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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 2 0 0 0 0 國貿業務乙級 術士 能檢定學科測試試  

本試 選擇 80 單選選擇 6 0 ，每 1 分 複選選擇 20 ，每 2 分 ，測試時間為 100 分

鐘，請在答案卡 作答，答錯不 扣 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准考證號碼  

姓    

單選  

1 . (2) We fa il  to unders tand why you have not  set t led your account o f $1,520, which  is  now two m onths __

___. oversight overdue overtime overwork  

2. (1) 據 CISG，要 未生效之前，要 人得撤回 要 ，但條件為 撤回要 之 知比要 早 (或 時 )

到 載 諾期間者 提出反要 要 效期屆滿  

3 . (4) 完 工作之 所產生的 害之 水或溶液， 應 應 直接 到水溝中即 應 先 業

術處理一 ，再 入水溝中 應 不用理它，大自然便會自行分解循環 應 先集中起來，再

業處理的業者回收處理  

4 . (2) 關 CPT Inco terms 2010 之敘述， 列何者 確？ 賣方須 擔 部運輸途程之風險直到目的地為

買方須 擔 貨費用，但依據運 契 規定 賣方 擔者除外 賣方須支付輸出入 關費用

風險轉移地點為出口地指定交貨地，而運 之完 及運保費付 之地點為進口地指定目的港  

5 . (3) 列何者是 聖嬰現象 生的主要原因？ 霧霾 臭氧 破洞 溫室效應 颱風  

6 . (3) 關 Inco terms  2010 之敘述， 列何者錯誤﹖ 貨物 貨櫃運 時，應適用 FCA CPT CIP等條

件 在 FOB 條件 ， 風險轉移點是在指定 載港 貨物 載 買方所指定之船舶 在任何貿

易條件 ，買方必須支付 輸出國當局所強制實 的 運前檢驗 費用 使用貿易條件時應 註

適用之國貿條規與版本  

7 . (4) 工作使用的機 ，應 如何保養才最適當？ 不用保養，反 壞了，換 就好 保養只要交給

保養 司就好，他 很 業 不需要每天保養，只要定時保養即 隨時注意清潔，每天最 結束

時，都 機 做好保養  

8 . (3) 信用狀未規定單據之提示期間，則 列何者適用 UCP600 第 14 條敘明 運 21 個曆 提

示？ Ca rgo receip t Forwa rder's cer ti fica te of transport Road t ransport document Del iv ery orde

r  

9. (3) Please advise us if you have a forwarder of choice and to ______ the shipment should be addressed.

which where whom who  

10. (3) 依 URC522 之規定，在 收業務 生拒絕 或拒絕付款時，在進口地 擔貨物存倉 保險 轉售

運回等責任為 列何者？ Pr incipal Col lec ting Bank Case-of-Need Remitting Bank  

11. (3) 關延長線及電線的使用， 列敘述何者錯誤？ 使用老 之延長線，容易 短路 漏電或觸電

等危險情形，應 即更換 應避開火源， 外覆塑膠熔解， 使用時 短路 使用中之延長線

如 異味產生，屬 常現象不須理會 拔 延長線插頭時，應手握插頭  

12. (3) 某信用狀部分 容: 31D Da te and Place of Expiry :150731 46A Documents Required : PHO TOCO PY

 OF AIR WAYBILL CONSIGNED TO APPLICANT，7 2 貨交運 人，則 益人最遲應在哪一

前提示單據？ 7 16 7 9 7 31 7 23  

13. (3) 不當抬 肌肉骨骼傷害，或工作臺/椅高度不適 肌肉疲勞之現象， 稱之為 列何者？

被撞 件 感電 件 不當動作 不安 環境  

14. (1) 從 灣出口貨物到俄羅 的海參威，再 陸的西伯利亞鐵路運 安排到法國巴黎， 種運輸方式

稱為 LB OCP MBS MLB  

15. (1) 利權又 分為 明 型與 式樣 種 利權， 中， 明 利權是否 保護期限？期限為何？

，20 年 無期限，只要 請 就永久歸 請人所 ，50 年 ，5 年  

16. (3) 比較 ICC(A)與 ICC(B)， 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條款之 保範圍比 B 條款大 因惡劣氣 所 之

單獨海損，A 條款與 B 條款皆賠償 因偷 所 之損失，A 條款與 B 條款皆不賠 因 載 禁品所

之損失，A 條款與 B 條款皆不賠  

17. (1) 國進口商計畫進口一批貨物，請德國出口商報價 4 1 出口商報價電報中稱 O ffer valid 

before April 30 FOB Hamburg USD29 per CTN, 300 cans each CTN, shipment during June fr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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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urg. 進口商 4 2 回電 Counter offer your April 1 FOB Hamburg USD27 per CTN, 300 c

ans each CTN, shipment before April 24 from Hamburg. 到 4 24 進口商仍未收到回電 據

貨價 漲趨勢的預測，進口商 4 26 又 電 You r Apr il  1 offe r we  accept. 列敘述何

者 確？ 儘管出口商未 進口商 4 2 的還價按時回覆，但是出口商的原報價 進口商的還

價而終 ，除非出口商 進口商 4 26 的接 予 確認，否則進口商 4 26 的接 是無效的

因為出口商未 進口商 4 2 的還價及時回覆，所 出口商的原報價繼續 束 4 30 ，

進口商 4 26 的接 因而是 效的 儘管出口商未 進口商 4 2 的還價按時回覆，但是出

口商的原報價並未 司的還價而終 ，故進口商 4 26 的接 是 效的 因為出口商未

回覆進口商 4 2 及 4 26 的電報，所 進口商 在 4 2 及 4 26 的電報中選擇

利的 容  

18. (1) 據 CISG 之規定， 列何者錯誤？ 諾生效時間採 信主義 要 原則 撤銷，不 撤銷

為例外 拒絕要 生效時間採 到 主義 要 生效時間採 到 主義  

19. (2) Thanks to improvements in our methods of manufacture, we have been able to reduce our prices by 

3%, which are lower than _____ for most imported handbags. ones those which that  

20. (1) 若使用 的 電 未經回收，直接 棄所含重金屬物質曝露 環境中 能產生那些影響 A.地 水

染 B. 人體產生中毒等不良作用 C.  生物產生重金屬累積及濃縮作用 D . 優養 ？ A

BC BCD ABCD ACD  

21. (4) 關貿易法之規定， 列敘述何者 確？ 出進口人係指依法 為經營貿易業務之出進口廠商，

非 輸出入為常業者不得辦理輸出入之業務 預查之英文 稱經 准者，保留期間為 1 年 所稱貿

易為貨品之輸出入行為及 關 項，但不包括附屬貨品 之智慧 產權 出進口人 輸出入貨品經

輸出入許 證者，應依許 證 容辦理輸出入  

22. (2) 航空貨運服務不只限 航空運輸部份，尚 依 運人需求提供多項服務， 列何者非 他收費項

目？ 倉租費 商港服務費 報關費 國外 墊關稅  

23. (2) 關 收方式的交易， 列敘述何者錯誤？ 據 URC 的規定，跟單 收的部分付款，只 在

收指示書中 特別 權時銀行才得 理 運輸方式 空運為原則， 快入帳 度 最好 CIF 或

CIP條件交易 收 的遠期匯票， 分為 交單遠期匯票與付款交單遠期匯票  

24. (4) 在 CIF 的貿易條件 ，若 生海 運輸的保險 故， 常應 何者向保險 司提出索賠？ 賣方

運輸 司 押匯銀行 買方  

25. (4) 感覺心力交瘁，感覺挫折，而且 班時都很 熬 現象與 列何者較不相關？ 能需要尋

業人員諮詢 能已經快被工作累垮了 工作相關過勞程度 能嚴重 工作相關過勞程度輕微  

26. (4) 美國大賣場開來一張 transferable L/C 給在 採購 理商，採購 只貨櫃之 用雜貨， 批貨係

部地 15 家廠商合併供貨，則 理商 列何種方式 運最合適？ CY-CY CFS-CFS CY

-CFS CFS-CY  

27. (1) This mode l i s an improved vers ion of our  famous Model AZ120_____ has al ready estab lishe d itse lf  f

irmly in public favor. , which , that , it who  

28. (3) 關中長期延付輸出保險之敘述， 列何者 確？ 只 保信用危險不 保 治危險 保險金 為

分期償付貨價 一 保險標的為輸出貨物之延付貨價及利息 被保險人為進口商  

29. (4) We will deliver your stationery order ______ you clear the payment. as well in case of in the e

vent of as long as  

30. (4) 賣方而言， 列付款方式中何者風險最大？ U sance L/C,  120 days  a fte r  sight Usance  L/C , 120

 days after date D/A, 120 days after date D/A, 120 days after sight  

31. (2) 列書信 容屬何種函件？"I would like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doing business with you in th

e future.  However,  tha t w il l not  occur if I am  to expec t this  type of  product.  Sure ly, my  unfortunate 

experience is not in alignment with your reputation, which I hear is of high caliber." apology co

mplaint sales promotion offer  

32. (4) 關空運貨物(air cargo)與航空郵包(air post parcel)之差別， 列敘述何者錯誤？ 航空貨運追蹤

未到貨物較快 航空貨運 更改目的地及收貨人 每件航空郵包皆 重量及體積的限制 航空郵

包的運費 不必 寄貨人付清  

33. (3) 據關稅法之規定 關實 稽 之敘述， 列何者錯誤？ 依 稽 結果，如 應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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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款者，應自貨物 行之翌 起 年 為之 海關執行 稽 工作，得請求相關機關及機構提供

與進出口貨物 關之資料及 他文件 海關實 稽 之範圍 所需文件及 他應遵行 項之辦

法， 國貿局定之 海關 進出口貨物 行之翌 起 個 知實 稽 者，得 進出口貨

物 行之翌 起 年 ， 納稅義務人 貨物輸出人或 關係人實 之  

34. (3) 在 CIF貿易條件，出口商提供清潔的併櫃提單 及投保 ICC(A)的保險單之情況 ，進口商收到的

貨物如 損壞，則 提出何種索賠？ 買賣索賠及運輸索賠 買賣索賠 運輸索賠及保險索賠 運

輸索賠及保險索賠 買賣索賠及保險索賠  

35. (1) 依 ISBP之規定， 關單據的更 ， 列敘述何者 確？ 一份單據中使用多種字體， 本身並

不表示更 副本單據中資料的任何更 必須確認 益人所簽 之單據中資料的任何更 ，均

無須確認 當一份單據包含不 一處更 時，只需在 中一處作出確認  

36. (2) 列何種省水馬桶的使用觀念與方式是錯誤的？ 如果家裡的馬桶是傳統 式， 段式沖

水配件 省水馬桶因為水量較 ，會 沖不乾淨的問 ，所 應 多沖幾次 因為馬桶是家裡用水

的大宗，所 應 盡量採用省水馬桶來節 用水 選用衛浴設備時最好能採用省水標章馬桶  

37. (4) 關信用狀項 單據瑕疵之敘述， 列何者錯誤？ 償付銀行拒付與單據瑕疵無關， 常為開狀銀

行未及時 權 行付款 如開狀銀行並未 單據瑕疵 出拒付 知，則到期 仍 付款義務 押

匯單據 瑕疵時，押匯銀行 保結押匯方式 理 開狀銀行一 收到 請人拋棄瑕疵之主張，

喪失拒付之權利  

38. (3) 明 隨地亂丟垃圾之現場遇依 棄物清理法執行稽查人員要求提示身分證明，如 明無故拒絕提

供， 何處分？ 勸 改善 接 環境講習 處 臺幣 6 百元 3 千元 罰鍰 移 警察局  

39. (3) If you wish to have earlier delivery, the best we can do is make a _____ of 20 scanners in March an

d ship the remaining 15 in April. transshipment transit par tia l shipment deposit  

40. (4) 家庭用電最大宗來自 吹風機 電視 電腦 空調及照明  

41. (2) 列何者非屬電氣 害類型？ 電弧 傷 雷電閃爍 電氣火 靜電危害  

42. (2) 請問 何種智慧 產權，不需向主管或 責機關提出 請即 享 ？ 利權 著作權 商標權

電路 局權  

43. (3) 關 航空貨物運輸， 列敘述何者錯誤？ 依照 TA CT LABEL 規定，標籤製作 容包括主提單號

碼/起運站/目的地站/件數/分提單號碼 應付航空 司總費用是重量費用與服務費及 他費用之總

和 運 人 貨物賠償責任並無最高限 規定 航空 司 運性質特殊貨物 (如 : 活動物

行李等)皆需 先接洽，否則不予 運  

44. (2) D/P D/A 輸出綜合保險在交運貨物 ，應 船 起幾天 填寫 貨物輸出 知書 寄 保機

構？ 天 五天 七天 天  

45. (1) 賣方而言，若買方提供樣品訂購商品時，則 列敘述何者不適當？ 付款方式最好採 O /A 應明

訂智慧 產權條款 應考慮原材料 工 術 生產安排等問 應 據買方之樣品製 相 樣

品 ，並經買方確認 再投入生產  

46. (3) 請排列進口商辦理 列 項之 確流程？ (a)contrac t(b )impor t customs clearance(c)inquiry(d)order

(e)tak ing delivery o f cargos( f)re leas ing documents agains t payment cdabfe cdbafe cdafbe cdab

ef  

47. (3) 關信用狀修改， 列敘述何者錯誤？ 保 銀行如延 保 修改書時，自 知時起，即

不 撤銷之拘束 開狀銀行自簽 修改書時起，即 不 撤銷之拘束 益人 修改書的 容 選

擇性接 原信用狀條款在 益人向 知銀行傳 接 修改前仍屬 效  

48. (4) 付款條件若依賣方收到貨款的時間先 排列， 列何者 確？ L/C D /A CWO  CAD D/P C

AD L/C COD CWO D /P L/C D/A CWO L/C D /P D/A  

49. (4) 列書信 容屬何種函件？"We are pleased to confirm that the laptops you ordered on June 3 are p

acked and ready for dispatch... ." shipping document shipping order shipping instructions ship

ping advice  

50. (4) 目前 面清潔劑均會強調 無磷 ，是因為含磷的清潔劑使用 ，若 水排 河川或湖泊等水域會

甚麼影響？ 綠牡蠣 秘雕魚 烏腳病 優養  

51. (3) 關 進出口廠商 之規定， 列何者錯誤？ 司或行號經營出進口業務，除法 另 禁 或限

制規定者外，得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請 為出進口廠商 英文 稱 ，應載明主體 稱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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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種類 外國分 司之英文 稱應標明 國籍與分 司 稱 請出進口廠商 ， 請文件須

書面方式辦理 請出進口廠商 ， 司應檢附 司 證明文件 ; 行號應檢附商業 證明

文件  

52. (4) 關銀行辦理出口押匯業務， 列敘述何者錯誤？ 出口押匯係銀行 出口商的 信行為 押匯銀

行審單未 現單據瑕疵，但遭開狀銀行拒付時， 責任歸 益人 押匯單據若遭開狀銀行拒付，押

匯銀行 憑出口押匯 請書及押匯總質權書向出口商追回款項 益人提示信用狀未規定之單據

時，押匯銀行應電詢開狀銀行 ，遞轉 單據  

53. (1) 列何者不是 Shipping Advice 容應 載之 項？ Name of Customs Broker E.T.A. E.T.

D Vessel Name & Voyage No.  

54. (4) 關相 貿易之敘述， 列何者 確？ 皆設 貨幣清算銀行 必須皆是 貨易貨的貿易 採 相

貿易的當 國都簽 商品購回的協定 經常 生在與外匯短缺國家間之交易  

55. (2) 出口商提示押匯單據時， 列哪種情況構 瑕疵單據？ 提單 註  sh ipped in appa rent good o

rder and condition 信用狀規定貨物為 500 sets of TV, partial shipments prohibited ， 益人

提示之 票為 500sets of TV plus 1 set for sample 信用狀規定貨物敘述為  fountain pen ，

益人提示單據 貨物敘述為 fountan pen 提單 註 packaging may not be sufficient for t

he sea journey  

56. (4) 關保險單據之敘述， 列何者不屬 瑕疵單據？ 保險單據的簽 期晚 運 期 L/C 要求

保險單據 2 份 本，提示保險單 本 1 份，副本 1 份 L/C 要求保險單時，提示保險證明書 L/C

要求保險金 為 110% 票金 ，提示保險單據之 票金 為 U SD24,135.76，保險金 為 USD26,

549.33  

57. (4) 減輕皮膚燒傷程度之最重要 驟為何？ 即在燒傷處塗抹油脂 即刺破水泡 在燒傷處塗抹

麵粉 儘 用清水沖洗  

58. (2) 關 證 之敘述， 列何者 確？ PSI 實 的目的在 幫進口國做進口檢驗，防 出口國的

病蟲害因貿易進入進口國 外銷產品的 證費用 常多按 FOB的 0.5% ~ 1%收費 一般進口商品按

CIF價千分之 1~1.5 收費 就檢驗寬嚴程度分 四級檢驗， 中 級要求最嚴格  

59. (3) In reply to your inquiry of February 12, we are pleased to send you _____ for our XD100 high defin

ition television and the additional installation equipment. a detailing quotation an illustrating cat

alog an itemized estimate a detail pamphlet  

60. (1) 列何者是海洋 染的現象？ 形 潮 形 黑潮 臭氧 破洞 溫室效應  

複選  

61. (234) 關航空運 單據之敘述， 列哪些 確？ 航空運 單據必須表明貨物已 運 縱使信用狀要求

提示 套航空運 單據，提示一份 Orig inal for the Shipper 即符合規定 信用狀要求航空運 單據

to  order  of  applican t 形式簽 ， 接 所提示之單據顯示為 consigned to appl icant 航空運

單據並無提單所 備之物權證書 能  

62. (234)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bbreviations are related to companies？ Enc. Ltd. Inc. Corp.  

63. (12) 關空運運 ， 列敘述哪些錯誤？ 空運提單為 價證券 空運運 不 適用貨櫃運 未向航

空 司投保時， 關保險金 欄位則 載為 N IL 若 運高價值貨品， 向運 人 報價值，但若

未 報價值時，則標示 NVD  

64. (134) 依 UCP600 之規定， 關信用狀轉讓， 列哪些項目得變更？ 投保百分比 運港及 貨港 提

示期間 信用狀所載之任何單價  

65. (14) A: I'd  l ike reconf irma tion o f the dispa tch date  on those  A P-500s we  ordered three weeks ago . B:  ___

___ They're scheduled to be sent  on July 12. We expect  i t to come in a round July 12. We'd like  

you to deliver by July 12. What's your order number？  

66. (234) 信用狀要求匯票到期 為提單 60 ，而提單 為 2015 年 8 6 ，則匯票到期 列

哪些方式表示？ 60 days after B/L date 5 Oct. 2015 60 days after 6 Aug. 2015 60 days after 

B/L date 6 Aug. 2015  

67. (34) _____, we are pleased to quote a s fol lows : In  response to your inqui ry about Ap ri l 12 In reply to  

your inquiry  on Apr il  12 Refe rr ing to  your ema il  dated Ap ri l 12 In rep ly to  your ema il  o f Apr il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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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124) 關自訂簽 原產地聲明書之規定， 列哪些 確？ 符合主管機關所定之資格者得自行簽 原產

地聲明書 不得 未依規定保存原產地聲明書相關規定 原產地聲明書保存期限為 3年 不得

反原產地認定基準或為不實之原產地聲明  

69. (14) 關進口開狀之敘述， 列哪些 確？ CIF貿易條件開狀時，原則 請人無須檢附保險單

本 開 sel ler's  usance L/C， 不 銀行 信天數之限制 開 usance L/C， 當 銀行牌告美元

遠期賣出匯率折合 幣計收結匯保證金 如開狀融資期限為 120 天，客戶得 請 90 day s afte r si

ght L/C  

70. (12) 關航空運輸之敘述， 列哪些錯誤？ 運人向航空 司洽定艙位時，應填寫一份 S/O 不能向

運 人投保 當貨物不多時， 把貨物交給航空貨運 攬業者處理貨物運 宜 IATA 是國際航

空運輸協會的縮寫  

71. (134) As this is a case of force majeure, _____. it is something beyond our control we will do everythi

ng in our powe r to  compensate you for the damage we  cannot a ssume any liab il ity we  su ggest tha

t you lodge your claim with the insurance company  

72. (134) 列貨幣之國際 碼，哪些是 確的？ 圓:  J PY 歐元:  EUD 英鎊:  GBP ( 坡)幣 : SGD  

73. (23) 關 帳方式(O/A)輸出綜合保險， 列敘述哪些錯誤？ 只 保信用危險與 治危險，不 保貨

物運輸保險 保險費 辦理投保手續當時即須繳清 保險期間自貨物完 運 即終 貨物

第 國 運出口者，因輸入目的地或轉口地 府禁 或限制進口所 損失，中國輸出入銀行不 賠

償責任  

74. (123) 依 Incote rms 2010 之規定， 列哪些貿易條件適用 任何或多種運 方式？ DA T FCA DAP

CIF  

75. (124) 關 inquiry 之敘述， 列哪些錯誤？ inquiry 簽 函者 法 之拘束力 inqu ir y 詢問

價格為限 並非每一筆交易都會經過 inquiry 的 驟 inqui ry 未簽 函者在法 部分拘束

力  

76. (134) 據自 貿易港 設置管理條例規定，自 港 業自國外運入自 港 供營運之貨物， 徵之

稅捐包括 推 貿易服務費及商港服務費 滯納金 滯報費 營業稅 菸酒稅 關稅 貨物稅  

77. (124) 關 單獨海損之賠償， 列敘述哪些 確？ 單獨海損未超過 定金 者不賠，若超過的 僅就超

過部分理賠 單獨海損賠償，不計 賠 百分比 單獨海損之理賠是因海 故 生 船長基 安

考量故意的 船載貨物丟棄所 之損失 單獨海損未 定比率者不賠，已 定比率者

賠  

78. (124) 買賣契 中 關 付款條件 的敘述， 列哪些 確？ CWO 常用 買方急需拿到貨物的場合

在美國， 收稱為 D raf t Te rms，一般分為 D /P 及 D/A 只 在 Transfe rable L/C ，才 做 出口

押匯款的讓與 CAD 適用 買方在出口國設 分支機構或 理人之場合  

79. (123) 關 進出口報單 之敘述， 列哪些錯誤？ 進口報單 的貨物稅稅基須 起岸價格為計算依據

出口報單 的商港服務費 岸價格萬分之四收 進出口報單 的報關匯率， 外匯銀行的即

期買賣匯率為依據 出口報單 無出口關稅的欄位  

80. (234) 列哪些屬 買賣契 的 一般條款 ？ Insurance Clause Arbitration Clause Proper Law Cla

use Inspection clau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