，原則上以下列何者為限？  
(1)進口商 (2)託收銀行 (3)代收銀行 (4)提示銀行  

29.託收指示之託收條件表明 D/P，其匯票為遠期者，若無進一步之指示，代收銀行應如何處理？  
(1)憑匯票承兌後即行交付單據 (2)請付款人先承兌，但須付款後始得交付單據  
(3)待匯票到期後始得交付單據 (4)銀行得洽詢預備人，並聽從預備人之指示辦理  

30.依 URC522 規定，如提示銀行未於通知拒絕付款或拒絕承兌後幾日內接獲託收銀行之指示，得將單據退回所由
收受託收指示之銀行？  
(1)7日內 (2)10日內 (3)30 日內 (4)60 日內  

31. D/A 託收案件中，遠期匯票如以 At 30 days after date 表示時，其到期日之計算，下列何者正確？  
(1)為見票日後起算 30天 (2)為發票日後起算 30 天 (3)為裝運日後起算 30天 (4)為付款日後起算 30天  

32.依 URC522 規定，有關部分付款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跟單託收之部分付款僅於託收指示書特別授權時，始得受理  
(2)除另有指示外，提示銀行僅於收妥全部款項後，始得將單據交予付款人  
(3)光票託收之部分付款，一律不得辦理  
(4)單據僅於收妥全部款項時，始交予付款人  

33.如貨物以代收銀行為受貨人，代收銀行並依據託收銀行之指示安排貨物之交付時，所產生之一切損失以及支出
應由下列何者對該代收銀行負補償之責？  
(1)進口商  (2)出口商  
(3)託收銀行  (4)由進口商、出口商及託收銀行三者共同負責  

34.美國託收銀行之託收指示書如載明「未獲付款時，須作成拒絕證書 (PROTEST)」時，且我國代收銀行亦同意
辦理，則其拒絕證書之製作應依下列何種規定辦理？  
(1)我國票據法 (2)進出口商之合約 (3)美國商法 (4)信用狀統一慣例  

35.受理進口託收之外幣幣別如為代收銀行未掛牌者，其匯率風險應由下列何者承擔？  
(1)託收銀行 (2)提示銀行 (3)付款人 (4)代收銀行  

36.以間接保證方式（四角關係）開發 Guarantee 時，下列何種保證稱之為 "COUNTER-GUARANTEE"？ 
(1)投標保證 (2)基礎契約保證 (3)相對保證 (4)補償約定保證  

37.指定銀行簽發保證函承諾 To pay upon receipt of beneficiary's first demand in writing and written statement 其意係
指下列何者？  
(1)簽發銀行得以委任人倒閉為由拒付  
(2)簽發銀行僅有 secondary obligation  
(3)簽發銀行收到受益人書面之兌付要求及聲明時必須即期付款  
(4)受益人須提示法院所出具委任人違約或不能付款之證明，簽發人始負起付款的義務  

38.依 ISP98 規定，下列何者為擔保函之性質而無須敘明？  
(1)不可撤銷及跟單 (2)不可撤銷及無跟單 (3)可撤銷及跟單 (4)可撤銷及無跟單  

39.有關外幣保證業務應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避免開發” Freely Negotiable”之保證函 (2)不宜規定 to expire at our counter  
(3)除債權十足擔保，不宜承作可自動展期之保證函 (4)除債權十足擔保，不宜承作可循環使用之保證函  

 



40.有關即付保證函統一規則(URDG758)，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審查及拒付之時限為 3 個營業日 (2)強調保證函之文義性  
(3)自 2010年 7月 1 日起實施 (4)強調保證函之獨立性  

41.於營建或工程標的完工一定期間，承包商依約定負責標的物之維修等，所提供之保證，稱為下列何者？ 
(1)投標保證 (2)預付款保證 (3)保固保證 (4)記帳保證 

42.依 UCP600 規定，通知銀行之通知信用狀，是依開狀銀行之何種關係而為之？  
(1)委託  (2)授權 (3)借貸  (4)保證  

43.在受益人向通知銀行表達其不願接受修改書內容時，通知銀行應將其意思表示傳達給何者？ 
(1)保兌銀行 (2)開狀申請人 (3)押匯銀行 (4)所由收受修改書之銀行 

44.依 UCP600 規定，自由讓購之可轉讓信用狀，係以下列何者為轉讓銀行？  
(1)開狀銀行  (2)補償銀行  
(3)通知銀行  (4)經信用狀特別授權辦理轉讓且轉讓信用狀之銀行  

45.信用狀經保兌後，如該信用狀無特別指示，則該信用狀項下之單據應向下列何者提示？ 
(1)保兌銀行 (2)開狀銀行 (3)通知銀行 (4)押匯銀行  

46.有關 LOCAL L/C，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出口商所根據國外的MASTER L/C，須為不可轉讓者，始得辦理轉開 LOCAL L/C  
(2)受益人不願其國外買主和國內工廠有直接接觸之機會，可透過轉開信用狀來達到目的  
(3) LOCAL L/C規定之單價得低於MASTER L/C規定之單價  
(4) LOCAL L/C規定之有效期限得早於MASTER L/C 規定之有效期限  

47.信用狀分別轉讓予甲、乙二者，對於轉讓後之修改書，如甲拒絕修改書，但乙接受修改書，則該受讓信用狀是
否已修改？ 
(1)對於甲屬未修改，乙屬已修改 (2)對於甲屬已修改，乙屬未修改  
(3)對甲、乙而言皆未修改  (4)對甲、乙而言皆為已修改 

48.依 UCP600 規定，除信用狀另有規定外，保險單據須與信用狀同一貨幣表示，且保險最低投保金額視情形為貨
物之 CIF 或 CIP 價值加計多少百分比？  
(1)百分之五 (2)百分之十 (3)百分之十五 (4)百分之二十  

49.依 UCP 及 ISBP所敘明之實務，審查商業發票時，下列何種情形不為銀行所接受？  
(1)由信用狀標名之受益人所簽發  
(2)除信用狀另有規定外，須以開狀申請人為抬頭人  
(3)發票之標題冠以「pro-forma」或「provisional」字樣  
(4)信用狀要求提示商業發票（Commercial Invoice），受益人提示發票（Invoice）  

50.依 ISBP 所敘明之實務，匯票以文字所表示之金額應正確反映以數字表示之金額，且表明信用狀所敘明之幣別。
如兩者抵觸時，應以何金額為審查基準？ 
(1)文字與數字二者金額較大者 (2)文字與數字二者金額較小者  
(3)數字  (4)文字  

51.依 UCP600 有關符合之提示（complying presentation）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指僅依照信用狀條款所為之提示  
(2)指僅依照 UCP相關之規定所為之提示  
(3)指僅依照信用狀條款及 UCP相關之規定所為之提示  
(4)指依照信用狀條款、UCP 相關之規定及國際標準銀行實務所為之提示  

52.有關我國銀行辦理出口押匯之性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銀行通常比照一般授信業務處理程序核給客戶一出口押匯額度  
(2)出口押匯係押匯銀行以資金協助出口廠商融資或墊款之授信業務  
(3)若押匯單據被開狀銀行拒付時，押匯銀行可憑出口押匯申請書及押匯總質權書向出口商追回押匯墊款  
(4)若押匯單據被開狀銀行拒付時，出口商可主張出口押匯係屬無追索權之賣斷業務，押匯銀行不得主張押匯
款項之返還 

53.保結押匯的保結書係出口商與下列何者之協議？ 
(1)開狀銀行 (2)押匯銀行 (3)保兌銀行 (4)託收銀行  

54.海運提單上以預先印定措辭表明貨物業已於信用狀敘明之裝載港裝運於標名之船舶且不須加註裝載註記，則提
單上之何種日期將視為裝載日期及裝運日期？  
(1)簽發日期 (2)接管日期 (3)收取貨物日期 (4)收取單據日期    

55.依 UCP600 規定，「ON OR ABOUT」如經使用，銀行將解釋為規定事件應在特定期日前後幾曆日之期間內（含
首尾日）發生？ 
(1)4 (2)5 (3)6 (4)7  

56.除信用狀另有規定外，下列何種保險單據，銀行將不予接受？  
(1) Insurance policy   (2) Insurance certificate under an open cover  
(3) Insurance declaration under an open cover (4) Cover notes  

57.如信用狀規定” This credit is available with us”係指該信用狀僅能在下列哪一銀行使用？ 
(1)開狀銀行  (2)指定銀行  
(3)通知銀行  (4)任何銀行  

58.依據 UCP600 之規定，開狀銀行、保兌銀行或依指示而行事之指定銀行，應各有自提示日之次日起最長幾個銀
行營業日之時間，以決定提示是否符合？ 
(1)三 (2)五 (3)七 (4)十  
 



59.海運提單就其表面顯示已表明運送人名稱，且業經下列人員簽署或以其他方式確認，而下列何者非屬得簽署海
運提單者？ 
(1)運送人 (2)傭船人 (3)船長 (4)代表運送人之標名代理人  

60.依「銀行間辦理轉押匯業務合作要點」，下列何者錯誤？ 
(1)第一押匯銀行負責單據審查 (2)第二押匯銀行負責點收單據並寄單求償  
(3)拒付時，應先由第二押匯銀行負責向開狀銀行交涉 
(4)第二押匯銀行兼保兌銀行時，不適用本權責劃分要點  

61.有關銀行間補償之安排，倘敘明補償係依國際商會銀行間補償統一規則，其代號為何？  
(1)UCP600 (2)URC522 (3)ISP98 (4)URR725  

62.有關保險單據，下列何者情況將視為瑕疵？  
(1)保險單簽發日期早於提單裝運日期 (2)保險單簽發日期與提單裝運日期為同一日  
(3)在信用狀未規定保險應投保金額之情形下，保險金額為發票金額  
(4)保險單上貨物之說明係以不與信用狀說明抵觸之統稱敘明  

63.依 UCP600 規定，信用狀未規定礦砂之數量（數量單位為噸）不得增加或減少，受益人於裝運時多裝了百分之
五之數量，則其動支之金額應為信用狀金額之多少而視為符合之提示？  
(1)100% (2)105% (3)110% (4)120%  

64.倘信用狀未規定，依 UCP600 及 ISBP，下列何者為商業發票必須記載之項目？  
(1)受益人之簽字  (2)單價，如信用狀中已有敘明時  
(3)簽發日期  (4)信用狀未規定之貨物  

65. UCP600 對下列何種運送單據未規範轉運（Transhipment）之規定？  
(1)提單（bill of lading）  (2)傭船提單（charter party B/L） 
(3)複合運送提單（Multimodal transport B/L） (4)航空提單（Air Waybill）  

66.依 UCP600 規定，如海運提單未表明信用狀敘明之裝載港為裝載港，且提單"pre-carriage by"欄位載有一前置之
運送工具，則裝載註記應含有的項目不包括下列何者？  
(1)貨物業已裝載之日期 (2)裝載港 (3)收貨地 (4)載該等貨物之船名  

67.在信用狀作業，有關匯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除受讓信用狀(transferred credit)外，匯票之發票人應為信用狀受益人  
(2)信用狀之簽發其使用不可要求以開狀申請人為匯票之付款人  
(3)匯票上資料之任何更正皆不得接受，縱經受益人以加註簽字或簡簽之方式確認  
(4)匯票之期限須依據信用狀規定  

68.銀行外匯業務中所稱之 FORFAITING 係指下列何者？  
(1)遠期信用狀賣斷 (2)即期信用狀賣斷 (3)出口應收帳款承購 (4)出口應收帳款承兌  

69.台斤貿易公司的主要買方在孟加拉，雖然每年下的訂單量都很大，但全都是 120 天期以上之遠期信用狀，在
台灣很少有銀行願意對該地區之遠期信用狀辦理押匯，再加上台斤貿易公司在其往來銀行之出口押匯額度亦日
漸不敷使用，使得該公司大感苦惱。請問：下列何種方法最適合來解決該公司目前之困境？  
(1)打包放款 (2)應收帳款承購 (3)遠期信用狀賣斷 (4)電子信用狀預支價金  

70.銀行辦理無追索權之應收帳款承購，其實只承擔買方之信用風險，而買方之信用風險並不包括下列何者？  
(1)買方破產或重整 (2)買方主張貨品有瑕疵 (3)買方停止營業 (4)買方被拒絕往來  

71.出、進口帳款承購間所簽訂之書面協議若與國際應收帳款承購統一規則(GRIF)互相牴觸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書面協議優先於規則(GRIF) (2)規則(GRIF)優先於書面協議  
(3)由出口帳款承購商決定優先次序 (4)由進口帳款承購商決定優先次序  

72.有關辦理 FACTORING 業務，下列何者非 Single-Factor 之當事人？  
(1)供應商(賣方) (2)債務人(買方) (3)出口帳款承購商 (4)進口帳款承購商  

73.依中央銀行規定，指定銀行辦理外幣保證業務，其承作對象以下列何者為限？  
(1)國內顧客 (2) OBU客戶及國外顧客 (3)國內、外顧客 (4)開立 OBU支票存款之顧客  

74.指定銀行受理公司、行號、團體辦理涉及人民幣跨境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及直接投資人民幣買賣，其交易種類
不包含下列何者？  
(1)即期外匯交易 (2)遠期外匯交易 (3)換匯交易 (4)期貨、選擇權交易 

75.客戶以新臺幣結購外匯支付信用狀進口貨款，指定銀行應掣發何種單證？  
(1)其他交易憑證 (2)進口結匯證實書 (3)買匯水單 (4)進口交易日報  

76.銀行開發進口信用狀，憑辦文件為何？ 
(1)應憑國外出口商提供之交易單證辦理 (2)應憑國內進口商提供之交易單證辦理  
(3)應憑國外銀行所提供之交易單證辦理 (4)無需提供交易單證  

77.指定銀行憑國內廠商申請開發外幣信用狀，其受益人為國內另一廠商且輸入國與輸出國至少有一方為外國或大
陸地區時，該信用狀受益人或申請人可否申請辦理外幣貸款？  
(1)受益人、申請人均可  (2)受益人、申請人均不可  
(3)受益人可、申請人不可  (4)受益人不可、申請人可  

78.指定銀行辦理在台灣押匯、但貨品為大陸出口者之業務屬下列何種交易？  
(1)實質出口貿易 (2)三角貿易 (3)有形貿易 (4)實質進口貿易  

79.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辦理外幣應收帳款承購業務時，其承做對象與承做範圍限制為何？  
(1)境外客戶；外幣應收帳款，並應以外幣收付 (2)境外客戶；外幣應收帳款，以新臺幣或外幣收付 
(3)境內、外客戶；外幣應收帳款，並應以外幣收付 (4)境外客戶；新臺幣應收帳款，並應以新臺幣收付 

80.依中央銀行規定，憑國外開來的出口主信用狀轉開之國內外幣信用狀，其押匯的交易單證匯款國別為何？ 
(1)進口國 (2)本國 (3)主信用狀之開狀國 (4)無需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