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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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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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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以下為「出口檢疫」之步驟，請排出正確流程？a.報驗 b.發證 c.繳費 d.檢疫 e.港口驗對①acdeb②a

debc③adceb④acdbe。  

2.  (4) 依據我國仲裁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①仲裁判斷之評議，不得公開②仲裁人之判斷，與法院之

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③外國仲裁判斷，經聲請法院裁定承認後，才可強制執行④合議仲裁庭之判

斷，以超過三分之二意見決定之。  

3.  (1) 企業在生產前，必須根據產品的種類與數量計算其生產所需要之所有零件與加工，因產品種類繁

多，目前均由電腦計算，此工作一般稱為①MRP 計算②BOM 計算③SCM 計算④APS 計算。  

4.  (2) 如下圖，你知道這是什麼標章嗎？①環保標章②能源效率標示③省水標章④奈米標章。   

 

5.  (3) 有關貿易條件 EXW 與 FCA 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EXW 為買方承擔最大義務之條件②一般而

言，EXW 報價較 FCA 便宜③EXW 條件下，賣方並無裝載貨物的義務，但若實際由賣方裝載貨物，

則風險移轉點與 FCA 無異④EXW、Ex Factory、Ex Mill 與 Ex Plantat ion 等，實際上為同一類之貿

易條件，一般總稱為〝Loco Terms〞。  

6.  (1) Our sweatshirt sales have increased steadily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_____, we are optimist ic about 

future growth in the sportswear department.① thus②however③nevertheless④whereas。  

7.  (2) 何謂水足跡，下列何者是正確的？①每人用水量紀錄②消費者所購買的商品，在生產過程中消耗的

用水量③水利用的途徑④水循環的過程。  

8.  (3) 保險公司受理貨損賠償之流程 : a.保險公司接獲出險通知並審查保險單條款 b.簽賠必要文件 c.出險

通知 d.代位求償 e.支付理賠 f.結案歸檔 g.理賠人員親赴現場或委請公證人進行調查瞭解損失情況，

下列順序何者正確？①gacbedf②cgabdef③cagbedf④cabgdef。  

9.  (2) 有關貿易條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FOB under Tackle 下，是指賣方將貨物置於買方指定的輪船

吊鉤可及之處，即告危險轉移②FOB Stowed (FOBS)下，將貨物入艙後進行安置和整理的「理倉費

用」由買方負擔③FOB 下，若買方未及時洽船訂艙，導致賣方未能及時備貨、安排裝運，將構成買

方違約④Loco Term 為在出口國存貨地點交貨之價格條件。  

10. (3) We are sorry to say that we are completely _____ of this item an d it  will be at least five weeks befo

re we get our next delivery.①out of production② in production③out of stock④ in demand。  

11. (3) 若海運提單之 consignee 欄位記載為〝 to order〞，下列何者為第一背書人？① issuing bank②carrie

r③shipper④ship owner。  

12. (3) 貨櫃運輸的提單上，Shipper 欄上標示為〝ABC (Forwarder) O/B (On Behalf) C/O(Care of) XYZ, In

c.〞時，假設該航次運送適巧有損害，下列何者有資格向船公司提出損害賠償之訴？①ABC②視情

況而定③XYZ④ABC 或 XYZ 皆可。  

13. (3) 信用狀中貨物描述規定 MENS' SUEDE JACKETS, PLAIN SUEDE FABRIC，發票上貨物描述顯示為

MENS' SUEDE JACKETS (IMITATION SUEDE WITH 100% POLYESTER KNITTED BACKING), P

LAIN SUEDE FABRIC，依 UCP600 及 ISBP 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單據相符，發票中額

外的貨物描述並未改變信用狀所要求的性質、分級或類別②單據不符，發票的貨物描述必須與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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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所規定的如鏡子影像般一致③單據不符，發票中額外的貨物描述改變信用狀所要求的性質、分級

或類別④單據相符，對於發票中額外的貨物描述，銀行將不予理會。  

14. (4) 有關世界貿易組織(WTO)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貿易總額占全球比重超過 95%②我國以正式會

員身份參與③藉由參與 WTO，我國對外貿易可享有公平合理之待遇④因我國為觀察員，不可與各

會員國進行諮商談判。  

15. (4) 下列何者是室內空氣污染物之來源：A.使用殺蟲劑；B.使用雷射印表機；C.在室內抽煙；D.戶外的

污染物飄進室內？①ABC②BCD③ACD④ABCD。  

16. (3) 有關國際間常見的標準規格，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CE 標誌為歐盟所規定之產品基本安全認證標

章②CNS 為台灣的國家標準③JAS 為美國工業製品之安全標誌④BS 為英國國家標準。  

17. (4) A 公司從日本進口一批 CFS/CFS 貨物，清潔提單上顯示件數為 500 箱，但 A 公司提貨時發現短少

20 箱，則該短少件數之損失應向下列何者求償？①出口商②開狀銀行③押匯銀行④船公司。  

18. (4) Which kind of let ter of credit  gives the exporter maximum securi ty and minimum delay in receiving 

payment？① i rrevocable and non- transferrable②revocable and confirmed③revocable and transferra

ble④ irrevocable and confirmed。  

19. (1) 勞工工作時右手嚴重受傷，住院醫療期間公司應按下列何者給予職業災害補償？①原領工資②前 1

年平均工資③基本工資④前 6 個月平均工資。  

20. (1) 不斷電系統 UPS 與緊急發電機的裝置都是應付臨時性供電狀況；停電時，下列的陳述何者是對的？

①不斷電系統 UPS 先啟動，緊急發電機是後備的②不斷電系統 UPS 可以撐比較久③兩者同時啟動

④緊急發電機會先啟動，不斷電系統 UPS 是後備的。  

21. (2) 依 URC522 之規定，有關匯票之承兌，提示銀行應負責檢視下列何者？①簽字之真實性②承兌型式

外觀顯示完整而正確③簽署承兌之任何簽字人之權限④承兌實質之合法性。  

22. (2) 輸出入貨品侵害我國或他國之智慧財產權有具體事證者，國際貿易局得停止其輸出入貨品之期間不

得超過①3 個月②1 年③9 個月④6 個月。  

23. (4) 根據我國貿易法之規定，經濟部得暫停特定國家或地區或特定貨品之輸出入。下列何種情況不適用

此規定？①國際收支發生嚴重失衡時②國內或國際市場特定物資有嚴重匱乏或其價格有劇烈波動

時③外國以違反國際協定妨礙我國輸出入時④自非世界貿易組織(WTO)會員國之輸出入貨品。  

24. (3) 因故意或過失而不法侵害他人之營業秘密者，負損害賠償責任。該損害賠償之請求權，自請求權人

知有行為及賠償義務人時起，幾年間不行使就會消滅？①7 年②5 年③2 年④10 年。  

25. (1) 有關「ISO 國際標準化組織」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ISO 9001 及 ISO 14001 均為產品之驗證，

而非廠商管理系統之驗證②總部設在瑞士③審核與認證是有時效的，每隔一段時間須再接受認證機

構之複審④其設立目的在於制訂世界通用的國際標準，以促進標準國際化，減少技術性貿易障礙。 

26. (3) 冰箱在廢棄回收時應特別注意哪一項物質，以避免逸散至大氣中造成臭氧層的破壞？①甲醛②汞③

冷媒④苯。  

27. (2) We specialize in al l types of beds _____ brass beds,  daybeds,  futons, to adjustable beds.①consist ing

 of②ranging from③such as④exemplified by。  

28. (4) 有關貿易條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DAT 和 DAP 的風險移轉點相同②一般可從 B/L 上知道運費

支付金額的情況③CIP 後應接貨交運送人地點④FCA 條件下，其 B/L 上應有〝Freight Collect〞的

字樣。  

29. (2) 有關 CIF Incoterms 2010 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①賣方須負責將貨物運到指定目的港交貨②賣方

只要按照契約規定將貨物裝船並提交合格的貨運單證，即履行了交貨的義務，而無須做到事實上的

實物交付③因由賣方負責辦理運輸保險，故有關貨物在海上的一切風險應由賣方承擔④若貨物在海

上發生危險事故，則買方可以拿契約、提單與保險單分別向出口商、船公司與保險公司進行索賠。 

30. (1) 下列何者指運送人或運送人的代理人簽發的第二套提單，用以替換裝船時所簽發的提單？①Switch

 B/L②Electronic B/L③Third Party B/L④Charter B/L。  

31. (1) 有關託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就出口商而言，遠期付款交單風險要比承兌交單的風險來的大

②在由出口商指定進口地的代收銀行情形下，出口地的託收銀行對代收銀行的錯誤或疏漏不負責任

③除另有約定外，代收銀行僅能將所收取之金額付給託收銀行④就銀行而言，承作託收的風險要小

於信用狀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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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 出口一部價值 100,000 美元之精密儀器並已投保，若運送途中貨輪相撞儀器嚴重受損，維修費 110,

000 美元，則該機器之損害可裁定為①單獨海損②共同海損③推定全損④實際全損。  

33. (3) 下列何者為信用狀之非單據化條件 (non-documentary conditions)？①SHIPMENT FROM KEELUNG

 TO HONGKONG②ALL DOCUMENTS SHOULD BEAR THE NUMBER OF THIS CREDIT③BENEF

ICIARY MUST SEND SHIPPING ADVICE TO THE APPLICANT WITHIN 2 DAYS AFTER THE SH

IPMENT IS EFFECTED④SHIPPING CO. CERTIFICATE CONFIRMING THAT THE VESSEL IS NO

T MORE THAN 15 YEARS OLD。  

34. (3) 下列何者「不是」菸害防制法之立法目的？①保護未成年免於菸害②保護孕婦免於菸害③促進菸品

的使用④防制菸害。  

35. (2) You can renew your contract within 30 days before the _____ date.①maturity②expiry③extension④

validity。  

36. (2) 根據關稅法之規定，關稅、滯納金或罰鍰，幾年內未課徵則不再徵收？①一年②五年③三年④四年。 

37. (4) 依據傭船契約所簽發傭船提單，根據 UCP600 之規定銀行審查單據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卸貨

港不得以信用狀敘明之港口地理區域或範圍顯示②傭船日期將視為裝運日期③銀行必須審查傭船

契約④銀行不須審查傭船契約。  

38. (4) 依  UCP600 之規定，有關「信用狀轉讓」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①除信用狀另有規定外，可轉讓

信用狀僅能轉讓一次，並禁止第二受益人重行轉讓予第一受益人②信用狀禁止分批裝運時，第一受

益人仍可將信用狀金額分割轉讓給多個第二受益人③受益人將信用狀款項讓與，其先決條件必須為

可轉讓信用狀④第一受益人如未能一經通知即辦理換單時，轉讓銀行有權將收到第二受益人之單據

提示予開狀銀行，而對第一受益人不再負責。  

39. (2) 依 UCP600 及 ISBP 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信用狀如要求〝  third party documents not acce

ptable〞時，銀行應不予理會②裝船前檢驗證明不得加註晚於裝運日之簽發日期③信用狀允許使用

兩種語文製單時，保兌銀行有權利限制可接受的語文④繕打錯誤而未影響單字或其於句中時該句的

意義時，不構成瑕疵。  

40. (4) 下列何者燈泡發光效率最高？①鹵素燈泡②白熾燈泡③省電燈泡④LED 燈泡。  

41. (3) Having carefully considered your request,  we have decided to al low you to ______ payment of your 

account to the end of October.①expedite② terminate③defer④facili tate。  

42. (4) 下列何者之工資日數得列入計算平均工資？①職災醫療期間②放無薪假期間③請事假期間④發生

計算事由之前 6 個月。  

43. (4) 有關保險單據之敘述，下列何者不屬於瑕疵單據？①保險單據的簽發日期晚於裝運日期②L/C 要求

保險單時，提示保險證明書③L/C 要求保險單據 2 份正本，提示保險單正本 1 份，副本 1 份④L/C

要求保險金額為 110%發票金額，提示保險單據之發票金額為 USD24,135.76，保險金額為 USD26,

549.33。  

44. (4) 下列何者非屬防止搬運事故之一般原則？①採取適當之搬運方法②以機械代替人力③以機動車輛

搬運④儘量增加搬運距離。  

45. (1) 有關〝Shipping Mark〞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①〝Counter Mark〞一般用於識別不同的發貨人或

製造商②紙箱上一般須列出〝Quality Mark〞以確認品質③為方便海關的查驗與進口商的提貨，宜

將品名具體且清晰地標示在紙箱上④〝Main Mark〞一般為賣方自行設計，並以賣方公司名稱之開

頭字母來代替。  

46. (2) 家人洗澡時，一個接一個連續洗，也是一種有效的省水方式嗎？①否，這跟省水沒什麼關係，不用

這麼麻煩②是，因為可以節省等熱水流出所流失的冷水③有可能省水也可能不省水，無法定論④

否，因為等熱水時流出的水量不多。  

47. (2) 甲公司向南非的礦業公司採購煤炭 5000 公噸，裝運時下列何者為較適合之裝載方式？①Full Cont

ainer Load②Bulk Carrier③Less-than Container Load④Tank Container。  

48. (1) 依 UCP600 規定，有關單據審查之標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運送單據之被通知人之地址不須與

信用狀規定者相同②任何單據上所顯示之貨物託運人不須為信用狀之受益人③單據之日期得早於

信用狀開發日期，但不得遲於其提示之日期④商業發票上之抬頭人欄位所示申請人之地址可不與信

用狀規定一致，但須在同一國家。  

49. (2) 依 UCP600 及 ISBP 之規定，有關發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貨物描述應符合信用狀規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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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敘明該貨物額外資料，但以該資料未顯示不同性質、分級或類別②發票中不得顯示信用狀未要

求的貨物額外數量、樣品及廣告材料，如敘明為免費時除外③發票得顯示預付款、折扣等信用狀未

敘明之減項④信用狀中貨物描述分散說明於發票不同位置，只要合併後與信用狀一致即可。  

50. (3) This I-Mopper product comes with a 1 -year limited warranty, which does not _____ any other compo

nents used with this device.①contain②endure③cover④entertain。  

51. (2) 我國某些農產品該年度進口數量累積若已超過為保護農民所設定之基準量時，政府得以徵收何種關

稅？①報復性關稅②額外關稅③機動關稅④平衡稅。  

5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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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礦化③土壤中的重金屬釋出④土

壤液化。  

53. (1) Your recent action not to replace the defective crane constitutes a flagrant _____ of contract.①brea

ch②breakage③violate④damage。  

54. (3) We _____ delivery of the goods but found that we received the wrong i tems.①went②made③ took④d

id。  

55. (1) 下列何者非屬使用合梯，應符合之規定？①梯腳與地面之角度應在 80 度以上②合梯應具有堅固之

構造③有安全之防滑梯面④合梯材質不得有顯著之損傷、腐蝕等。  

56. (1) 依 ISBP 規定有關傭船提單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Congenbil l〞(康金提單)或〝Tanker B

ill of Lading〞(油輪提單)，對傭船契約並無任何進一步之註記或援引，就其本身而言，不構成對傭

船契約之註記或援引②傭船提單上資料之任何更正只經託運人確認即可③傭船提單上所表明貨物

之說明，必須與信用狀中所規定相同④若傭船提單以〝 to order〞方式簽發時，應由銀行背書。  

57. (1) 主要的商務仲裁程序，下列何者正確？①申請仲裁→選任仲裁人→被告答辯→審理案件→仲裁判斷

②申請仲裁→選任仲裁人→審理案件→被告答辯→仲裁判斷③申請仲裁→被告答辯→選任仲裁人

→審理案件→仲裁判斷④申請仲裁→仲裁合意表達→被告答辯→審理案件→仲裁判斷。  

58. (2) 營業秘密可分為「技術機密」與「商業機密」，下列何者屬於「商業機密」？①程式②客戶名單③

設計圖④  生產製程。  

59. (2) 關於個人資料保護法規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外國學生在臺灣短期進修或留學，也受到我

國個資法的保障②間接蒐集之個人資料，於處理或利用前，不必告知當事人個人資料來源③公務機

關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可以蒐集、處理或利用一般性個人資料④非公務機關亦應維護個人資

料之正確，並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更正或補充。  

60. (1) 關於進出口廠商登記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①申請出進口廠商登記，其申請文件須以書面方式辦

理②申請出進口廠商登記，公司應檢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  行號應檢附商業登記證明文件③公司或

行號經營出進口業務，除法令另有禁止或限制規定者外，得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申請登記為出進口

廠商④英文名稱登記，應載明主體名稱及組織種類；外國分公司之英文名稱應標明其國籍與分公司

名稱。  

複選題：  

61. (134) We would like to sort  out the credit formali ties as soon as possible so that we can begin trading. Co

uld you provide us with_____？① t rade references②a letter of credit③a recent financial statement

④ the name of your bank。  

62. (124) 有關開狀銀行拒付通知，下列哪些符合 UCP600 之規定？①開狀銀行拒付後，受益人仍可於信用狀

有效期限及提示期限內補正單據②開狀銀行拒付通知應敘明各項瑕疵及單據處理方式③倘開狀銀

行拒付通知分兩次發出，則此兩次拒付通知皆無效④開狀銀行有權不徵詢申請人，逕自對瑕疵單據

予以拒付。  

63. (123) 有關「遲延交貨」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①在 FCA、CPT、CIP 等貿易條件下，只要提單簽發日

未遲於契約約定的交貨期限，則不構成「遲延交貨」，而不必過問實際裝船日期②若為不可抗力事

故造成，則買賣雙方均可免責③若因信用狀未能及時開出而導致「延遲交貨」，買方需負責④若因

供應廠商出貨不及造成「遲延交貨」，則出口商不用負責。  

64. (123) 關於「Countervail ing Duties」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①為進口國對進口產品所課徵之特別關稅

②其目的為抵銷出口國對其國內生產者或出口商所提供之補貼利益③其課徵不得超過貨物領受之

補貼金額④政府為了確立開放市場和區域連結有利於國家之發展，所推動的關稅政策。  

65. (23) 有關空運提單之敘述，下列哪些錯誤？①全套提單共有三份正本及若干份副本②declared valu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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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iage 欄位如不申報，應填入 no value③託運人須持全套正本提單向銀行辦理押匯④提單號碼為

AST-983647，可知它是一張 HAWB。  

66. (12) We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 _____.①five baskets of vegetables were spoiled on arrival② two crates

 were missing from your consignment when delivered on May 5③ three boxes of plates badly damage

d on arrival④four cases of clocks lost in transit。  

67. (134) 有關「保稅」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①適用於未經海關徵稅放行的進口貨物或轉口貨物②納稅義

務人得提供認可的擔保，或以其它海關易於監管的方式申請免繳關稅③保稅倉庫應在港區、機場、

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農業科技園區、鄰近港口地區或經海關核准之區域內設立④倉儲業者

得向海關申請核准於保稅倉庫範圍內對進口貨物予以整理、分類、分割、裝配或重整。  

68. (14) After a careful review of your operations, we believe that your company is ideal for _____ our need

s.①fulfill ing②corresponding③meeting with④serving。  

69. (123) 信用狀要求提示" photocopy of a s igned invoice "，出口商應如何提示單據才符合 ISBP 之規定？①

簽署之正本發票之影本②簽署之正本發票③簽署之正本發票之副本④未簽署之正本發票之影本。  

70. (124) 有關複合運送，下列敘述哪些正確？①貿易條件最好選擇 FCA、CPT 或 CIP②複合運送人不拘限於

船公司或船務代理公司③運送單據已表明信用狀敘明之發送地、接管地或裝運地及最終目的地，但

銀行不接受載明另一不同之發送地、接管地或裝運地或最終目的地④涵蓋至少兩種不同運送方式之

運送單據。  

71. (124) Under CIF terms, which documents is the seller required to provide?①B/L②E/P, if necessary③Debi

t Note④Insurance Policy。  

72. (234) 有關「特約檢驗」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①不須再經港口驗對程序②檢驗標準通常係依買賣雙方

之約定標準③由廠商依需要向標準檢驗局提出申請④主要針對未列入法定檢驗的貨品。  

73. (14) 下列哪些為 ICC(C)2009.1.1 所承保之危險？①碰撞或觸撞②戰爭③水入侵船舶、運送工具或儲貨處

所④投棄。  

74. (34) 當提單上標示出〝Freight Collect〞時，則該交易下的貿易條件不可能為①FAS②FCA③DAT④CIP。 

75. (124) 有關貿易條件在空運下之使用，下列敘述哪些正確？①不宜使用 FOB、CFR 或 CIF 等貿易條件②

若使用 FOB，則多數解釋其交貨地點為裝機後，費用與風險均在此轉移③若使用 FCA，則航空倉

儲費用歸賣方負擔④宜使用 FCA、CPT、CIP 等貿易條件。  

76. (24) 有關擔保信用狀 (Standby L/C)，下列敘述哪些錯誤？①可做為履約保證②只適用 ISP98，而不適用

UCP600③投標人可洽請銀行開發以招標人為受益人的擔保信用狀④貸款銀行未獲借款人償付本息

時，須取得法院的確定判決始可向開狀銀行求償。  

77. (124) 有關瑕疵單據之處理方式，下列敘述哪些正確？①以電報徵詢開狀銀行同意接受瑕疵，將來開狀銀

行仍能以其他未提及之瑕疵拒付②理想的方式為修改信用狀③如因瑕疵情況嚴重，而改以信用狀項

下託收處理時，將改適用 URC522④保結押匯之保結書僅出口商對押匯銀行切結，無法拘束開狀銀

行。  

78. (124) 依據關稅法之規定，下列何者應計入完稅價格？①依交易條件由買方支付之權利金及報酬②由買方

負擔之佣金、手續費③進口關稅④運至輸入口岸之運費、裝卸費及搬運費。  

79. (12) 有關 CIP Incoterms 2010 之敘述，下列哪些錯誤？①買方須負責出口通關②僅適用於空運③買方須

負責進口通關④賣方將貨物交給運送人後風險即轉移給買方。  

80. (34) 若一採購代理商幫國外買主向國內三家廠商採購完成後，其安排裝櫃出口時，最好採用以下何種方

式？①FCL/FCL②CFS/CFS③LCL/FCL④CFS/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