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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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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下列何者非節省能源的做法？①影印機當 15 分鐘無人使用時，自動進入省電模式②汽車不行駛短程，

較短程旅運應儘量搭乘公車、騎單車或步行③電視機勿背著窗戶或面對窗戶，並避免太陽直射④電冰

箱溫度長時間調在強冷或急冷。  

2.  (2) 依 Incoterms 2020 之規定，下列何種貿易條件賣方須負擔貨物至目的港的運費？①FAS②CFR③FCA

④FOB。  

3.  (2) 下列那一項不是 Stand-by L/C 之用途？①投標保證②清償貨款③履約保證④貸款保證。  

4.  (2) 一般用以裝運車輛、鋼板、木材、電纜的貨櫃為①乾貨貨櫃②平板貨櫃③冷藏貨櫃④開頂貨櫃。  

5.  (4) 下列哪項費用原則上是由賣方負擔？①進口簽證費②開狀手續費③PSI 費用④押匯手續費。  

6.  (4) 投棄係屬於海損中的何種類型？①實際全損②單獨海損③推定全損④共同海損。  

7.  (4) 如果你擔任公司採購的職務，親朋好友們會向你推銷自家的產品，希望你要採購時，你應該①建議親

朋好友將產品折扣，折扣部分歸於自己，就會採購②可以暗中地幫忙親朋好友，進行採購，不要被發

現有親友關係便可③既然是親朋好友，就應該互相幫忙④適時地婉拒，說明利益需要迴避的考量，請

他們見諒。  

8.  (1) 進口貨物通關程序一般分為五大步驟：a.收單；b.查驗；c.徵稅；d.分類估價；e.放行，其順序下列何

者正確？①abdce②adcbe③acdbe④abcde。  

9.  (4) 下列何者非屬價格條件之要件？①貿易條件②幣別③計價單位④重量單位。  

10. (1) 關於 Incoterms 2020，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規範貨物所有權之轉移②僅為訂立契約依據而非買賣契

約的全部③由國際商會制訂之成文習慣，非法律且不具強制力④未規範買賣雙方之貨款清算。  

11. (3) 木材交易宜採用下列哪種方式約定品質？①樣品②說明書③良好適銷品質④標準品。  

12. (3) 信用狀內容出現「This credit is available with the advising bank by negotiat ion.」，表示該信用狀係

①直接信用狀②延期付款信用狀③限押信用狀④自由讓購信用狀。  

1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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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無法適用④可以適用並加重其刑。  

14. (1) 下列何種商品交易適合以樣品約定品質？①文具②寶石③黃豆④冷凍魚蝦。  

15. (2) 下列何者不是初次辦理出口押匯的手續？①送交印鑑登記卡②簽具 L/I③開立外匯存款帳戶④簽具 L/

H。  

16. (4) 下列行為何者為要約？①寄送價目表②寄送型錄③寄送樣品④發出報價單。  

17. (3) 根據環保署資料顯示，世紀之毒「戴奧辛」主要透過何者方式進入人體？①透過觸摸②透過呼吸③透

過飲食④透過雨水。  

1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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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災害②職業災害③

公共災害④天然災害。  

19. (1) Which one is not a standard address abbreviation?①Encl.②St.③Blvd.④Av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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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方②開狀銀行

③保兌銀行④賣方。  

21. (3) 學校駐衛警察之遴選規定以服畢兵役作為遴選條件之一，根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

W)，下列何者錯誤?①駐衛警察之遴選應以從事該工作所需的能力或資格作為條件②已違反 CEDAW

第 1 條對婦女的歧視③此遴選條件未明定限男性，不屬性別歧視④服畢兵役者仍以男性為主，此條件

已排除多數女性被遴選的機會，屬性別歧視。  

22. (1) As the time of shipment is fas t approaching, we must ask you to fax the L/C and shipping ______imme

diately.① instructions②manual③advice④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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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 所謂擔保提貨係指由何方負責擔保？①賣方②開狀銀行③船方④買方。  

24. (1) 商品價目表的寄送視為①要約的引誘②承諾③要約④反要約。  

25. (1) 遠期信用狀內容如未載明貼現息由誰負擔時，該信用狀的貼現息應由誰負擔？①受益人②開狀銀行③

申請人④承兌銀行。  

26. (2) The distr ibution problem has finally been solved.  ______,  another problem has arisen.①While②Howe

ver③Therefore④As a result。  

27. (3) Payment wil l be made by bank ______.① t ransit② transport③ t ransfer④ t ransaction。  

28. (4) 依 UCP600 之規定，信用狀與買賣契約之關係為①相互依賴②相互拘束③部份相關④相互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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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門無氣簾。  

30. (2) 出口押匯時，出口商所簽發的匯票，是屬於①Banker's check②Commercial Bill③Clean Bill④Banker'

s Bill。  

31. (2) 有關信用狀作業規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ISP98 適用於擔保信用狀②UCP 與 ISBP 有牴觸時，

以 ISBP 的規定優先③ISBP 必須與 UCP 合併使用，始生效力④UCP600 適用於書面單據提示；eUCP

適用於電子提示。  

32. (1) 目前有關「商港服務費」之收取，下列何者正確？①從「量」收取②從「價」收取③對空運也要收取

商港服務費④只對進口貨物收取，但不對出口貨物收取。  

33. (3) The new model has several additional ___ which wil l appeal to customers.①dimensions②measurement

s③features④specialt ies。  

34. (3) 世界貿易組織 (WTO)的最高決策機構為①爭端解決機構②總理事會③部長會議④貿易政策檢討機構。 

35. (3) 依 Incoterms 2020 之規定，CIP 之風險分界點與下列何者相同？①FOB②DDP③FCA④EXW。  

36. (4) 有關 SWIFT 信用狀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有一定的格式代號引導②可構成有效的正本信用狀③S

WIFT 發出的信用狀可自動核對密碼，可辨別真偽④SWIFT L/C 內文應載明開狀銀行的確切保證文字。 

37. (4) 依原樣品所仿造或精選之樣品稱為①賣方樣品②買方樣品③現貨樣品④相對樣品。  

38. (1) 海運廠商出口貨物可不必繳納下列何種稅捐費用？①關稅②推廣貿易服務費③特別驗貨、監視費④商

港服務費。  

39. (1) 下列何種方式付款時不須匯票？①Deferred Payment Credit②D/P③D/A④Acceptance Credit。  

40. (3) 以出口商的立場要掌握保險品質，又要善用保險來做貿易的避險工具，最好以何種貿易條件出貨買保

險？①FOB②CPT③CIF④CFR。  

41. (3) 某項出口報價於 7 月 25 日以郵寄形式送達進口商，但在此前的 7 月 23 日，出口商以一傳真告知進口

商，報價無效，此行為屬於①一項新報價②報價的修改③報價的撤回④報價的撤銷。  

42. (1) 貨物自遠東地區運往美國中部或東部之運輸作業能利用下列哪一種方式？①OCP②BAF③CAF④LAS

H。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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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米標章④省水標章。   

 

44. (1) 將商品委託國內製造商生產後，以國外廠商之品牌在市場上行銷，這種製造交易方式稱為①OEM②O

DM③整廠輸出④相對貿易。  

45. (3) 下列何者貿易方式係以貨品為償付的工具？①過境貿易②轉口貿易③易貨貿易④寄售貿易。  

46. (1) 進口貨物由海關課徵或代徵之稅捐項目不包括下列哪一項？①商港服務費②關稅③營業稅④推廣貿

易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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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2) 代表公司與國外客戶洽談交易時，下列何者錯誤？①遵守誠信原則②誇大不實說明公司產品優點③努

力爭取公司的最大利益④注意傾聽，瞭解客戶需求。  

48. (4) 下列何者是海洋受污染的現象？①臭氧層破洞②溫室效應③形成黑潮④形成紅潮。  

49. (4) 貨物進口自運輸工具進口日之翌日起算幾天內未報關將被變賣？①30 天②60 天③15 天④35 天。  

50. (4) The following is  a l is t of our ______ products.①most cheap② la te-developed③fast-grown④best-sel lin

g。  

51. (4) 協會貨物保險條款之保險費率負擔最高的是①(B)條款②(C)條款③視保險貨物內容而定④(A)條款。  

52. (1) 除信用狀另有規定外，通常提單之內容不須記載下列何項？①貿易條件②貨物名稱及件數③提單份數

④被通知人。  

53. (4) 進口貨品與輸入許可證內容不符時應如何處理？①請海關放行②重新申請簽證③申請註銷④申請修

改。  

54. (3) 依 Incoterms 2020 之規定，下列何種貿易條件的風險移轉點非裝運港裝載於船舶上？①CFR②CIF③C

IP④FOB。  

55. (1) 勞工在何種情況下，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①不服指揮對雇主暴力相向者②經常遲到早退者

③非連續曠工但 1 個月內累計達 3 日以上者④確定被法院判刑 6 個月以內並諭知緩刑超過 1 年以上者。 

56. (3) 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下列何者屬不定期契約？①特定性的工作②季節性的工作③有繼續性的工作④臨

時性或短期性的工作。  

57. (1) 我國移動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費的徵收機制為何？①隨油品銷售徵收②依牌照徵收③依車輛里程數

計費④依照排氣量徵收。  

58. (2) 出口商出具有瑕疵的貿易文件押匯時，押匯銀行得要求出口商保證，此瑕疵押匯稱為①擔保押匯②保

結押匯③質押押匯④信用押匯。  

59. (3) 由買方提供作為買賣貨物之樣品稱為①Seller's Sample②Shipping Sample③Buyer's Sample④Counter 

Sample。  

60. (4) TPND 保險是指①罷工險②水漬險③平安險④偷竊遺失險。  

61. (2) 我國貨物進口的法定檢驗，係依下列何者標準執行檢驗？①JIS②CNS③BS④ISO。  

62. (2) 輸出許可證未能於有效期限內出口者，得申請①延期②重簽③補發④修改。  

63. (1) 下列何種裝運條件對出口商安排船期較有彈性？①Shipment during July②Shipment on 20th July③Im

mediate Shipment④Prompt Shipment。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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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10 年③2 年④5 年。  

65. (1) 下列哪一個步驟須於出口報關前完成？①出口檢驗②出口押匯③領取提單④贖單。  

66. (1) A 公司接到 B 公司寄來的 Clean on Board B/L，提貨後發現貨品品質有瑕疵及不良品，請問 A 公司應

向誰索賠？①B 公司②船公司③自認倒楣④保險公司。  

67. (3) 依 Incoterms 2020 之規定，下列貿易條件何者屬 Shipped Quali ty Terms？①DDP②DPU③FOB④DAP。 

68. (4) 依 Incoterms 2020 之規定，貨物運輸過程中的風險完全由賣方承擔的貿易條件是①FAS②EXW③CIP

④DAP。  

69. (2) 綠色設計主要為節能、生態與下列何者？①售價低廉易購買的商品②表示健康的、安全的商品③生產

成本低廉的產品④包裝紙一定要用綠色系統者。  

7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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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銀行

②押匯銀行③開狀銀行④補償銀行。  

71. (3) 下列敘述何者表示准許轉運？①Transshipment Prohibited②Transshipment Forbidden③Transshipment

 Permitted④Transshipment Not Allowed。  

72. (2) 進口大陸貓熊之檢疫機構係①關務署②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③國際貿易局④標準檢驗局。  

73. (2) 下列何者非保險單據之功用？①得作成指示式或無記名式同保險標的物一同轉讓②在 FOB、CFR 條

件，保險單據為押匯單據中重要文件③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單據向保險人請領賠款必要證件④保險

契約成立之憑證。  

74. (4) 下列何者屬於市場調查的個別調查項目？①該市場的關稅制度②該市場的外匯狀況③該市場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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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④該商品在該市場的供需情形。  

75. (1) 在國外參展向客戶介紹商品規格時，應該抱持著何種態度？①不論對象是誰，均應詳細與其解說②視

客戶與自己的關係而決定③可以誇大商品品質④看客戶的採購數量多寡決定。  

76. (2) ______ your confirmation,  we will  execute the order.①After receive②Upon receipt of③As soon as re

ceive④When we will receive。  

77. (3) 電冰箱放置處，四周應至少預留離牆多少公分之散熱空間，以達省電效果？①5②15③10④20。  

78. (3) 下列何者非屬危險物儲存場所應採取之火災爆炸預防措施？①使用防爆電氣設備②裝設可燃性氣體

偵測裝置③使用工業用電風扇④標示「嚴禁煙火」。  

79. (3) Please open the relative ___ as soon as possible so we can arrange shipment without delay.①B/L②T/T

③L/C④P/I。  

80. (1) 開狀銀行開出不可撤銷信用狀後，可因下列何者理由拒絕付款？①出口商提示單據不符信用狀規定②

開狀申請人公司倒閉③貨物不符合契約④貨物運輸途中滅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