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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 2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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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下列何者並非貿易實務上常見的索賠？①買賣索賠②匯兌損失索賠③運輸索賠④保險索賠。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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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③保

兌銀行④開狀銀行。 

3 . (1) MAWB 與 HAWB 最大的不同點是①簽發人②貨物收據③提貨功能④運輸契約憑證。 

4 . (2) Seller's Usance 信用狀之利息由下列何者負擔？①申請人②受益人③開狀銀行④補償銀行。 

5 . (3) 依 Incoterms 2010 之規定，下列何種貿易條件只適合純船運？①FCA②CPT③CIF④CIP。 

6 . (1) 產地證明書 Form A 係指①優惠關稅產地證明書②檢驗合格產地證明書③歐盟產地證明書④一般產地

證明書。 

7 . (2) 職場內部常見之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不包含下列何者？①強求勞工執行業務上明顯不必要或不可能

之工作②使勞工執行與能力、經驗相符的工作③過度介入勞工私人事宜④脅迫、名譽損毀、侮辱、嚴

重辱罵勞工。 

8 . (3) 在 a.信用風險；b.商貨風險；c.匯兌風險；d.運輸風險；e.價格風險之中，以 D /A 為付款方式較以即

期信用狀者，具有更大風險的有哪幾項？① ae②ad③ac④ce。 

9 . (2) 依 UCP600 規定，銀行因不可抗力因素導致中斷營業而致之後果不負責任，下列何者非屬不可抗力因

素？①戰爭②示威③恐佈行動④內亂。 

10. (4) 下列何者非 CIF 下賣方應負之責任？①提供保險單據②提供商業發票③提供運費已付之運送單據④

負擔貨物運送風險。 

11. (2) 下列何者「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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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學校將應屆畢業生之住家地址提供補習班招生使用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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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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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 下列何者非為預防買賣索賠糾紛的正確作為？①迅速發出索賠通知②嚴格履行契約③遵守誠信原則

④熟悉國際貿易慣例。 

13. (4) 海上貨物運輸保險所承保之危險是①國家危險②信用危險③政治危險④基本危險與特殊危險。 

14. (2) 下列何者不是信用調查的項目？①營業能力②員工福利③損益情形④資本額。 

15. (3) 按進口貨物之數量、重量、容積或長度等為課稅核計標準，每一單位課徵一定金額之課徵方式，稱為

①從價或從量二者中從高徵稅②從價徵稅③從量徵稅④複合徵稅。 

16. (2) 當我國貨幣有升值趨勢，我國出口商與交易對手簽約應以哪種付款方式最能規避匯率風險？①D/P②C

WO③L/C④O/A。 

17. (4) 下列單證何項非進口報關所應具備之文件？①提貨單②進口報單③裝箱單④裝貨單。 

18. (2) 產品購回協定中，購買機械設備的一方大多為①外匯短缺國家②開發中國家③外匯充裕國家④已開發

國家。 

19. (4) 有關高風險或高負荷、夜間工作之安排或防護措施，下列何者不恰當？①參照醫師之適性配工建議②

考量人力或性別之適任性③獨自作業，宜考量潛在危害，如性暴力④若受威脅或加害時，在加害人離

開前觸動警報系統，激怒加害人，使對方抓狂。 

2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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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兌銀行②申請人③

開狀銀行④受益人。 

21. (2) You will understand that we must increase sales by distributing through as many ___ as possible.①fac

tories②outlets③consignees④contacts。 

22. (2) 有關保兌銀行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一旦對不可撤銷信用狀予以保兌，就承擔兌付之義務②開狀

銀行無法付款時，保兌銀行才對提示單據之受益人付款③是受開狀銀行所委託，故由開狀銀行授權之

④保兌銀行與開狀銀行對受益人而言，同時負有付款或承兌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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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 進口貨品與輸入許可證內容不符時應如何處理？①重新申請簽證②申請修改③申請註銷④請海關放

行。 

24. (1) UCP600 規定銀行對單據有效性及傳送遲延或錯誤負有①不負任何責任②負部份責任③全部責任④依

實際狀況決定。 

25. (4) 我國管理外匯條例對「外匯」之定義不包括①外國票據②外國貨幣③外國有價證券④黃金。 

26. (1) 信用狀中以 FOB 為貿易條件，但又規定船運由賣方安排，則運輸途中所發生的損失應由何方負擔？

①買方②賣方③保險公司④船公司。 

27. (4) 下列何者屬於交貨前付款之方式？①D/P②L/C③O /A④CWO。 

28. (2) We are  impor ters  in  the text ile  t rade and would  l ike to get  in touch w ith ______ of  thi s line.①custome

rs②suppliers③consigners④buyers。 

29. (2) 室內裝修業者承攬裝修工程，工程中所產生的廢棄物應該如何處理？①倒在偏遠山坡地②委託合法清

除機構清運③交給清潔隊垃圾車④河岸邊掩埋。 

30. (3) 貿易條件為 CIF 時，賣方須負責訂定運送契約，但裝運或發貨後貨品毀損之風險，應為下列何者承擔？

①押匯銀行②賣方③買方④通知銀行。 

31. (2) We sen t you a fax on Oc tober  12 ___ some informa tion about  your notebook compute rs.① re quest②req

uesting③requested④requests。 

32. (4) 下列何項屬貿易契約的基本條款？①不可抗力的免責事項②匯率風險的負擔③索賠期限及手續④交

貨條件。 

33. (3) 定期船的裝卸條件依世界航運習慣為①FO 條件②FIO 條件③Ber th Term 條件④FI 條件。 

34. (3) 依關稅法規定，進口貨物應於運輸工具進口日之翌日起，幾天內向海關申報進口？①20②10③15④3

0。 

35. (1) 下列何者非商品檢驗執行的方式？①港口驗對②監視查驗③逐批檢驗④符合性聲明。 

3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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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有自動調節水量的洗衣機，

洗衣清洗前先脫水 1 次②使用低水位清洗③選擇快洗行程④兩、三件衣服也丟洗衣機洗。 

37. (2) 對貨主而言，以下哪一點不是貨櫃運輸之優點？①減少裝卸及倉儲費用②免除貨物包裝費用③減少貨

物搬運破損④減少被竊損失。 

38. (2) 進口貨物之營業稅由哪一單位代徵？①經濟部②關稅局③代收銀行④國稅局。 

39. (1) 下列敘述何者表示准許轉運？①Transshipmen t Permitted②Transshipment Not Allowed③Transshipme

nt Prohibited④Transshipment Forbidden。 

40. (4) 在從事三角貿易的保險條件中，由何者負責購買保險較佳？①進口商②運送人③出口商④中間商。 

41. (4) Deferred Payment Credit 係指①循環信用狀②遠期信用狀③無追索權信用狀④延期付款信用狀。 

42. (1) 根據性別工作平等法，下列何者非屬職場性騷擾?①公司員工下班後搭乘捷運，在捷運上遭到其他乘

客偷拍②公司員工執行職務時，遭到同事以「女人就是沒大腦」性別歧視用語加以辱罵，該員工感覺

其人格尊嚴受損③公司員工執行職務時，客戶對其講黃色笑話，該員工感覺被冒犯④雇主對求職者要

求交往，作為雇用與否之交換條件。 

43. (2) 依據我國現行國家標準規定，冷氣機的冷氣能力標示應以何種單位表示？①RT②kW③BTU/h④kcal /

h。 

44. (4) 下列何者不是目前各國辦理仲裁的機關？①商會②國際商會③商品交易協會④法院。 

45. (1) 油價上漲運費提高時，賣方應採取下列哪一項貿易條件較好？①FO B②CFR③DD P④CIF。 

46. (1) We have enclosed our price list but should point out that prices ______ as the market for raw material

s is rathe r unstab le at  present .①are subject  to change②maybe changing③ like ly to  change④ are change

d possi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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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4) 因舉重而扭腰係由於身體動作不自然姿勢，動作之反彈，引起扭筋、扭腰及形成類似狀態造成職業災

害，其災害類型為下列何者？①不當狀態②不當方針③不當設備④不當動作。 

49. (1) 貨輪駛往目的港途中失火， 船長為貨物安全採取緊急措施往船艙灌水施救， 下列損害結果何者非屬

共同海損？①300 箱貨物因火災毀損②額外燃料費 10000 美元③拖船費 1500 美元④400 箱貨物因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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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救而毀損。 

50. (4) 依 UCP600 規定，除信用狀上另有規定外，銀行可否接受提單簽發日期早於開狀日期？①不可以②需

先經買方同意③視狀況而定④可以。 

51. (3) 何謂水足跡，下列何者是正確的？①每人用水量紀錄②水循環的過程③消費者所購買的商品，在生產

過程中消耗的用水量④水利用的途徑。 

52. (4) 關於不可轉讓海運貨單 (Sea  Waybil l)，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認單又認人②認人後認單③認單不認人

④認人不認單。 

53. (3) 出進口人應秉持下列何項原則，利用仲裁、調解或和解程序，積極處理貿易糾紛？①利潤至高原則②

堅持不妥協原則③誠信原則④迴避不理會原則。 

54. (2) ______ the trade discount stated, we would allow you a special first -order discount of 3%.①In reply t

o②In addition to③In spite of④In regard to。 

55. (4) 台灣地區地形陡峭雨旱季分明，水資源開發不易常有缺水現象，目前推動生活污水經處理再生利用，

可填補部分水資源，主要可供哪些用途：A.工業用水、B.景觀澆灌、C.飲用水、D.消防用水？①A BC

D②ACD③BCD④ABD。 

56. (3) 買方對賣方提出交貨遲延的索賠時，應以下列何種單據作為證明？①包裝明細表②商業發票③提單④

輸入許可證。 

57. (1) 下列有關省水標章的敘述何者正確？①省水標章能激勵廠商重視省水產品的研發與製造，進而達到推

廣節水良性循環之目的②省水標章是環保署為推動使用節水器材，特別研定以作為消費者辨識省水產

品的一種標誌③省水標章除有用水設備外，亦可使用於冷氣或冰箱上④獲得省水標章的產品並無嚴格

測試，所以對消費者並無一定的保障。 

58. (1) 小美是公司的業務經理，有一天巧遇國中同班的死黨小林，發現他是公司的下游廠商老闆。最近小美

處理一件公司的招標案件，小林的公司也在其中，私下約小美見面，請求她提供這次招標案的底標，

並馬上要給予幾十萬元的前謝金，請問小美該怎麼辦？①應該堅決拒絕，並避免每次見面都與小林談

論相關業務問題②朋友一場，給他一個比較接近底標的金額，反正又不是正確的，所以沒關係③收下

錢，將錢拿出來給單位同事們分紅④退回錢，並告訴小林都是老朋友，一定會全力幫忙。 

59. (2) 裝運標誌中出現 Made  in Taiwa n 係為①Ma in mark②Country of  orig in③Counte r mark④Dis charging p

ort。 

60. (2) 進口「限制輸入貨品表」內之貨品時，須向下列何者申辦簽證？①關稅局②國際貿易局③簽證銀行④

標準檢驗局。 

61. (2) 下列何種生活小習慣的改變可減少細懸浮微粒(PM
2 .5

)排放，共同為改善空氣品質盡一份心力？①使用

吸塵器②少吃燒烤食物③養成運動習慣④每天喝 500cc 的水。 

62. (1) We wi ll  grant  you a 3% discount if your  order ______ is  over ￡15,000 for  one shipment.①value②wor

thy③quantity④quality。 

63. (3) 信用狀統一慣列(UCP)之適用於信用狀交易，係由下列何者決定？①各國法規②國際商會③信用狀當

事人④國際公法。 

64. (3) 當進口貨物較押匯單證正本先到達進口地，且進口商已從出口商接到副提單 (Dupl icate B/L)，則進口

商可用下列何種方式辦理提貨？①擔保提貨②小提單提貨③副提單背書提貨④副提單提貨。 

65. (4) The dis tr ibution p roblem has fina lly been solved. ______, another prob lem has a risen.①The refore②A s

 a result③While④However。 

66. (3) 當信用狀要求提示 INVOICE IN 3 CO PIES 時， 則下列何種情況將不被接受？①提示 3 張正本②提示

2 張正本及 1 張副本③提示 3 張副本④提示 1 張正本及 2 張副本。 

67. (4) We apologize for the delay and trust it will not _________.①cause your problem②cause your inconve

nience③cause you problem④cause you inconvenience。 

68. (3) 下列何者非託收時所應具備之文件？①託收申請書②貨運單據③保結書④匯票。 

69. (3) 出口商於何時取得 S/O？①出口簽證時②出口檢驗時③洽妥艙位時④貨物裝船時。 

70. (3) 凡廠商與銀行每次有結匯行為發生時，都應有①出口押匯約定書②保結書③結匯證實書④質押權利總

設定書。 

71. (2) 對於職業災害之受領補償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勞工得將受領補償權讓與、抵銷、扣押或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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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受領補償權，自得受領之日起，因 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③須視雇主確有過失責任，勞工方具有受領

補償權④勞工若離職將喪失受領補償。 

72. (4) 「全額開狀」之情況下，進口商於何時向開狀行付清信用狀款項？①報關提貨時②出口押匯時③進口

贖單時④申請開狀時。 

73. (4) 貿易從業人員對於本國進出口簽審規定，下列何者錯誤？①應遵守相關規定從事貿易②隨時注意規定

有無更新或修改③對於規定不清楚時可請教主管機關或專家④對於規定不清楚時可以不遵守。 

74. (3) 進口廣告品及貨樣，其完稅價格在新臺幣多少元以下者，免徵進口關稅？①10,000 元②15,000 元③1

2,000 元④6,000 元。 

75. (1) 下列何者非我國貿易法之規定，出進口人會損害我國商譽或產生貿易障礙之執業禁止行為？①未依規

定委託報關行辦理報關手續②使用不實之輸出入許可證或相關貿易許可、證明文件③未依誠實及信用

方法履行交易契約④以不正當方法擾亂貿易秩序。 

76. (3) 有關保險單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一般海上貨運保單多屬於航程保單②TBD 保單是屬於船名未確

定保單③若信用狀中規定「Insu rance Cer ti fica te in duplica te」，則銀行將拒絕接受保險單④除非信用

狀中特別授權，否則銀行將拒絕接受投保通知書。 

77. (2) 某離職同事請求在職員工將離職前所製作之某份文件傳送給他，請問下列回應方式何者正確？①視彼

此交情決定是否傳送文件②可能構成對於營業秘密之侵害，應予拒絕並請他直接向公司提出請求③若

其目的僅為保留檔案備份，便可以傳送文件④由於該項文件係由該離職員工製作，因此可以傳送文件。 

78. (3) 集合式住宅的地下停車場需要維持通風良好的空氣品質，又要兼顧節能效益，下列的排風扇控制方式

何者是不恰當的？①結合一氧化碳偵測器，自動啟動/停止控制②設定每天早晚二次定期啟動排風扇

③兩天一次運轉通風扇就好了④淘汰老舊排風扇，改裝取得節能標章、適當容量高效率風扇。 

79. (4) 有關報價 (Of fer)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①一定要用書面報價②一定要由賣方發出③買方不能報價④

可以用口頭方式報價。 

80. (3) 下列何種原因所導致的遲延交貨，賣方仍需負責？①罷工封鎖②戰爭③第三人的過失④天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