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度 20000 國貿業務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科測試試題
本試卷有選擇題 80 題，每題 1.25 分，皆為單選選擇題，測試時間為 100 分鐘，請在答案卡上作答，答錯不
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單選題：
1. (2) 出進口人應秉持下列何項原則，利用仲裁、調解或和解程序，積極處理貿易糾紛？ ①迴避不理會原則
②誠信原則③堅持不妥協原則④利潤至高原則。
2. (3) 由買賣雙方所約定的貿易條件即可判斷該筆交易的 ①付款時間②品質決定方式③交貨地點④交貨時
間。
3. (1) 高速公路旁常見有農田違法焚燒稻草，除易產生濃煙影響行車安全外，也會產生下列何種空氣污染物
對人體健康造成不良的作用？ ①懸浮微粒②沼氣③二氧化碳(CO 2 )④臭氧(O 3 )。
4. (1) We enclose our check for $1,530.75 ______ your invoice number A531. ①in payment of ②for pay③for
payment④to settle of。
5. (4) The term〝middle of a month〞 in the letter of credit shall be construed as ①the 11th to the 15th ②the
5th to the 15th③the 5th to the 10th ④the 11th to the 20th 。
6. (4) 關於 Proforma Invoice 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可供買方向其政府申請輸入許可證②只要進口商接
受，即可視同契約③可供買方向銀行申請外匯或開發信用狀 ④賣方交貨後簽發給買方。
7. (1) ______ the trade discount stated, we would allow you a special first -order discount of 3%. ①In additio
n to②In spite of③In reply to④In regard to 。
8. (2) 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的好處為何： A.減少家戶垃圾費用支出 B.全民主動參與資源回收 C.有
效垃圾減量？①BC②ABC③AC④AB。
9. (3) 一般情況下，汽車專用船進口之車輛其包裝種類屬於 ①散裝貨物②捆裝貨物③裸裝貨物④包裝貨物。
10. (2) 公司的車子，假日又沒人使用，你是鑰匙保管者，請問假日可以開出去嗎？ ①不可以，應該是讓公司
想要使用的員工，輪流使用才可②不可以，因為是公司的，並非私人擁有③可以，反正假日不影響公
務④可以，只要付費加油即可。
11. (3) 信用狀所載付款期限為 90 days after sight，係指①提單日期後 90 天付款②開票日期後 90 天付款③承
兌日期後 90 天付款④開狀日期後 90 天付款。
12. (2) 下列何者非目前我國出口貨物通關手續中之必要流程？ ①驗貨②繳納關稅③收單④放行。
13. (1) 下列何者不是目前台灣主要的發電方式？ ①地熱②燃煤③核能④燃氣。
14. (4) 依 Incoterms 2010 之規定，下列何種貿易條件賣方須將提貨單 (D/O)交給買方？①CIF②EXW③FAS④
DAP。
15. (4) 在國際貿易付款方式中，有關託收和信用狀的敘述何者正確？ ①兩者使用的匯票都是銀行匯票②託收
使用的匯票是商業匯票；信用狀使用的匯票是銀行匯票 ③託收使用的匯票是銀行匯票；信用狀使用的
匯票是商業匯票④兩者使用的匯票都是商業匯票。
16. (4) 最適合三角貿易使用的信用狀是①可撤銷信用狀②紅色條款信用狀③擔保信用狀④背對背信用狀。
17. (1) 下列何者不在 FOB 出口報價計算之內？①海運費②包裝費③預期利潤④銀行手續費。
18. (3) 信用狀交易下，出口商何時可取得貨款？ ①贖單時②開狀時③出口押匯時④進口商訂貨時。
19. (4) 進出電梯時應以下列何者為宜？①爭先恐後無妨②外面的人先進去，裡面的人才出來③可同時進出④
裡面的人先出，外面的人再進入。
20. (2) Warsaw - Oxford Rules 只解釋下列哪一種貿易條件？①CFR②CIF③C&I④FOB。
21. (2) 佣金制之代理貿易是①以自己名義，為本人計算②以本人名義，為本人計算 ③以本人名義，為自己計
算④以自己的名義，為自己計算。
22. (2) 一般的貨物水險保單都是屬於 ①增值分紅保單②航程保單③定期保單④航空保單。
23. (4) 買方到往來銀行開發信用狀給賣方，買方被稱為 ①付款人(payer)②開票人(drawer)③受益人(beneficia
ry)④申請人(applicant)。
24. (1) 在 CIF 貿易條件下，發生海上保險事故貨物全損時，則進口商要向誰提出索賠？ ①保險公司②保險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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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人③出口商④運輸公司。
25. (1) 裝船通知(Shipping Advice)是由 a.出口商；b.船公司或貨運承攬業者；c.港務局；d.進口商等四單位中
的誰寄給誰？①a→d②b→d③a→c④c→d。
26. (1) 輸出許可證未能於有效期限內出口者，得申請 ①重簽②延期③修改④補發。
27. (3) 因貴方與本公司長期合作，我們將照定價打七五折給您。 (譯成英文)①Because of your long associati
on with our company, we will grant you a 75% discount of the list price. ②Because of your long associ
ation with our company, we will allow you 25% of the list price. ③Because of your long association wi
th our company, we will offer you a 25% discount off the list price. ④Because of your long association
with our company, we will g ive you a discount of 75% off the list price. 。
28. (4) 陸橋作業係陸運與下列何種運送方式配合之複合運送？ ①陸運②內陸水運③空運④海運。
29. (2) 信用狀中「可轉讓」一詞，依據 UCP600 規定僅限使用①Transmissible②Transferable③Divisible④Fr
actionable 。
30. (4) 買方若採 CWO 付款方式時，應要求提單上之受貨人欄如何填寫，較有利 ①To order of Issuing Bank
②To Issuing Bank ③To order of shipper④To Buyer。
31. (3) 商品檢驗費，一般商品其費率不得超過商品市價 ①千分之一②千分之四③千分之三④千分之二。
32. (2) 下列何者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之勞工法定義務？ ①定期接受健康檢查②實施自動檢查③遵守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④參加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3. (2) We have enclosed our price list but should point out that prices ______ as the market for raw material
s is rather unstable at present. ①are changed possibly ②are subject to change ③maybe changing④likely
to change 。
34. (4) Shipping Mark 的主要功能不包括①搬運時易於識別②簡化賣方單據之製作③保護貨物減少損壞④促
銷商品。
35. (4) 若信用狀上規定提單必須「 Endorsed in Blank」，意指該份提單須如何處理？ ①指示背書②不須背書
③記名背書④空白背書。
36. (3) 產地證明書 Form A 係指①檢驗合格產地證明書②一般產地證明書③優惠關稅產地證明書④歐盟產地
證明書。
37. (3) 職業安全衛生法之立法意旨為保障工作者安全與健康，防止下列何種災害？ ①公共災害②天然災害③
職業災害④交通災害。
38. (1) This line has proved so popular that we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 _________. ①it is out of stock②it is
no longer in production ③it has sold out④it has been discontinued 。
39. (1) 依 UCP600 之規定，信用狀一經保兌，則保兌銀行所負之確定義務與下列何者完全相同？ ①開狀銀行
②通知銀行③補償銀行④押匯銀行。
40. (4) 在 CIF 的貿易條件之下，運輸保險通常是 ①買方投保，買方提出保險索賠②賣方投保，賣方提出保險
索賠③買方投保，賣方提出保險索賠 ④賣方投保，買方提出保險索賠。
41. (2) 專利權又可區分為發明、新型與新式樣三種專利權，其中，發明專利權是否有保護期限？期限為何？
①無期限，只要申請後就永久歸申請人所有②有，20 年③有，50 年④有，5 年。
42. (4) 國際商務仲裁不具備下列何項優點？ ①可保密②經濟③簡單快速④當事人可自行決定是否遵守判決。
43. (2) 下列何者非為信用狀交易的相關當事人？ ①Confirming Bank ②Forwarder③Beneficiary④Advising Ba
nk。
44. (3) Our delivery will be a week early, so we'd like to ______ the payment date as well. ①put off②call off
③move up④look forward。
45. (2) 貨物運輸保險「單獨海損不賠」又稱為①水漬險②平安險③特殊險④全險。
46. (2) 是否符合信用狀內容所規定之最後裝運日期，係審查下列何種單據的日期作比較得知？ ①匯票②提單
③商業發票④裝貨單。
47. (3) 針對在我國境內竊取營業秘密後，意圖在外國、中國大陸或港澳地區使用者，營業秘密法是否可以適
用？①可以適用，但若屬未遂犯則不罰②無法適用③可以適用並加重其刑④能否適用需視該國家或地
區與我國是否簽訂相互保護營業秘密之條約或協定。
48. (1) 依據 UCP600 之規定，下列何者所簽發之保險單據，銀行將不予接受？ ①保險經紀人②保險人之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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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③保險公司④保險人。
49. (1) 國際貿易中木板之交易，多使用何種計算單位？ ①面積②體積③長度④重量。
50. (1) 下列何者非屬價格條件之要件？①重量單位②計價單位③幣別④貿易條件。
51. (4) 基於節能減碳的目標，下列何種光源發光效率最低，不鼓勵使用？ ①LED 燈泡②螢光燈管③省電燈泡
④白熾燈泡。
52. (2) 有關承兌交單的貿易流程順序 a.簽訂買賣契約；b.出口商透過託收銀行取得出口貨款；c.貨物裝運取
得裝運單據；d.進口商向進口地代收銀行辦理匯票承兌取得貨運單據辦理提貨； e.出口商備齊單據，
委託出口地託收銀行託收；f.匯票到期進口商付款，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aecbdf②acedfb③acdebf④
acebdf。
53. (1) 離岸價格即一般貿易價格條件所稱之 ①FOB②CIF③CFR④DDP。
54. (1) 下列哪一項非關稅局之業務？ ①檢疫②貿易統計③緝私④徵稅。
55. (4) 出口簽證，乃指申請簽發①輸出檢驗合格證②產地證明書③出口報單④輸出許可證。
56. (1) 關於貨物運輸保險之約定，下列何者錯誤？①保險金額為保險契約中所定的最低賠償額 ②最低投保金
額一般為 CIF 或 CIP 價值加一成③在 DDP 條件下，購買保險及支付保費的責任歸屬賣方 ④海上貨物
保險又稱水險。
57. (4) 當買賣契約中規定“C/N o.1 -UP”，係指①1 號箱要朝上②箱號從 1UP、2UP…連續方式編號③箱號
採 1，3，5…跳號方式編號④箱號從 1 號開始連續編號。
58. (1) 為了節能及兼顧冰箱的保溫效果，下列何者是錯誤或不正確的做法？ ①冰箱內食物擺滿塞滿，效益最
高②食物存放位置紀錄清楚，一次拿齊食物，減少開門次數 ③冰箱內上下層間不要塞滿，以利冷藏對
流④冰箱門的密封壓條如果鬆弛，無法緊密關門，應儘速更新修復。
59. (3) 下列何者不屬於特別關稅？①反傾銷稅②報復關稅③菸酒稅④平衡稅。
60. (2) 經濟部能源局的能源效率標示分為幾個等級？ ①1②5③7④3。
61. (2) 勞動場所發生職業災害，災害搶救中第一要務為何？ ①災害場所持續工作減少損失 ②搶救罹災勞工迅
速送醫③搶救材料減少損失④24 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62. (1) 下列何者不是蚊蟲會傳染的疾病①痢疾②登革熱③日本腦炎④瘧疾。
63. (3) 出口商將貨物裝運出口後，應立即發出裝船通知的目的，下列何者錯誤？ ①買方預售貨物②便於買方
投保③便於賣方投保④買方付款。
64. (2) CIF 條件交易時，下列何者不是出口程序之必要步驟？ ①出口報關②繳納關稅③投保貨物運輸保險④
洽訂艙位。
65. (3) 保結押匯係指憑受益人出具下列何種文件辦理押匯手續？ ①P/I②B/L③L/I④L/H。
66. (4) 會員國間無關稅，對外採取ㄧ致性關稅，勞力及資本可以自由移動，請問這是哪一類經濟組織？ ①關
稅同盟②經濟聯盟③自由貿易區④共同市場。
67. (2) 下列何者屬於國際貿易契約文件？①保險單②報價單③海關發票④包裝單。
68. (2) 對貨主而言，以下哪一點不是貨櫃運輸之優點？ ①減少貨物搬運破損②免除貨物包裝費用③減少裝卸
及倉儲費用④減少被竊損失。
69. (3) 從事專業性工作，在與客戶約定時間應①能拖就拖，能改就改②保持彈性，任意調整③儘可能準時，
依約定時間完成工作④自己方便就好，不必理會客戶的要求。
70. (2) Fumigation Certificate 係指下列何種單據？①船公司附加聲明書②燻蒸證明書③檢驗證明書④原產地
證明書。
71. (3) 下列何者不屬於貨物運輸海上基本危險？ ①觸礁②投棄③戰爭④火災。
72. (1) 民眾焚香燒紙錢常會產生哪些空氣污染物增加罹癌的機率：A.苯、B.細懸浮微粒(PM 2 . 5 )、C.二氧化碳
(CO 2 )、D.甲烷(CH 4 )？①AB②AC③BC④CD。
73. (2) 根據 UCP600 規定，開狀銀行收到單據後，需在最長五個營業日內決定是否接受，否則將 ①視為拒絕
接受②視為接受③視申請人是否決定接受 ④視押匯銀行而定。
74. (3) 若出口商押匯所提示之單據不符合信用狀之規定，但符合買賣契約之規定，則下列何者正確？ ①開狀
銀行必須接受②視實際情況而定③出口商不得以單據符合買賣契約為理由要求開狀銀行接受 ④進口
商可因此解除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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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3) 下列何者是國際貿易的客體？ ①貿易商②出口商③貨品④進口商。
76. (2) ______ our latest catalog and price list for your reference. ①Enclose②Enclosed are ③Enclosed is④We
are enclosed。
77. (1) 貨物出口檢驗之費用，係依下列哪一項貿易條件作為計算基礎？ ①FOB②EXW③CIF④CFR。
78. (1) 以保護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為目的之國際條約或協定書為 ①華盛頓公約②蒙特婁議定書③京都議定
書④里約宣言。
79. (4) 下列何種報價不須再經原報價人同意，只要被報價人發出承諾通知契約即成立？ ①逾期報價②附條件
報價③不確定報價④穩固報價。
80. (2) 當進口貨物較押匯單證正本先到達進口地，且進口商已從出口商接到副提單 (Duplicate B/L)，則進口
商可用下列何種方式辦理提貨？①小提單提貨②副提單背書提貨③副提單提貨④擔保提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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