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apter 1
外匯相關法規

1.1 中央銀行法

1.2 管理外匯條例

1.3 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

1.4 銀行業輔導客戶申報外匯收支或交易應注意事項

1.5 保險業辦理外匯業務管理辦法

1.6 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規則

1.2外匯管理條例、1.3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和1.5保險業辦理外匯管
理辦法絕對是本章的學習重點！

法條的理解不是問題，但是各種規範的金額是我們在本章最需要記憶

的。

各位讀者可以先瀏覽一次法條，旁邊有觀念速記 
的部分，是協助各位記住重點。

法條看完後，每一節都有重點整理，在幫各位 
做個總結。常出題的重點都在重點整理中喔！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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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銀行辦理外匯業務 第35條

一、外匯調度及收支計畫之擬訂。

二、指定銀行及其他事業辦理外匯業務，並督導之。

三、外匯之結購與結售。 →外匯的買與賣

四、民間對外匯出、匯入款項之審核。

五、 民營事業國外借款經指定銀行之保證、管理及其清償、稽催之監督。

六、外國貨幣、票據及有價證券之買賣。

七、外匯收支之核算、統計、分析與報告。

看到（外匯），就想到（中央銀行）。 ●

銀行及其他事業申請辦理外匯業務應具備之條件、審查程序、核准指定、

業務範圍、廢止指定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本行定之。

＊只需要中央銀行，不需要金管會出面。

1.1 外匯主管機關》
中央銀行法重要度：★

考題比重：4/466

 1. 依據中央銀行法第35條第2項規定，銀行及其他事業申請辦理外匯業務應具備之條件、審查

程序、核准指定、業務範圍、廢止指定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 (1)行政院金管會會同

中央銀行 (2)行政院金管會 (3)中央銀行 (4)財政部  定之

解答與提示

1.(3)

小試身手

民國103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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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法規解析與整理

外幣保單就是以外幣收付保費的保單，所以除了保險專業之外，首先就是要了解外 ★

匯管理。

外匯（行政）機關是（金管會）；外匯（業務）機關是（中央銀行）。 ★

新臺幣 ★ （五十萬元）以上之等值外匯收支或交易，應依規定申報。

此管理條例最重要的就是罰則的部分，整理如下： ★

 1. 故意違反行政院依（第十九條之一）所為之措施者，處新臺幣（三百萬元）以

下罰鍰。

 2. 違反第六條之一規定，（故意不為申報或申報不實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

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

 3. 以（非法買賣外匯）為常業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與

營業總額等值以下之罰金；其外匯及價金沒收之。

 4. 買賣外匯違反第八條之規定者，其外匯及價金沒入之。

 5. 攜帶外幣出境超過依第九條規定所定之限額者，其超過部分沒入之。

 6. 攜帶外幣出入國境，不依第十一條規定報明登記者，沒入之；申報不實者，其

超過申報部分沒入之。

出境之本國人及外國人，每人攜帶外幣總限額，由（金管會）以命令定之。 ★

旅客或隨交通工具服務之人員，攜帶外幣出入國境者，應報明（海關）登記。 ★

下列國外輸入貨品，應向財政部申請核明免結匯報運進口： ★

 1. 國外援助物資  

 2. 政府以國外貸款購入之貨品  

 3. 學校及教育、研究、訓練機關，接受國外捐贈，供教學或研究用途之貨品 

 4. 慈善機關、團體接受國外捐贈供救濟用途之貨品。

 5. 出入國境之旅客及在交通工具服務之人員，隨身攜帶行李或自用貨品。

經自行提用、購入及核准結匯之外匯，如其原因消滅或變更，致全部或一部之外匯 ★

無須支付者，應依照中央銀行規定期限，（存入或售還中央銀行或指定銀行）。

重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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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法規解析與整理

單元試題練習

 1.（  ） 「管理外匯條例」第3條規定，管理外匯之行政主管機關為 (1)國貿局 (2)財政

部 (3)金管會 (4)交通部

 2.（  ） 「管理外匯條例」第4條規定，政府及公營事業外幣債權、債務之監督與管

理，由_________辦理。 (1)國際貿易主管機關 (2)管理外匯之業務機關 (3)中

央銀行 (4)管理外匯之行政主管機關

 3.（  ） 「管理外匯條例」第5條規定，外國貨幣、票據及有價證券之買賣，由

_________辦理。 (1)經濟部 (2)掌理外匯業務機關 (3)管理外匯之行政主管機

關 (4)國際貿易主管機關

 4.（  ） 「管理外匯條例」第5條規定，調節外匯供需，以維持有秩序之外匯市場，

由_________辦理 (1)管理外匯之行政主管機關 (2)經濟部 (3)金管會 (4)掌理外

匯業務機關

 5.（  ） 「管理外匯條例」第5條規定，指定銀行辦理外匯業務，並督導之，由

_________辦理 (1)金管會 (2)經濟部 (3)掌理外匯業務機關 (4)管理外匯之行政

主管機關

 6.（  ） 「管理外匯條例」第6-1條規定，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之等值外匯收支或交易

申報之事項，有事實足認有不實之虞者，_________得向申報義務人查詢，

受查詢者有據實說明之義務。 (1)國貿局 (2)經濟部 (3)金管會 (4)中央銀行

 7.（  ） 依管理外匯條例第9條規定，出境之本國人及外國人，每人攜帶外幣總限

額，由_________以命令定之。 (1) 財政部 (2) 金管會 (3) 中央銀行 (4) 海關

 8.（  ） 依管理外匯條例第11條規定，旅客或隨交通工具服務之人員，攜帶外幣出入

國境者，應報明_________登記。 (1) 財政部 (2) 金管會 (3) 中央銀行 (4) 海關

 9.（  ） 依管理外匯條例第15條規定，下列哪項國外輸入貨品，應向財政部申請核明

免結匯報運進口？ A.國外援助物資  B.政府以國外貸款購入之貨品  C.學校及

教育、研究、訓練機關，接受國外捐贈，供教學或研究用途之貨品  D.慈善機

關、團體接受國外捐贈供救濟用途之貨品 (1)ABC (2)CD (3)AB (4)ABCD

 10.（  ） 依管理外匯條例第17條規定，經自行提用、購入及核准結匯之外匯，如其

原因消滅或變更，致全部或一部之外匯無須支付者，應依照中央銀行規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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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法規解析與整理

之本息及保證費用 C.外國人及華僑與本國企業技術合作之報酬金D.經政府核

准向國外投資或貸款(1)ABC(2)CD(3)AB(4)ABCD。

 38.（  ）依「管理外匯條例」第15條規定，下列那項國外輸入貨品，應向財政部申請

核明免結匯報運進口：A.國外援助物資 B.政府以國外貸款購入之貨品 C.慈善

機關、團體接受國外捐贈供救濟用途之貨品D.出入國境之旅客，隨身攜帶行

李或自用貨品(1)ABC (2)ACD(3)ABCD(4)BCD。

 39.（  ）依「管理外匯條例」第26-1條規定，國際貿易發生長期順差、外匯存底鉅額

累積或國際經濟發生重大變化時，何者得決定停止第7條、第13條及第17條

全部或部分條文之適用(1)中央銀行(2)立法院(3)總統(4)行政院。

 40.（  ）管理外匯條例第17條規定，經自行提用、購入及核准結匯之外匯，如其原因

消滅或變更，致全部或一部之外會無須支付者，應依照中央銀行規定期限

A.存入指定銀行 B.向中央銀行申報 C.售還給指定銀行D.存入或售還中央銀行

或其指定銀行。 (1)ABC (2)ABD (3)ACD (4)ABCD

解答與提示

1. (3)／ 「管理外匯條例」第3條規定，管理外匯之行政主管機關為（財政部），但是由（金管會）

取代（財政部）之權責。

 2. (4)／ 「管理外匯條例」第4條規定，政府及公營事業外幣債權、債務之監督與管理，由管理外匯

行政主管機關辦理。看到管理外匯條例第4條，就要想到（外匯行政主管機關）。

 3. (2)／ 記憶，外國貨幣、票據及有價證券之買賣，由掌理外匯（業務）機關辦理。看到管理外匯條

例第5條，就要想到（外匯業務機關），就是央行。

 4. (4)／ 記憶，調節外匯供需，以維持有秩序之外匯市場，由管理外匯（業務）機關辦理。看到管理

外匯條例第5條，就要想到（外匯業務機關），就是央行。

 5. (3)／ 「管理外匯條例」第5條規定，指定銀行辦理外匯業務，並督導之，由管理外匯業務機關辦

理。看到管理外匯條例第5條，就要想到（外匯業務機關），就是央行。

 6. (4)／ 看到（外幣），就想到（中央銀行）！

 7. (2)／ 依「管理外匯條例」第9條規定，出境之本國人及外國人，每人攜帶外幣總限額，由（財政

部）以命令定之。現已變更為（金管會）。

 8. (4)／ 雖然看到外幣，要想到中央銀行。但本題重點在（出入國境），就應報明（海關）登記。

 9. (4)／ 依管理外匯條例第15條規定，下列國外輸入貨品，應向財政部申請核明免結匯報運進口：

1.國外援助物資  2.政府以國外貸款購入之貨品  3.學校及教育、研究、訓練機關，接受國外

捐贈，供教學或研究用途之貨品 4.慈善機關、團體接受國外捐贈供救濟用途之貨品。



2
part

考前必看最重點
整理
把PART 1的法規先看過一遍後，接著我們把各法

規最常出現的考試重點再做個最精華總整理。其中

常考的法條、規定及機關、各個規定實施時間點、

各種比例和金額，都幫各位讀者畫線強調加藍字重

點強調。會畫線有強調的，根本就是考題的答案選

項，所以務必要多看幾遍，讓自己有印象，這樣考

試選中正確答案的機率就會大增！最近的考題都偏

向刁鑽，務必要多看幾次常考的答案，釐清其中的

差異，不然考試時真的很容易會被混淆到選不出正

確答案。

這部分的整理是本書別出心裁的精心策劃，花了很

多時間才整理出來。會考的重點才納入，不考的就

刪除不理它！提醒各位讀者，本篇的重點是字字珠

璣，句句精要！想要考試一次過關嗎？趕快進入這

一章節，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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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分類重點整理

各法規必考最重點整理

 2.1　【管理外匯條例】必考

（中央銀行） ★ 的外匯業務：指定銀行及其他事業辦理外匯業務，並督導之。

＊看到(外匯)，就想到(中央銀行)。

外匯行政與業務機關： ★

執掌 管理外匯行政主管機關 掌理外匯業務機關

機關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會） 中央銀行

辦

理

事

項

1.  政府及公營事業外幣債權、債務之

監督與管理；其與外國政府或國際

組織有條約或協定者，從其條約或

協定之規定。

2.  國庫對外債務之保證、管理及其清

償之稽催。

3.  軍政機關進口外匯、匯出款項與借

款之審核及發證。

4.  與中央銀行或國際貿易主管機關有

關外匯事項之聯繫及配合。

5.  依本條例規定，應處罰鍰之裁決及

執行。

1.  外匯調度及收支計畫之擬訂。

2.  指定銀行辦理外匯業務，並督導

之。

3.  調節外匯供需，以維持有秩序之外

匯市場。

4.  民間對外匯出、匯入款項之審核。

5.  民營事業國外借款經指定銀行之保

證、管理及清償稽、催之監督。

6.  外國貨幣、票據及有價證券之買

賣。

7.  外匯收支之核算、統計、分析及報

告。

實

務

處

理

1.  出境之本國人及外國人，每人攜帶

外幣總值之限額，由（金管會）以

命令定之。

2.  央行應將外匯之買賣、結存、結欠

及對外保證責任額，按期彙報（金

管會）。

＊ 下命令、下規定的就是行政作業，

就是金管會。

＊ 在查詢、處理處置的，就是業務作

業，就是央行。

1.  依規定申報之事項，有事實足認有

不實之虞者，（中央銀行）得向申

報義務人查詢，受查詢者有據實說

明之義務。

2.  剩餘外匯處置：經自行提用、購入

及核准結匯之外匯，如其原因消滅

或變更，致全部或一部之外匯無須

支付者，應依照中央銀行規定期

限，（存入或售還中央銀行或其指

定銀行）。

（新臺幣五十萬元） ★ 以上之等值外匯收支或交易，應依規定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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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真模擬試題

3-1 外幣保單逼真模擬試題 第一回

3-2 外幣保單逼真模擬試題 第二回

3-3 外幣保單逼真模擬試題 第三回

3-4 外幣保單逼真模擬試題 第四回



Part 3.　逼真模擬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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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幣保單逼真模擬試題第一回

 共 50題，答對 35題以上就會及格喔！

No.1	□
保險業管理資產時，應考量何項？並分析資產與負債之關係，確保有足夠之清

償能力。

(A)資產與負債　(B)負債及風險　(C)成本與收益　(D)風險及報酬

No.2	□
人身保險業自101年7月1日起新銷售之人壽保險單，計提責任準備金之生命表
應以

(A)臺灣壽險業第五回經驗生命表為基礎

(B)得自行決定

(C)國民生命表為基礎

(D)臺灣壽險業第四回經驗生命表為基礎

No.3	□
「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第5條規定，團體每筆結匯金額達多少以上之匯
款，申報義務人應檢附與該筆外匯收支或交易有關合約、核准函等證明文件，

經銀行業確認與申報書記載事項相符後，始得辦理新臺幣結匯

(A)五十萬美元　(B)五百萬美元　(C)一百萬美元　(D)十萬美元

No.4	□
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死亡保險，依保險期限區分，分為

(A)終身保險、聯合終身保險及定期保險

(B)定期保險及終身保險

(C)終身保險及限期繳費終身保險

(D)短期保險及長期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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