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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各國有關共同海損的立法以及保險公司、輪船公司於保險單或提單上訂定有關共同海損的條款時，
大多以何項國際慣例、規則或公約為依據？ ①華沙公約（Warsaw Convention ）②漢堡規則（The
Hamburg Rules ）③約克安特衛普規則（ York-Antwerp Rules ）④海牙規則（Hague Rules）。

2. (2)

有關輸出綜合保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所有外匯指定銀行皆承辦此項業務 ②貨物由第三國裝運
出口者，因輸入目的地或轉口地政府禁止或限制進口所致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③只適用於付款條件
D/P 與 D/A④對於保險標的物損失採全額賠償。

3. (1)

Buyer to Seller: "I know that's what you said but I don't buy it." 針對以上談話，下列何者正確？①T
he buyer does not believe what the seller said. ②The buyer does not intend to purchase the product.
③The seller talked the buyer out of buying the product. ④They have struck a deal.。

4. (4)

進口原產地認定基準不包括下列何者？①低度開發國家貨物之原產地認定②與我國簽訂貿易協定
之國家或地區貨物之原產地認定③一般貨物之原產地認定 ④已開發國家貨物之原產地認定。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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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五年②四年③一年④三年。

6. (3)

依 ISBP 之規定，有關信用狀所提示單據份數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①信用狀規定〝INVO IC E〞，
受益人可提示一份副本或一份正本發票②信用狀規定〝INVOICE IN ONE COPY 〞，受益人應提示
一份副本發票③信用狀規定〝COPY OF INVOICE〞，受益人可提示一份副本發票④信用狀規定〝I
NVOICE IN THREE COPIES 〞，受益人應提示三份副本發票。

7. (3)

下列何種方式沒有辦法降低洗衣機之使用水量，所以不建議採用？ ①使用低水位清洗②選擇快洗行
程③兩、三件衣服也丟洗衣機洗④選擇有自動調節水量的洗衣機，洗衣清洗前先脫水 1 次。

8. (4)

依 Incoterms 2020 規定，在 CIP 的貿易條件之下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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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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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cdbe②a
debc③acdeb④adceb。

10. (3)

在國際貨櫃運輸中貨櫃依用途可區分數種，業者依貨物特性選定貨櫃形式，下列敘述何者較不適
當？①Garment on Hangers 適用於裝運高級服飾如大衣、西裝等②Tank Container 適用於裝運液體
貨與氣體貨等③Open Top 適用於裝運牲畜、動物等 ④Flat Rack 適用於裝運木材、鋼板等。

11. (2)

台商某牛皮紙公司與日商簽訂供應次級牛皮紙，但台商接單人員為討好客人指示以一級牛皮紙出
貨，請問可能發生什麼糾紛？ ①市場索賠糾紛②品質糾紛③行銷糾紛④價格糾紛。

12. (2)

下列行為何者「不」屬於敬業精神的表現？①遵守法律規定②隱匿公司產品瑕疵訊息③保守顧客隱
私④遵守時間約定。

13. (1)

依 ISBP 之規定，有關單據的更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同一份單據中使用多種字體，其本身並
不表示更正②副本單據中資料的任何更正必須確認 ③由受益人所簽發之單據中資料的任何更正，均
無須確認④當一份單據包含不止一處更正時，只需在其中一處作出確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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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狀銀行②出口商③押匯銀行④船公司。

15. (3)

有關國際現行之三種貿易條件解釋規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American Definitions ( 美國對外貿
易定義)旨在統一解釋 CIF 下買賣雙方的權利義務②均具備國際法或國際條約的效力③Warsaw-Oxf
ord Rules (華沙牛津規則)因自 1928 年至今未曾修訂，所以實務界多不再採用 ④現行「聯合國貿易
條件解釋規則」為 2020 年所修訂，通稱為 Incoterms 202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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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NVOCC②time charter③liner④voyage charter。

17. (3)

在 FOB 且信用狀付款下，請依序排列出進口商辦理下列事項之正確流程： a.購買運輸保險 b.進口
詢價 c.進口結匯贖單 d.申請開發信用狀 e.交易成立 f.申請並取得簽證 g.還價 h.進口報關、提貨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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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發提貨單①bgfeadich②bgeafcdih③bgefadcih④bgeafidch。
18. (4)

We fail to understand why you have not settled your account of $1,520, which is now two months __
___.①overtime②oversight③overwork④overdue。

19. (2)

屋頂隔熱可有效降低空調用電，下列何項措施較不適當？ ①屋頂綠化②屋頂儲水隔熱③鋪設隔熱磚
④於適當位置設置太陽能板發電同時加以隔熱。

2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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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BOM 計算②SCM 計算③MRP 計算④APS 計算。

21. (4)

有關仲裁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①如一方不服仲裁可以提起訴訟②屬友好協商解決糾紛的方式，
但其結果不具有法律的強制性 ③可以多次交由不同的仲裁機構執行仲裁，直至雙方達成滿意結果為
止④法院受理某爭議，一方於答辯中提出雙方簽有仲裁協定，則法院應停止訴訟程序，裁定駁回起
訴。

22. (3)

下列何者不屬於輸出綜合保險之承保範圍？ ①輸出目的地政府變更法令，以致貨款不能收回之損失
②買主承兌到期不付款③貨物運輸途中遭受損害④買主不依約付款。

23. (2)

醫療院所用過的棉球、紗布、針筒、針頭等感染性事業廢棄物屬於 ①資源回收物②有害事業廢棄物
③一般廢棄物④一般事業廢棄物。

24. (1)

石綿最可能引起下列何種疾病？①間皮細胞瘤②心臟病③巴金森氏症④白指症。

25. (4)

某公司員工因執行業務，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若被害人提起告訴，下列對於
處罰對象的敘述，何者正確？ ①員工只要在從事侵犯他人著作財產權之行為前請示雇主並獲同意，
便可以不受處罰②僅處罰侵犯他人著作財產權之員工③僅處罰雇用該名員工的公司 ④該名員工及
其雇主皆須受罰。

26. (3)

依 URC522 及我國票據法之規定，有關部分付款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①提示銀行對因部分付款
而遲延交單所致之後果，應負責任②跟單託收除託收指示書有特別禁止外，接受部分付款 ③我國票
據法允許光票託收接受部分付款④商業單據僅於收妥全部款項後，始交予付款人。

27. (3)

海關變賣逾期不報關貨物，其所得價款，扣除應繳納關稅外，依法規定應扣繳之必要費用計有： a.
倉租、裝卸費 b.滯報費、滯納金 c.處理變賣貨物所需費用等三項，其扣繳優先順序為 ①abc②cba
③cab④bca。

28. (3)

在三角貿易下，若使用可轉讓信用狀付款，請排列出下列事項之順序？ a.交易成立。b.申請開發信
用狀。c.開出 Transferred L/C。d.開出 Transferable L/C。e.中間商憑 Transferable L/C 辦理押匯。f.
中間商憑 Transferable L/C 向 Transferring Bank 申請辦理信用狀轉讓。g.供應商憑 Transferred L/C
辦理押匯①abfdcge②abfdgce③abdfcge④abfdceg。

29. (3)

有關付款方式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CAD 與 D/P 為憑單據付款②L/C 與 Collection 是屬於逆匯
③CWO 為交貨時付款④O/A 與 D/A 為交貨後付款。

30. (3)

An open account transaction is a sale where the goods are shipped and delivered ______. ①upon rece
ipt of payment②within 30 days after receipt of payment ③before payment is due ④without export cr
edit insurance 。

31. (3)

酸雨對土壤可能造成的影響，下列何者正確？①土壤液化②土壤礦化③土壤中的重金屬釋出 ④土壤
更肥沃。

32. (1)

預防職業病最根本的措施為何？①實施作業環境改善②實施僱用前體格檢查③實施定期健康檢查
④實施特殊健康檢查。

33. (1)

按照現行法律規定，侵害他人營業秘密，其法律責任為：①刑事責任與民事損害賠償責任皆須負擔
②僅需負刑事責任③刑事責任與民事損害賠償責任皆不須負擔 ④僅需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

34. (3)

Thank you for your promptness in delivering the camcorders we ordered on November 11. However,
100 were delivered this morning instead of 120 as _____ in our order. ①specify②shows③stated④st
ipulating。

35. (3)

世界環境日是在每一年的：①3 月 8 日②4 月 10 日③6 月 5 日④11 月 12 日。

36. (3)

有關貿易契約成立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簽約代表人的死亡事實，足以構成契約即時失效的法
律效果②不以訂立書面為要件 ③契約簽訂前由雙方當事人簽訂的「備忘錄」，一樣具備實質的法律
效果④當買賣雙方對於互相所提的條件達成合意時，契約即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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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

以下為貿易條件 CFR 之定期船託運事項： a.報關裝貨 b.支付運費 c.洽定艙位 d.選定運送人 e.領取
提單 f.領取大副收貨單，請排出正確的流程？①dcaefb②dcbaef③dcafbe④dacefb。

38. (2)

依據電子信用狀統一慣例(eUCP)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eUCP 之內容適用於全面的電子提
示，或紙面單據與電子提示的混合②eUCP 要求提示兩份正本電子紀錄時，則須提示兩份電子紀錄
才符合規定③證明運送之電子紀錄未表明裝運或發送日期，該電子紀錄之簽發日期將視為裝運或發
送日期④eUCP 係補充而非取代 UCP 600，二者可共同運作。

39. (3)

逛夜市時常有攤位在販賣滅蟑藥，下列何者正確？ ①滅蟑藥之包裝上不用標示有效期限②只要批
貨，人人皆可販賣滅蟑藥，不須領得許可執照 ③滅蟑藥是環境衛生用藥，中央主管機關是環境保護
署④滅蟑藥是藥，中央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

40. (1)

The goods supplied in accordance with our order no. B503 have been checked, and we found that the
re is a _____ between the goods sent and the quantity shown on the invoice. ①discrepancy②dispute
③differences④dividend。

41. (2)

有關信用狀通知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受益人遺失信用狀而申請掛失時，應出具書面申請書向
通知銀行辦理②通知銀行與開狀銀行具通匯關係，故無權拒絕信用狀之 通知③以 SWIFT 系統收到
信用狀，系統會自動核押，電文上會出現 AUTH. CORRECT 表示押碼相符④修改書之通知銀行應
與信用狀之通知銀行為同一銀行。

42. (1)

有關 CIP Incoterms 2020 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賣方須負擔至目的地為止的風險及費用 ②賣方
須辦理貨物出口通關及貨物在交貨前過境第三國運送所需之一切通關手續 ③其風險負擔與通關之
規定與 FCA、CPT 條件相當④貨物交付予運送人後，爾後若須經其他國家轉運，則其所需之一切通
關均由買方負責。

43. (3)

下列何者非屬使用合梯，應符合之規定？ ①有安全之防滑梯面②合梯應具有堅固之構造③梯腳與地
面之角度應在 80 度以上④合梯材質不得有顯著之損傷、腐蝕等。

44. (4)

若海運提單之 consignee 欄位記載為〝to order〞，下列何者為第一背書人？①issuing bank②carrie
r③ship owner④shipper。

45. (4)

若一批從基隆出口到東京的貨，買賣契約中之價格條款為〝 USD100.00 per set CIF Tokyo , includi
ng your commission 7% on FOB basis 〞，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每單位的佣金為 USD 7.00②上
述價格等同 USD100.0 per set FOBC7 Keelung ③上述價格等同 USD100.0 per set CIFC7 Tokyo ④上
述條款通常用於寄售買賣。

4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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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兌型式外觀顯示完整而
正確②簽字之真實性③簽署承兌之任何簽字人之權限④承兌實質之合法性。

47. (3)

We appreciate your patience and please _____ that we will do everything in our power to _____ that
this type of error does not occur in the future. ①assure.....be ensured②be assured....be ensured ③be
assured....ensure④assure....ensure 。

48. (3)

身為公司員工必須維護公司利益，下列何者是正確的工作態度或行為？ ①將公司逾期的產品更改標
籤②服務時首先考慮公司的利益，然後再考量顧客權益 ③工作時謹守本分，以積極態度解決問題④
施工時以省時、省料為獲利首要考量，不顧品質。

49. (2)

下列哪一項進口稅費之計算不以 DPV(完稅價格)為基準？①貨物稅②商港服務費③關稅④推廣貿
易服務費。

50. (4)

有關限押信用狀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限押信用狀下辦理轉讓的銀行是第二押匯銀行 ②依《銀
行間辦理轉押匯業務合作要點》之規定，第一押匯銀行負責押匯單據審查，第二押匯銀行負責寄單
及求償③第二押匯銀行對單據遞送遺失免責，但前提為單據符合之提示並依信用狀指示遞送 ④限押
信用狀之有效期限是以第一押匯銀行收件日為基準。

51. (3)

冷氣外洩會造成能源之消耗，下列何者最耗能？ ①自動門有氣簾②自動門無氣簾③全開式無氣簾④
全開式有氣簾。

52. (1)

下列書信內容屬何種函件？ "While appreciating the attractive design of your high -rise bicycles, we
suggest you make some allowance. A 10% reduction would facilitate the transaction and help introdu
ce your goods to the rapidly growing market here." ①counter-offer②offer③inquiry④sales。

53. (2)

以 CY 方式出口貨物，從洽訂艙位到領取提單的過程： a.船邊裝船 b.領取裝貨單 c.重櫃交回貨櫃場
d.換領提單 e.貨主裝櫃加封 f.提領空櫃 g.通關放行、海關加封條，下列何者為正確的排列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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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bfcegad②bfecgad③fbcegad④bfegcad。
54. (1)

依 ISBP 之規定，受益人所提示之產地證明書，下列何者將構成瑕疵？ ①信用狀如指定產地證明書
由製造商簽發，則可由受益人簽發②提單以信用狀受益人為託運人，而產地證明書的 shipper 欄位
填寫信用狀受益人以外之第三者③信用狀要求提單做成 to order of the issuing bank ，而產地證明書
的 consignee 欄位填寫 applicant 名稱④產地證明書上貨物說明僅使用統稱，但未與信用狀之敘明相
牴觸。

55. (4)

依勞動基準法規定，雇主延長勞工之工作時間連同正常工作時間，每日不得超過多少小時？ ①10②
15③11④12。

56. (2)

有關空運貨物(air cargo)與航空郵包(air post parcel)之差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航空貨運追蹤
未到貨物較快②航空郵包的運費可不必由寄貨人付清③每件航空郵包皆有重量及體積的限制 ④航
空貨運可更改目的地及收貨人。

57. (4)

In checking our records, we find that your account shows an unpaid _____ of $305.80. ①remaining
②overdue③amounts④balance。

58. (2)

下列何者不是外匯銀行之授信業務？ ①Forfaiting②Collection③Negotiation④B/L Endorsement 。

5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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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可以節省等熱水流出所
流失的冷水②有可能省水也可能不省水，無法定論 ③否，因為等熱水時流出的水量不多④否，這跟
省水沒什麼關係，不用這麼麻煩。

60. (3)

Having carefully considered your request, we have decided to allow you to ______ payment of your
account to the end of October. ①expedite②facilitate③defer④terminate。

複選題：
61. (123) 依 Incoterms 2020 之規定，下列何者可能為 DPU 的交貨地？①買方工廠②進口國貨櫃場③進口國
車站④出口國機場。
62. (14) 有關記帳方式(O/A)輸出綜合保險，下列敘述哪些錯誤？ ①保險期間自貨物完成裝運後即終止②貨
物由第三國裝運出口者，因輸入目的地或轉口地政府禁止或限制進口所致損失，中國輸出入銀行不
負賠償責任③只承保信用危險與政治危險，不承保貨物運輸保險 ④保險費於辦理投保手續當時即須
繳清。
63. (123) 對出口商而言，下述哪些是 Forfaiting 的優點？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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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出口額度可迅速回復使用，提高資金運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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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134) 有關貨物運輸保險之保險金額係指①核算保險費的基礎②商業發票的金額③通常是以交易金額加
上 10%計算④保險公司應承擔的最高賠償金。
65. (23) We trust that you will find these terms ______ and hope that you will favor us with your orders. ①sa
tisfied②reasonable ③agreeable④accepted。
66. (12) 有關貨物運輸保險，下列敘述哪些錯誤？ ①保險單所標明的受益人一定是出口商或進口商 ②國際貨
物運輸保險都屬於不定值保險 ③海上保險的種類除貨物保險外也包括運費保險 ④ICC 09.1.1 使用
「被保險標的物」(subject-matter insured) ，取代 ICC 82.1.1 的「貨物」(the goods)。
67. (134) 有關我國「進口簽證」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限制輸入貨品表」之架構分為：「管制輸入貨
品」與「有條件准許輸入貨品」②「限制輸入貨品表」外的貨品，屬自由輸入貨品，海關無須查核
其它任何有關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文件或證照，一律免證通關放行 ③目前須簽證進口之貨品項目已
不到 1%④辦理進口簽證所依據的主要法令包括：「貿易法」、「貨物輸入管理辦法」、「戰略性
高科技貨品輸出入管理辦法」、「出進口廠商登記辦法」、「軍事機關輸出入貨品管理辦法」及「台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貿易許可辦法」等。
68. (23) According to UCP 600, which statements are true concerning transferable L/C? ①A credit may be tra
nsferred in part to more than one second beneficiary as long as it states that it's transferable. ②An is
suing bank may be a transferring bank. ③Unless otherwise a greed at the time of transfer, all charges
incurred in respect of a transfer must be paid by the first beneficiary. ④A transferable credit can be
transferred at the request of a second beneficiary to any subsequent beneficiary. 。
69. (134) 依 UCP600 之規定，下列敘述哪些錯誤？ ①信用狀開出後，對於買賣契約內容的變更、修改或撤銷，
除非通知開狀銀行，否則開狀銀行概不負責 ②信用狀轉讓給一個以上的第二受益人時，其中某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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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第二受益人拒絕接受信用狀修改書，不影響其他第二受益人接受信用狀修改書 ③保兌信用狀由
保兌銀行與開狀銀行共同負責，但開狀銀行仍然承擔首先付款的責任 ④通知銀行對信用狀受益人承
擔憑單付款的責任。
70. (234) 買賣契約中有關「品質條款」的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以「標準規格」來約定品質一般適用於交
通工具、機械、廠房設備等買賣上②以「實物」來約定品質時，一般以「樣品」交易居多 ③以「看
貨買賣」來約定品質時，日後發生品質糾紛的機會較少 ④以 GMQ 來約定品質時，由於標準抽象，
經常發生品質上的糾紛。
71. (12) 若某箱貨物之裝運標誌為：GM(IN DIA)/CHICAGO VIA SEATTLE/ C/NO ：86/250/MADE IN TAI
WAN，則下列敘述哪些錯誤？ ①CHICAGO 為 PORT OF DISCHARGE②SEATTLE 為 DESTINATI
ON③原產地為台灣④該批貨物共 250 箱。
72. (124) 有關進、出口簽證制度，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目前採「負面表列」制度 ②輸入許可證遺失時，可
申請補發③輸出許可證有效期限為自簽證之日起 30 天，必要時得申請展延期限 ④若輸出未列入「限
制輸出貨品表」的貨品，得免辦出口簽證。
73. (12) 有關 counter purchase 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①交易期間約在一至五年之間 ②互相購買涉及兩筆
交易③賣方對買方承諾會向買方購買與其所出售設備及技術相關之產品 ④相對採購不可用貨幣支
付差額部份。
74. (12) 有關報價之敘述，下列哪些錯誤？①必須用書面報價②一定由賣方發出報價③穩固報價在有效期限
內不得任意撤銷④可以用口頭方式報價。
75. (13) 下列哪些商品較適合用 GMQ 來買賣？①海鮮②化妝品③鮮花④家電。
76. (234) 有關 sea waybill 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提貨時須提供 letter of indemnity ②屬不可轉讓之運送
單據③與海運 B/L 相同皆為運送人與託運人間所簽訂運送契約之憑證 ④非為物權證書。
77. (12) We are writing to inquire whether you would be interested in _____ a business relationship with us.
①entering into②establishing ③opening④setting。
78. (23) 依 UCP600 及 ISBP 之規定，有關發票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發票中的數量、單價和金額前可
冠以 about 或類似的文字②信用狀貨名為 shoes，發票為 shoes and socks(free of charge)，銀行將視
為瑕疵③除信用狀要求，發票無須簽署或加註日期 ④如信用狀要求提示"commercial invoice"，則銀
行可接受冠名為"customs invoice" 的單據。
79. (124) If the buyer cancels the delivery of the goods, he shall be obliged to _____. ①pay damages for docu
mented losses that the seller may suffer ②pay damages for the seller's loss of profit ③file a claim wi
th the insurance company on behalf of the seller ④cover all costs related to the cancellation 。
80. (124) 依 UCP600 之規定，有關信用狀轉讓，下列哪些項目得變更？ ①投保百分比②提示期間③裝運港及
卸貨港④信用狀所載之任何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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