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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
1. (1) 一般情況下，從事三角貿易以何種貿易條件買進最為理想？ ①CFR 條件②DDP 條件③FOB 條件④CI
F 條件。
2. (1) 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含量增加是造成全球暖化的主因之一，下列何種飲食方式也能降低碳排放
量，對環境保護做出貢獻：A.少吃肉，多吃蔬菜；B.玉米產量減少時，購買玉米罐頭食用；C.選擇當
地食材；D.使用免洗餐具，減少清洗用水與清潔劑？①AC②AD③ACD④AB。
3. (2) CFS/CY 在起運地之裝櫃作業及目的地之拆櫃作業分別由何者負責 ①託運人，受貨人②船公司，受貨
人③船公司，託運人④託運人，船公司。
4. (4) 下列哪一項信用狀，不以清償貨款為目的？ ①循環信用狀②即期信用狀③遠期信用狀④擔保信用狀。
5. (4) 在裝運標誌上若標示 Seattle via New York 則表示①The port of loading is New York ②The destination
is New York③The port of discharge is Seattle ④The destination is Seattle 。
6. (2) 進出口廠商在招攬交易的函件中，標示 Our reference：The Bank of Taiwan Head Office ，Taipei 是為
了①方便交易對手開發信用狀 ②方便交易對手進行信用調查③方便交易對手以 T/T 匯款④方便交易對
手以 D/A 交易。
7. (1) 協會貨物保險條款(B)條款與下列何者的承保範圍相類似？ ①WA②AR③FPA④WR。
8. (4) 下列何者屬於有形貿易？①觀光②專利③保險④成衣。
9. (2) 匯付方式的簡稱下列何者錯誤？①M/O：郵政匯票②T/D：票匯③T/T：電匯④M/T：信匯。
10. (2) 貨輪駛往目的港途中失火，船長為貨物安全採取緊急措施往船艙灌水施救，下列損害結果何者非屬共
同海損？①額外燃料費 10000 美元②300 箱貨物因火災毀損③400 箱貨物因灌水施救而毀損 ④拖船費
1500 美元。
11. (1) 有權使用信用狀，享受信用狀利益的當事人稱為信用狀的 ①受益人②開狀人③轉讓人④申請人。
12. (3) 下列哪一種付款方式為順匯？ ①憑信用狀押匯②承兌交單託收③信匯④光票託收。
13. (4) 出口押匯所提示之保險單據，被保險人為下列何者時，須於保險單背面空白背書？ ①開狀銀行②保兌
銀行③買方④賣方。
14. (3) A: Can I speak to Mr. Johnson please? B: I'm sorry but he's not here right now. ______ ①Can I leave a
message?②I'll call back later. ③Can I take a message? ④I'll put you through. 。
15. (1) 有關輸出融資綜合保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因出口商信用危險致融資不能收回之損失，不負責賠
償②係以融資銀行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③保險金額為保險價額的 90%④以輸出融資金額為保險標的。
16. (1) 漏電影響節電成效，並且影響用電安全，簡易的查修方法為 ①電氣材料行買支驗電起子，碰觸電氣設
備的外殼，就可查出漏電與否 ②用手碰觸就可以知道有無漏電 ③看電費單有無紀錄④用三用電表檢
查。
17. (3) 有關出口貨品產品本身或外包裝上產地標示的作法，下列何者正確？ ①將台灣產製之出口貨品標示為
日本產製以提高單價②將自第三國轉口到台灣港口未經加工之貨品標示為台灣產製後出口 ③依產地
標示規定，正確標示產地④台灣產製貨品未經專案申請，不標示產地逕自出口。
18. (3) 利用垃圾焚化廠處理垃圾的最主要優點為何？ ①減少處理垃圾的程序②去除垃圾中所有毒物 ③減少
處理後的垃圾體積④減少空氣污染。
19. (4) 進口結匯係指①出口商向外匯銀行讓購信用狀②出口商持匯票向銀行辦理貼現 ③進口商開出信用狀
轉交出口商④進口商向外匯銀行申購外匯。
20. (3) 我國目前最大的貿易逆差對手國主要位在 ①西歐②北美③東北亞④東南亞。
21. (3) 下列何者不是 Incoterms 2010 所規定買方的共同義務？①檢驗貨物②受領貨物③交貨④支付價金。
22. (2) 詢報價步驟：a.還價；b.訂約；c.報價；d.接受，其順序下列何者正確？ ①abcd②cadb③acdb④cdba。
23. (2) 酸雨對土壤可能造成的影響，下列何者正確？①土壤更肥沃②土壤中的重金屬釋出③土壤液化④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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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化。
24. (4) 公司總務部門員工因辦理政府採購案，而與公務機關人員有互動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對於
機關承辦人，經常給予不超過新台幣 5 佰元以下的好處，無論有無對價關係，對方收受皆符合廉政倫
理規範②以借貸名義，餽贈財物予公務員，即可規避刑事追究 ③招待驗收人員至餐廳用餐，是慣例屬
社交禮貌行為④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之活動，機關公務員在簽准後可受邀參與。
25. (1) 若賣方無法取得輸出貨物之輸入許可證，則不宜使用下列何種貿易條件？ ①DDP②FAS③FOB④DAT。
26. (1) 勞工於室外高氣溫作業環境工作，可能對身體產生熱危害，以下何者為非？ ①痛風②熱痙攣③熱衰竭
④中暑。
27. (3) 若不可撤銷信用狀要撤銷，不需經過下列何者的同意？ ①受益人②開狀銀行③通知銀行④保兌銀行
(若經保兌)。
28. (2) The inspector looked at the ______ to check where the goods were produced. ①commercial invoice ②ce
rtificate of origin ③consular invoice ④bill of lading。
29. (4) 下列行為何者「不」屬於敬業精神的表現？①遵守時間約定②遵守法律規定③保守顧客隱私④隱匿公
司產品瑕疵訊息。
30. (2) 下列何者不屬於書面報價？①傳真②電話③電傳④E-mail。
3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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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行③繳納關稅④收單。
32. (4) 海運提單的表面條款記載「one of which being accomplished, the others to stand void 」，若發行份數
為 4 份，則當提出幾份時，其餘海運提單變成無效？ ①2 份②3 份③4 份④1 份。
33. (3) 在正常操作，且提供相同使用條件之情形下，下列何種暖氣設備之能源效率最高？ ①電熱風扇②電熱
輻射機③冷暖氣機④電暖爐。
34. (3) 貿易從業人員從事國貿業務開發時，下列作為何者錯誤？ ①態度應誠懇實在②注意國際禮儀③可製作
誇大的產品型錄④應主動推銷。
35. (3) 下列何者非屬保稅區域？①加工出口區②科學園區③自家工廠倉庫④保稅倉庫。
36. (3) A: With less than three weeks for transit, they'd better go by air. B: ______ ①Right. It would be better
if they travel business class. ②Right. Ocean freight is too expensive. ③Right. That way they'll arrive i
n time for the trade show. ④Right. The shipping container would be lighter. 。
37. (1) 海運提單上註明「shipper's load and count 」，下列解釋何者錯誤？①除 L/C 另有規定外，銀行將不
接受含有上述條款之提單②運送人對裝櫃之不適當而引起損害不負賠償責任 ③運送人對貨櫃內所裝
貨物是否與提單上記載相符不負責④船公司發行整櫃提單上所加的條款。
38. (2) 有關 Forfaiting 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融資期限多為中長期半年~數年②Forfaiter 對出口商有追索
權③有進口國銀行或政府機構對票據保證 ④提供出口商中長期出口融資及規避風險，成為拓展新興市
場之優勢。
39. (4) 下列何種方式有助於節省洗衣機的用水量？ ①無需將衣物適當分類②洗衣機洗滌的衣物盡量裝滿，一
次洗完③洗濯衣物時盡量選擇高水位才洗的乾淨④購買洗衣機時選購有省水標章的洗衣機，可有效節
約用水。
4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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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公司②保險經紀人③保
險人④保險人之代理人。
41. (2) 依 UCP600 規定，有關辦理信用狀轉讓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信用狀所載之任何單價得以減少 ②
保險投保百分比不得酌予增加 ③有效期限得以縮短④信用狀金額得以減少。
42. (1) 我國掌理海關業務的中央機構為①財政部②交通部③內政部④經濟部。
43. (2) 下列何者不是信用調查的項目？①營業能力②員工福利③資本額④損益情形。
44. (2) 下列哪一種標誌的目的是方便運貨人、買方了解箱內貨物內容，以及其他人員搬運時的應注意事項？
①shipping advice②shipping marks ③case number④shipping list 。
45. (1) 下列何者屬於非金錢索賠？①換貨②損害賠償③退款④折價。
46. (3) 進口貨物以低於同類貨物之正常價格輸入，致損害中華民國產業者，除依海關進口稅則徵收關稅外，
得另徵適當①報復關稅②機動關稅③反傾銷稅④平衡稅。
47. (2) 依據 URC522 之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商業單據」？ ①運送單據②匯票③發票④物權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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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1) 本國廠商在「台灣接單、大陸出口」下，以一年期以下 D/P、D/A、O/A 或 L/C 付款方式交易者，宜
投保下列何種保險？①境外貿易保險②海外投資保險③普通輸出保險④輸出融資綜合保險。
49. (3) MAWB 與 HAWB 最大的不同點是①運輸契約憑證②提貨功能③簽發人④貨物收據。
50. (1) 下列何者非為信用狀交易的相關當事人？ ①Forwarder②Confirming Bank③Beneficiary④Advising Ba
nk。
51. (3) 信用狀內容規定提示單據中要求之 Packing List，依 ISBP 之規定可否用 Packing Note 代替？①由押
匯銀行決定②不可以③可以④由開狀銀行決定。
52. (3) 下列哪一項係所有單據的中心，交運的貨品都以該文件上所載的內容為準？ ①B/L②Packing List③Co
mmercial Invoice④L/C。
53. (3) ______ your confirmation, we will execute the order. ①After receive②As soon as receive ③Upon recei
pt of④When we will receive 。
54. (4) 在信用狀未規定裝運數量不得增加或減少時，下列何種計算單位容許有 5%上下差異？①SETS②DOZ
EN③CARTONS④TONS。
55. (2) 出口押匯時所提示之匯票，其內容不須記載 ①開狀銀行②船名、航次③發票人④付款人。
56. (4) 代表公司招待國外客戶時，下列何者錯誤？①尊重客戶文化背景②注意國際禮儀③事先瞭解客戶有無
飲食禁忌④強行要求客戶接受我國習俗。
57. (2) 輸出許可證的英文名稱，下列哪一項錯誤？ ①Export License ②Export Allowance③Export Permit④E/
P。
58. (2) 事業單位僱用勞工多少人以上者，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訂立工作規則？ ①200 人②30 人③50 人④100
人。
59. (2) 集合式住宅的地下停車場需要維持通風良好的空氣品質，又要兼顧節能效益，下列的排風扇控制方式
何者是不恰當的？①結合一氧化碳偵測器，自動啟動/停止控制②兩天一次運轉通風扇就好了 ③淘汰
老舊排風扇，改裝取得節能標章、適當容量高效率風扇 ④設定每天早晚二次定期啟動排風扇。
60. (2) 小禎離開異鄉就業，來到小明的公司上班，小明是當地的人，他應該： ①小禎非當地人，應該不容易
相處，不要有太多接觸②多關心小禎的生活適應情況，如有困難加以協助 ③小禎是同單位的人，是個
競爭對手，應該多加防範④不關他的事，自己管好就好。
61. (1) 對於品質不良糾紛，仲裁地之選擇宜採①起岸地主義②離岸地主義③第三國主義④被告地主義。
6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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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②L/H③B/L④L/I。
63. (1) 對外匯短缺的國家或信用不良的廠商出口貨物，宜要求對方採用何種付款方式？ ①保兌之 L/C②D/P
③遠期 L/C④O/A。
64. (4) As the photocopier is still under ______, we'll repair it for free. ①standard②construction③instruction
④warranty。
65. (1) Owing to a fire in our warehouse, we have to ______ the shipping date to August 15. ①postpone②forw
ard③schedule④cancel。
66. (1) 進口危險物品之提貨應辦理①船邊提貨②正常提貨③共同海損提貨④貨櫃提貨。
67. (1) 依 Incoterms 2010 之規定，FAS 貿易條件之出口通關手續係由下列何者辦理？ ①賣方②船方③買方④
雙方指定。
6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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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禁止免費供應塑膠袋②淨灘、淨海③定期進行海水水質監測④禁止製造、進口及販
售含塑膠柔珠的清潔用品。
69. (3) 對於化學燒傷傷患的一般處理原則，下列何者正確？ ①傷患必須臥下，而且頭、胸部須高於身體其他
部位②使用酸鹼中和③立即用大量清水沖洗④於燒傷處塗抹油膏、油脂或發酵粉。
70. (4) 貨物須以兩種以上不同運輸工具才能到達目的地時所簽發涵蓋全程的運送單據稱為 ①傭船提單②承
攬運送人簽發之運送單據③海運貨單④複合運送單據。
71. (2) 在 CIF 的貿易條件之下，運輸保險通常是 ①賣方投保，賣方提出保險索賠②賣方投保，買方提出保險
索賠③買方投保，賣方提出保險索賠 ④買方投保，買方提出保險索賠。
72. (3) 有關承攬管理責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原事業單位交付承攬，不需負連帶補償責任 ②勞工投保單
位即為職業災害之賠償單位③原事業單位交付廠商承攬，如不幸發生承攬廠商所僱勞工墜落致死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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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原事業單位應與承攬廠商負連帶補償責任 ④承攬廠商應自負職業災害之賠償責任。
7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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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單②裝貨
單③商業發票④匯票。
74. (3) 為建立良好之公司治理制度，公司內部宜納入何種檢舉人制度？ ①不告不理制度②告訴乃論制度③吹
哨者（whistleblower）管道及保護制度④非告訴乃論制度。
75. (2) 在 a.信用風險；b.商貨風險；c.匯兌風險；d.運輸風險；e.價格風險 之中，以 D/A 為付款方式較以即
期信用狀者，具有更大風險的有哪幾項？ ①ce②ac③ae④ad。
76. (1) 進口商應憑下列哪一項單據，辦理進口報關提貨手續？ ①提貨單②裝貨單③提單④大副收據。
77. (2) 依 Incoterms 2010 之規定，在 EXW 條件下，賣方需不需要負責把貨物裝上買方所提供之運輸工具？
①需要②不需要③由賣方決定④不確定。
78. (4)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bbreviations is not related to companies? ①Ltd.②Corp.③Co.④Enc.。
79. (4) 非以輸出為常業之個人(指未向貿易局辦理登記者 )，輸出貨品之離岸價格 (FOB)超過美金二萬元者，
應向下列何處申請簽證？①經濟部商業司②海關③外匯指定銀行④國際貿易局。
80. (4) A325 有現貨嗎？ (請譯成英文)①Do you have A325 in shop? ②Do you have A325 in line? ③Do you h
ave A325 in hand?④Do you have A325 in sto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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