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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度 2 0 0 0 0 國貿業務丙 術士 能檢定學科測試試  

本試卷 擇 80 ，每 1.25 分，皆為單 擇 ，測試時間為 100 分鐘，請在答案卡 作答，答錯不

扣 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准考證 碼  

    

單  

1 . (3) 貿易從業人員經手的國外客戶資料時， 列何者 確？ 未經公司許 大 宣傳 售給 單業者

應保守機密 售給競爭 業  

2 . (4) 出口商 物 運出口 ，應立即 出 船 知的目的， 列何者錯誤？ 買方付款 買方預售 物

便 買方投保 便 賣方投保  

3 . (4) 在商品買賣風險中， 列何者為常見的非市場風險？ 市場索賠 仿冒品及假 風險 消 者拒買

外匯 換損失  

4 . (3) 一般而言 列何者不屬 孕婦 危害之作業或場所？ 經常變換高 之工作姿勢 暴露游 輻射

工作 地面 坦 未濕滑且無未固定之線路 經常搬抬物件 階 或 架  

5 . (4) 列何者並非貿易實務 常見的索賠？ 買賣索賠 運輸索賠 保險索賠 匯 損失索賠  

6 . (3) A: I've go t an appointmen t wi th Mr. Sm ith. B: _________ What tim e was it？ When do y ou have in 

mind？ When is he expecting you？ What time would be convenient？  

7 . (1) 依據 UCP600之規定，信用狀不得變更何種條件轉讓？ 物數量 押匯期限 船期限 交易金  

8 . (3) 國暫准 關證之簽證及保證機構為 進出口商業公會 國貿局 中華民國 外貿易 展協會 海

關  

9 . (3) 進口 告品及 樣， 完稅價格在新臺幣多少元 者， 徵進口關稅？ 15,000 元 6,0 00 元 12,

000 元 10,000 元  

10. (2) 如信用狀要求的運送單據為航空運送單據，則適用 列何種貿易條件？ FOB FCA CIF FA S  

11. (4) 出口商辦理押匯時，填寫匯出匯款 請書的目的 常為支付 運 現息 保險 佣金  

12. (4) We have instructed our bankers to ____ the L/C. revised settle cor rect ing amend  

13. (1) We specia liz e in  ______ footwear. fash ionable and af fordable fashion  and cheap beauti ful des igne

d elegance and inexpensive  

14. (2) 某項出口報價 7 25 日 郵寄形式送 進口商，但在 前的 7 2 3 日，出口商 一傳真告知進口

商，報價無效， 行為屬 一項新報價 報價的撤回 報價的修改 報價的撤銷  

15. (1) 列何者非目前 國出口 物 關手續中之必要流程？ 繳納關稅 驗 行 收單  

16. (1) 在執行業務的過程中， 主或客戶之不當指示或要求， 列處理方式何者適當？ 予 拒絕或勸

即使 損公共利益，但只要損害程度不高，仍 意 基 升 或業 考量只能照辦 勉予 意  

17. (2) 在生物鏈越 端的物種 體 累積持久性 機污染物(PO Ps)濃度 越高，危害性也 越大， 是說明

POPs 列何種特性？ 半揮 性 生物累積性 持久性 高毒性  

18. (1) 票 收係指 何種單證 銀行 為收款？ Financ ial Documents Transport Documents Comm

ercial Documents Contract Documents  

19. (4) 若買方 供樣品請賣方按樣品 做，為避 來品質糾 ，賣方最好 供 sel ler's  sample advance 

sample shipment sample counter sample  

20. (2) 經濟部能源局的能源效率標示分為幾個等 ？ 3 5 1 7  

21. (2) 依環境基本法第 3 條規定，基 國家長期利益，經濟 科 及社會 展均應兼顧環境保護 但如果經

濟 科 及社會 展 環境 嚴重不良影響或 危害時，應 何者優 ？ 經濟 環境 社會 科  

22. (2)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bbreviations is not related to companies? Corp. Enc. Co. Ltd.  

23. (3) 列何種 運條件 出口商安排船期較 彈性？ Prompt  Sh ipment Immedia te  Sh ipment Shipmen t

 during July Shipment on 20th July  

24. (1) 為了節能與降 電 的需求，家電產品的 確 用應 如何？ 優 用 得節能標章的產品 設備

沒 壞，還是堪用，繼續用，不會增 支出 用能效分 數字較高的產品，效率較高，5 的比 1

的電器產品更省電 用高 率的產品效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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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 信用狀 容出現 This Credit is available with any bank by negotiation ，表示 信用狀係 自 讓

購信用狀 信用狀 限押信用狀 直接信用狀  

26. (4) 在國際貿易過程中， 能出現進口商藉故不開 信用狀之情況， 一風險稱為 治風險 法 風險

匯 風險 信用風險  

27. (3) 儘管原物料價格 漲， 仍維持原價 (譯 英文) Despi te pr ices of raw ma teria ls have  risen, our  

prices remain unchanged Raw material prices have raised, but we maintain our existing prices. In s

pite of  the  ri se in  raw  mater ial  pr ices, we  main tain our  exis ting p rices. Al though price s of raw mate ri

als have decreased, we maintain our old prices.  

28. (3) 在信用狀未規定 運數量不得增 或減少時， 列何種計算單 容許 5% 差異？ SETS DO Z

EN TONS CARTONS  

29. (2) We sen t you a fax on Oc tober  12 ___ some informa tion about  your notebook compute rs. re quest req

uesting requests requested  

30. (1) 凡廠商與銀行每次 結匯行為 生時，都應 結匯證實書 出口押匯 定書 質押權利 設定書

保結書  

31. (2) 依據 UCP600之規定，若保險單之生效日期較 單 船日期為遲時， 常 理單證的銀行 如何處理？

照單 收 拒絕接 留待 知 不置 否  

32. (1) 依據 Inco terms  2010 之規定，CIF條件 若貿易契 中未明訂投保種類，賣方 少應投保協會 物保

險條款之 列何種條款？ (C)條款 TLO (A )條款 (B )條款  

33. (2) 營業秘密 分為 術機密 與 商業機密 ， 列何者屬 商業機密 ？ 生產製程 客戶 單

產品配方 設計圖  

34. (4) 列何者非屬應 在職勞工 行之健康檢查？ 一般健康檢查 特定 象及特定項目之檢查 特殊

健康檢查 體格檢查  

35. (3) 進口 物完稅價格之核估， 外匯價格之匯率係 列何者換算？ 報關當日 報關前一個 中間日

報關前一旬中間日 報關前一日  

36. (1) 關樣品之 用， 列何者較適當？ 中等 均品質者為宜 特製之樣品才能吸引客戶 用 樣

品也無妨 買方樣品為宜  

37. (4) 列 商務仲裁之 述何者錯誤？ 用 廉 保密性 公信力 不 法 效力  

38. (3) 職業安 衛生法所稱 母性健康危害之 之工作，不包括 列何種工作型態？ 長時間站立姿勢作業

人力 搬運及推拉重物 駕駛運輸車輛 輪班及夜間工作  

39. (4) 依能源局 指定能源用戶應遵行之節 能源規定 ， 列何場所未在 管制之範圍？ 旅館 美容美

髮店 餐廳 家  

40. (4) 在五金行買來的強力膠中，主要 列哪一種會 人體產生危害的化學物質？ 乙苯 醛 乙醛

苯  

41. (4) 木材交易宜採用 列哪種方式 定品質？ 說明書 標準品 樣品 良好適銷品質  

42. (4) 出口商如遇奈及利亞商人自行攜帶信用狀來 採購時，較佳之處理方式為 只要能 示 L/C 規定之

單據應 沒 問 只要是 轉讓 L/C 應為陷 L/C 是付款保證，因 接 因 L/C 未經銀行

知， 斷 真偽，礙 接  

43. (2) 國現行 請 出進口廠商的最 資本 限為新臺幣 6 百萬 無限制 5 百萬 4 百萬  

44. (3) 表公司招待國外客戶時， 列何者錯誤？ 尊重客戶文化背景 瞭解客戶 無飲食禁忌 強行

要求客戶接 國習俗 注意國際禮儀  

45. (4) 依進出口 物預行報關處理準則之規定，進口商得 載運船舶抵 前幾日 持 關文件向海關預行報

關？ 日 日 五日 五日  

46. (2) 開狀銀行 電傳 Tele-transm ission 方式開 L/C，一般不含 列何種方式？ TELEX FAX CA BL

E SWIFT  

47. (3) 目前進口 物 海關 徵之營業稅稅率為 萬分之五 千分之一 百分之五 千分之五  

48. (4) 輸入國家 中華民國輸出之 物或運輸工 所 載之 物，給予差 待遇，使中華民國 物或運輸工

所 載之 物較 他國家在 國市場處 不利情況者， 國輸出之 物或運輸工 所 載之 物，

運入中華民國時，除依海關進口稅則徵收關稅外， 部得決定另徵適當 機動關稅 反傾銷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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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稅 報復關稅  

49. (4) 國貿實務 交易價格為 CIF C5 Seat tle， 中 C5 意指價格中包含了 分 5 次給付價金 佣金 5 運

保 5% 佣金 5%  

50. (4) 船公司報出 ALL IN 之運 時， 列何者不包括在 ？ 幣值附 基本 率 轉船附屬

櫃處理  

51. (4) 列 關買方填寫信用狀開狀 請書之要領，何者不適宜？ 要符合 府法 必要 項 載清楚

符合買賣契 條件 契 容 部 載 信用狀  

52. (1) 物須 種 不 運輸工 才能到 目的地時所簽 涵蓋 程的運送單據稱為 複合運送單據

海運 單 傭船 單 攬運送人簽 之運送單據  

53. (4) 最適合 角貿易使用的信用狀是 色條款信用狀 擔保信用狀 撤銷信用狀 背 背信用狀  

54. (3) 信用調查項目中的 C 指的是 a.Cha racter b.Condi tion c. Clea rance d.Coopera tion e.Capac it

y f.Capital 中的哪 項？ abc abd ae f bdf  

55. (4) You wil l unders tand that we  must  increa se sa les by d ist ribut ing through as many ___ as  pos sible. con

tacts consignees factories outle ts  

56. (2) 出口商 基隆出口一批家 香港， 列何者為 確的貿易條件？ CIF 基隆 FO B 基隆 FOB 香

港 DAT 基隆  

57. (1) 依 國海商法規定，船舶失蹤經相當時間而無音訊，係屬 推定 損 單獨海損 共 海損 實際

損  

58. (1) 一般的 物水險保單都是屬 航程保單 航空保單 定期保單 增值分 保單  

59. (2) 列何者不是辦理進口簽證之機關？ 科學園 管理局 標準檢驗局 工出口 管理處 國際貿

易局  

60. (3) FAQ 定品質之方式適用 電子產品 衣 產品 機 產品之交易  

61. (1) 列 關 術士證照及證書的使用原則之敘述，何者錯誤？ 為了賺 外快， 個人 術證照借

予他人 業證書 得不易，不應租予他人營業使用 個人 業 術士證照或證書，只能用 符合特

定 業領 及執業用途 得 術士證照或 業證書 ，仍需繼續積極吸收 業知識  

62. (4) 國各項 外貿易法規之母法為 出進口廠商管理辦法 輸出管理辦法 輸入管理辦法 貿易法  

63. (3) 美國 外貿易定義 FOB 之解釋分為 5 種 7 種 6 種 4 種  

64. (3) 海運 單的表面條款 載 one of which being accomplished, the others to stand void ，若 行份數

為 4 份，則當 出幾份時， 餘海運 單變 無效？ 3 份 4 份 1 份 2 份  

65. (3) 當進口 物較押匯單證 本 到 進口地，而進口商又急需 時， 用 列何種方式辦理 ？

副 單背書 單 擔保 供擔保品  

66. (1) 協會航空 物險條款 ICC(AIR)， 保範圍與 列何種條款大 相 ？ (A )條款 安險 (B )條款

罷工險  

67. (2) 海 故所造 的共 海損應 船隻分擔 主與船東比例分擔 主 擔 船東 擔  

68. (3) 職場 部常見之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不包含 列何者？ 強求勞工執行業務 明顯不必要或不 能

之工作 過度介入勞工私人 宜 使勞工執行與能力 經驗相符的工作 脅迫 譽損毀 侮 嚴

重 罵勞工  

69. (2) 非公務機關 個人資料之蒐 ， 列敘述何者錯誤？ 符合特定目的且經當 人 意即 蒐 符合

特定目的且 自一般 得來源，無論當 人是否禁 皆 蒐 符合特定目的且與公共利益 關 符

合特定目的且與當 人 契 或類似契 之關係  

70. (4) 陳 生到機車行換機油時， 現機車行老闆 機油直接 入路旁的排水溝，請問 樣的行為是 反

了 職業安 衛生法 路交 管理處罰條例 水污染 治法 棄物清理法  

71. (3) 依 UCP600 之規定， 列何種 單不被銀行所接 ？ thi rd party B/L short form B/L unclean B/L

on board B/L  

72. (2) 關再生能源的使用限制， 列何者敘述 誤？ 風力 陽能屬間歇性能源，供應不穩定 不易

氣影響 設置 本較高 需較大的土地面積  

73. (1) 所謂出口押匯係指 列何種方式之出口結匯？ L/C M/T O /A D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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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3) 未訂 效期限的報價稱為 counter offer firm offer free offer general offer  

75. (2) The following is a list of our ______ products. late-developed best-selling most cheap fast-grow

n  

76. (4) Incoterms  2010 共解釋幾種貿易條件？ 五大類 14 種 四大類 13 種 大類 12 種 大類 11 種  

77. (2) 在國際貿易付款方式中， 關 收和信用狀的敘述何者 確？ 收使用的匯票是銀行匯票 信用狀

使用的匯票是商業匯票 者使用的匯票都是商業匯票 者使用的匯票都是銀行匯票 收使用

的匯票是商業匯票 信用狀使用的匯票是銀行匯票  

78. (1) 列單據中，何者 相 之作用？a.Ce rt if icate  of O rigin b.Cus toms Invoice c.Proform a Invoice

d.Consular Invoice abd bcd acd abc  

79. (2) 倘信用狀 本不慎遺失， 益人應如何處理？ 請開狀銀行 本 報聲明作 ，請 知銀行

影本 告知進口商 自已留底之影本押匯  

80. (2) 依 Incote rms 2010 之規定，貿易條件之 涵不包括 單據之 供 價格之計算 風險之移轉 用之

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