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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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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書信內容屬何種函件？〝All of the terms and condit ions are accepted by us. The sight credit wi

ll be issued next week.〞①sales confirmation②quotation③acceptance letter④counter offer。  

2.  (4) 對出口商而言，以樣品進行交易時，下列何者較不適當？①應以 Seller's Sample 作為品質標準②寄

出的樣品應做適當的暗號③要強調寄交之樣品為 Reference Sample④為確保交貨品質，無論如何買

方應嚴格要求賣方所交貨物必須與樣品完全相符。  

3.  (3) 美國大賣場開來一張 transferable L/C 給在台採購代理商，採購兩只貨櫃之日用雜貨，該批貨係由

北部地區 15 家廠商合併供貨，則該代理商以下列何種方式託運最合適？①CY-CY②CFS-CFS③CF

S-CY④CY-CFS。  

4.  (2) You can renew your contract within 30 days before the _____ date.①maturity②expiry③validi ty④e

xtension。  

5.  (4) 有關仲裁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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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方不服仲裁可以提起訴

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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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 洗碗、洗菜用何種方式可以達到清洗又省水的效果？①把碗盤、菜等浸在水盆裡，再開水龍頭拼命

沖水②用熱水及冷水大量交叉沖洗達到最佳清洗效果③將適量的水放在盆槽內洗濯，以減少用水④

對著水龍頭直接沖洗，且要盡量將水龍頭開大才能確保洗的乾淨。  

7.  (3) 雇主要求確實管制人員不得進入吊舉物下方，可避免下列何種災害發生？①被撞②感電③物體飛落

④墜落。  

8.  (2) 下列何種開發行為若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A.開發科學園區；B.新建捷

運工程；C.採礦。①AC②ABC③BC④AB。  

9.  (2) 下列何者非「Plant Export」特色？①成交金額大②僅包括有形貿易③交易期間長④交易風險高。  

10. (4) We will only ______ shipping costs incurred from a return if  the return is due to an error in process

ing the order or if the product is  defective.①resume②prescribe③presume④reimburse。  

11. (4) 有關進口結匯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FOB 貿易條件，申請人開狀時應提交 TBD 保單；CIF 貿

易條件，申請人開狀時則免附保險單據②遠期信用狀項下單據到達時，申請人可簽具信託收據後，

領回貨運單據③即期信用狀項下單據到達時，申請人於付清款項後，領回貨運單據④含遠期匯票之

託收，如託收指示書上未表明為付款交單或承兌交單時，貨運單據憑承兌後交付。  

12. (1) 有關 Factoring 與輸出保險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Factoring 需逐筆審核，輸出保險則在授信額

度內循環使用②Factoring 限 O/A 與 D/A 付款條件，輸出保險則包含 O/A、D/P、D/A、L/C 及分期

付款等付款條件③Factoring 在無追索權下承擔 100%之應收帳款債權，輸出保險則只承擔約 70-90

%之應收帳款債權④Factoring 應收帳款管理商有義務向進口商催款，輸出保險則由出口商自行負責

催款。  

13. (4) 被保險人在選擇投保貨物水險，除了要視貨物的特性外，還要視其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且所負擔保

費較划算，因此如何選擇有利保險條款及條件至為重要，像原木、礦砂等貨物，只要投保下列何種

保險條款即可？①ICC(A)加附加險②ICC(A)③ICC(B)④ICC(C)。  

1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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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全損④推定全損。  

15. (1) 經勞動部核定公告為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之 1 規定之工作者，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之勞動條件，

事業單位仍應報請下列哪個機關核備？①當地主管機關②法院公證處③勞動檢查機構④勞動部。  

16. (3) 有關運輸途中鰻魚因水中氧氣不足而死亡，在理賠方面下列何者正確？①ICC(A)賠，ICC(B)與 ICC

(C)不賠②ICC(A)與 ICC(B)賠，ICC(C)不賠③ICC(A)、ICC(B)、ICC(C)三者都不賠④ICC(A)、ICC

(B)、ICC(C)三者都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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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 彥江是職場上的新鮮人，剛進公司不久，他應該具備怎樣的態度。①仔細觀察公司生態，加入某些

小團體，以做為後盾②努力做好自己職掌的業務，樂於工作，與同事之間有良好的互動，相互協助

③只要做好人脈關係，這樣以後就好辦事④上班、下班，管好自己便可。  

18. (1) 依 UCP600 之規定，以下敘述何者不被視為分批裝運？①提示 2 套提單，甲提單：FROM KEELUN

G TO ROTTERDAM，船名航次為 EVERGREEN V.33 ; 乙提單：FROM KAOHSIUNG TO ROTTER

DAM，船名航次為  EVERGREEN V.33②提示 2 套提單，甲提單：FROM KEELUNG TO ROTTERD

AM，船名航次為  EVERGREEN V33 ;  乙提單：FROM KEELUNG TO BREMEN，船名航次為 EVE

RGREEN V.33③提示 2 套提單，甲提單：FROM KEELUNG TO ROTTERDAM，船名航次為 EVER

GREEN V.33 ;  乙提單：FROM KEELUNG TO ROTTERDAM，船名航次為 SEADOG V.43④提示 2

套提單，甲提單：FROM KEELUNG TO ROTTERDAM，船名航次為 EVERGREEN V.33 ; 乙提單：

FROM KAOHSIUNG TO BREMEN，船名航次為 SEADOG V.43。  

19. (4) 下列何種交易場合較不常採 Consignment 方式買賣？①雙方有密切的代理關係時②市場對商品接受

性不明下③試銷④資本設備買賣。  

20. (4) 有關信用狀貿易保險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承保國家發生政治危險以致價款不能收回之損失②

適用對象為不可撤銷即期信用狀或不可撤銷遠期信用狀③承保信用危險包括銀行無力償債、無正當

理由不付款或不承兌匯票所致損失④最長保險期間不超過一百八十天。  

21. (3) 依 URC522 之規定，D/P 託收款項為外國貨幣時，如何付款才能交單？①付款人以當地貨幣付款②

提示銀行以能立即處分之當地貨幣付款③提示銀行依託收指示書之指示，憑能立即匯出之外國貨幣

付款④付款人以能立即匯出之其他外國貨幣付款。  

22. (4) 電氣設備維修時，在關掉電源後，最好停留 1 至 5 分鐘才開始檢修，其主要的理由是①讓機器設備

降溫下來再查修②法規沒有規定，這完全沒有必要③先平靜心情，做好準備才動手④讓裡面的電容

器有時間放電完畢，才安全。  

23. (1) 以下為假設性情境 :「在地下室作業，當通風換氣充分時，則不易發生一氧化碳中毒或缺氧危害」，

請問「通風換氣充分」係指「一氧化碳中毒或缺氧危害」之何種描述？①風險控制方法②風險③發

生機率④危害源。  

24. (1) 下列何者為非再生能源？①焦媒②水力能③地熱能④太陽能。  

25. (2) "Through HSBC, London, we have arranged with the Bank of Japan, Tokyo, to open a let ter of credi

t in favor of Sun Corporation." Who is the beneficiary?① the writer②Sun Corporation③HSBC④The

 Bank of Japan。  

26. (1) 與公務機關接洽業務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與公務員同謀之共犯，即便不具公務員身分，

仍會依據貪污治罪條例處刑②沒有要求公務員違背職務，花錢疏通而已，並不違法③唆使公務機關

承辦採購人員配合浮報價額，僅屬偽造文書行為④口頭允諾行賄金額但還沒送錢，尚不構成犯罪。 

27. (3) 在同一操作條件下，煤、天然氣、油、核能的二氧化碳排放比例之大小，由大而小為：①煤＞天然

氣＞油＞核能②油＞煤＞核能＞天然氣③煤＞油＞天然氣＞核能④油＞煤＞天然氣＞核能。  

28. (1) 於營造工地潮濕場所中使用電動機具，為防止感電危害，應於該電路設置何種安全裝置？①高感度

高速型漏電斷路器②自動電擊防止裝置③高容量保險絲④閉關箱。  

29. (1) 依照 eUCP 之規定，若電子單據於傳送過程中遭受毀損、變更、刪改以致內容短缺或無法辨識，下

列補救辦法何者正確？①應告知提示人於三十個曆日內重行提示②請提示人修改③應告知提示人

於二十一個曆日內重行提示④請提示人改用書面提示。  

30. (2) 有關空運提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不具流通性且不可憑背書轉讓②空運運費皆以重量作為收費

標準，因此提單上不會標示尺寸或體積③主提單係由航空公司簽發，而分提單則由空運貨物承攬業

者簽發④受貨人欄位不可空白或填寫〝 to order〞等字樣。  

31. (1) 有關包裝之注意標誌用語，下列何者錯誤？①INFLAMMABLE：易壞貨物②EXPLOSIVES：易炸貨

物③FRAGILE：易碎貨物④POISON：小心中毒。  

32. (1) 依 URC522 之規定，有關託收指示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託收指示如登載於單據上時，銀行則

必須審查單據以獲取指示②銀行僅依託收指示書上所列之指示處理託收業務③每件託收均須附隨

一份個別託收指示書④託收指示書所載明付款人地址不完整時，代收銀行可在不負任何義務及責任

下，設法查明正確地址。  

33. (3) 有關出口簽證規定，下列何者錯誤？①輸出許可證之修改、註銷及補發，出口人應向原簽證單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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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辦理②輸出貨品屬應施檢驗品目，得向貿易局申請核轉標準檢驗局准予專案報驗出口③輸出許可

證僅得申請延期 1 次，並以 2 週為限④輸出許可證有效期限為自簽證之日起 30 日。  

34. (2) 若契約中之條款為〝Shipment on or about December 10；about 20,000 DOZ〞，則下列敘述何者較

符合契約之規定？①裝運期間為 December 5 至 December 15 ; 裝運數量為 19,000 DOZ 至 21,000 

DOZ②裝運期間為 December 5 至 December 15 ;  裝運數量為 18,000 DOZ 至 22,000 DOZ③裝運期

間為  November 30 至 December 20 ;  裝運數量為 18,000 DOZ 至 22,000 DOZ④裝運期間為 Novemb

er 30 至 December 20 ; 裝運數量為 19,000 DOZ 至 21,000 DOZ。  

35. (3) 下列何者非屬資源回收分類項目中「廢紙類」的回收物？①紙袋②雜誌③用過的衛生紙④報紙。  

36. (1) 有關輸出綜合保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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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只適用於付款條件 D/P 與 D/A③所有外匯指定銀行皆承

辦此項業務④對於保險標的物損失採全額賠償。  

37. (1) 有關輸出保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可承辦海外投資保險②承保機構為經濟部國際貿易局③服務

項目包括匯率變動保險④輸出保險額通常為發票金額加 1 成。  

38. (4) Since you have not responded to our requests for the overdue payment, our only al ternative now is p

lacing the account for _____.①claim②cancellat ion③compensation④collect ion。  

39. (2) 下列何者「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①網路購物公司為辦理退貨，將客戶之住家地址提供予宅配公

司②學校將應屆畢業生之住家地址提供補習班招生使用③縣市政府提供村里長轄區內符合資格之

老人名冊供發放敬老金④公司基於人事管理之特定目的，張貼榮譽榜揭示績優員工姓名。  

40. (3) 甲銀行開發一份信用狀，委託乙銀行為通知銀行，乙銀行無法直接通知受益人，經聯繫受益人後將

信用狀發送給丙銀行，由丙銀行通知受益人，在此情況下，哪家銀行是 UCP600 所認可的通知銀行？

①乙銀行②丙銀行③乙和丙銀行④甲銀行。  

41. (4) 有關 forwarder 's cargo receipt，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屬於複合運輸單據之一②發行人的責任採各

運送區間責任區分制③交貨時必須收回 FCR④為貨運承攬人在接受貨物時所發給的收據。  

42. (4) 下列何者不是外匯銀行之授信業務？①Negotiation②Forfait ing③B/L Endorsement④Collection。  

43. (2) _____without prior notice, and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change product specifications, support ing doc

umentation and packaging at  any t ime.①Costs are possible to increase②Pric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③Offers l ikely to be withdrawn④Terms may adjust。  

44. (2) 出進口人有違規情形遭受國際貿易局處以行政處分時，出進口人若有不服得向國際貿易局①陳情②

聲明異議③提起訴願④提起行政訴訟。  

45. (2) 有關我國海關課徵「進口稅」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一般進口貨物大多按從價課徵關稅②「從

量稅」按重量計算時，一律以毛重為標準③進口貨物並非全部皆須繳納進口關稅④菸酒稅屬於「從

量稅」。  

46. (1)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買方雖未對賣方寄出之 Sales Confirmation 加以確認，但賣方卻收到買方根

據 Sales Confirmation 內容而申請之 L/C，則此可視為契約已成立②接受的生效時間，在我國採發

信主義③對 Offer 之部分接受，可視為契約成立④承諾可以沉默來表示。  

47. (4) The MyPad 5 wil l _____ a new fingerprint sensor that is  more efficient than the vers ion found on th

e MyPad 4.①specify②function③perform④feature。  

48. (4) 有關遠期信用狀與延付信用狀之差異，下列何者錯誤？①前者受益人須簽發匯票，後者受益人無須

簽發匯票②前者的使用方式為〝by acceptance〞，後者的使用方式為〝by deferred payment〞③兩

者到單時申請人均無須即期付款④兩者利息均由申請人負擔。  

49. (1) 有關貿易契約成立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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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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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當買賣雙方對於

互相所提的條件達成合意時，契約即成立④不以訂立書面為要件。  

50. (3) This  model is an improved version of our famous Model AZ120_____ has already established itself f

irmly in public favor.① ,  i t② ,  that③ ,  which④who。  

51. (4) 有關國際買賣契約之品質條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輸往美國的電器，大多須符合 ASTM 的標準

②輸往日本的商品，大多須符合 JPS 的標準③對結構較複雜的資本財或設備通常以 GMQ 來認定品

質④巴西的咖啡、阿根廷的大麥及日本的豆類大多以 FAQ 來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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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4) 對出口商而言，下列何種情形不宜選用 CIF 條件，而應選用 FOB 來交易？①出口國貨幣有貶值趨

勢時②出口國保險費率較低時③出口國運費有下跌趨勢時④進口國外匯短缺時。  

53. (1) 下列何者不是蚊蟲會傳染的疾病①痢疾②登革熱③瘧疾④日本腦炎。  

54. (4) May we suggest that perhaps you could make some _____ on your quoted prices which would help i

ntroduce your goods to our customers？①commission②deductible③profit④allowance。  

55. (2) 付款條件若依賣方收到貨款的時間先後排列，下列何者正確？①L/C、D/A、CWO 、CAD②CWO、

L/C、D/P、D/A③D/P、CAD、L/C、COD④CWO、D/P、L/C、D/A。  

56. (4) 下列何者「非」屬公司對於企業社會責任實踐之原則？①維護社會公益②落實公司治理③發展永續

環境④加強個人資料揭露。  

57. (4) 有關「電子簽證」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可透過連結「國貿局網站」及「透過簽審通關服務窗

口」申請輸出入簽審文件②簽審文件遺失補發之申請，得以書面方式辦理③是指申請人以電子資料

傳輸方式向經濟部國貿局申請輸出入簽審文件④包括政府機關在內，所有申請人於第一次申請「電

子簽證」識別碼及密碼時，均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58. (1) I should be obliged if  you would review the rate of _____ charged under the above fire policy for go

ods in our transi t shed at N0.9 Dock.①premium② lease③compensation④ tariff。  

59. (3) 澆花的時間何時較為適當，水分不易蒸發又對植物最好？①半夜十二點②正中午③清晨或傍晚④下

午時段。  

60. (1) 下列何者非屬商品品質定義範圍？①附加之內包裝②物理及機械性能③造型結構④化學成份。  

複選題：  

61. (13) Choose the correct sentences.①Our profit margin is so small that any further concession is out of th

e question.②Our profit margin is so small that we are impossible to make any further concession.③

Our profi t margin is so small  that i 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us to make any further reduction.④Our

 profit margin is  so small  that any further reduction is beyond question .。  

62. (123) 有關「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①華盛頓公約的主張並非完全

禁止野生動物的國際貿易，而是以分級管制、依需要核發許可的理念來處理相關的事務②輸入華盛

頓公約中所屬之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應另檢附出口國核發之華盛頓公約輸出許可證③此公約在美

國華盛頓簽署，又稱「華盛頓公約」④在台灣核發該輸出入許可證者為「行政院農委會」。  

63. (13) 下列敘述哪些正確？①關稅同盟並不包括勞動的自由移動②經濟聯盟包括政治整合③共同市場內

的會員國對外採取一致性的關稅④自由貿易區會員國間的經濟政策一致。  

64. (124) 有關"Revolving Credit"的敘述，下列哪些正確？①此類信用狀大多用於進出口商之間訂有定期進貨

的持續性交易場合②一般信用狀多屬 Non-revolving Credit③若信用狀中載有"The amount of drawi

ngs paid under this credit  becomes available to you again upon your receiving from us advice to the 

effect."表示受益人在押匯後，只要經過一定期間，即可使信用狀回復使用④此類信用狀依其金額回

復方式可分為通知循環、定期循環與自動循環。  

65. (234) 依 Incoterms 2010 對 DAT 貿易條件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①賣方有辦理貨物輸入通關之義務②

任何運送方式均適用③為終點站交貨條件④賣方對買方並無訂立保險契約之義務。  

66.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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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產地為台灣②該批貨物共 250 箱③CHICAGO 為 PORT OF DISC

HARGE④SEATTLE 為 DE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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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④戰爭。  

68. (124) 下列哪些為出口商規避匯率變動風險之方法？①外幣借款②訂定價格保持條款③預購遠期外匯④

使用強勢貨幣交易。  

69. (134) 依 UCP600 之規定，有關信用狀轉讓，下列哪些項目得變更？①信用狀所載之任何單價②裝運港及

卸貨港③提示期間④投保百分比。  

70. (123) 有關海上貨物運輸保險，除另有約定外，下列哪種原因所造成的貨物損失，保險人將不予賠償？①

被保險人的故意不當行為②船舶所有人、經理人之財務糾紛③貨物正常滲漏、失重、自然之耗損④

共同海損之犧牲、費用與分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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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14) We have arranged for these spare parts _____ to you tomorrow.① to be delivered② to dispatch③ to s

hip④ to be sent。  

72. (13) 國際貨物運輸中，對於海運與空運兩種運輸方式，下列敘述哪些正確？①兩者皆可透過貨運承攬業

者協助承運②海運運輸的航路比空運寬廣③兩者貨櫃形式不同④海運有包櫃費率，空運則否。  

73. (24) 有關推廣貿易服務費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①每一筆報單應繳金額不足二百元者，不予計收②進

口貨品之該費用與進口稅捐同時收取③出口貨品於運輸工具結關開航後收取④由海關統一收取。  

74. (14) 下列哪些商品較適合用說明書或型錄來交易？①機械設備②冷凍魚蝦③小麥④交通工具。  

75. (123) 下列哪些方式可以規避遠期信用狀的倒帳風險？①利用 Forfait ing②投保信用狀貿易保險③投保中

小企業安心出口保險④利用 Factoring。  

76. (13) 買賣契約中有關「付款方式」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①Consignment 與 Installment 均使用於交貨

後付款的買賣場合②L/C、D/P 與 D/A 均使用於交貨時付款的買賣場合③O/A 的交易型態在本質上

即是一種放帳的授信行為④CWO 與 COD 均使用於交貨前付款的買賣場合。  

77.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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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①a recent f inancial statement② the name of your bank③ trade refere

nces④a letter of credit。  

78. (12) We have learned from the Spanish Consulate in Hong Kong that you are one of the major producers 

of _____ in Spain.①porcelain kitchenware②high-end furniture③office equipments④high fashion ga

rment。  

79. (14) 依 ISBP 之規定，有關匯票上資料更正，下列哪些敘述錯誤？①更正處僅蓋更正章即可②不允許匯

票上資料更正時，必須於信用狀上明確規定③更正處應經受益人以簡簽之方式確認④匯票上資料皆

不可更正。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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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輸出未列入「限制輸

出貨品表」的貨品，得免辦出口簽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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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許可證遺失時，可申請補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