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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 2 0 0 0 0 國貿業務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科測試試題 

本試卷有選擇題 80 題【單選選擇題 6 0 題，每題 1 分；複選選擇題 20 題，每題 2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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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在噪音防治之對策中，從下列哪一方面著手最為有效？①傳播途徑②個人防護具③噪音源④偵測儀

器。 

2 . (2) References will be furnished _____.①by installment②upon request③on approval④at cost。 

3 . (4) 下列關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的敘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身分證字號、婚姻、指紋都是個人資料②

我的病歷資料雖然是由醫生所撰寫，但也屬於是我的個人資料範圍③不管是否使用電腦處理的個人

資料，都受個人資料保護法保護④公務機關依法執行公權力，不受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 

4 . (1) 台灣西部海岸曾發生的綠牡蠣事件是下列何種物質污染水體有關？①銅②汞③鎘④磷。 

5 . (1) 關於菸品對人體的危害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①吸菸者比不吸菸者容易得肺癌②抽雪茄比抽

紙菸危害還要小③只要開電風扇、或是空調就可以去除二手菸④只要不將菸吸入肺部，就不會對身

體造成傷害。 

6 . (4) 有關世界貿易組織(WTO)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我國以正式會員身份參與②藉由參與 WTO，

我國對外貿易可享有公平合理之待遇③貿易總額占全球比重超過 95%④因我國為觀察員，不可與各

會員國進行諮商談判。 

7 . (2) 某火力發電廠，其使用之煤炭量大且頻繁進口時間限定每 3 個月一次，每次運達時間約一個月，則

其所使用之海上貨物運輸，下列何者最適宜？① liner②t ime charter③NVOCC④voyage charter。 

8 . (3) 依 UCP600 之規定，有關信用狀轉讓及款項讓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信用狀款項之讓與，與

信用狀本身項下權利行使之讓與無關②信用狀若未表示可轉讓之事實，亦可辦理該信用狀款項之讓

與③憑 Mas ter  L /C 轉開 Secondary L/C 時，如 Mas ter L/C 係 usance 條件，不可以 sigh t 方式開發 S

econdary L/C④可轉讓信用狀僅可轉讓一次，但可轉讓至任何第三國。 

9 . (4) 有關匯票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①可以為約略金額，但不可超過信用狀可使用餘額②依 UCP600

之規定，應以開狀申請人為付款人③如信用狀僅以 SWIFT 代號表述匯票之付款銀行時，匯票上不

得顯示該銀行之全名為付款銀行④數字與文字金額相牴觸時，則應以文字所表示之金額作為要求之

金額而予以審查。 

10. (4) 有關出口簽證規定，下列何者錯誤？①輸出許可證之修改、註銷及補發，出口人應向原簽證單位申

請辦理②輸出許可證有效期限為自簽證之日起 30 日③輸出貨品屬應施檢驗品目，得向貿易局申請

核轉標準檢驗局准予專案報驗出口④輸出許可證僅得申請延期 1 次，並以 2 週為限。 

11. (3) Before they get  packaged, shipped, and so ld, we tes t al l o f our k itchen appl iances for sa fety  ______ 

durability .①other than②instead of③as well as④in addition。 

12. (4) 比較 ICC(A)與 ICC(B)，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因裝載違禁品所致之損失，A 條款與 B 條款皆不賠

②A 條款之承保範圍比 B 條款大③因惡劣氣候所致之單獨海損，A 條款與 B 條款皆賠償④因偷竊所

致之損失，A 條款與 B 條款皆不賠。 

13. (2) 下列何種現象無法看出家裡有漏水的問題？①牆面、地面或天花板忽然出現潮濕的現象②水龍頭打

開使用時，水表的指針持續在轉動③水費有大幅度增加④馬桶裡的水常在晃動，或是沒辦法止水。 

14. (1) 塑膠為海洋生態的殺手，所以環保署推動「無塑海洋」政策，下列何項不是減少塑膠危害海洋生態

的重要措施？①定期進行海水水質監測②擴大禁止免費供應塑膠袋③淨灘、淨海④禁止製造、進口

及販售含塑膠柔珠的清潔用品。 

15. (2) 若買賣契約中未約定交貨時間，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若未發生交貨時間之糾紛，則無解釋之必

要②在此情形下，交貨時間將無限期，因此最好將切確交貨時間明訂於契約中③法律上多默示賣方

應於「合理時間」內履行交貨義務④交貨時間一般由貨物性質、運輸情形與市場情形等因素決定。 

16. (3) 有關第三者提單 (Th ird Par ty B /L)之特性，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提單之 shipper 非信用狀之受益人

②提單簽發份數由運送人或託運人決定③運送人不接受 fre ight collect④適用於三角貿易。 

17. (1) 台灣電力公司所謂的離峰用電時段為何？①22：30~07：30②22：00~07：00③23：00~08：00④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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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8：30。 

18. (1) 下列書信內容屬何種函件？〝Al l of the term s and condit ions are accep ted by us. The s ight credit wi

ll be issued next week.〞①acceptance letter②quotation③sales confirmation④counter offer。 

19. (3) 依 UCP600 之規定，有關分批裝運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2 套提單各自表明貨物裝載於同一船

舶，且為同一航程，即使所註明的裝運日期及裝運港不同，只要卸貨港相同，將不視為部分裝運②

信用狀規定批次、數量和每批裝運時間，若其中任何一批未依規定的時間裝運，則信用狀對該批和

以後各批均中止使用③信用狀規定分兩批裝運，第一批到運後，進口商發現品質與契約規定不符，

即有權要求開狀銀行拒付尚未到運之第二批貨物④2 套航空運送單據各自表明貨物裝載於兩架飛

機，但為同一日起航，並航向同一目的地機場，將視為部分裝運。 

20. (2) 有關〝Neutral Packing〞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對出口商而言，此有利於擴大商品之外銷②指

商品上及內外包裝上不標明目的地之包裝③實務上可分為指定品牌中性包裝與無品牌中性包裝兩

種④通常用於因應某些國家對進口商品實施的歧視和限制。 

21. (3) When _____ our order,  we s tress ed tha t prompt  del ivery was  of special  impor tance because we had a

ssured our customers that we could complete the order by the end of August .①to place②placed③pl

acing④place。 

22. (4) 有關國際貨物運輸保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保險單正本若無背書，倘發生理賠情事則進口商將

不得以受益人權利申請理賠②出口商向保險公司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時效為兩年③依 UCP60 0 規定，

銀行不接受投保通知書④保險金額為保險契約中所定的最低賠償額。 

23. (3) 甲公司的採購經理向乙公司發出採購 10 台跑步機的要約，乙公司於 7 月 5 日以 e -mai l 方式通知承

諾，甲公司業務員於 7 月 6 日看到此 ma il，但經理於 7 月 8 日才獲知此事，並於 7 月 9 日回覆乙公

司收到承諾，請問該承諾的生效時間為何？①7 月 9 日②7 月 8 日③7 月 5 日④7 月 6 日。 

24. (3) 乘坐轎車時，如有司機駕駛，按照乘車禮儀，以司機的方位來看，首位應為①前座右側②後排左側

③後排右側④後排中間。 

25. (1) 有關提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提單之不可轉讓副本仍須簽字②shipped in apparent good order

與 shipped on board 具有相同之效力③貨物說明得使用不與信用狀之敘明相牴觸之統稱④更正及更

改之處須經確認。 

26. (2) 在貨物運輸保險中，下列哪種情況下係投保 ICC(A )賠， ICC(B)與 ICC(C)不賠？①地震引發海嘯淹

沒貨物②貨物被老鼠咬壞③船隻失火貨物燒毀④兩車相撞損毀貨物。 

27. (1) 有關 FCA Incoterms 2010 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若空運時，誤用 FO B 條件交易，則風險轉移

點視為與 FCA 相同②若交貨地約定在賣方營業場所以外之地點，則賣方尚需安排運送工具將貨物

運送至該地點③若交貨地約定在航空貨運站，則航空倉儲之費用，歸買方負擔④適用於任何運輸方

式。 

28. (2) 所有證明貨品符合優惠關稅待遇資格之進、出口相關文件，出進口人依規定應自簽具日起保存至少

幾年？①10 年②5 年③3 年④7 年。 

29. (4) 經勞動部核定公告為勞動基準法第 8 4 條之 1 規定之工作者，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之勞動條件，

事業單位仍應報請下列哪個機關核備？①法院公證處②勞動檢查機構③勞動部④當地主管機關。 

30. (1) 依 ISBP 之規定，有關日期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為避免含糊不清，日期最好全部以數字表達

②如信用狀要求〝裝運前檢驗證明〞時，該單據必須透過名稱或內容或簽發日期來表明該〝檢驗〞

發生在裝運日當天或之前③煙燻證明書的簽發日期可晚於裝運日期④即使信用狀未特別要求，匯票

應表明簽發日期。 

31. (3) 依 UCP600 之規定，有關保險單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保險單據之簽發日期，不得遲於運送單

據上所示裝運日期②保險單據得包含任何不承保條款之附註③保險單據所發行之正本超過一份

時，則僅需提示一份正本即可④保險單據所示貨幣未規定時，應與信用狀相同。 

32. (4) 若有一宗買賣，該批貨物在進儲出口港運送人之碼頭倉庫時，遭倉庫大火燒毀，最後貨物的損失歸

買方負擔，試問該交易下的貿易條件應為何？①CIF②DA T③FOB④CIP。 

33. (4) 下列何種交易場合較不常採 Cons ignment 方式買賣？①試銷②市場對商品接受性不明下③雙方有密

切的代理關係時④資本設備買賣。 

34. (1) 有關 DA T、DA P 與 DD P 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三者貿易條件下，出口商均須負責辦理進出口

通關事宜②DA T 下，交貨地點為指定目的港或目的地之指定終點站，這裡的終點站包括碼頭、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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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場或航空貨物站等③三者貿易條件均適用於任何運送方式④因應 VMI (Vendor Managed Invent

ory)之趨勢，可採用的貿易條件為 D A P 或 DDP。 

35. (4) 國際組織及公約之英文譯文或簡稱，下列何者錯誤？①普遍優惠關稅制度 G SP②暫准通關證公約 A

TA Carnet Convention③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 A PEC④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 UNIDO。 

36. (4) 以 SWIFT MT700 開狀時，其 39A 欄位填列「05/00」係表示①貨物單價允許增加百分之五②信用

狀金額允許增減百分之五③貨物數量允許增減百分之五④信用狀金額允許增加百分之五。 

37. (2) We know that  you have a good repu tat ion in  the industry  and hope to  make a  large  purchase  from yo

u at _____ prices.①retail②wholesale③qual ity④reduce。 

38. (4)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接受的生效時間，在我國採發信主義②對 Of fer 之部分接受，可視為契約成

立③承諾可以沉默來表示④買方雖未對賣方寄出之 Sales Confirmation 加以確認，但賣方卻收到買

方根據 Sales Confirmation 內容而申請之 L/C，則此可視為契約已成立。 

39. (2) 有關涵蓋至少兩種不同運送方式之運送單據，若部份裝運允許下，而所提示一套以上之正本複合運

送單據作為一份伴書下單一提示之一部分，並載明不同之運輸工具及不同之收受、發送、接管或裝

運日期時，則應以何日作為計算提示日期之基準？①任何日期②最早日期③最晚日期④信用狀最後

裝運日期。 

40. (1) Air Waybi ll 有關運送人之責任，下列何者非蒙特利爾議定書上的免責事項？①運送人的商業過失②

戰爭造成的損害③貨物固有瑕疵④託運人的過失。 

41. (1) 企業內部之營業秘密，可以概分為「商業性營業秘密」及「技術性營業秘密」二大類型，請問下列

何者屬於「技術性營業秘密」？①產品配方②人事管理③客戶名單④經銷據點。 

42. (3) We have been working with your R&D department and our collaboration has proved _____.①mutual

ly beneficially②mutual benefit③mutually beneficial④mutual beneficial。 

43. (1) A: Now that we have agreed on the details of the order, when can I expect to receive the goods? B: 

_____①Your order should arrive within two weeks.②As soon as we strike a bargain.③We can seal 

the deal by the end of the month.④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the shipment by now.。 

44. (2) 有關「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入」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進口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未經原發

證單位核准，於通關進口前不得變更進口人或轉往第三國家或地區②違規輸出入戰略性高科技貨品

者，應處新台幣 10 萬元以下之罰鍰③國際進口證明書、抵達證明書遺失時，得向原發證單位申請

補發④申請國際進口證明書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並非均需申請抵達證明書。 

45. (4) _____ one of the leading fu rni ture companies  in  Ta iwan, we  pr ide ourse lves on super ior workmanshi

p and innovation.①Be②Like③To be④As。 

46. (2) 因舉重而扭腰係由於身體動作不自然姿勢，動作之反彈，引起扭筋、扭腰及形成類似狀態造成職業

災害，其災害類型為下列何者？①不當設備②不當動作③不當方針④不當狀態。 

47. (2) 自來水淨水步驟，何者為非？①過濾②煮沸③混凝④沉澱。 

48. (2) 若信用狀未規定貨物裝運數量之增減範圍時，則下列契約中之貨物數量何者無法享受增減 5%之寬

容區間？①5670 lbs②400 barrels③500 M/T④1980 yds。 

49. (3) 廠商申請輸入在第三國家完全生產之貨品，但使用中國大陸之商標品牌，請問該貨品進口之處理原

則？①由行政院陸委會裁決②由國貿局專案核准③依一般地區貨品之輸入規定處理④應視為大陸

物品，予以限制。 

50. (2) 蓮篷頭出水量過大時，下列何者無法達到省水？①換裝有省水標章的低流量 (5~10L/min)蓮蓬頭②

淋浴時水量開大，無需改變使用方法③洗澡時間盡量縮短，塗抹肥皂時要把蓮蓬頭關起來④調整熱

水器水量到適中位置。 

51. (1) 有關 CPT Inco terms 2010 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①買方須負擔卸貨費用，但依據運送契約規定由

賣方負擔者除外②賣方須支付輸出入通關費用③賣方須負擔全部運輸途程之風險直到目的地為止

④其風險轉移地點為出口地指定交貨地，而運送之完成及運保費付訖之地點為進口地指定目的港。 

52. (2) 信用狀要求貨物自中國港口裝運，提單顯示貨物於 2015 年 3 月 6 日在大連裝上 A 船，3 月 8 日在

青島辦理轉運裝上 B 船，3 月 10 日在廣州辦理轉運裝上 C 船。如匯票付款期限為〝60 days from 

B/L  date〞，則下列何者為正確的匯票付款期限？①60 days f rom B /L  date  8 March, 2015②60 days

 from B/L date 6 March, 2015③60 days from B/L date④60 days from B/L date 10 March,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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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4) If qual ity  and price  are sat isfac tory, there a re _____ of good sa les here .①pr iori tie s②propos als③rep

orts④prospects。 

54. (3) 再生能源一般是指可永續利用之能源，主要包括哪些：A.化石燃料 B.風力 C.太陽能 D.水力？①A

BCD②ACD③BCD④ABD。 

55. (1) 依 URC522 之規定，在託收業務發生拒絕承兌或拒絕付款時，在進口地承擔貨物存倉、保險、轉售、

運回等責任為下列何者？①Case-of -Need②Pr incipal③Col lect ing Bank④Remitting Bank。 

56. (1) 依 ISBP 之規定，有關一般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單據上如備有簽字之欄位時，則必須簽

字方符合規定②信用狀有關提示之單據未規定使用語文時，得以任何語文簽發③Presen tat ion is to 

be made within 23 February，則 2 月 23 日銀行營業日為提示期限最後一日④發票上資料之任何更

正，受益人無須確認。 

57. (2) 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隨地吐檳榔汁、檳榔渣者，應接受幾小時之戒檳班講習？①2 小時②4 小

時③6 小時④8 小時。 

58. (4) 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稱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工作，不包括下列何種工作型態？①長時間站立姿勢作

業②輪班及夜間工作③人力提舉、搬運及推拉重物④駕駛運輸車輛。 

59. (1) 有關輸出保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可承辦海外投資保險②服務項目包括匯率變動保險③輸出保

險額通常為發票金額加 1 成④承保機構為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60. (2) 下列書信內容屬何種函件？"Whi le appreciating the attractive design of your high -rise bicycles, we 

suggest you make some al lowance. A 10% reduc tion would  faci li tate  the transac tion and help introdu

ce your goods to the rapidly growing market here."①offer②counter-offer③sal es④ inquiry。 

複選題： 

61. (234) 關於出口貨物運輸保險的要保人在填寫要保書時，下列哪些項目是必須填寫？①進口商名稱②貨物

名稱③被保險人名稱④保險種類。 

62. (23) 有關空運提單之敘述，下列哪些錯誤？①提單號碼為 A ST-983647，可知它是一張 HA WB②託運人

須持全套正本提單向銀行辦理押匯③dec lared value for carriage 欄位如不申報，應填入 no value④

全套提單共有三份正本及若干份副本。 

63. (34) These products  _____ and have enjoyed a ste lla r repu tat ion among discr im inating consume rs .①made

 of durable hardwood②are environmental friendly③are beautifully handcrafted④are made from org

anically farmed grapes。 

64. (12)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enquiry. You will find _____.①attached our current price list quotin

g CIF pr ices  Shanghai②enclosed our  i llu stra ted ca talog g iving the de tai ls requested③enc lo sed a ca t

alog given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our digital cameras④attaching a catalog showing our latest pr

oducts。 

65. (123) 下列國際組織之英文縮寫哪些正確？①國際貨幣基金會 IMF②國際復興開發銀行 IBRD③瀕臨絕種

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 CITES④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O ECD。 

66. (14) Unless required by the L/C, which clauses or notations on transport documents are defective ？①Go

ods are loaded on deck.②Packing may not be sufficient for the journey.③said by shipper to contain

④drums slightly rusty。 

67. (124) 如果 L/C 規定〝Insurance to be covered by applicant〞，則其所使用的貿易條件可能為何？①CPT

②FAS③C&I④FCA。 

68. (134) 有關我國海關進口稅則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①採世界關務組織制定之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

簡稱為 HS②海關進口稅則為 C.C. C. Code 前 10 碼③海關進口稅則共分 21 類④依海關進口稅則解

釋準則之規範，可重複使用之包裝容器，包裝物及容器必須和所包裝的物品分別歸列為不同的稅則

號別。 

69. (23) 有關寄售貿易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①貨物在代銷商處遺失，由寄售商承擔責任②寄售為現貨交

易③交易盈虧皆由寄售商承擔④寄售商不須承擔寄售時的費用。 

70. (124) 依 Incote rms  2010 之規定，下列哪些貿易條件賣方須負擔貨物至目的地的運費？①DD P②CPT③CI

F④CIP。 

71. (124) 依 URC522 之規定，下列哪些是代收銀行/提示銀行的義務？①收到單據時，應與託收指示書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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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單據有遺失，則應立即通知託收銀行②對於匯票上承兌的型式，負責檢視外觀是否完整和正確③

在匯票遭到拒絕承兌或拒絕付款時，負責作成拒絕證書④就單據的原樣，依託收指示書向付款人提

示。 

72. (123) 對出口商而言，下述哪些是 For fai ting 的優點？①出口額度可迅速回復使用，提高資金運用效率②

不佔銀行出口押匯額度，又可 100%融資貼現，比遠期信用狀押匯彈性空間大③整個融資期間採取

固定利率計息，故可免除利率變動風險④可規避國家風險、開狀銀行信用風險及貿易糾紛風險。 

73. (34) 有關航空運輸之敘述，下列哪些錯誤？①當貨物不多時，可把貨物交給航空貨運承攬業者處理貨物

運送事宜②IATA 是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的縮寫③託運人向航空公司洽定艙位時，應填寫一份 S/O④

不能向運送人投保。 

74. (14) 有關國際貨物運輸保險，下列哪些錯誤？①貿易條件 DA P 其保險利益歸買方②ICC(A ir)之承保範圍

與 ICC(A)相似③屬於航程保險④在融資開狀下若貿易條件 FOB，則開狀申請人應於開狀後辦理投

保手續。 

75. (134) 依《銀行間辦理轉押匯業務合作要點》之規定，有關轉押匯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①第一押匯銀

行對押匯單據負審查責任，惟第二押匯銀行亦得對單據之審查結果提供書面意見②拒付時應由第二

押匯銀行向開狀銀行交涉，第一押匯銀行則應主動提供相關資料，但不得逕向開狀銀行交涉③第二

押匯銀行兼為保兌銀行時，應依據 UCP 規定處理保兌信用狀項下單據，不適用本合作要點④第二

押匯銀行負責寄單及求償。 

76. (124) 下列哪些案件，開狀銀行原則上不予承作擔保提貨？①提單影本之受貨人非開狀銀行的案件②未核

定開狀額度之全額結匯開狀案件③航程近的進口開狀案件④信用狀要求一份正本提單直接寄給開

狀申請人的案件。 

77. (24) 下列敘述哪些正確？①經濟聯盟包括政治整合②共同市場內的會員國對外採取一致性的關稅③自

由貿易區會員國間的經濟政策一致④關稅同盟並不包括勞動的自由移動。 

78. (124) 下列哪些是運輸標誌(Shipp ing Ma rk)的主要功能？①避免搬運過程之誤裝、誤卸②可以知道貨物之

來源國③方便進口國海關計算關稅④方便進口商辨識和提貨。 

79. (14) 依 Incote rms 2010 之規定，若貿易條件為 DA P Chicago v ia L.A.，則下列敘述哪些正確？①賣方無

須辦理進口通關②賣方只須負擔至 L.A.為止之運費③賣方於 L. A.將貨物危險轉移給買方④Ch icago

為指定目的地。 

80. (134) According to URC522, which are parties to a collection?①presenting bank②drawee③principal④re

mitting ba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