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00 國貿業務  乙級  工作項目 01：貿易函電  

1. (4)  We regret that,  owing to a shortage of raw materials,  we have to _____ y

our order.  ①execute ②delete ③withdraw ④decline 。  

2. (1)  The s tipulations in the let ter of credit should _____ stric tly to the terms s

et out in our sales confirmation. ①conform ②confirm ③concern ④consi

der 。  

3. (4)  Thank you for your email  of March 25 _____ information about our smart

phones. ①request ②requests ③requested ④requesting 。  

4. (2)  We would be grateful if  you would introduce us to any companies _____ t

his l ine of products.  ①engage in ②special izing in ③dealt  in ④ interestin

g in 。  

5. (3)  Having seen your full  catalogue, we _____ that there is a promising mark

et for your products here in Taiwan. ①assure ②are believed ③are convin

ced ④are confirmed 。  

6. (1)  Much as we would like to do business with you, _____. ①we are unable t

o accept your order at  the price you requested ②we will be pleased to ful

fi ll your order No. A116 ③we are prepared to give a further reduction of 

5% in our quoted price ④we expect to receive a new supply shortly 。  

7. (3)  I have mentioned several times the problem we a re having in getting our 

products  shipped on time. ______, we have yet to receive our July shipme

nt. ①Although urgently requested ②In spite we requested urgently ③Des

pite our urgent request ④Regardless our urgent request 。  

8. (2)  Several of our customers  have recently expressed an interest  in your wate

rproof cameras and have _____ their quali ty. ① inquired ② inquired about

 ③requested ④requested for 。  

9. (4)  Our sole agents  are offered an init ial 18 -month _____ period and are only

 required to hold a representat ive selection of sample cabinets.  ①experim

ent ② temporary ③suspension ④ t r ial 。  

10. (2)  The shipping company denied causing the damage and we proposed to file

 a formal _____. ① inspection ②complaint ③ investigation ④compensatio

n 。  

11. (4)  Which kind of let ter of credit gives the exporter maximum securi ty and m

inimum delay in receiving payment？  ①revocable and transferrable ② irr

evocable and non- transferrable ③revocable and confirmed ④ irrevocable 

and confirmed 。  

12. (3)  The prices quoted above are provisional; _____ we may be compelled by 

rising costs of raw materials to increase our prices. ① though ②since ③h

ence ④bef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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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3)  _____without prior notice, and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change product spe

cifications, support ing documentation  and packaging at any time. ①Term

s may adjust ②Costs are possible to increase ③Prices are subject to chan

ge ④Offers likely to be withdrawn 。  

14. (4)  _____, we wil l place regular orders.  ①If you can offer satisfied prices ②

If  you can offer competit ion pri ces ③Providing reasonably quotations ④

Provided you can offer favorable quotations 。  

15. (1)  Before we go into the details,  we hope to receive from you a _____ of yo

ur company and a copy of your sales records for the past five years.  ①pr

ofi le ②prosperi ty ③property ④perspective 。  

16. (3)  An open account transaction is a sale where the goods are shipped and de

livered ______.  ①upon receipt of payment ②within 30 days after receipt 

of payment ③before payment is due ④without export credit insurance 。  

17. (2)  Jones & Noble of Liverpool wishes to open an account with us and has gi

ven your name as a _____. ①referee ②reference ③recommendation ④re

sume 。  

18. (3)  If  you are not already represented here,  we would be interested in acting 

as your _____ agents.  ① t ravel ②collection ③exclusive ④forwarding 。  

19. (2)  A sale _____ is  a transaction where the buyer is  permitted to use goods f

or a period and then return them if they do notmeet the buyer's needs or e

xpectations even though the goods are not defective. ①on consignment 

②on approval ③upon request ④on commission basis 。  

20. (1)  Your recent action not to replace the defective crane constitutes a flagran

t _____ of contract.  ①breach ②violate ③damage ④breakage 。  

21. (3)  In a/an _____ transaction, the s ight draft is presented to the importer wit

h the shipping documents, and the importer pays immediately.  ①O/P ②O

/C ③D/P ④D/A 。  

22. (4)  We have instructed our bank to _____ the L/C by cable to increase the am

ount to US6,500.  ①collect ②repair ③extend ④amend 。  

23. (2)  下列書信內容屬何種函件？"We are pleased to confirm that the laptops y

ou ordered on June 3 are packed and ready for dispatch.. . ." ①shipping in

structions ②shipping advice ③shipping document ④shipping order 。  

24. (2)  Paying the import duty is the responsibil ity  of the _____. ①consignor ②

consignee ③notify party ④forwarder 。  

25. (4)  The firm _____ in 2005 and is one of the most _____ companies in the re

gion.  ①established.. . .  rapid growing ②was established.. . .rapid growing 

③established.. . . rapid growth ④was establ ished.. . .rapidly grow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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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4)  We were impressed by the selection of camcorders _____ on your stand at

 this  year's Consumer Electronics Expo held in Hamburg. ① installs ②exh

ibit ③showing ④displayed 。  

27. (3)  We honor our customers with refunds if they are _____ our products.  ①u

nsatisfactory to ②unfavorable to ③dissatisfied with ④uninterested in 。  

28. (3)  As our company rel ies on quick sales and low profi ts,  we cannot offer lon

g-term _____ facil it ies.  ① loan ②debt ③credit ④debit  。  

29. (2)  Should you have difficulty _____ the order,  we may be compelled to seek

 an al ternative source of supply. ①placing ②fulfil ling ③postponing ④ca

ncell ing 。  

30. (3)  Your packing should be adequate and the shipping marks should _____ wi

th those on your shipping documents. ①collide ②collaborate ③correspon

d ④cooperate 。  

31. (4)  When _____ our order,  we s tressed that prompt delivery was of special  i

mportance because we had assured our customers that we could complete 

the order by the end of August.  ①place ②placed ③ to place ④placing 。  

32. (3)  In reply to your inquiry of February 12, we are pleased to send you _____

 for our XD100 high definition television and the addit i onal installat ion e

quipment. ①an i llustrating catalog ②a detail pamphlet ③an i temized est i

mate ④a detai ling quotat ion 。  

33. (2)  The buyer would be ______ to a refund as long as he returned the goods 

within seven days. ①qualif ied ②entit led ③available ④right 。  

34. (1)  Our sweatshirt sales have increased steadily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____

_, we are optimistic about future growth in the sportswear department. ①

thus ②however ③nevertheless ④whereas 。  

35. (3)  _____ the rising freight rates,  we find i t necessary to raise our export pri

ces. ①Since ②Because ③Due to ④As a result 。  

36. (4)  We are sorry to say that we are completely _____ of this item and it  will 

be at least f ive weeks before we get our next delive ry. ① in demand ② in 

production ③out of production ④out of s tock 。  

37. (2)  We intend to place a substantial  order and would therefore like to know 

what _____ discounts  you allow. ① trade ②quanti ty ③quality ④annual

 。  

38. (1)  Which term of payment is  the one most desired by importers? ①open acc

ount ②COD ③CAD ④bil l of exchange 。  

39. (3)  As there is  a steady decrease in demand, prices _____. ①are volatile  ②ar

e ris ing ③are fal ling ④remain consta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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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  For routine requests where formal reply is not nec essary, suppliers often 

send the requested catalog or price lis t under cover of a _____. ①contrac

t ②"with compliments" slip ③descriptive leaflet ④portfolio 。  

41. (4)  Thanks to improvements in our methods of manufacture,  we have been ab

le to reduce our pr ices by 3%, which are lower than _____ for most impor

ted handbags. ①ones ②which ③ that  ④ those 。  

42. (2)  Please advise us if you have a forwarder of choice and to ______ the ship

ment should be addressed. ①where ②whom ③which ④who 。  

43. (1)  This  is a rapidly -developing distric t and if  prices are competit ive, your g

oods should find a _____ sale. ①ready ②clearance ③available ④short

 。  

44. (2)  If  you would l ike _____ of any of the models,  I would be more than happ

y to arrange for our representa t ive to call on you at  your convenience. ① i

llustrations ②demonstrations ③ instructions ④specifications 。  

45. (3)  The contract only runs for one year; _____,  there are options to renew for

 one more year _____ your assis tance further.  ①furthermore. . . . if  we requ

est ② therefore. . . . i f we require ③however. . . .should we require ④otherwis

e. . . .should we request 。  

46. (4)  This  model is an improved vers ion of our famous Model AZ120_____ has

 already established i tself firmly in public favor.  ① ,  i t  ② ,  that ③who ④ ,

 which 。  

47. (3)  Your order will  _____ approximately 6 to 8 weeks from the t ime of order 

to final delivery. ①spend ②cost ③ take ④make 。  

48. (2)  _____ our products may cost more, they will last longer, saving you mone

y. ①Despite ②While ③Regardless ④Besides 。  

49. (3)  We are informed that some wheat of Australian _____ has been sold here 

at a level about 15% lower than yours. ①source ②resource ③origin ④bi

rthplace 。  

50. (1)  _____ product quality and safety, our company surpasses the competi tion.

 ①In terms of ②In case of ③In place of ④In the event of 。  

51. (1)  Since you have not responded to our requests for the overdue payment, ou

r only al ternative now is placing the accoun t for _____. ①collect ion ②cl

aim ③cancellat ion ④compensation 。  

52. (2)  Although our factory is manufacturing this  product at full  capacity, we ar

e presently unable to _____ the demand.  ①keep track of ②keep pace wit

h ③keep an eye on ④keep up 。  

53. (3)  _____ July 1,  our new pricing structure will  go into effect for some of ou

r products.  ①Affect ②Affected ③Effective ④Effective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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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4)  We appreciate your patience and please _____ that we wil l do everything 

in our power to _____ that this type of error does not occur in the future.

 ①assure. . . .ensure ②be assured.. . .be ensured ③assure. . . . .be ensured ④be

 assured.. . .ensure 。  

55. (1)  This  I-Mopper product comes with a 1 -year limited warranty, which does 

not _____ any other components  used with this device.  ①cover ②contain

 ③endure ④entertain 。  

56. (4)  _____ one of the leading furniture companies in Taiwan, we pride ourselv

es on superior workmanship and innovation. ①Be ②To be ③Like ④As

 。  

57. (1)  May we suggest that perhaps you could make some _____ on your quoted 

prices which would help introduce your goods to our customers？  ①allo

wance ②commission ③profit ④deductible 。  

58. (1)  The correct charge for MR200 Treadmill is  $547 instead of $517. Attac he

d please find a _____ for the amount undercharged. ①debit note ②credit  

note ③promissory note ④IOU 。  

59. (2)  Having carefully considered your request,  we have decided to al low you t

o ______ payment of your account to the end of October. ①facil itate ②d

efer ③expedite ④ terminate 。  

60. (3)  Thank you for your promptness in delivering the camcorders we ordered o

n November 11. However, 100 were delivered this morning instead of 120

 as _____ in our order.  ①shows ②stipulating ③s tated ④specify 。  

61. (2)  We hope that you wil l  find all  these documents _____.  If you have any qu

estions,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let us know. ① in shape ② in order ③ in 

charge ④ in particular 。  

62. (1)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confirmation _____ our order wil l be deliv

ered by the end of the month. ① that ②which ③of ④for 。  

63. (3)  As this  is something _____, your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is  situation

 would be greatly appreciated. ①out of order ②out of question ③beyond

 our control ④beyond our means 。  

64. (2)  We are disappointed to find that the quality of the goods you supplied do

es not correspond to _____. ① the submitting samples ② that  of the sampl

es submitted ③which of the samples submitted ④ those of the submitted s

amples 。  

65. (4)  We expect to continue offering better products than our competi tion at  pri

ces that _____. ①compare favorable with them ②are compared favorable

 with them ③are compared favorably with their ④compare favorably wit

h theirs  。  

66. (1)  Since our profit is _____ , we cannot grant exceptions to our payment ter

ms. ①marginal ② terminal ③substantial ④prudential 。  

Page 5 of 78



67. (2)  Much to our regret,  the consignment is found far _____ to the original sa

mples despite our indication of the special  importance at tached to the qua

lity. ①worse ② inferior ③ lower ④poorer 。  

68. (3)  In view of our long business relations with you, we will  _____ by offerin

g a discount of 10% off the l ist price. ①meet our obligations ②meet you

r match ③meet you halfway ④meet the deadline 。  

69. (4)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false? ①Under CIF the sel ler is  req

uired to obtain insurance only on minimum cover. ②CIP is applicable for

 movements by any modes of transport but CIF is only appropriate for sea

 freight shipments. ③Under FOB the buyer organizes the transport and pa

ys the freight while under CFR it  is the sel ler who does this.  ④Under CI

F contracts,  the seller is responsible for making the insurance claim if the

 goods are damaged in transi t.  。  

70. (3)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fals e? ①Under EXW the sel ler mini

mizes the risk by only making the goods available at  his  own premises. 

②Under FCA the seller arranges and pays for the pre -carriage in the coun

try of export.  ③Under CPT the seller arranges and pays for the main carr

iage as well  as assumes the risk of the main carriage. ④Under DDP the s

eller 's cost/risk is maximized because he must take the goods available up

on arrival at  the agreed dest ination.  。  

71. (3)  We have been working with your R&D department and our collaboration 

has proved _____.  ①mutual benefit  ②mutual beneficial ③mutually benef

icial  ④mutually beneficially 。  

72. (3)  If  quali ty and price are satisfactory,  there are _____ of good sales here. 

①reports ②proposals ③prospects ④priorit ies 。  

73. (2)  We will only ______ shipping costs incurred from a return if  the return is

 due to an error in processing the order or if the product is defective. ①r

esume ②reimburse ③presume ④prescribe 。  

74. (4)  The _____ of disc players, which has been delayed by the c ustoms author

ities,  wil l be arriving on Friday. ①shipping ②dispatch ③deliver ④consi

gnment 。  

75. (1)  下列書信內容屬何種函件？"Our agents in Brussels have asked us for qu

otat ions for 30,000 decorative teapots to be exported to Belgium. Please l

et us know what quantit i es you are able to deliver at regular intervals,  qu

oting your best terms f.o.b. Amsterdam." ① inquiry ②offer ③counter-off

er ④order 。  

76. (2)  Which kind of let ter of credit is a performance bond that guarantees a sel

ler 's  obligation under a contract or agr eement？  ①back-to-back ②standb

y ③ t ransferable ④ irrevoc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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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2)  "On January 15, we arranged with Starvoyager Co. to ship the goods to y

our London warehouse by SS Venus, scheduled to sail from Tokyo on Apr

il 15 and due to arrive in London on May 1." The ETD is _____. ①Januar

y 15 ②April 15 ③May 1 ④unknown 。  

78. (2)  We _____ delivery of the goods but found that we received the wrong i te

ms. ①made ② took ③did ④went 。  

79. (3)  Nearly al l the models you saw at our fashion show are obtainable, except 

turtlenecks in blue, of which the smaller sizes have been _____. ① in pro

duction ②discontinuing ③sold out ④selling like a hot cake 。  

80. (1)  This  order was placed _____ the goods would be delivered to our clients 

well in time for Chris tmas sales. ①on condition that ② in case ③ in accor

dance with ④subject to 。  

81. (2)  We will deliver your stationery order ______ you clear the payment. ① in

 case of ②as long as ③ in the event of ④as well  。  

82. (2)  The enclosed catalogue as well as the detai led technic al and dealership in

formation _____ you why our al l - in-one printers  have become a phenomin

al sales success during the past  two years. ①show ②shows ③showing ④

to show 。  

83. (4)  The company concerned has regularly placed large orders  for the past few

 years,  and we would ask you to make every effort  to quote at a  competit i

ve rate in order to _____ business. ①assure ②confirm ③grant ④secure

 。  

84. (4)  The M/S Wilson is scheduled to leave for San Francisco on June 25. ①Th

e M/S Wilson is due to depart  from San F rancisco on June 25. ②The M/S

 Wilson is  supposed to sail  from San Francisco on June 25. ③The M/S W

ilson is expected to depart  from San Francisco on June 25. ④The M/S Wi

lson is due to sai l for San Francisco on June 25. 。  

85. (1)  I should be obliged if  you  would review the rate of _____ charged under t

he above fire policy for goods in our transi t shed at N0.9 Dock. ①premiu

m ②compensation ③ tariff  ④ lease 。  

86. (2)  We await  your shipping instructions, and immediately we hear from you, 

we wil l send you our _____. ①acknowledgement of order ②advice of dis

patch ③shipping order ④shipping documents 。  

87. (3)  We have received many _____ about this product s ince its launch in May.

 ① interest ②orders ③ inquiries ④requirements 。  

88. (2)  A: Now that we have agreed on the details  of the order,  when can I expec

t to receive the goods? B: _____ ①We can seal the deal by the end of the

 month. ②Your order should arrive within two weeks. ③As soon as we st

rike a bargain. ④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the shipment by n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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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4)  下列書信內容屬何種函件？"It gives us great pleasure to introduce to you

 our latest bedding series.  This la test series  has been designed by our awa

rd-winning team keeping in mind comfort,  style, and quality.  You can vis

it our website at www.greatbedding.com to see for yourself the wide rang

e we are offering." ①offer ②acknowledgement ③enquiry ④sales 。  

90. (1)  A: We need to improve our service quali ty to retain customers. B:______ 

①I couldn' t agree with you more.  ②I couldn't care less.  ③What's the poi

nt? ④No offence. 。  

91. (2)  We will not renew our contract _____. ①so long as we continue trading 

②unless you are able to offer better terms ③ in case you want to continue

 our business relationship ④provided that you make prompt delivery 。  

92. (4)  We fai l to understand why you have not set tled your account of $1,520, w

hich is now two months _____. ①overwork ②overt ime ③oversight ④ove

rdue 。  

93. (1)  It is our job to be certain that the product conforms exactly to the custom

er's _____. ①specifications ②dimensions ③estimation ④arbitration 。  

94. (1)  Remember that was only an _____. The final cost  could be higher. ①esti

mate ②esteem ③expectation ④exhibition 。  

95. (3)  Please arrange to _____ insurance for $20,000 on the consignment. ①mak

e out ②give out ③ take out ④bring out 。  

96. (1)  "We have yet to receive confirmation of the order." 根據以上陳述，下列

何者正確？  ①We have placed the order.  ②We have received the order.  

③The order has been confirmed. ④We are writing to acknowledge the or

der.  。  

97. (2)  下列書信內容屬何種函件？"I would like to explore the possibil ity of doi

ng business with you in the future. However, that wil l not occur if I am t

o expect this type of product.  Surely, my unfortunate experience is not in

 alignment with your reputat ion, which I hear is  of high caliber." ①offer 

②complaint ③apology ④sales promotion 。  

98. (3)  Before they get packaged, shipped,  and sold, we tes t al l of our kitchen ap

pliances for safety ______ durabili ty. ① in addit ion ②other than ③as wel

l as ④ instead of 。  

99. (2)  If  you wish to have earl ier delivery, the best we can do is make a _____ 

of 20 scanners in March and ship the remaining 15 in April.  ① t ransit ②p

art ial shipment ③ t ransshipment ④deposit  。  

100. (4)  You can renew your contract within 30 days before the _____ date. ①vali

dity ②extension ③maturity ④expiry 。  

101. (2)  If  you _____ an error in reviewing the contract,  please bring i t to my atte

ntion. ① look into ②come across ③call  on ④make u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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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3)  Our products carry a one-year warranty and _____. ①we would expect yo

u to supply orders from your stock ②we should warn you that we are hol

ding you to your delivery contract ③we will replace any faulty i tem carri

age paid ④ this will be increased after a year if we think sales warrant it

 。  

103. (4)  "Through HSBC, London, we have arranged with the Bank of Japan, Toky

o, to open a letter of credit in favor of Sun Corporation." Who is  the bene

ficiary? ① the writer ②HSBC ③The Bank of Japan ④Sun Corporation 。  

104. (1)  In checking our records, we find that  your account shows an unpaid ____

_ of $305.80. ①balance ②amounts ③overdue ④remaining 。  

105. (1)  We will require 25% of the total payment ______, and the rest upon deliv

ery of the merchandise. ①up front ②before ③advance ④by installments

 。  

106. (4)  References will  be furnished _____. ①at cost ②by instal lment ③on appr

oval ④upon request 。  

107. (2)  The lis t price is the _____. ①net price ②recommended retai l price ③rec

ommended wholesale price ④discounted price 。  

108. (2)  Before placing a firm order, I should be glad if you would send me on 14 

days' _____ a selection of plus size leggings. ①agreement ②approval ③

permit ④permission 。  

109. (3)  We special ize in all types of beds _____ brass beds, daybeds, futons, to a

djustable beds. ①consisting of ②such as ③ranging from ④exemplified b

y 。  

110. (3)  下列書信內容屬何種函件？"While appreciating the at tractive design of y

our high-rise bicycles , we suggest you make some allowance. A 10% redu

ction would facil itate the transaction and help introduce your goods to th

e rapidly growing market here." ① inquiry ②offer ③counter-offer ④sales

 。  

11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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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They have struck a deal.  ②The buyer does not 

intend to purchase the product.  ③The seller talked the buyer out of buyin

g the product.  ④The buyer does not believe what the sell er said.  。  

112. (2)  The company argues that the Syrian civil  war al lows it  to exercise a ____

_ clause in the contract.  ①WA ②force majeure ③GA ④TPND 。  

113. (3)  The goods supplied in accordance with our order no. B503 have been che

cked, and we found that  there is a _____ between the goods sent and the 

quantity shown on the invoice. ①dividend ②differences ③discrepancy 

④dispu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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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4)  The MyPad 5 wil l _____ a new fingerprint sensor that is  more efficient th

an the version found on the MyPad 4. ①specify ②function ③perform ④f

eature 。  

115. (2)  We paid for the photocopier in six monthly _____. ①remittance ② install

ments ③amendments ④balance 。  

116. (1)  Assuming we were to buy in ______, we hope you will  consider offering 

a discount on your lis t price. ①bulk ②credit ③amount ④quali ty 。  

117. (4)  We were _____ by the quality of the material you exhibited at the fair an

d are excited about the prospect of incorporating i t into our sportswear de

signs. ① interested ②attractive ③appealing ④ impressed 。  

118. (4)  We know that you have a good reputation in the industry and hope to mak

e a large purchase from you at  _____ prices . ①reduce ②quality ③retail  

④wholesale 。  

119. (124)  Under CIF terms, which documents is  the seller required to provide? ①E/

P, if necessary ②B/L ③Debit Note ④Insurance Policy 。  

120. (12)  _____ defective packing, some of the goods were damaged to such an ext

ent that we were compelled to dispose of them at m uch reduced prices.  ①

As a result  of ②Owing to ③Because ④In accordance with 。  

121. (123)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re standard address abbreviations? ①Blvd. ②Av

e. ③Sec. ④Ref.  。  

122. (23)  As _____, we must ask you to let us know when delivery will  be made. 

① these goods are urgent needed ② these goods are urgently required ③o

ur client is in urgent need of these goods ④our cl ient urgent requires the

se goods 。  

123. (23)  As you have failed to make delivery on t ime, we _____. ①have no choice

 but cancel the order ②are left with no choice but to cancel the order ③h

ave no alternative but to cancel the order ④have no alternative but cancel

ling the order 。  

124. (34)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enquiry. You will find _____. ①enclosed 

a catalog given detai led information about our digital cameras ②attachin

g a catalog showing our latest  products ③attached our current price l ist q

uoting CIF prices Shanghai ④enclosed our illustrated catalog giving the 

detai ls requested 。  

125. (24)  _____, we wil l order on a regular basis.  ①If  the product is sat isfied ②Pr

ovided you can offer favorable quotations ③Provided the quanti ty is  up t

o standard ④If the concessions we have asked for can be met 。  

126. (13)  Once you have seen the Titan 100 in operation, we are sure you will  ____

_ its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①be pleased with ②satisfy with ③be imp

ressed by ④attract  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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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14)  We have learned from the Spanish Consulate in Hong Kong that you are o

ne of the major producers of _____ in Spain. ①porcelain kitchenware ②o

ffice equipments ③high fashion garment ④high-end furniture 。  

128. (123)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bbreviat ions are related to companies? ①Ltd. ②

Corp.  ③Inc. ④Enc. 。  

129. (124)  We have sent to you _____ a range of samples specially selected for their

 water resistant qualit ies.  ①by separate post ②under separate cover ③ in 

separate ways ④separately 。  

130. (13)  We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 _____. ① two crates were missing from your

 consignment when delivered on May 5 ② three boxes of plates badly dam

aged on arrival ③five baskets of vegetables were spoiled on arrival ④fou

r cases of clocks lost in transit 。  

131. (23)  We are writing to inquire whether you would be interested in _____ a bus

iness relat ionship with us. ①opening ②entering into ③establishing ④set

ting 。  

132. (24)  _____ your remittance, we will schedule the delivery of your order.  ①Aft

er receive ②Upon receipt of ③When we will receive ④As soon as we re

ceive 。  

133. (13)  We insis t on full payment of your account;  otherwise, we shall be forced 

to take legal _____. ①measures ②s tep ③action ④way 。  

134. (134)  We can quote you a gross price of $105.75 per 100 items, _____. ①deliv

ery charges included ② included delivery charges ③ including delivery ch

arges ④ inclusive of delivery charges 。  

135. (124)  We enclose our credit  note No. C65 for $ 35.85, which is a _____  for the 

overcharge on invoice No. B351. ①refund ②rebate ③replenish ④reimbu

rsement 。  

136. (23)  We agree to lower the price _____ building a long -term business relations

hip. ① in order to ② in the hope of ③with a view to ④as a result of 。  

137. (14)  We are pleased to inform you that the tablet computers you ordered on A

pril 21 are ready for _____. ①dispatch ②ship ③deliver ④shipment 。  

138. (12)  I look forward to _____. ①hearing from you soon ②your prompt reply 

③receive your reply soon ④receive your early reply 。  

139. (13)  We trust that you will  find these terms ______ and hope that you wil l fav

or us with your orders .  ①agreeable ②satisfied ③reasonable ④accepted

 。  

140. (23)  The consignment consists of two cases, _____. ①each weighs 120 kg ②e

ach weighing 120 kg ③each of which weighs 120 kg ④each of which wei

ght being 120 k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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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14)  Choose the correct sentences. ①As a result  of soaring raw material price

s, we are forced to raise our prices by 5%. ②Due to raw material  prices h

ave increased sharply,  we have to raise our prices by 5%. ③Since raw ma

terial prices have raised considerably, we are compelled to raise our price

s by 5%. ④As raw material prices have risen substantially, we have no ch

oice but to raise our prices by 5%. 。  

142. (13)  _____, we regret that we cannot accept your counter -offer.  ①Much as we

 would l ike to do business with you ②Despite we are keen to do business

 with you ③In spite of our desire to do business with you ④Although we

 eager to do business with you 。  

143. (23)  Choose the correct sentences. ①We would appreciate if you could send u

s your latest  catalogue. ②We would be grateful for any information conc

erning their f inancial standing. ③We should be obliged if you can provid

e us with any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c redit s tatus. ④We would be ap

preciated if you could send us details of the product.  。  

144. (14)  Choose the correct sentences. ①Our profi t margin is so small that any fur

ther concession is out of the question. ②Our profit margin is  so small  tha

t we are impossible to make any further concession. ③Our profi t margin i

s so small that any further reduction is beyond question. ④Our profit  mar

gin is so small that i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us to make any further red

uction. 。  

145. (234)  _____, we are sending our  illustrated catalogs and trust  that you wil l find

 them interesting. ①As request ②At your request ③In compliance with y

our request ④As requested 。  

146. (12)  Please return the goods sent in error _____. ①carriage forward ②at our e

xpense ③at your expense ④at your service 。  

147. (24)  We have shipped to you today 30 Hitachi Music Centers by SS Mercury s

ailing from Kaohsiung and _____ in New York on October 30.  ①due to a

rriving ②due to arrive ③schedule to arrive ④scheduled for arrival 。  

148. (13)  These products _____ and have enjoyed a s tellar reputat ion among discri

minating consumers. ①are made from organically farmed grapes ②are en

vironmental fr iendly ③are beautiful ly handcrafted ④made of durable har

dwood 。  

149. (24)  A/An _____ agrees only to sel l his principal 's products,  and not those of 

a competi tor.  ①real  estate agent ②sole agent ③commission agent ④excl

usive agent 。  

150. (23)  A: I 'd like reconfirmation of the dispatch date on those AP -500s we order

ed three weeks ago. B: ______ ①We'd like you to deliver by July 12. ②

What's your order number？  ③They're scheduled to be sent on July 12. 

④We expect it to come in around July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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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24)  We have arranged for these spare parts _____ to you tomorrow. ① to ship 

② to be delivered ③ to dispatch ④ to be sent 。  

152. (134)  We would like to sort  out the credit formali ties as soon as possible so tha

t we can begin trading. Could you provide us with_____? ①a recent finan

cial statement ②a letter of credit  ③ the name of your bank ④ trade refere

nces 。  

153. (34)  After a careful review of your operations, we believe that your company i

s ideal for _____ our needs. ①meeting with ②corresponding ③serving 

④fulfil ling 。  

154. (34)  Choose the correct sentences. ①We are a well -established firm special ize

d in camping equipment. ②We have been exported high -end bicycles for 

more than a decade.  ③We have long been importers  of a wide range of or

ganic produc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④We are a fast-growing biotechno

logy company based in Hamburg. 。  

155. (24)  A: What are the sel ling points  of your product？  B: _____ ①In addit ion t

o a vast network of distributors  across the country,  we have more than 30

 offices around the world. ②It 's  designed to conserve energy and it  rar ely

 needs servicing. ③If  you order 200 units or more, you will  receive a fiv

e percent special discount.  ④It is compact,  easy to use, and is the most p

owerful tool in its  class.  。  

156. (24)  _____, we are pleased to quote as follows: ①In reply to your inquiry on 

April 12 ②In reply to your email of April 12 ③In response to your inqui

ry about April 12 ④Referring to your email  dated April 12 。  

157. (12)  _____ prior to shipment. ①Samples are to be sent by air freight ②All the

 goods shall be inspected at our factory ③We will make payment against 

shipping documents ④We will draw on you at 60 days after s ight 。  

158. (134)  As this  is a case of force majeure,  _____. ① it is something beyond our c

ontrol ②we will do everything in our power to compensate you for the da

mage ③we cannot assume any liabil ity ④we suggest that you lodge your 

claim with the insurance company 。  

159. (12)  We would like to know your terms  and condit ions as _____ the services t

hat we would be requiring. ①pertaining to ②related to ③regarding with 

④concerned 。  

160. (234)  I can't guarantee that we wil l have _____ units on top of the order quantit

y. ①excessive ②excess ③extra ④a surplus of 。  

161. (13)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concern production? ①The annual out

put is about 200,000 units.  ②The MOQ is 300 pieces per month.  ③We ar

e at about 75 percent capacity for one shift now. ④Good publicity will he

lp this product sel l bet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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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123)  If  the buyer cancels the delivery of the goods, he shall be obliged to ____

_. ①cover all  costs related to the cancellat ion ②pay damages for the sell

er 's loss of profit ③pay damages for documented losses that the seller ma

y suffer ④file a claim with the insurance company on behalf of the seller

 。  

163. (124)  Sett lement of overseas debts may be made by _____.  ①promissory note 

② telegraphic transfer ③IOU ④cheque 。  

164. (234)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re true？  ①The insurer is  the party w

ho seeks protection from the risk.  ②The exporter sends the goods to an a

gent in the importing country for sale ' 'on consignment' ' .  ③Bills of ladin

g are not used for consignments by air.  ④Air cargo is charged by weight 

except for bulky commodities  which are cha rged by volume.  。  

165. (123)  The insurance company will not pay compensation _____. ① i f the claima

nt was negligent ② i f the claimant suffered the injury or loss outs ide the t

erms of the policy ③ i f the claimant overvalued the art icle ④ i f the claima

nt suffered any damage or loss as  a res ult of force majeure 。  

166. (12)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re true? ①If you are going to deal wi

th your agent on a consignment basis,  then the agent will not own the pro

ducts you sendbut wil l sell  them on a commission basis.  ②If an agent bu

ys products on their own account,  he/she will decide on resale prices and 

take the profits from his sales. ③ ' 'Forfeit ing' ' is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f

irm buys the outstanding invoices of a manufacturer's  customers, keeps th

e accounts,  then obtains payment.  ④In non-recourse factoring, the factor 

will  claim from the manufacturer if the customer cannot pay. 。  

167. (134)  According to URC522, which are part ies to a collection? ①presenting ba

nk ②drawee ③principal ④remitting bank. 。  

168. (13)  Normally, which of the following bills  of lading will be rejected by the b

anks? ①foul bil l of lading ② third party bill of lading ③deck bill of ladi

ng ④ long form bill of lading 。  

169. (14)  Unless required by the L/C, which clauses or notations on transport  docu

ments are defective？  ①drums slightly rusty ②Packing may not be suffic

ient for the journey. ③said by shipper to contain ④Goods are loaded on 

deck. 。  

170. (123)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re true concerning export credit insur

ance (ECI)？  ①Even creditworthy buyers  could default on payment due t

o circumstances beyond their control.  ②ECI al lows exporters to offer co

mpetitive open account terms to foreign buyers while minimizing the risk

 of non-payment. ③ECI covers certain poli tical  r isks such as war, terrori

sm, riots ,  and revolution that could result in non -payment. ④ECI covers 

physical loss or damage to the goods shipped to the buy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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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14)  According to UCP 600, which statements are true concerning transferable

 L/C? ①An issuing bank may be a transferring bank . ②A credit may be t

ransferred in part to more than one second beneficiary as long as it s tates

 that i t 's  t ransferable. ③A transferable credit can be transferred at the req

uest of a second beneficiary to any subsequent beneficiary.  ④Unless othe

rwise agreed at the t ime of transfer,  al l charges incurred in respect of a tr

ansfer must be paid by the firs t beneficiary. 。  

172. (124)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oncern "Intel lectual Property"? ①Patents ②Trad

emarks ③Applicable Law ④Copyrights 。  

173. (124)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sue export  permits? ①Bureau of Foreign Trade 

②Taiwan Texti le Federation ③Taiwan External Trade Development Coun

cil ④Science Park Administration 。  

174. (13)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ombinations are not appropriate for consolidatio

n? ①onions and garments ②nuts and nails ③ tea and ferti lizer ④soy sauc

e and canned food. 。  

 

 

20000 國貿業務  乙級  工作項目 02：交易磋商與簽約  

1. (2)  附有著作之貨品輸出業務或貨品附有著作授權文件之核驗，由下列哪個

政府機關執行？  ①國際貿易局  ②智慧財產局  ③財政部關務署  ④專利法

庭  。  

2. (4)  進出口產品若影響食品安全時，得依貿易法第 17 條哪一款規定辦理？  

①侵害我國或他國依法保護之智慧財產權  ②未依規定標示來源識別、產

地或標示不實  ③未依規定申報來源識別碼、商標或申報不實  ④未依誠

實及信用方法履行交易契約  。  

3. (2)  所有證明貨品符合優惠關稅待遇資格之進、出口相關文件，出進口人依

規定應自簽具日起保存至少幾年？  ①3 年  ②5 年  ③7 年  ④10 年  。  

4. (4)  有關貿易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所稱貿易為貨品之輸出入行

為及有關事項，但不包括附屬貨品上之智慧財產權  ②出進口人係指依法

登記為經營貿易業務之出進口廠商，非以輸出入為常業者不得辦理輸出

入之業務  ③預查之英文名稱經核准者，保留期間為 1 年  ④出進口人對

輸出入貨品經核發輸出入許可證者，應依許可證內容辦理輸出入  。  

5. (4)  有關世界貿易組織(WTO)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貿易總額占全球比

重超過 95% ②我國以正式會員身份參與  ③藉由參與 WTO，我國對外貿

易可享有公平合理之待遇  ④因我國為觀察員，不可與各會員國進行諮商

談判  。  

6. (3)  有關對輸入貨品管理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輸入限制輸入貨品

表內之貨品，其屬少量自用或餽贈者，海關得酌量免證稅放  ②貿易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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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指定進口貨品項目應標示原產地  ③簽證輸入貨品時，限以書面方式

向貿易局申請  ④輸入許可證有效期限為自簽證日起６個月  。  

7. (1)  下列對貿易局處分案件之處理何者有錯？  ①不服者應於接到處分書之次

日起 20 日內以書面向貿易局聲明異議  ②為處理出進口人聲明異議案

件，應設貿易局處分案件聲明異議委員會  ③貿易局自收受異議書之次日

起，應於 20 日內由審議委員會審定之  ④審議委員會對於異議案件應從

程序及實體做審查  。  

8. (4)  進口原產地認定基準不包括下列何者？  ①一般貨物之原產地認定  ②低

度開發國家貨物之原產地認定  ③與我國簽訂貿易協定之國家或地區貨物

之原產地認定  ④已開發國家貨物之原產地認定  。  

9. (2)  我國關務署各關區應自貨物申報進口之日起多少日內完成原產地認定？  

①1 個月  ②2 個月  ③3 個月  ④4 個月  。  

10. (3)  美國發生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規定所有直接運抵美國各港口之貨物運

送者，必須在外國港裝載 24 小時前出具確實載貨清單傳送至美國海關，

此制度稱為  ①CIS ②CIF ③CSI ④PSI 。  

11. (2)  國際組織及公約之英文譯文或簡稱，下列何者錯誤？  ①暫准通關證公約

ATA Carnet Convention ②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 UNIDO ③亞洲太平洋

經濟合作會議 APEC ④普遍優惠關稅制度 GSP 。  

12. (3)  為提升我國經濟發展及貿易競爭力，關務署依世界關務組織全球貿易安

全與便捷化之標準架構(WCO Safe Framework)，積極推動下列哪一種認

證制度？  ①MOA ②GMP ③AEO ④CAS 。  

13. (3)  有關相對貿易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①必須皆是以貨易貨的貿易  ②

採取相對貿易的當事國都簽有商品購回的協定  ③經常發生在與外匯短缺

國家間之交易  ④皆設有貨幣清算銀行  。  

14. (3)  若賣方於出售機器設備時，另外約定同意在一定期間內向對方購買與原

交易機器設備相關之產品，則此交易屬於下列哪一種貿易方式？  ①clear

ing agreement ②counter purchase ③buy back ④consignment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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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風險高  ④交易期間長  。  

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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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異議  ②陳情  ③提起訴願  ④提起行政訴訟  。  

17. (4)  L/C 交易下，請排列出口商辦理下列事項之正確流程？ (a)booking shippi

ng space(b)export customs clearance(c)quotation(d)sales confirmation(e)e

xport negotiation(f)shipment ①cdbafe ②cdafbe ③cdabef ④cdabfe 。  

18. (2)  請排列進口商辦理下列事項之正確流程？ (a)contract(b)import customs cl

earance(c)inquiry(d)order(e)taking delivery of cargos(f)releasing docume

nts against  payment ①cdbafe ②cdafbe ③cdabef ④cdabfe 。  

19. (4)  我國 A 公司 4 月 12 日根據英國 B 公司 4 月 10 日的信函，做出報價〝Y

our tenth offer subject to reply reaching us sixteenth CIF Hamburg US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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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 . .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若 B 公司於 14 日發電表示接受，但是

由於電信局投遞延誤，該接受電報於 17 日到達 A 公司，根據聯合國國

際貨物買賣公約 (CISG)之規定，接受是有效的  ②若 A 公司於 15 日收到

B 公司於 14 日發出電報稱：〝Your twelfth accept provided USD3.5

0.. . . . .〞則契約即告成立  ③B 公司接受的有效期限為英國當地時間 16 日  

④B 公司接受的有效期限為我國當地時間 16 日  。  

20. (1)  若賣方存貨不多且將向多家顧客發出報價函，希望能將存貨如數售出，

則下列報價方式何者正確？  ①offer subject to prior sale ②offer subject t

o confirmation ③offer subject to prior purchase ④offer subject to alterat

ion 。  

21. (1)  出口商出口報價之有效期限為 8 月 10 日，並於 7 月 25 日寄達進口商

處，然在 8 月 9 日出口商以傳真請求進口商同意報價失效，此動作屬於  

①報價撤銷  ②報價撤回  ③重新報價  ④原報價修訂  。  

22. (3)  若報價單中註明〝60 days from now〞，則下列何者正確？  ①從被報價

人收到報價單日起算，60 天內有效  ②從報價人寄出報價單日起算，60

天內有效  ③從報價單上的日期起算，60 天內有效  ④無從界定有效期間

 。  

23. (1)  下列書信內容屬何種報價？〝We offer valid unti l July 31 bagged soy be

an 20 M/T USD 300 per M/T CIF N.Y.〞  ①firm offer ②standing offer ③

counter offer ④conditional offer 。  

24. (1)  下列何者非民法規定使要約失效之情況？  ①規定多種數量與價格條件  

②要約經拒絕者  ③對話方式之要約，非立即承諾  ④非對話方式之要

約，依通常情形可期待承諾之到達時期內，相對人不為承諾時，其要約

失其拘束力  。  

25. (3)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接受的生效時間，在我國採發信主義  ②對 Offer

之部分接受，可視為契約成立  ③買方雖未對賣方寄出之 Sales Confirm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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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承諾可以沉默來表示  。  

26. (2)  有關國際貿易契約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基本條款優先於一般條款

 ②Purchase Confirmation 為賣方製作的確認書  ③Arbitrat ion Clause 屬

於契約的一般條款  ④Sales Confirmation 經雙方簽署後，即等同契約書

效力  。  

27. (3)  有關貿易契約成立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不以訂立書面為要件  ②

當買賣雙方對於互相所提的條件達成合意時，契約即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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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 (4)  根據 CISG 之規定，除另有保證期限外，買方應在收到貨物之日起多少

時間內將貨物不符合契約規定之情形通知賣方，否則就喪失其因此所得

主張的權利？  ①1 個月  ②6 個月  ③12 個月  ④24 個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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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  根據 CISG 之規定，進口商於提貨後，發現外包裝與買賣契約之約定稍

有出入但並未造成嚴重後果，該進口商不得向出口商  ①請求賠償  ②取

消買賣契約  ③要求替換包裝  ④要求折價解決  。  

30. (3)  根據 CISG 之規定，當事人之行為是否屬於根本違約，其所導致的法律

後果不同之處為  ①能否要求損害賠償  ②能否採取其他救濟措施  ③能否

宣告契約無效（解除契約）  ④能否採用仲裁的方式解決爭議  。  

31. (1)  CISG 適用於下列何種情況之買賣？  ①買賣雙方當事人營業地處於不同

國家  ②買賣雙方當事人具有不同國籍  ③訂立契約行為完成於不同的國

家  ④貨物必須由一國運往另一國  。  

32. (3)  根據 CISG，要約未生效之前，要約人得撤回其要約，但條件為  ①提出

反要約  ②要約有效期屆滿  ③撤回要約之通知比要約早(或同時)到達  ④

有記載承諾期間者  。  

33. (3)  根據 CISG 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①要約生效時間採取到達主義  ②拒

絕要約生效時間採取到達主義  ③承諾生效時間採取發信主義  ④要約原

則上可撤銷，不可撤銷為例外  。  

34. (2)  下列何者不適用 CISG 之規定來解決買賣糾紛：a.進口原料生產 b.古董拍

賣 c.進口家電自用 d.購買國防戰機 e.購買外國證券 f.國內廠商替外國原

廠加工？  ①abcef ②bcdef ③abcde ④bdef 。  

35. (2)  根據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規定，著作權之保護期間，除攝影著

作或應用美術著作以外，應自授權公開發表之年底起算至少  ①四十年  

②五十年  ③六十年  ④七十年  。  

36. (2)  根據民法第 365 條規定，買方於收到貨品時發現有瑕疵，應於多少日內

向賣方請求解約或賠償？  ①一年  ②半年  ③三個月  ④一個月  。  

37. (1)  針對運送人之索賠，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目前有關航空運送人之責任

範圍多依華沙牛津規則的規定為主  ②有關船公司賠償金額之計算，實務

上多依起運地價格加保險費及運費總額 (即 CIF 價格)為準  ③依我國海商

法及海牙規則之規定，海運索賠的起訴期限為提貨後一年內  ④船公司未

經託運人同意而將貨物裝載甲板上所受損害，船公司需負責賠償  。  

38. (3)  主要的商務仲裁程序，下列何者正確？  ①申請仲裁→選任仲裁人→審理

案件→被告答辯→仲裁判斷  ②申請仲裁→被告答辯→選任仲裁人→審理

案件→仲裁判斷  ③申請仲裁→選任仲裁人→被告答辯→審理案件→仲裁

判斷  ④申請仲裁→仲裁合意表達→被告答辯→審理案件→仲裁判斷  。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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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 (3)  有關我國「進口檢驗與檢疫」制度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所有動植

物及其產品之進口，均須施行進口檢疫  ②檢疫是屬於法定檢驗  ③動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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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防疫檢疫事項應向標準檢驗局申請  ④輸入供加工組裝後輸出或原件再

輸出者，雖為應施檢驗之商品，得免檢驗  。  

41. (2)  有關「公證」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①就檢驗寬嚴程度分Ａ、Ｂ、

Ｃ、Ｄ四級檢驗，其中Ｄ級要求最嚴格  ②外銷產品的公證費用通常多按

FOB 的 0.5% ~ 1%收費  ③一般進口商品按 CIF 價千分之 1~1.5 收費  ④P

SI 實施的目的在於幫進口國做進口檢驗，防止出口國的病蟲害因貿易進

入進口國  。  

42. (4)  對於「商品檢驗」四種方式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①「監視檢驗」主

要針對製造技術不穩定，且安全顧慮較高之商品 (以食品、農產品為主 )

進行檢驗  ②實施「逐批檢驗」之商品，得依商品之特性或經逐批查驗一

定批數符合規定者，採行逐批查驗、逐批查核、抽批查驗、書面核放及

監視等簡化檢驗方式  ③「驗證登錄」主要針對製造技術穩定、安全顧慮

較低之商品進行檢驗  ④適用「符合性聲明」之商品，其生產者於產製過

程應採取管制措施，確保其產品符合技術文件之內容，並與技術文件中

試驗報告之測試樣品一致  。  

4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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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adceb ②acdeb ③acdbe ④adebc 。  

44. (3)  有關「電子簽證」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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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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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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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簽審文件遺失補發之申請，得以書面方式辦理  。  

45. (4)  有關「戰略性高科技產品輸出入」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申請國際

進口證明書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並非均需申請抵達證明書  ②國際進口

證明書、抵達證明書遺失時，得向原發證單位申請補發  ③進口之戰略性

高科技產品，未經原發證單位核准，於通關進口前不得變更進口人或轉

往第三國家或地區  ④違規輸出入戰略性高科技產品者，應處新台幣 10

萬元以下之罰鍰  。  

46. (2)  輸入之貨品應在進口簽證有效期限內作何處理，否則應依規定申請延

期？  ①完成出口報關  ②自國外起運港口起運  ③抵達本國港口  ④完成進

口報關  。  

47. (4)  根據我國貿易法之規定有關限制輸出入貨品之理由描述，下列何者錯

誤？  ①基於國際條約、貿易協定  ②國防、治安、文化或生態保護  ③貿

易政策  ④國際運輸實務  。  

48. (1)  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表內輸入規定欄代號之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①F01：進口時，應依「應施檢疫動植物品目表」及有關檢疫規定辦理  

②空白：物品准許輸入  ③MP1：大陸物品有條件輸入  ④MW0：大陸物

品不准輸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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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4)  以下為貨物進口通關之步驟：a.分類估價  b.徵稅  c.確定通關方式  d.查驗  

e.放行  f.收單  g.審核文件，請排出「船邊驗放的 C3 案件」之正確流程：

 ①fgcadbe ②fcgdabe ③fcgadeb ④fcgabde 。  

50. (3)  有關「貨品暫准通關證」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使用暫准通關證進

出口之貨品，免辦進、出口通關等手續  ②得於締約國間暫時免稅進口通

關  ③一般商業樣品之通關證有效期限為半年  ④其通關比一般通關省時

 。  

51. (3)  我國「貨品暫准通關證」之簽證機構為  ①關務署  ②國際貿易局  ③中華

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④中華民國商業總會  。  

52. (3)  出口貨物照正常途徑，將國貨 (含復運出口洋貨)輸出國境時，依照海關

規定程序，按預訂之船、機班機次進儲時間內，辦理裝船或裝機出口，

完成通關手續，稱為  ①報關  ②退關  ③結關  ④放行  。  

53. (4)  以下何者均為我國目前已經停止課徵之稅費？  ①進口稅、出口稅  ②商

港建設費、貨物稅  ③貨物稅、過境稅  ④出口稅、過境稅  。  

54. (1)  進口貨物在輸出或產製國家之製造、生產、銷售、運輸過程，直接或間

接領受補貼，致損害中華民國產業者，除依海關進口稅則徵收關稅外，

得另徵適當的  ①平衡稅  ②反傾銷稅  ③報復關稅  ④機動關稅  。  

55. (2)  有關傾銷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出口國出口產品至進口國時，若價

格異常低於出口國國內同質產品的銷售價格時  ②進口產品的價格異常低

於進口國國內同質產品的銷售價格時  ③出口國出口至進口國之產品價格

異常低於銷往第三國的銷售價格時  ④若進口產品證實有傾銷且對國內競

爭產品造成實質損害，可對其課反傾銷稅  。  

56. (4)  外國以傾銷方式輸出貨品至我國，對我國競爭產品造成實質損害、有實

質損害之虞或對其產業之建立有實質阻礙，經調查損害成立者，下列何

機關得依法執行課徵反傾銷稅？  ①國貿局  ②司法部  ③經濟部  ④財政部

 。  

5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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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一年  ②三年  ③四年  ④五年  。  

58. (4)  根據關稅法之規定提供擔保或保證金的方式，下列何者錯誤？  ①現金  

②公債  ③銀行定期存單  ④信託投資公司一年以上特別信託憑證  。  

59. (4)  根據關稅法之規定有關實施事後稽核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海關於

進出口貨物放行之翌日起六個月內通知實施事後稽核者，得於進出口貨

物放行之翌日起二年內，對納稅義務人、貨物輸出人或其關係人實施之  

②依事後稽核結果，如有應退、應補稅款者，應自貨物放行之翌日起三

年內為之  ③海關執行事後稽核工作，得請求相關機關及機構提供與進出

口貨物有關之資料及其他文件  ④海關實施事後稽核之範圍、所需文件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國貿局定之  。  

60. (3)  根據關稅法之規定，為應付國內或國際經濟之特殊情況，對進口貨物應

課徵之關稅或適用之關稅配額，得在海關進口稅則規定之關稅稅率或關

稅配額數量百分之五十以內予以增減，但大宗物資價格大幅波動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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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分之一百以內予以增減，此規定為下列哪種特別關稅？  ①報復關稅

 ②救濟或防衛措施  ③機動稅率  ④關稅配額  。  

61. (2)  由課稅區廠商銷往科學園區廠商之自用機器、設備、原料、物料、燃

料、半製品及樣品，視同  ①內銷  ②外銷  ③出口復進口  ④進口復出口  。  

62. (4)  有關保稅倉庫存儲之保稅貨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存倉期限以一年

為限，不得延長  ②存倉期限屆滿未申報進口或退運出口者，按放棄貨物

處理  ③存倉期限以二年為限，必要時得申請延長一年，但以延長一次為

限  ④具有特殊理由經財政部核准者，存倉期限不受二年之限制  。  

63. (4)  下列哪一項進口稅費之計算不以 DPV(完稅價格)為基準？  ①關稅  ②貨物

稅  ③推廣貿易服務費  ④商港服務費  。  

64. (3)  有關進口關稅完稅價格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①各國多以 FOB 價格

作為進口關稅完稅價格  ②為貨物課完關稅之後的價格  ③為從價課關稅

貨物核計關稅時所依據的價格  ④海關核估完稅價格時，依關稅法規定的

優先順序，「類似貨物的交易價格」較「同樣貨物的交易價格」為優先

 。  

65. (3)  有關我國海關課徵「進口稅」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進口貨物並非

全部皆須繳納進口關稅  ②一般進口貨物大多按從價課徵關稅  ③「從量

稅」按重量計算時，一律以毛重為標準  ④菸酒稅屬於「從量稅」  。  

66. (4)  根據我國貿易法「輸出入配額」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①因貿易談判

之需要或履行協定、協議，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得對貨品之輸出入數量，

採取無償或有償配額或其他因應措施  ②有償配額，指由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與有關機關協商後公告，以公開標售或依一定費率收取配額管理費之

有償方式處理配額者  ③輸出入配額，不得作為質權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④無償取得之配額，可以轉讓  。  

67. (1)  廠商申請輸入在第三國家完全生產之貨品，但使用中國大陸之商標品

牌，請問該貨品進口之處理原則？  ①依一般地區貨品之輸入規定處理  

②應視為大陸物品，予以限制  ③由國貿局專案核准  ④由行政院陸委會

裁決  。  

68. (3)  關於進出口廠商登記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①公司或行號經營出進口

業務，除法令另有禁止或限制規定者外，得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申請登

記為出進口廠商  ②英文名稱登記，應載明主體名稱及組織種類；外國分

公司之英文名稱應標明其國籍與分公司名稱  ③申請出進口廠商登記，其

申請文件須以書面方式辦理  ④申請出進口廠商登記，公司應檢附公司登

記證明文件  ;  行號應檢附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  

6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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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fe

rable L/C。e.中間商憑 Transferable L/C 辦理押匯。f.中間商憑 Transfera

ble L/C 向 Transferring Bank 申請辦理信用狀轉讓。g.供應商憑 Transfer

red L/C 辦理押匯  ①abdfcge ②abfdgce ③abfdcge ④abfdce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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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2)  在 D/A 付款方式下，請排列出下列事項之順序？a.代收銀行交付貨運單

證予進口商 b.託收銀行簽發託收收據 c.進口報關 d.匯票到期，進口商如

數付清票款 e.提貨裝船 f.出口商備齊約定單證，簽發匯票，申請託收 g.

進口商向代收銀行辦理承兌 h.交易成立 i .託收銀行寄送託收委託書，匯

票及貨運單證予代收銀行 j .出口商透過託收銀行取得出口貨款  ①hefbiga

dcj ②hefbigacdj ③hefibgadcj ④hefbgiacdj 。  

71. (4)  我國進口商計畫進口一批貨物，請德國出口商報價。4 月 1 日出口商報

價電報中稱：〝Offer valid before April  30 FOB Hamburg USD29 per CT

N, 300 cans each CTN, shipment during June from Hamburg.〞進口商 4

月 2 日回電：〝Counter offer your April 1 FOB Hamburg USD27 per CT

N, 300 cans each CTN, shipment before April 24 from Hamburg.〞到 4 月

24 日進口商仍未收到回電。根據該貨價有上漲趨勢的預測，進口商於 4

月 26 日又發電〝Your April 1 offer we accept.〞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

因為出口商未對進口商 4 月 2 日的還價及時回覆，所以出口商的原報價

繼續約束其至 4 月 30 日，進口商 4 月 26 日的接受因而是有效的  ②因為

出口商未回覆進口商 4 月 2 日及 4 月 26 日的電報，所以進口商可以在 4

月 2 日及 4 月 26 日的電報中選擇對其有利的內容  ③儘管出口商未對進

口商 4 月 2 日的還價按時回覆，但是出口商的原報價並未由於甲公司的

還價而終止，故進口商 4 月 26 日的接受是有效的  ④儘管出口商未對進

口商 4 月 2 日的還價按時回覆，但是出口商的原報價由於進口商的還價

而終止，除非出口商對進口商 4 月 26 日的接受予以確認，否則進口商 4

月 26 日的接受是無效的  。  

72. (1)  甲公司的採購經理向乙公司發出採購 10 台跑步機的要約，乙公司於 7 月

5 日以 e-mail 方式通知承諾，甲公司業務員於 7 月 6 日看到此 mail，但

經理於 7 月 8 日才獲知此事，並於 7 月 9 日回覆乙公司收到承諾，請問

該承諾的生效時間為何？  ①7 月 5 日  ②7 月 6 日  ③7 月 8 日  ④7 月 9 日

 。  

73. (2)  下列書信內容屬何種函件？〝All of the terms and condit ions are accepte

d by us. The s ight credit wil l be issued next week.〞  ①quotation ②accep

tance letter ③counter offer ④sales confirmation 。  

74. (1)  若台灣銀行牌告日圓之即期匯率買入為￥1 =NTD0.3483，賣出為￥1=N

TD0.3523，則在台幣對日圓升值的趨勢下，出口商以下列何種匯率換算

日圓報價，最能規避匯率損失？  ①0.3350 ②0.3483 ③0.3523 ④0.3650

 。  

75. (3)  當多國籍企業之子公司所在地主國的貨幣有貶值之可能時，下列防衛與

沖銷之財務規劃方式，何者錯誤？  ①盡量以該地主國的貨幣舉債  ②須

儘速將子公司的獲利匯回母國  ③盡量延長以該地主國之貨幣表示之應收

帳款  ④盡量以母國貨幣為交易貨幣  。  

76. (1)  根據我國貿易法之規定，經濟部得暫停特定國家或地區或特定貨品之輸

出入。下列何種情況不適用此規定？  ①自非世界貿易組織 (WTO)會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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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輸出入貨品  ②國內或國際市場特定物資有嚴重匱乏或其價格有劇烈波

動時  ③外國以違反國際協定妨礙我國輸出入時  ④國際收支發生嚴重失

衡時  。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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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糾紛  ②

品質糾紛  ③行銷糾紛  ④市場索賠糾紛  。  

78. (1)  某台商食品罐頭公司以低價出清即將到期罐頭一批給港商，並於銷售契

約言明為低價出清品，港商將貨賣給客戶一個月後，該客戶發現罐頭變

質請求賠償，則此種品質糾紛台商應如何應對？  ①無責不給賠償  ②只

賠償給港商  ③賠償給港商之客戶  ④接受退貨補新貨  。  

79. (1)  根據我國海商法之規定，貨物之毀損滅失者，自貨物受領之日或自應受

領之日起，幾年內未起訴者，運送人解除其責任？  ①一年  ②二年  ③三

年  ④四年  。  

80. (2)  依據我國仲裁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①仲裁判斷之評議，不得公開

 ②合議仲裁庭之判斷，以超過三分之二意見決定之  ③外國仲裁判斷，

經聲請法院裁定承認後，才可強制執行  ④仲裁人之判斷，與法院之確定

判決，有同一效力  。  

81. (1)  下列何者是輸出貨品以我國為原產地者應符合之條件？  ①貨品之加工、

製造或原材料涉及我國與其他國家或地區共同參與者，以在我國境內產

生最終實質轉型者為限  ②原材料經加工或製造後所產生之貨品與其原材

料歸屬之我國海關進口稅則前四位碼號列相同者  ③貨品之加工或製造雖

未造成號列改變，但已完成重要製程或附加價值率超過百分之十五者  ④

貨品之組合或混合作業，未使組合後或混合後之貨品與被組合或混合貨

品之特性造成重大差異  。  

82. (3)  有關「出口檢驗」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①政府為促使商品符合安

全、衛生、環保及其他技術法規或標準，保護消費者權益並促進經濟正

常發展，特別授權海關視實際需要，隨時公告增減「應施商品檢驗品目

表」  ②屬非強制性質  ③未經公告為應施檢驗的輸出商品，基於特殊的

需要，亦可應買賣雙方任何一方的要求以「特約檢驗」方式辦理  ④在逐

批檢驗方式下商品檢驗不合格者，報驗義務人於接到通知後 21 日內，得

申請免費複驗一次  。  

83. (1)  依貨品輸入管理辦法及商品檢驗法規定，應施進口檢驗貨品，其檢驗規

範低於國家標準時，應取得下列那一機關核准才能進口？  ①標準檢驗局

 ②國際貿易局  ③關務署  ④公證公司  。  

84. (2)  有關出口簽證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①輸出許可證有效期限為自簽證之

日起 30 日  ②輸出許可證僅得申請延期 1 次，並以 2 週為限  ③輸出許可

證之修改、註銷及補發，出口人應向原簽證單位申請辦理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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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5. (2)  未具出進口廠商資格之出口人（包括個人）輸出貨品，應向經濟部國際

貿易局申請簽證，但輸出「限制輸出貨品表」外之貨品，其離岸價格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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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在多少金額以下者免簽證？  ①美金三萬元或等值者  ②美金二萬元或

等值者  ③美金一萬元或等值者  ④美金五千元或等值者  。  

86. (4)  有關貨品進出口通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進口貨物報關應自運輸工

具進口日起 14 日內向海關報理報關  ②進口貨物應自海關填發稅款繳納

證送達之翌日起 15 日內繳納，不依規定期限繳納者，加徵滯納金  ③出

口貨物的最晚報關日期為運輸工具進口日  ④進口整櫃貨物，當貨櫃卸至

貨櫃場，若超過寬限日期後，即開始徵收貨櫃延滯費  。  

87. (4)  對於通關時貨物的查驗，下列何者錯誤？  ①以抽驗為原則，但必要時得

全部查驗  ②報關行須會同驗貨的海關人員進行查驗工作  ③若申請「預

報進口」，則可先分估與徵稅，等到貨物進口於船邊時再進行驗放  ④納

稅義務人或貨主對於海關的認定有疑義時，以海關的認定為準  。  

8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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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cab ②abc ③bca ④cba 。  

89. (3)  一般所稱之「進口日」，海運係以船舶抵達本國港口且已向海關遞送何

種文件之日為準？  ①卸貨准單  ②特別准單  ③進口艙單  ④提貨單  。  

90. (2)  以下為空運貨物進儲報關之相關事項：a.報關驗貨  b.過磅  c.貨物抵達倉

庫、卸貨  d.打盤裝櫃  e.點收進倉  f.出倉 g.繳納倉庫使用費  h.航空公司裝

機，請排出正確的流程：  ①cebgfadh ②cebgadfh ③cegbfadh ④cegbfdah

 。  

91. (3)  我國某些農產品該年度進口數量累積若已超過為保護農民所設定之基準

量時，政府得以徵收何種關稅？  ①平衡稅  ②報復性關稅  ③額外關稅  ④

機動關稅  。  

92. (3)  中國大陸毛巾低價大量銷入我國而致使國內業者產出大幅萎縮，因此廠

商向經濟部申請對自大陸進口毛巾採行大陸貨品進口救濟措施案。試問

該案最後判定是屬於何種貿易救濟措施？  ①緊急保護之貿易防衛措施  

②補貼措施  ③反傾銷措施  ④反補貼措施  。  

93. (134)  有關我國海關進口稅則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採世界關務組織制定

之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簡稱為 HS ②海關進口稅則為 C.C.C. Code

前 10 碼  ③依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之規範，可重複使用之包裝容器，

包裝物及容器必須和所包裝的物品分別歸列為不同的稅則號別  ④海關進

口稅則共分 21 類  。  

94. (23)  下列敘述哪些錯誤？  ①完稅價格以賣出匯率換算為新台幣  ②每一筆報

單應繳商港服務費金額不足二百元者，不予計收  ③三角貿易須繳納推廣

貿易服務費  ④出口貨物分類估價目的在於退稅核計、貿易統計、出口實

績及貿易管制之用，並做為政府制定經濟政策之參考  。  

95. (123)  進口貨物免徵關稅之情形，下列哪些正確？  ①在國外運輸途中或起卸

時，因損失、變質、損壞致無價值，於進口時，向海關聲明者  ②起卸以

後，驗放以前，因天災、事變或不可抗力之事由，而遭受損失或損壞致

無價值者  ③在海關查驗時業已破漏、損壞或腐爛致無價值，非因倉庫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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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員或貨物關係人保管不慎所致者  ④於海關驗放後，因貨物之性質自

然短少，其短少部分經海關查明屬實者  。  

96. (13)  有關推廣貿易服務費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由海關統一收取  ②每

一筆報單應繳金額不足二百元者，不予計收  ③進口貨品之該費用與進口

稅捐同時收取  ④出口貨品於運輸工具結關開航後收取  。  

97. (124)  下列哪些為免收推廣貿易服務費之項目範圍？  ①轉口及復運進、出口貨

品者  ②依關稅法令有關免稅進口者  ③應繳之推貿服務費逾新台幣 100

元者  ④三角貿易  。  

98. (134)  貿易局得公開出進口廠商下列登記事項 :  ①中英文名稱及營業地址  ②代

表人或負責人姓名及是否有涉及民刑事訴訟  ③電話及傳真號碼  ④出進

口資格  。  

99. (14)  對於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下列哪些正確 :  ①應依輸出許可證核准之

內容辦理  ②期限屆滿，得申請展延輸出許可證有效期限，以 1 次為限  

③相關文件或資料應保存 3 年  ④該貨品不得供做生產、發展核子、生

化、飛彈等軍事武器之用  。  

100. (23)  對於瀕臨絕種動植物及其產製品輸出入之規定，下列哪些正確？  ①其業

務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執行  ②進口人應檢附出口國核發之華盛頓公約許

可證等文件辦理輸入  ③出口人輸出該等產製品應先向貿易局申請華盛頓

公約出口許可證  ④出口人再將該等製品輸出時，無須向貿易局申請華盛

頓公約再出口許可證  。  

101. (123)  有關自訂簽具原產地聲明書之規定，下列哪些正確？  ①符合主管機關所

定之資格者得自行簽具原產地聲明書  ②不得有違反原產定認定基準或為

不實之原產地聲明  ③不得有未依規定保存原產地聲明書相關規定  ④原

產地聲明書保存期限為 3 年  。  

102. (123)  依據 GATS 服務貿易有哪些不同類型之呈現？  ①模式 1(跨境提供服務 ) 

②模式 2(境外消費 ) ③模式 3(商業據點呈現) ④模式 4(法人呈現) 。  

103. (34)  公司或商號經營出進口業務時，應辦理或注意下列哪些事項？  ①應向經

濟部商業司申請登記為出進口廠商  ②預查英文名稱應以書面方式辦理  

③英文名稱登記，應載明主體名稱及組織種類  ④外國分公司之英文名稱

應標明其國籍及分公司名稱  。  

104. (124)  下列國際組織之英文縮寫哪些正確？  ①國際貨幣基金會 IMF ②國際復

興開發銀行 IBRD ③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OECD ④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

際貿易公約 CITES 。  

105. (123)  下列哪些為 WTO 之基本原則？  ①無歧視之貿易  ②透過談判逐步開放市

場  ③促進公平競爭  ④協助已開發國家  。  

10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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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市場

內的會員國對外採取ㄧ致性的關稅  ③自由貿易區會員國間的經濟政策ㄧ

致  ④經濟聯盟包括政治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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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14)  有關寄售貿易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寄售為現貨交易  ②寄售商不

須承擔寄售時的費用  ③貨物在代銷商處遺失，由寄售商承擔責任  ④交

易盈虧皆由寄售商承擔  。  

108. (123)  有關 counter trade 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可能包含一個或一個以上

的契約  ②清償方式儘量不用貨幣  ③交易的商品有可能是技術、專利或

商標等勞務  ④通常採 t ransferable L/C 為付款條件  。  

109. (13)  有關 counter purchase 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互相購買涉及兩筆交

易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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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交易期間約在一至五年之間  ④相對採購不可用貨幣支付差額部份  。  

110. (14)  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整廠輸出之交易金額通常很大，交易期間亦長，

且通常需附帶提供 know-how 技術及勞務  ②產品購回協定係指交易雙方

約定一方銷售貨物或勞務至另一方時，需附帶承諾在約定期限內向他方

購買一定比率與原銷售商品無關之產品  ③相對採購之交易常包括規模龐

大之設廠計畫，且必須俟廠房設備正式營運生產，並購回產品後，合約

方告完成  ④補償貿易清償方式一般為設置清算帳戶，補償購買義務可以

移轉給第三方  。  

111. (123)  有關 inquiry 之敘述，下列哪些錯誤？  ① inquiry 簽名後對發函者有法律

上之拘束力  ② inquiry 未簽名對發函者在有法律上有部分拘束力  ③ inquir

y 以詢問價格為限  ④並非每一筆交易都會經過 inquiry 的步驟  。  

112. (234)  依據我國民法對「要約」之規定，下列哪些正確？  ①貨物標定賣價陳列

者，視為要約引誘  ②價目表之寄送，不視為要約  ③遲到之承諾，視為

新要約  ④將要約擴張、變更而承諾者，視為新要約  。  

113. (34)  有關報價之敘述，下列哪些錯誤？  ①穩固報價在有效期限內不得任意撤

銷  ②可以用口頭方式報價  ③必須用書面報價  ④一定由賣方發出報價  。  

114. (234)  下列何者為有效接受應具備的條件？  ①需有確定的一般條款  ②接受必

須由被要約人發出  ③接受內容須與要約一致  ④若要約未規定接受之通

知方式，其通知方式可自行決定  。  

115. (12)  關於 proforma invoice 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經買賣雙方簽署後，

可當作契約使用  ②為出貨前之單據  ③可用於申請輸出許可證  ④押匯時

提示 proforma invoice 視為符合信用狀規定  。  

116. (124)  根據我國貿易法之規定，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本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

部  ②公司、商號申請登記為出進口廠商前，預查之英文名稱經核准者，

保留期間為六個月  ③出進口廠商經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撤銷或廢止出進口

廠商登記者，自撤銷或廢止日起，三年內不得重新申請登記  ④主管機關

對貨品進口救濟案件實施進口救濟措施者，期滿後二年內不得再實施進

口救濟措施  。  

117. (124)  根據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規定，自由港區事業自國外運入自由港

區內供營運之貨物，免徵之稅捐包括：  ①關稅、貨物稅  ②營業稅、菸

酒稅  ③滯納金、滯報費  ④推廣貿易服務費及商港服務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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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24)  依我國仲裁法之規定，下列敘述哪些錯誤？  ①仲裁事件，於仲裁判斷

前，得為和解  ②仲裁判斷之強制執行，原則上不須先聲請法院為執行裁

定  ③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作成之仲裁判斷經聲請法院裁定承認後，得為執

行名義  ④仲裁係以公開之方式進行  。  

119. (123)  有關歐盟環保指令以下敘述哪些正確？  ①WEEE 為廢電機電子設備回收

指令  ②RoHS 為電子電器設備禁用有害物質指令  ③EuP 為耗能產品生態

化設計指令  ④REACH 為歐盟新塑膠產品政策  。  

120. (123)  有關「特約檢驗」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由廠商依需要向標準檢驗

局提出申請  ②主要針對未列入法定檢驗的貨品  ③檢驗標準通常係依買

賣雙方之約定標準  ④不須再經港口驗對程序  。  

121. (12)  有關「出口檢驗」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對於應施檢驗的商品，具

有強制之性質  ②廠商可透過網路，進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的網址，事先

瞭解其貨物是否須進行出口檢驗  ③輸出商業樣品，如為應施檢驗商品仍

須出口檢驗  ④商品檢驗執行的方式可分為逐批檢驗、監視檢驗、驗證登

錄與特約檢驗等四種  。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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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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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公約在美國華盛頓簽署，又稱「華盛頓公約」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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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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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在台灣核發該輸出

入許可證者為「行政院農委會」  。  

124. (234)  有關我國「輸出許可證」之規定，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在「中華民國

進出口商品分類表」中，輸出規定欄內代號為「121」者為管制輸出之商

品  ②進出口登記廠商以外之出口人，雖輸出未列入限制輸出貨品表之貨

品，也應申請簽證  ③寄送我駐外使領館或其他駐外機構之公務用品者，

免證輸出  ④輸出人道救援物資，免證輸出  。  

125. (12)  有關「輸出入貨品電子簽證管理辦法」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戰略

性高科技貨品輸出許可證適用電子簽證  ②電子簽證申請案件經國貿局電

腦紀錄後，視為已送達國貿局  ③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許可證經國貿局

核准，須核發書面文件予申請人  ④聯合國禁止化學武器公約列管化學物

質最終用途保證書不須核發書面文件予申請人  。  

126. (123)  有關我國「進口簽證」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目前須簽證進口之貨

品項目已不到 1%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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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限制輸入貨品表」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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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管制輸入貨品」與「有條件准許輸入貨品」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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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7. (34)  有關進出口報關程序，下列哪些正確？  ①出口貨物之申報，係由貨物輸

出人於貨物運輸工具開駛後之翌日向海關辦理  ②進口貨物之申報，係由

納稅義務人自裝載貨物之運輸工具進口日之翌日起 14 日內向海關辦理  

③進口報關時，應填送貨物進口報單，並檢附發票、裝箱單及其他進口

必須具備之有關文件  ④出口報關時，應填送貨物出口報單，並檢附裝貨

單或託運單、裝箱單及依規定必須繳驗之輸出許可證及其他有關文件  。  

128. (124)  有關「進出口報單」之敘述，下列哪些錯誤？  ①進口報單上的貨物稅稅

基須以起岸價格為計算依據  ②出口報單上的商港服務費以離岸價格萬分

之四收取  ③出口報單上無出口關稅的欄位  ④進出口報單上的報關匯

率，以外匯銀行的即期買賣匯率為依據  。  

129. (234)  有關「進出口通關」之敘述，下列哪些錯誤？  ①保稅貨物應受海關之監

管  ②關貿網路針對英文字母及數字等均不予傳輸  ③我國海關對於進、

出口及轉口貨物均課徵關稅  ④進口關稅取至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  

130. (124)  有關「貨品暫准通關證」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為貨物暫准免稅通

關證件  ②提供國際參展貨品之快速通關  ③由國貿局發證  ④由外貿協會

提出保證  。  

131. (34)  有關報關業之設置，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一般申請設置報關業，資本

額應在新台幣 200 萬元以上  ②其員工應有二人以上具有專責報關人員資

格  ③報關負責人員或其授權掌控報關業務人員應具 3 年以上報關實務經

驗  ④應有電腦連線設備以處理報關業務  。  

132. (123)  有關三角貿易之通關，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三角貿易案件因無進口之

事實，免繳驗輸入許可證、輸出許可證  ②三角貿易出口戰略性高科技貨

品應取得輸出許可證  ③若貨物經我國轉運至買方，則進口報單與出口報

單應同時申報  ④三角貿易之外國貨品，得標示產地為我國  。  

133. (123)  依據關稅法之規定，下列何者應計入完稅價格？  ①由買方負擔之佣金、

手續費  ②依交易條件由買方支付之權利金及報酬  ③運至輸入口岸之運

費、裝卸費及搬運費  ④進口關稅  。  

134. (13)  根據關稅法「外銷品進口原料沖退稅」之規定，下列哪些正確？  ①外銷

品進口原料關稅，得由廠商提供保證，予以記帳，俟成品出口後沖銷之  

②外銷品應沖退之原料進口關稅，廠商應於該項原料進口放行之翌日起

一年內申請沖退  ③申請辦理沖退之期限遇有特殊情形經財政部核准者，

得展延之  ④展延以六個月為限  。  

135. (123)  關於「Countervail ing Duties」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為進口國對

進口產品所課徵之特別關稅  ②其目的為抵銷出口國對其國內生產者或出

口商所提供之補貼利益  ③其課徵不得超過貨物領受之補貼金額  ④政府

為了確立開放市場和區域連結有利於國家之發展，所推動的關稅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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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134)  有關「保稅」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適用於未經海關徵稅放行的進

口貨物或轉口貨物  ②納稅義務人得提供認可的擔保，或以其它海關易於

監管的方式申請免繳關稅  ③保稅倉庫應在港區、機場、加工出口區、科

學工業園區、農業科技園區、鄰近港口地區或經海關核准之區域內設立  

④倉儲業者得向海關申請核准於保稅倉庫範圍內對進口貨物予以整理、

分類、分割、裝配或重整  。  

 

 

20000 國貿業務  乙級  工作項目 03：進出口價格核算  

1. (1)  有關 Incoterms 2020 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在任何貿易條件下，

買方必須支付由輸出國當局所強制實施的「裝運前檢驗」費用  ②在 FO

B 條件下，其風險轉移點是在指定裝載港將貨物裝載於買方所指定之船

舶上  ③貨物以貨櫃運送時，應適用 FCA、CPT、CIP 等條件  ④使用貿

易條件時應加註適用之國貿條規與版本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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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現行

「聯合國貿易條件解釋規則」為 2020 年所修訂，通稱為 Incoterms 202

0 ②American Definit 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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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Warsaw-Ox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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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具備國際法或國際條約的

效力  。  

3. (2)  有關貿易條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DPU 和 DAP 的風險移轉點相同

 ②FCA 條件下，買方得要求賣方提供 On Board B/L ③CIP 後應接貨交

運送人地點  ④一般可從 B/L 上知道運費支付金額的情況  。  

4. (2)  就進口商的立場而言，下列哪些情況適合選用 FOB 條件來進行交易？  

①進口國運費有上漲的趨勢時  ②大宗貨交易，且進口商熟悉傭船實務

時  ③進口國保險費率較高時  ④須要進口實績時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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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並取得進口簽證  g.還價  h.進口報關、提貨  i .換發提貨

單  ①bgeafcdih ②bgeafidch ③bgefadcih ④bgfeadich 。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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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dcafbe ②dacefb ③dcaefb ④dcbaef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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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4)  有關 FCA Incoterms 2020 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若交貨地約定在

賣方營業場所以外之地點，則賣方尚需安排運送工具將貨物運送至該地

點  ②若交貨地約定在航空貨運站，則航空倉儲之費用，歸買方負擔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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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任何運輸方式  ④若空運時，誤用 FOB 條件交易，則風險轉移點

視為與 FCA 相同  。  

9. (4)  有關 CPT Incoterms 2020 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①其風險轉移地點

為出口地指定交貨地，而運送之完成及運保費付訖之地點為進口地指定

目的港  ②賣方須支付輸出入通關費用  ③賣方須負擔全部運輸途程之風

險直到目的地為止  ④買方須負擔卸貨費用，但依據運送契約規定由賣

方負擔者除外  。  

10. (4)  有關 CIP Incoterms 2020 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其風險負擔與通

關之規定與 FCA、CPT 條件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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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賣方

須負擔至目的地為止的風險及費用  。  

11. (3)  就賣方的立場而言，有關 EXW 與 FCA 之比較，下列何者錯誤？  ①前

者不須負責出口報關，但後者須要  ②前者不須將貨物裝載於運輸工具

上，但後者須要  ③兩者均不適用於國內貿易  ④兩者均適用於任何運輸

方式  。  

12. (3)  若報價條件為：〝We offer to sel l LCD monitors 5000 sets,  USD1000 p

er set,  DAP Chicago, options Seattle,  San Francisco, Incoterms 202

0〞，可知此批 LCD monitors 之報價內容為何？  ①每組 1000 美元，在

Chicago、Seatt le 或 San Francisco 交貨，不含關稅  ②每組 1000 美元，

Chicago 交貨，含關稅  ③每組 1000 美元，Chicago 交貨，不含關稅  ④

每組 1000 美元，在 Chicago、Seatt le 或 San Francisco 交貨，含關稅

 。  

13. (4)  在  Incoterms 2020 下，若美國的進口商要求我國出口商以 DPU New Yo

rk 條件進行交易，則下列何者是國內出口商的義務？  ①其義務等同 CI

F New York ②須負責辦妥輸出入通關手續及繳納輸入關稅、稅捐等費

用  ③須支付至 New York 港為止之運費，並有義務投保海上運輸保險  

④須負擔貨物的一切風險及交貨費用，在指定卸貨地將貨物從運輸工具

上卸載交予買方處置  。  

14. (3)  國內製造廠商與 3PL 聯盟，開拓大陸市場，利用保稅倉庫做為發貨地

點(hub)，爭取客戶，則製造廠商可利用下列何種貿易條件與當地客戶

交易？  ①CIF ②CIP ③DAP ④DDP 。  

15. (2)  有關 DPU 與 DAP 之比較，下列何者錯誤？  ①兩者賣方均不須負責進

口通關事宜  ②兩者賣方均須負責將貨物從運輸工具上卸載再交予買方

處置  ③兩者買賣雙方皆無義務為對方訂定保險契約  ④DAP 為目的地交

貨條件  。  

16. (1)  依據 Incoterms 2020 之規定，在 DDP 貿易條件下，裝船前檢驗(PSI)之

費用由下列何者負擔？  ①賣方  ②買方  ③中間商  ④買賣雙方  。  

17. (2)  有關 DPU、DAP 與 DDP 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DPU 交貨地點為

指定目的地，包括碼頭、倉庫、貨櫃場或航空貨物站等  ②三者貿易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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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出口商均須負責辦理進出口通關事宜  ③三者貿易條件均適用於

任何運送方式  ④因應 VMI (Vendor Managed Inventory)之趨勢，可採用

的貿易條件為 DAP 或  DDP 。  

18. (3)  有關一些非典型貿易條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C&I 即為〝CIF m

inus Freight〞之意  ②FOB Ex Spout 通常用於散裝穀物的買賣  ③In Bon

d 適用於寄售或轉賣場合，一般出口商只要把貨進到出口國保稅倉庫，

即完成交貨義務  ④CIF cleared 下，賣方負擔的義務除定型的 CIF 條件

所示者外，尚須負擔進口國家的通關費用  。  

19. (4)  有關貿易條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Loco Term 為在出口國存貨地

點交貨之價格條件  ②FOB under Tackle 下，是指賣方將貨物置於買方

指定的輪船吊鉤可及之處風險即轉移  ③FOB 下，若買方未及時洽船訂

艙，導致賣方未能及時備貨、安排裝運，將構成買方違約  ④FOB Stow

ed (FOBS)下，將貨物入艙後進行安置和整理的「理倉費用」由買方負

擔  。  

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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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MRP 計算  ②BOM 計算  ③APS 計算  ④SCM 計算  。  

21. (3)  有關進出口價格之構成因素，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出口退稅」屬

於出口價格的正因素  ②對英磅、美元，我國銀行一般按 7 天收取「出

口押匯貼現息」  ③「商港服務費」依散雜貨、併櫃、整櫃等不同運輸

方式，有不同的收費標準  ④「裝貨費用」 (shipping expenses) 為商品在

輸出港碼頭(航空貨運站)裝上船舶(飛機)所需要的費用，這項費用一律

歸出口商負責  。  

22. (3)  為防止出口商與不肖船公司勾結詐騙貨款，進口商應以下列何種貿易條

件來規避？  ①CFR ②CIP ③FCA ④CPT 。  

23. (1)  貿易條件為 CIP CHICAGO 的情況下，若貨物在快到 CHICAGO 前發生

交通事故遭至毀損，則下列何人有權向保險公司進行索賠？  ①買方  ②

賣方  ③買賣雙方均有權  ④因不在保險區間內，所以買賣雙方均無權  。  

24. (2)  在 CIF 的貿易條件下，若發生海上運輸的保險事故，通常應由何者向保

險公司提出索賠？  ①賣方  ②買方  ③運輸公司  ④押匯銀行  。  

25. (1)  若交貨條件為 CIP Kennedy Airport，則貨物風險於何時轉移給買方？  

①在起運地交給第一運送人接管時  ②在起運地裝機時  ③在 Kennedy Ai

rport 下機時  ④在 Kennedy Airport 下機交買方處置時  。  

26. (4)  若交貨條件為 CFR，則賣方需提供給買方下列哪些單據？：a.商業發票

b.保險單 c.運費待收的海運提單 d.運費已付的海運提單  ①abc ②ac ③a

bd ④ad 。  

27. (4)  依 Incoterms 2020 之規定，有關 FAS 與 FOB 條件的異同，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①FAS 條件下由買方負責洽訂國際運輸；FOB 條件下由賣方

負責洽訂國際運輸  ②FAS 條件下由買方負擔海運費；FOB 條件下由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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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負擔海運費  ③投保國際運輸險皆為賣方之義務  ④出口報關皆為賣方

之義務  。  

28. (2)  一國政府若採扶植國輪政策，通常會要求  ①出口採 FOB 交易  ②進口採

FOB 交易  ③進口採 CIF 交易  ④出口採 FAS 交易  。  

29. (4)  下列何者非 FCA 貿易條件之價格組成項目？  ①利潤  ②包裝、檢驗費用

 ③出口通關之相關費用  ④交貨後轉運所衍生之相關費用  。  

30. (1)  The seller delivers  the goods to the carrier nominated by him but the sel

ler must in addit ion pay the cost of carriage necessary to bring the good

s to the named destination.上述說明係為 Incoterms 2020 中何種貿易條

件？  ①CPT ②CFR ③CIF ④FOB 。  

31. (3)  當買賣雙方約定依裝貨地之裝運重量作為賣方交付貨物的數量，則下列

何者為不適宜之貿易條件？  ①FCA ②CIF ③DPU ④CPT 。  

32. (1)  在 CIF 貿易條件下，若買方收到貨物後發現規格與契約所規定不符，請

問買方應向誰提出索賠？  ①賣方  ②運送人  ③保險公司  ④託運人  。  

33. (3)  針對選擇貿易條件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一般大宗物資的買賣，

雙方大部分會要求以 FAS 或 FOB 來交易  ②進口國運費有上漲趨勢時，

進口商應該盡量選用 CFR 或 CIF 來交易，而非 FOB ③為了增加競爭

力，即使出口商不方便辦理進口通關，也應盡量以 DDP 來交易  ④一般

外匯短缺的國家多會要求該國的出口商盡量選用 CIF 來交易，而非 FO

B 。  

34. (4)  有關 DPU 貿易條件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①僅適用於海運  ②風險

轉移點同 CIP ③賣方須負責進口通關事宜  ④賣方對買方並無訂立保險

契約的義務  。  

35. (2)  有關貿易條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FCA、FAS、FOB 下，出口

商均須負責出口通關  ②DPU、DAP、DDP 下，進口商均須負責進口通

關  ③CIF 及 CIP 下，出口商均須負責投保國際運輸保險  ④DPU、DA

P、DDP 等均屬進口地交貨之貿易條件  。  

36. (4)  若有一宗買賣，該批貨物在進儲出口港運送人之碼頭倉庫時，遭倉庫大

火燒毀，最後貨物的損失歸買方負擔，試問該交易下的貿易條件應為

何？  ①DPU ②FOB ③CIF ④CIP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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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國運費有下跌趨勢時  ③出口國

保險費率較低時  ④進口國外匯短缺時  。  

38. (1)  依據 Incoterms 2020 規定，若買賣雙方以 CIF 條件成立契約，而未於

契約中約定保險內容，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賣方可任意投保  ②賣

方至少應投保 I.C.C.(C)款險  ③賣方至少應投保契約金額×110％  ④賣方

應依契約幣別投保  。  

39. (2)  有關出進口價格之計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出口商品之貿易推廣

服務費目前係按出口貨品之 FOB 價格 0.045%收取  ②併櫃貨物之商港

服務費目前係按每計費噸 NTD80 收取  ③以 FCA 條件交易時，若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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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申請出口簽證，則該項費用由買方負擔  ④在 CFR 貿易條件下，其價

格中之運費是算到目的地為止  。  

40. (3)  在 CFR 貿易條件下，下列何者不是其價格之構成因素？  ①packing exp

enses ②base price ③ insurance premium ④ocean freight 。  

41. (3)  Incoterms 2020 中，若 a.EXW b.FAS c.FOB d.CFR e.CIF f.FCA g.CPT 

h.CIP i.DPU j.DAP k.DDP，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只適合純船運者

為 bcdei ②賣方須負擔進口通關規費及稅捐者為 ijk ③賣方須負擔國際

運輸保險費，卻不用負擔國際運輸風險者為 eh ④適用〝 landed quanti ty

 to be final〞者為 ghijk 。  

42. (3)  有關 CIF Incoterms 2020 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①賣方須負責將貨

物運到指定目的港交貨  ②因由賣方負責辦理運輸保險，故有關貨物在

海上的一切風險應由賣方承擔  ③賣方只要按照契約規定將貨物裝船並

提交合格的貨運單證，即履行了交貨的義務，而無須做到事實上的實物

交付  ④若貨物在海上發生危險事故，則買方可以拿契約、提單與保險

單分別向出口商、船公司與保險公司進行索賠  。  

43. (3)  依 Incoterms 2020 的解釋，有關 CIF L.A.與 DPU L.A.相似點之敘述，

下列何者正確？  ①交貨地點均在 L.A. ②均只適用於海洋運輸  ③均由

進口商負責進口報關  ④出口商均負有投保運輸保險之義務  。  

44. (4)  依據 Incoterms 2020 的規定，若以空運運送貨物時，下列哪一貿易條件

較為適宜？  ①CFR ②CIF ③FAS ④DPU 。  

45. (2)  在 CIP 條件交易下，下列何者不是賣方必備的押匯文件？  ①commercia

l invoice ②customs invoice ③B/L ④ insurance policy 。  

46. (3)  在 CIP 貿易條件下，下列何者不是賣方應負擔的責任？  ①對買方發出

裝船(貨)通知  ②出具〝Freight Paid〞之運輸單證  ③承擔全程的運輸風

險  ④出具保險單證  。  

47. (4)  依 Incoterms 2020 的解釋，有關 FAS Keelung 與 FOB Keelung 的比

較，下列何者正確？  ①交貨地點相同  ②FAS 下，出口報關由買方負

責；FOB 下，出口報關由賣方負責  ③均由賣方負責洽運國際運輸事宜  

④買賣雙方均無義務投保國際運輸保險  。  

48. (3)  有關付款方式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L/C 與 Collection 是屬於逆

匯  ②CAD 與 D/P 為憑單據付款  ③CWO 為交貨時付款  ④O/A 與 D/A 為

交貨後付款  。  

49. (1)  買賣雙方約定以 FOB Incoterms 2020 作為貿易條件，但又同時約定由

賣方代為投保貨物運輸保險，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因違反 Incoter

ms 2020 之規定，故該契約無效  ②Incoterms 2020 僅係一國際慣例，因

此不對該契約具當然的拘束力  ③縱然約定適用 Incoterms 2020，也可以

對某些項目作變更  ④該特別約定的效力優於 Incoterms 2020 之規定  。  

50. (4)  若買賣契約上有關付款條件的規定為〝Payment to be effected by T/T w

hen the goods have been sold.〞，則可推知此交易之付款條件為何？  ①

CWO ②D/P ③COD ④Consign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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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4)  若買賣契約中未約定交貨時間，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法律上多默

示賣方應於「合理時間」內履行交貨義務  ②交貨時間一般由貨物性

質、運輸情形與市場情形等因素決定  ③若未發生交貨時間之糾紛，則

無解釋之必要  ④在此情形下，交貨時間將無限期，因此最好將切確交

貨時間明訂於契約中  。  

52. (4)  若契約中有關付款條件為〝Payment shall be effected by remittance wit

hin 180 days after your receipt of goods.〞，可知此付款條件為  ①Usan

ce L/C ②Deferred Payment L/C ③D/A ④O/A 。  

53. (1)  有關「包裝標誌」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①包裝上所標示的每包重

量及體積，若為配合進口國海關之要求，則所使用之單位應為進口國所

通常使用之度量衡單位  ②主標誌、目的地標誌及品質標誌為三個不可

或缺的項目  ③為方便買方提貨，宜標示出買方公司名稱  ④為方便辨識

貨物，宜標示出貨物名稱  。  

54. (4)  若契約中規定〝2,000 PCS , plus or minus 8% , delivered quantity〞，

則下列賣方交貨之數量何者不會造成違約？  ①起運地之交貨數量為 18

00 PCS ②起運地之交貨數量為 1860 PCS ③目的地之交貨數量為 1800 

PCS ④目的地之交貨數量為 1870 PCS 。  

55. (3)  由買方提供樣品，賣方試做，經買方確認同意後共同留底之樣品屬  ①

買方樣品  ②先發樣品  ③相對樣品  ④賣方樣品  。  

56. (4)  當付款條件為「訂貨時付款」時，下列何者不是匯款方式？  ①T/T ②M

/T ③D/D ④D/P 。  

57. (4)  就交貨條件而言，買方不可提出的附屬條件為  ①禁止分批裝運、轉運

條款  ②延滯、快卸條款  ③指定船公司之條款  ④非原定航線沿途必經之

寄航港(port  of call) 。  

58. (3)  某進口商進口一批大閘蟹，提貨後發現其含沙量超過正常值，無法洗

清，則該批貨應屬  ①good merchantable quality ②fair average quali ty 

③not good merchantable quality ④grade quali ty 。  

59. (3)  買賣雙方約定付款條件為不可撤銷信用狀，則在 Purchase Order 中有關

payment 的敘述，下列何者最適當？  ①by irrevocable L/C in our favor 

②by revocable L/C in your favor ③by irrevocable L/C in your favor ④

by revocable L/C in shipper's favor 。  

60. (1)  對賣方而言，下列付款方式中何者風險最大？  ①D/A, 120 days after s i

ght ②D/A, 120 days after date ③Usance L/C, 120 days after sight ④Us

ance L/C, 120 days after date 。  

61. (3)  下列何者非屬商品品質定義範圍？  ①化學成份  ②物理及機械性能  ③附

加之內包裝  ④造型結構  。  

62. (2)  台商出口貨物一批至日本，契約中約定 8 月份裝船，而日商開來之 L/C

規定〝shipment af ter 7th ti ll 30th of AUG〞，則下列之裝船日期何者

較恰當？  ①8 月 7 日裝船並取得提單  ②8 月 18 日裝船並取得提單  ③8

月 31 日裝船並取得提單  ④於 8 月份任何一天裝船均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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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4)  下列哪一項付款條件對賣方最有利？  ①By D/P, draft drawn on buyer p

ayable at sight.  ②Payment by draft payable 90 days after s ight,  docume

nts against  acceptance. ③By irrevocable L/C at 60 days after B/L date. 

④70% by sight L/C, 30% T/T before shipment 。  

64. (4)  在其他交易條件相同下，當本國貨幣有升值趨勢時，進口商以何種付款

條件交易較有利？  ①CWO ②Sight L/C ③D/P ④D/A 。  

65. (2)  有關託收方式的交易，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最好以 CIF 或 CIP 條件

交易  ②運輸方式以空運為原則，以加快入帳速度  ③託收下的遠期匯

票，可分為承兌交單遠期匯票與付款交單遠期匯票  ④根據 URC 的規

定，跟單託收的部分付款，只有在託收指示書中有特別授權時銀行才得

受理  。  

66. (2)  有關交貨條件，下列何者對賣方較為有利？  ①Prompt shipment ②Ship

ment within 45 days after receipt of L/C ③Partial shipments prohibited 

④Transhipment prohibited 。  

67. (3)  下列何者不是賣方所開具的文件？  ①Certificate of Quality ②Weight Li

st ③Consular Invoice ④Proforma Invoice 。  

6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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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cluding your commission 7% on FOB basis〞，則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上述條款通常用於寄售買賣  ②上述價格等同 U

SD100.0 per set CIFC7 Tokyo ③上述價格等同 USD100.0 per set FOBC

7 Keelung ④每單位的佣金為 USD 7.00 。  

69. (2)  有關國際貿易契約的「基本條件」與「一般條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

誤？  ①「基本條件」又稱為「主要條件」；「一般條件」又稱為「次

要條件」  ②每一份契約均須同時約定「基本條件」與「一般條件」以

構成契約之合法性  ③包裝條款屬「基本條件」  ④檢驗條款屬「一般條

件」  。  

70. (3)  若契約中之交貨條款為〝Afloat per S.S.  GRIANT〞，則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①此為裝運之後才進行兜售的交貨條款  ②通常用於轉售之交易

場合  ③Afloat 亦可換成 In Transhipment 或 To Arrive 等用語  ④GRIAN

T 在此為船名  。  

71. (1)  有關確定品質的地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以 CIF、CIP 條件交易

時，確定品質的地點是在卸貨地  ②以 CFR、CPT 條件交易時，確定品

質的地點是在裝運地  ③以 FOB、FCA 條件交易時，確定品質的地點是

在裝運地  ④以 DAP、DDP 條件交易時，確定品質的地點是在目的地  。  

72. (2)  一台商欲從東南亞進口木材，試問其應採何種方式來與國外客戶約定品

質？  ①FAQ ②GMQ ③Brand ④Standard Quali ty 。  

73. (4)  若信用狀未規定貨物裝運數量之增減範圍時，則下列契約中之貨物數量

何者無法享受增減 5%之寬容區間？  ①500 M/T ②5670 lbs ③1980 yds 

④400 barre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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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4)  下列何者不是〝Shipping Advice〞內容應記載之事項？  ①Vessel Name

 & Voyage No. ②E.T.D. ③E.T.A. ④Name of Customs Broker 。  

75. (1)  有關〝Neutral Packing〞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指商品上及內外

包裝上不標明目的地之包裝  ②實務上可分為指定品牌中性包裝與無品

牌中性包裝兩種  ③通常用於因應某些國家對進口商品實施的歧視和限

制  ④對出口商而言，此有利於擴大商品之外銷  。  

76. (3)  下列何種交易場合較不常採 Consignment 方式買賣？  ①試銷  ②市場對

商品接受性不明下  ③資本設備買賣  ④雙方有密切的代理關係時  。  

77. (4)  對於進口國海關而言，下列何者不是原產地證明書之功能？  ①關稅課

徵之依據  ②防止外貨傾銷  ③證明貨物不是來自敵對國家  ④進行貿易報

復  。  

7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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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ember

 30 至 December 20 ; 裝運數量為 18,000 DOZ 至 22,000 DOZ ②裝運期

間為 November 30 至 December 20 ;  裝運數量為 19,000 DOZ 至 21,000 

DOZ ③裝運期間為 December 5 至 December 15 ;  裝運數量為 18,000 D

OZ 至 22,000 DOZ ④裝運期間為 December 5 至 December 15 ; 裝運數

量為 19,000 DOZ 至 21,000 DOZ 。  

79. (4)  下列何者非國際買賣契約上有關「價格條件」中應約定之事項？  ①計

價幣別  ②計價單位  ③貿易條件  ④降價條件  。  

80. (4)  對賣方而言，若買方提供樣品訂購商品時，則下列敘述何者不適當？  

①應考慮原材料、加工技術、生產安排等問題  ②應根據買方之樣品製

成「相對樣品」，並經買方確認後再投入生產  ③應明訂智慧財產權條

款  ④付款方式最好採 O/A 。  

81. (3)  有關國際間常見的標準規格，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CE 標誌為歐盟所

規定之產品基本安全認證標章  ②BS 為英國國家標準  ③JAS 為美國工業

製品之安全標誌  ④CNS 為台灣的國家標準  。  

82. (4)  有關「ISO 國際標準化組織」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總部設在瑞

士  ②其設立目的在於制訂世界通用的國際標準，以促進標準國際化，

減少技術性貿易障礙  ③審核與認證是有時效的，每隔一段時間須再接

受認證機構之複審  ④ISO 9001 及 ISO 14001 均為產品之驗證，而非廠

商管理系統之驗證  。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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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4. (4)  若契約中有關品質條件為〝conforming to ASTM description B -140-73 r

equirement for Port land cement type〞，可知此品質認定方式為  ①Sam

ple ②GMQ ③FAQ ④Stand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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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3)  有關產品輸往歐美之認證標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FDA 是食品與

藥品之認證標誌，為美國政府的官方證明文件  ②CE 標誌是產品進入歐

洲市場之強制標準  ③ASTM 是各種材料輸往歐洲之認證標誌  ④UL 是

所有電器電子產品輸往美國之認證標誌  。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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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ple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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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7. (2)  下列為以〝sample〞來約定品質時之契約條款，對賣方而言，何者較不

適當？  ①as per counter sample ②exactly as shown in the sample ③sim

ilar to the sample ④subject to buyer's confirmation on those advance sa

mples 。  

88. (2)  英國出口商與美國進口商簽訂之買賣契約中記載「交貨的品質與數量以

英國公證行所簽發的檢驗證明書為準」，則此規定屬於下列何種品質數

量條款？  ①Landed Quali ty and Shipping Weight ②Shipping Quali ty an

d Shipping Weight ③Landed Quali ty and Landed Weight ④Shipping Qu

ality and Landed Weight 。  

89. (4)  若契約中約定〝marine cargo insurance to be covered by the seller〞，

卻未約定保險種類與保險金額，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雙方約定的

貿易條件可能是 CIP ②若貿易條件為 CIF，賣方至少應投保協會貨物 C

款險  ③賣方投保金額至少應為貨物價金加 10% ④為保障開狀銀行之權

益，賣方須於開狀前投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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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  ②INFLAMMABLE：易壞貨物  ③FRAGILE：易碎貨物  ④POISON：

小心中毒  。  

91. (4)  有關出口包裝的產地標誌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其標示方式應具

備顯著性與牢固性  ②原標示於進口貨品或零件之原產地標示，得予保

留  ③供國外買主裝配之零件，其產地標示在表明其最後產品之產地者  

④因特殊原因需免標產地或標示其他產地者，應向海關申請專案核准

 。  

92. (2)  關於我國輸出貨品產地標示的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①原則上輸出貨

品應於本身或外包裝上標示產地  ②若信用狀未規定要標示產地，則貨

主可選擇不標示  ③供國外買主承裝用的容器可准於在貨品本身標示其

它產地  ④輸出貨品係外貨復出口者，其原產地標示得予保留  。  

93. (3)  有關〝Shipping Mark〞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①為方便海關的查驗

與進口商的提貨，宜將品名具體且清晰地標示在紙箱上  ②〝Main Mar

k〞一般為賣方自行設計，並以賣方公司名稱之開頭字母來代替  ③〝Co

unter Mark〞一般用於識別不同的發貨人或製造商  ④紙箱上一般須列出

〝Quality Mark〞以確認品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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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1)  澳商按 CIF Kaohsiung 向台商出售一批散裝大豆 1,000 M/T，契約規定

數量可增減 5﹪，若裝船時澳商按契約多裝了 5﹪的貨，同時大豆國際

市場價格上漲 15﹪，請問多裝部分之價格一般原則應如何計算？  ①按

契約價格  ②按裝船日之市價  ③按到貨日之市價  ④重新議價  。  

95. (2)  有關 D/A 60 天到期日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draft payable 60 days

 after s ight 是以買方承兌後起算 60 天為其到期日  ②draft payable 60 da

ys after date 是以商業發票之發票日起算 60 天為其到期日  ③draft paya

ble 60 days afte r B/L date 是以提單裝運日後起算 60 天為其到期日  ④dr

aft payable 60 days after s ight 的到期日比 draft payable 60 days after B

/L date 的到期日晚  。  

96. (4)  就付款條件之適用場合而言，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當買方購買特殊

規格貨品時，雙方可能採 C.W.O.交易  ②母子公司間交易，而母公司又

有多餘的流動性資產時，則子公司向母公司採購時可以考慮採 O/A 交

易  ③若買賣雙方對彼此的信用不明下，出口商會比較傾向用 L/C 交易  

④大型機械設備之交易，一般會採 O/A 付款方式  。  

97. (4)  有關 O/A 與 D/A 之比較，下列何者錯誤？  ①皆屬延期付款方式  ②O/A

方式下，由賣方將貨運單據逕寄買方提貨  ③兩者付款方式均較不利於

賣方  ④兩者均須由出口商簽發遠期匯票收款  。  

9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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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CW

O、L/C、D/P、D/A ②D/P、CAD、L/C、COD ③L/C、D/A、CWO 、C

AD ④CWO、D/P、L/C、D/A 。  

99. (3)  某日商擬以整廠輸出方式，向大陸廠商輸出紡織機，鑑於金額龐大及期

限長之風險，雙方擬採何種付款條件較為適宜？  ①open account ②coll

ection ③ installment ④consignment 。  

100. (2)  根據 Incoterms 2020 之規定，若契約中價格條款為〝USD15.00 per set 

DPU Chicago via L.A.〞，則「USD15.00」不包括以下何種費用？  ①

出口報關規費  ②進口報關規費  ③Chicago 的卸貨費  ④L.A.的轉運費  。  

101. (4)  有關 Incoterms 2020 與  Incoterms 2010 貿易條件之比較，下列何者錯

誤？  ①兩者均以「適用於一切含多種運送方式」與「僅適用於海運及

內陸水路運送」做分類  ②Incoterms 2020 增加了「與安全相關的要求」

 ③Incoterms 2010 的 DAT 改為 Incoterms 2020 的 DPU ④Incoterms 20

20 中，將 CIF 與 CIP 條件之承保範圍改為賣方須投保 ICC(A)款險  。  

102. (1)  關於 Incoterms 2020，下列何者其裝貨責任由買方負責？  ①EXW ②DA

P ③CFR ④DDP 。  

103. (124)  下列哪些是運輸標誌 (Shipping Mark)的主要功能？  ①避免搬運過程之

誤裝、誤卸  ②方便進口商辨識和提貨  ③方便進口國海關計算關稅  ④可

以知道貨物之來源國  。  

104. (24)  有關 CIP 與 CIF 條件之比較，下列哪些正確？  ①兩者均可用於任何運

輸方式  ②兩者均由出口商負責投保運輸保險  ③有關出口通關，CIP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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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進口商負責，而 CIF 下則由出口商負責  ④兩者報價中，皆包含了國

際運輸費用  。  

105. (124)  依 Incoterms 2020 之規定，下列哪些貿易條件適用於任何或多種運送方

式？  ①DAP ②DPU ③CIF ④FCA 。  

106. (13)  依 Incoterms 2020 之規定，若貿易條件為 DAP Chicago via L.A.，則下

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Chicago 為指定目的地  ②賣方於 L.A.將貨物危險

轉移給買方  ③賣方無須辦理進口通關  ④賣方只須負擔至 L.A.為止之運

費  。  

107. (124)  依 Incoterms 2020 對 DPU 貿易條件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任何運

送方式均適用  ②為卸貨地交貨條件  ③賣方有辦理貨物輸入通關之義務  

④賣方對買方並無訂立保險契約之義務  。  

108. (1234)  下列哪些貿易條件較常出現在 String Sales 的交易中？  ①FAS ②FOB 

③DPU ④DDP 。  

109. (123)  有關 DAP Incoterms 2020 條件，下列敘述哪些錯誤？  ①該條件僅適用

於海運或內陸水運運送方式  ②賣方在目的港將卸載的貨物交付予買方

即完成了交貨  ③賣方有訂立運送契約與保險契約之義務  ④除輸入通關

手續須由買方負責辦理外，其餘之通關手續皆由賣方負責  。  

110. (14)  在 DPU Incoterms 2020 貿易條件下，構成出口價格之項目包括下列哪

些？  ①碼頭卸貨費  ②進口稅捐  ③進口簽證費(若進口國有規定 ) ④國際

運輸費用  。  

111. (123)  有關貿易條件在空運下之使用，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不宜使用 FO

B、CFR 或 CIF 等貿易條件  ②若使用 FOB，則多數解釋其交貨地點為

裝機後，費用與風險均在此轉移  ③宜使用 FCA、CPT、CIP 等貿易條

件  ④若使用 FCA，則航空倉儲費用歸賣方負擔  。  

112. (34)  當提單上標示出〝Freight Collect〞時，則該交易下的貿易條件不可能

為  ①FAS ②FCA ③DPU ④CIP 。  

113. (14)  在 CIF 貿易條件下，下列哪些為賣方的義務？  ①提供符合契約的貨物  

②支付 PSI 費用  ③取得輸入許可證  ④洽訂艙位  。  

114. (124)  依 Incoterms 2020 之規定，貿易條件之內涵包括  ①風險之移轉  ②費用

之負擔  ③享受折價之條件  ④買賣雙方之義務  。  

115. (14)  依 Incoterms 2020 之規定，下列哪些貿易條件的風險移轉點相同？  ①C

IP ②FAS ③CFR ④FCA 。  

116. (24)  有關 CIP Incoterms 2020 之敘述，下列哪些錯誤？  ①賣方將貨物交給

運送人後風險即轉移給買方  ②買方須負責出口通關  ③買方須負責進口

通關  ④僅適用於空運  。  

117. (123)  如果 L/C 規定〝 Insurance to be covered by applicant〞，則其所使用的

貿易條件可能為何？  ①FAS ②FCA ③CPT ④C&I 。  

118. (134)  有關各種與貿易有關的公約、規則與慣例，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eU

CP Version 1.1 為電子信用狀於適用 UCP600 時的補充版本  ②ISBP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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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了全球銀行與企業界對擔保信用狀之運作  ③Warsaw Convention 統一

了世界各國對國際航空運送中運送人與託運人和乘客之間的權益  ④Yor

k Antwerp Rules(2004)統一了各國對於共同海損的理算，國際間凡是載

運貨物的船隻發生共同海損事故，一般均按照此規則進行理算  。  

119. (12)  有關 CIF 條件與 CIP 條件的比較，下列哪些錯誤？  ①危險轉移點都在

輸出港船上  ②均只適用於海洋運輸  ③均由賣方負責出口報關  ④均由賣

方負責投保運輸保險  。  

120. (34)  有關選擇貿易條件之一般原則，就出口商而言，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運費有上漲趨勢時，宜採 CFR，不宜採 FOB ②生鮮易腐之貨物，宜

採 DDP ③需要出口實績時，宜採 CIF，不宜採 FOB ④本國保險費率較

高時，宜採 CFR，不宜採 CIF 。  

121. (14)  若契約中的價格條款為：USD10 per set In Bond Keelung ，則下列敘述

哪些正確？  ①此報價適用於三角貿易或寄售之貿易場合  ②Keelung 為

裝運港  ③賣方須負責辦妥出口地的保稅手續  ④賣方須負責出口報關  。  

122. (123)  有關 Incoterms 2020 之敘述，下列哪些錯誤？  ①所規範的貨物包括無

形商品  ②買賣契約未規定貿易條件時，視為 CIF 交易  ③各種貿易條件

下，PSI 費用均歸出口商支付  ④僅約束買賣契約當事人，不約束提單或

保單等當事人  。  

123. (123)  有關 DPU、DAP 及 DDP 三者之比較，下列哪些錯誤？  ①均適用於保

稅倉庫交易  ②賣方均須將已卸下運輸工具之貨物於指定地點交予買

方，始完成交貨  ③賣方均不用負責進口報關  ④賣方均無購買國際運輸

保險之義務  。  

124. (124)  若出口商在台灣，進口商在美國，則下列貿易條件的表示方式哪些是錯

誤的？  ①FOB C.K.S.  Airport  ②CIF L.A. Airport ③DPU L.A. Airport 

④CPT C.K.S. Airport  。  

125. (24)  有關信用狀和託收之比較，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兩者均須簽發匯票  

②信用狀屬於銀行信用，託收屬於商業信用  ③信用狀使用銀行匯票，

託收使用商業匯票  ④出口商較喜歡信用狀，進口商較喜歡託收  。  

126. (34)  買賣契約中有關「裝運條件」之敘述，下列哪些錯誤？  ①依 UCP600

之規定，信用狀條款中若未明確註明是否允許「分批裝運」與「轉運」

時，則應視為允許  ②依 UCP600 之規定，使用 prompt、 immediately、

as soon as possible 等類似語時，銀行將視為無記載而不予理會  ③裝運

通知(shipping advice )為買方發給賣方之通知，主要作用是提醒賣方準

時裝運  ④契約中一定要明列出「分批裝運」與「轉運」條款  。  

127. (14)  買賣契約中有關「付款方式」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Consignment

與 Instal lment 均使用於交貨後付款的買賣場合  ②CWO 與 COD 均使用

於交貨前付款的買賣場合  ③L/C、D/P 與 D/A 均使用於交貨時付款的買

賣場合  ④O/A 的交易型態在本質上即是一種放帳的授信行為  。  

128. (124)  買賣契約中有關「品質條款」的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以「看貨買

賣」來約定品質時，日後發生品質糾紛的機會較少  ②以「實物」來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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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品質時，一般以「樣品」交易居多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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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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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9. (124)  買賣契約中有關「品質條款」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若貿易條件

為 EXW，則品質條款應為〝Certificate of quali ty issued by the manufa

cturer to be final〞  ②若貿易條件為 CIF，則品質條款應為〝Surveyor's

 inspection at  the loading port  to be final〞  ③若貿易條件為 DAP，則品

質條款應為〝Surveyor's inspection at  the loading port to be final〞  ④

若貿易條件為 DDP，則品質條款應為〝Buyer's inspection to be final〞

 。  

130. (23)  有關信用狀與匯付(remittance)之比較，下列哪些正確？  ①信用狀為交

貨時付款；匯付 (remittance)為交貨後付款  ②信用狀屬銀行信用；匯付

(remittance)屬商業信用  ③信用狀屬於逆匯；匯付 (remittance)屬於順匯  

④貨款之取得皆以提示貨運單據為前提  。  

131. (123)  有關「遲延交貨」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在 FCA、CPT、CIP 等

貿易條件下，只要提單簽發日未遲於契約約定的交貨期限，則不構成

「遲延交貨」，而不必過問實際裝船日期  ②若因信用狀未能及時開出

而導致「延遲交貨」，買方需負責  ③若為不可抗力事故造成，則買賣

雙方均可免責  ④若因供應廠商出貨不及造成「遲延交貨」，則出口商

不用負責  。  

132. (23)  (本題刪題)若某契約內容如下：〝The goods wil l be shipped in the midd

le of August,  2013 subject to L/C reaching the sel ler by the end of July, 

2013.〞，同時信用狀對分批裝運及轉運未加以規定，則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①貨物須於 8 月 15 日前裝運  ②允許分批裝運  ③允許轉運  ④若

信用狀未在 7/31 前開出，則賣方將不予出貨  。  

133. (12)  若某箱貨物之裝運標誌為：GM(IN DIA)/CHICAGO VIA SEATTLE/ C/

NO：86/250/MADE IN TAIWAN，則下列敘述哪些錯誤？  ①CHICAGO

為 PORT OF DISCHARGE ②SEATTLE 為 DESTINATION ③該批貨物

共 250 箱  ④原產地為台灣  。  

134. (134)  下列貨幣之國際代碼，哪些是正確的？  ①日圓 : JPY ②歐元 : EUD ③英

鎊 : GBP ④新(加坡)幣 : SGD 。  

135. (24)  下列哪些商品較適合用「標準規格」來買賣？  ①藥品  ②橡膠  ③木材  

④輪胎  。  

136. (12)  下列哪些商品較適合用 GMQ 來買賣？  ①鮮花  ②海鮮  ③化妝品  ④家電

 。  

137. (124)  有關「付款條件」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CWO 適用於特殊規格商

品之買賣  ②D/A 適用於買方議價能力較強之買賣  ③Consignment 適用

於老客戶或成熟商品之買賣  ④O/A 適用於市場競爭激烈之場合  。  

138. (14)  買賣契約中有關「付款條件」之敘述，下列哪些錯誤？  ①「寄售」是

屬於利潤制貿易  ②「記帳」多用於母子公司、老客戶間或上下游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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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等較無信用風險之買賣  ③「分期付款」下，出口商可建議進口商委

請進口地銀行開立保證函(Letter of Guarantee)為付款保證以規避可能的

信用風險  ④「遠期信用狀」下之貼現息均歸出口商負擔  。  

139. (123)  買賣契約中有關「付款條件」的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CAD 適用於

買方在出口國設有分支機構或代理人之場合  ②CWO 常用於買方急需拿

到貨物的場合  ③在美國，託收稱為 Draft Terms，一般分為 D/P 及 D/A 

④只有在 Transferable  L/C 下，才可做「出口押匯款的讓與」  。  

140. (23)  下列哪些商品較適合用說明書或型錄來交易？  ①小麥  ②交通工具  ③機

械設備  ④冷凍魚蝦  。  

141. (234)  下列哪些屬於延期付款方式？  ①CWO ②D/A ③Installment ④Consign

ment 。  

142. (134)  下列哪些屬於買賣契約的「一般條款」？  ①Arbitrat ion Clause ②Insur

ance Clause ③Inspection clause ④Proper Law Clause 。  

143. (13)  下列哪些貨物是不須加以包裝而可逕行交運的？  ①Nude Cargo ②Baled

 Cargo ③Bulk cargo ④Barrelled Cargo 。  

144. (123)  依 Incoterms 2020 之規定，有關 DPU 條件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①賣

方交貨時需卸貨  ②適用於任何運送方式  ③賣方必須辦理貨物輸出及轉

口通關  ④買方必須辦理貨物轉口及輸入通關  。  

145. (14)  下列哪些選項不是 Incoterms 2020 所規範？  ①貨款之清算  ②風險移轉

地點  ③買賣雙方權利與義務之劃分  ④貨物所有權移轉  。  

146. (13)  依 Incoterms 2020 之規定，哪些條件可以在賣方營業處所交貨？  ①EX

W ②FAS ③FCA ④FOB 。  

147. (24)  依 Incoterms 2020 之規定，下列哪些選項的字母表示相同含意？  ①FC

A、CPT 的 C ②DAP、DPU 的 P ③FAS、DAP 的 A ④CIP、DDP 的 P

 。  

148. (23)  依 Incoterms 2020 之規定，下列哪些貿易條件的風險移轉點相同？  ①C

IP ②DDP ③DAP ④DPU 。  

149. (124)  有關國貿條規 (Incoterms)，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由國際商會所制定  

②是用來解釋某些貿易條件 (trade term)下買賣雙方各應盡義務的國際慣

例  ③Incoterms 2020 共解釋 13 種貿易條件  ④Incoterms 2020 將貿易條

件分為兩大類  。  

150. (134)  依 Incoterms 2020 之規定，下列何者可能為 DPU 的交貨地？  ①進口國

貨櫃場  ②出口國機場  ③進口國車站  ④買方工廠  。  

151. (134)  根據 Incoterms 2020 之規定，有關輸出國官方所強制實施的「裝運前強

制性檢驗費用」，在不同的貿易條件下，各該由誰負擔？  ①EXW 由買

方負擔  ②FAS 由買方負擔  ③FCA 由賣方負擔  ④DPU 由賣方負擔  。  

152. (24)  根據 Incoterms 2020 之規定，DAP 與 DDP 之相同處為何？  ①輸入通關

手續均由買方負責  ②卸貨均由買方負責  ③輸入國要求的裝運前強制性

檢驗費用，由買方負擔  ④若需轉口通關，均由賣方負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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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23)  若為機械設備買賣，以下合約之條款何者較不適合？  ①Landed Ouality

 Final ②以 GMQ 來認定品質  ③以 FOB 為貿易條件  ④以 Instalment 為

付款條件  。  

154. (23)  根據 Incoterms 2020 之規定，有關運輸保險之辦理，以下何者正確？  

①CFR 下，買方有訂立保險契約之義務  ②DPU 下，賣方沒有訂立保險

契約之義務  ③CIF 下，若合約沒有特別規定，賣方至少應投保契約之

價金加一成  ④CIP 下，若合約沒有特別規定，賣方至少應投保 ICC(C)

款險  。  

155. (124)  關於 Incoterms 2020，下列何者其卸貨責任由買方負責？  ①FCA ②CIP

 ③DPU ④DAP 。  

156. (24)  有關通關責任依 Incoterms 2020 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EXW 條

件下進出口報關皆由賣方負責  ②FAS 條件下出口報關由出口商負責 ;  C

IP 條件下進口報關由進口商負責  ③DDP 條件下進出口報關皆由買方負

責  ④DPU 條件下進口報關由進口商負責 ;  DAP 條件下出口報關由出口

商負責  。  

 

 

20000 國貿業務  乙級  工作項目 04：貿易單據製審  

1. (4)  依 ISBP 之規定，信用狀要求提示〝Copies of transport documents〞時，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運送單據副本上顯示的資料，在與信用狀、單據

本身以及 ISBP 對照解讀時，無須完全一致，但不得互相牴觸  ②不適用

UCP600 第 19 條至第 25 條  ③不適用 UCP600 第 14 條 c 款所敘明 21 個

曆日之提示期間  ④只須在信用狀有效期限內提示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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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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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單據中資料的任何更正必須確認  。  

3. (2)  依 ISBP 之規定，有關日期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即使信用狀未特

別要求，匯票應表明簽發日期  ②為避免含糊不清，日期最好全部以數字

表達  ③煙燻證明書的簽發日期可晚於裝運日期  ④如信用狀要求〝裝運

前檢驗證明〞時，該單據必須透過名稱或內容或簽發日期來表明該〝檢

驗〞發生在裝運日當天或之前  。  

4. (4)  依 ISBP 之規定，有關貨物描述的拼字或繕打錯誤，下列何者視為瑕

疵？  ①〝machine〞顯示為〝mashine〞  ②〝fountain pen〞顯示為〝 fou

ntan pen〞  ③〝model〞顯示為〝modle〞  ④〝model 321〞顯示為〝mod

el 123〞  。  

5. (3)  依 ISBP 之規定，對 UCP600 未定義之用語，下列解釋何者錯誤？  ①〝S

tale documents are acceptable.〞表示可接受遲於裝運日後 21 個曆日，但

仍在信用狀有效期限內提示之單據  ②〝shipping documents〞不包含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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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證實寄送單據的快遞收據或郵遞收據  ③〝 third party documents acc

eptable〞表示可接受由受益人以外之人簽發匯票  ④〝exporting countr

y〞可表示貨物原產地之國家  。  

6. (2)  依 UCP600 與 ISBP 之規定，有關單據正、副本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單據未表明其為正本或副本時，如載有簽發人明顯之原始簽字者，視

為正本  ②單據標明〝Original〞者方為正本，標明〝Duplicate〞、〝Tri

plicate〞者不視為正本  ③當信用狀要求提示「2/3 套正本提單」，但未

指示剩餘正本提單的處置時，可提示 3/3 套正本提單  ④信用狀要求提示

〝copy of invoice〞時，提示一份副本發票，或未禁止時，提交一份正本

發票亦符合  。  

7. (4)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信用狀規定 Shipping documents must show P/O 

NO.123，出口商製作匯票時，可不顯示 P/O NO.123 ②發票是出口單據

中最重要的單據，能讓相關當事人瞭解一筆交易的全貌，其他單據都是

以其為依據  ③在遠期匯票中，用 60 days after B/L date 與 60 days from 

B/L date 表達匯票期限，到期日相同  ④如信用狀對運送單據未另有其他

規定，則其託運人僅限信用狀受益人  。  

8. (3)  依 UCP600 及 ISBP 之規定，有關發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貨物

描述應符合信用狀規定外，亦可敘明該貨物額外資料，但以該資料未顯

示不同性質、分級或類別  ②信用狀中貨物描述分散說明於發票不同位

置，只要合併後與信用狀一致即可  ③發票中不得顯示信用狀未要求的貨

物額外數量、樣品及廣告材料，如敘明為免費時除外  ④發票得顯示預付

款、折扣等信用狀未敘明之減項  。  

9. (1)  依 UCP600 及 ISBP 之規定，有關保險單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①

保險承保範圍並無最高百分比之限制  ②保險單據應承保信用狀所要求之

危險，但不得包含任何不承保條款之附註  ③保險單據應表明提示任何索

賠之有效期限  ④銀行必須審查保險單據之一般條款  。  

10. (1)  依 UCP600 及 ISBP 之規定，有關運送單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①T

anker B/L 如未對傭船契約有進一步之說明或援引，不視為傭船契約  ②

信用狀要求提示〝full set of air waybill〞時，受益人僅需提示第二聯正

本  ③一個貨櫃如擁有一套以上之提單，則僅需提示其中任何一套提單即

可提領該貨櫃  ④不可轉讓海運貨單僅限於由運送人及船長簽發  。  

11. (3)  依 ISBP 之規定，有關裝箱單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信用狀未敘明

簽發人之名稱時，任何實體得簽發裝箱單  ②裝箱單上所顯示之發票號碼

及日期得與其他單據上所顯示者不同，但前提是該裝箱單之簽發人不是

受益人  ③如信用狀表明特別包裝要求，但並未規定用以表明符合該要求

之單據時，銀行將不予理會裝箱單上所顯示的包裝資料  ④銀行僅審查裝

箱單上所顯示之各項總值  。  

12. (4)  有關匯付和信用狀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延期付款信用狀屬於遠期

性質，不需簽發匯票，憑運送單據請求付款  ②補償銀行只代替開狀銀行

清償貨款，並不審核單據  ③電匯是以電報作為結算工具，信匯是以信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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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書作為結算工具，票匯是以銀行匯票作為結算工具  ④電匯和信匯屬

於商業信用，票匯則屬於銀行信用  。  

13. (1)  如信用狀係由指定銀行以讓購方式使用時，匯票付款人不得為下列何

者？  ①指定銀行  ②開狀銀行  ③通知銀行  ④償付銀行  。  

14. (1)  有關匯票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①數字與文字金額相牴觸時，則應以

文字所表示之金額作為要求之金額而予以審查  ②可以為約略金額，但不

可超過信用狀可使用餘額  ③如信用狀僅以 SWIFT 代號表述匯票之付款

銀行時，匯票上不得顯示該銀行之全名為付款銀行  ④依 UCP600 之規

定，應以開狀申請人為付款人  。  

15. (1)  信用狀 45A 欄位內有貿易條件 CIF Keelung 之註記，則發票上表示方式

何者錯誤？  ①發票上無記載貿易條件  ②CIF Keelung ③CIF Keelung Inc

oterms 2000 ④CIF Keelung Incoterms 2020 。  

16. (3)   信用狀中貨物描述為 Leather Coats，依 UCP600 及 ISBP 之規定，發票

上貨物描述可顯示為下列何者？  ①Coats ②Man-made Leather Coats ③H

andmade Leather Coats ④Second Hand Leather Coats 。  

17. (2)  信用狀中貨物描述規定 MENS' SUEDE JACKETS, PLAIN SUEDE FABRI

C，發票上貨物描述顯示為 MENS' SUEDE JACKETS (IMITATION SUE

DE WITH 100% POLYESTER KNITTED BACKING), PLAIN SUEDE FA

BRIC，依 UCP600 及 ISBP 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單據不符，

發票的貨物描述必須與信用狀所規定的如鏡子影像般一致  ②單據不符，

發票中額外的貨物描述改變信用狀所要求的性質、分級或類別  ③單據相

符，發票中額外的貨物描述並未改變信用狀所要求的性質、分級或類別  

④單據相符，對於發票中額外的貨物描述，銀行將不予理會  。  

18. (2)  依 ISBP 之規定，信用狀匯票期限為〝at 30 days after B/L date〞，則在

計算匯票到期日時，B/L date 應做何解釋？  ①簽發日期  ②裝載日期  ③

簽發日期和裝載日期兩者之較早日期  ④簽發日期和裝載日期兩者之較晚

日期  。  

19. (1)  有關託收方式下 D/P 與 D/A 之差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前者為付

款交單，後者為承兌交單  ②前者僅可使用即期匯票，後者僅可使用遠期

匯票  ③前者屬於跟單託收，後者屬於光票託收  ④前者屬於商業信用，

後者屬於銀行信用  。  

2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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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字之真實性  ②簽署承兌之任何簽字人之權限  ③承兌實質之合法性  

④承兌型式外觀顯示完整而正確  。  

21. (3)  依 URC522 之規定，有關託收指示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每件託收

均須附隨一份個別託收指示書  ②銀行僅依託收指示書上所列之指示處理

託收業務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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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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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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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  開狀銀行辦理開狀業務，有關保險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貿易條件

為 FOB 時，申請人應將保單副本及保費收據副本交銀行收執  ②貿易條

件為 CIF 時，信用狀上應訂明保險條款  ③保單簽發日期不得遲於裝運日

 ④銀行不審查保單之一般條款  。  

23. (1)  依 URC522 及我國票據法之規定，有關拒絕證書之敘述，下列何者錯

誤？  ①進口商拒付時，代收銀行依託收指示書之指示，應向託收銀行所

在地法院申請作成拒絕證書  ②進口商拒付時，代收銀行將被拒付之文件

或匯票寄回時，有權向託收銀行收回與該筆託收有關的費用  ③拒絕證書

應在拒絕付款日或其後五日內作成之  ④託收指示書上如無「未獲付款

時，須作成拒絕證書」指示者，與託收有關的銀行並無義務作成拒絕證

書  。  

2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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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單據僅於收妥全部款項後，始交予付款人  ②我國票據法允

許光票託收接受部分付款  ③跟單託收除託收指示書有特別禁止外，接受

部分付款  ④提示銀行對因部分付款而遲延交單所致之後果，應負責任

 。  

25. (3)  有關 FACTORING 業務，下列何者非屬承購商所提供之服務？  ①定期編

製帳款管理報表以供出口商核對帳務  ②適用於出口商採用託收或記帳的

付款方式  ③承擔進口商因貨物不符契約規定而拒付之風險  ④提供對進

口商信用調查及催款  。  

26. (1)  有關限押信用狀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限押信用狀之有效期限是以

第一押匯銀行收件日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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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押信用狀下辦理轉讓的銀行是第二押匯銀行  。  

27. (3)  有關銀行辦理出口押匯業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出口押匯係銀行對

出口商的授信行為  ②押匯單據若遭開狀銀行拒付，押匯銀行可憑出口押

匯申請書及押匯總質權書向出口商追回款項  ③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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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遞轉該單據  ④押匯銀行審單未

發現單據瑕疵，但遭開狀銀行拒付時，其責任歸受益人  。  

28. (4)  下列何者並非操作 FORFAITING 的適當時機？  ①接到大額訂單，卻發

現銀行押匯額度不夠  ②出口商接到大陸、東南亞、中南美洲等地開來的

遠期信用狀  ③進口國融資利率遠高於出口國時，出口商為爭取訂單，接

受賣方遠期信用狀為付款方式  ④國外子公司向母公司進貨，母公司因融

資成本較低，子公司採記帳方式付款  。  

2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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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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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修改書

之通知銀行應與信用狀之通知銀行為同一銀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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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  依 ISBP 之規定，有關一般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Presentat ion 

is to be made within 23 February，則 2 月 23 日銀行營業日為提示期限最

後一日  ②單據上如備有簽字之欄位時，則必須簽字方符合規定  ③發票

上資料之任何更正，受益人無須確認  ④信用狀有關提示之單據未規定使

用語文時，得以任何語文簽發  。  

31. (1)  有關出口押匯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UCP 雖未定義出口押匯，但其

義等同讓購  ②出口押匯所適用之匯率通常為銀行牌告買入匯率，或預先

辦妥之預售遠期匯率  ③出口押匯完成後，押匯銀行應簽發出口結匯證實

書給出口商  ④如需支付國外代理商佣金時，出口商應填寫匯出匯款申請

書  。  

32. (3)  有關銀行審查信用狀相關單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①銀行僅以單據

為基礎，審查該單據就其實質所示是否構成符合之提示  ②銀行審查單據

期限為提示日之次日起最長五個工作日  ③銀行審單時，單據中資料無須

與信用狀中之資料完全一致，但不得互相牴觸  ④受益人提示信用狀未規

定之單據，如經銀行審查且發現瑕疵，仍可作為拒付之依據  。  

3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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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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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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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 (4)  有關信用狀項下單據瑕疵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押匯單據有瑕疵

時，押匯銀行可以保結押匯方式受理  ②如開狀銀行並未對單據瑕疵發出

拒付通知，則到期日仍有付款義務  ③償付銀行拒付與單據瑕疵無關，通

常為開狀銀行未及時授權其履行付款  ④開狀銀行一旦收到申請人拋棄瑕

疵之主張，將喪失拒付之權利  。  

35. (3)  倘信用狀未規定單據之提示期間，則下列何者適用 UCP600 第 14 條敘明

於裝運日後 21 個曆日內提示？  ①Forwarder's certificate of transport ②

Cargo receipt ③Road transport  document ④Delivery order 。  

36. (2)  依 UCP600 及 ISBP 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繕打錯誤而未影響

單字或其於句中時該句的意義時，不構成瑕疵  ②裝船前檢驗證明不得加

註晚於裝運日之簽發日期  ③信用狀允許使用兩種語文製單時，保兌銀行

有權利限制可接受的語文  ④信用狀如要求〝  third party documents not a

cceptable〞時，銀行應不予理會  。  

37. (4)  信用狀要求提示〝Signed invoice legalized by a notary public and chamb

er of commerce〞，如該單據有一更正，依 ISBP 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①該更正僅須由 beneficiary 予以確認  ②該更正必須同時由 notar

y public 和 chamber of commerce 兩位予以確認  ③該更正必須同時由 ben

eficiary、notary public 和 chamber of commerce 三位予以確認  ④該更正

至少由 notary public 和 chamber of commerce 其中一位予以確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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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2)  依 ISBP 之規定，有關產地證明書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產地證明

書上所顯示的受貨人資訊不應與運送單據上之受貨人資訊牴觸  ②信用狀

如要求運送單據以 to order 方式簽發時，產地證明書必須顯示以受益人

為受貨人  ③產地證明書簽發日期可晚於裝運日期  ④如信用狀要求提示

商會簽發之產地證明書時，可提示海關當局所簽發之產地證明書  。  

39. (4)  有關信用狀修改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倘修改信用狀之金額超過授

信額度，則須先申請授信條件變更，經核准後，始得修改信用狀  ②倘某

一條款之修改涉及其他項目時，應同時修改  ③受益人對同一修改書部分

接受，將視其為對該修改書拒絕之知會  ④在自由讓購信用狀下，修改書

應經押匯銀行通知  。  

40. (3)  依 UCP600 及 ISBP 之規定，保險單據簽發日期遲於裝運日期時，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①構成瑕疵，因保險單據不應表明其承保之生效日期晚於

裝運日期  ②可以附加或註記清楚表明該承保範圍係自一不遲於裝運日期

起生效  ③只要表明其承保範圍之生效自「倉庫至倉庫」時，即不構成瑕

疵  ④雖表明其承保範圍之生效自「倉庫至倉庫」時，仍需註記清楚表明

該承保範圍係自一不遲於裝運日期起生效  。  

41. (2)  有關貿易融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開狀是開狀銀行給進口商融資，

押匯是押匯銀行給出口商融資  ②D/A 是出口商給進口商融資，O/A 是進

口商給出口商融資  ③賣方遠期信用狀是出口商給進口商融資，買方遠期

信用狀是開狀銀行給進口商融資  ④進口商向銀行申請遠期信用狀「對外

30 天且對內 60 天」是出口商給進口商 30 天的融資期間和開狀銀行給進

口商 60 天的融資期間  。  

42. (1)  有關遠期信用狀與延付信用狀之差異，下列何者錯誤？  ①兩者利息均由

申請人負擔  ②前者受益人須簽發匯票，後者受益人無須簽發匯票  ③兩

者到單時申請人均無須即期付款  ④前者的使用方式為〝by acceptanc

e〞，後者的使用方式為〝by deferred payment〞  。  

43. (3)  受益人提示瑕疵單據時，下列何種作法非押匯銀行之處理方法？  ①請受

益人修改瑕疵  ②請受益人出具認賠書  ③電詢進口商是否接受瑕疵  ④建

議受益人改為託收方式  。  

44. (3)  依 UCP600 第 38 條之規定，在換單轉讓信用狀作業，倘第二受益人之單

據無瑕疵，而第一受益人替換之發票發生瑕疵時，轉讓銀行應如何處

理？  ①無須通知第一受益人，轉讓銀行有權將第二受益人之單據提示予

開狀銀行  ②通知第二受益人後，轉讓銀行再將第一受益人之單據提示予

開狀銀行  ③通知第一受益人更正，倘其怠於更正，轉讓銀行有權將第二

受益人之單據提示予開狀銀行  ④通知第一受益人更正，倘其怠於更正，

轉讓銀行直接將第一受益人之單據提示予開狀銀行  。  

45. (2)  信用狀之受益人為 XYZ Co., Ltd. ,  Taipei,  Taiwan，則下列何者構成瑕

疵？  ①Invoice 顯示 beneficiary 為  XYZ Co., Ltd. ,  Keelung,  Taiwan ②Pa

cking List 顯示 beneficiary 為 XYZ Co., Ltd. ,  Tokyo,  Japan ③Certif 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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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Origin 顯示 shipper 為 ABC Co., Ltd. ,  Taipei,  Taiwan ④Bill of Lading

顯示 shipper 為 ABC Co., Ltd. ,  Taipei,  Taiwan 。  

46. (2)  出口商提示之單據如有瑕疵，則可出具下列何種文件辦理保結押匯？  ①

L/C ②L/I ③L/H ④L/G 。  

47. (4)  下列何者不是外匯銀行之授信業務？  ①Negotiation ②B/L Endorsement 

③Forfait ing ④Collection 。  

48. (4)  有關保險單據之敘述，下列何者不屬於瑕疵單據？  ①保險單據的簽發日

期晚於裝運日期  ②L/C 要求保險單時，提示保險證明書  ③L/C 要求保險

單據 2 份正本，提示保險單正本 1 份，副本 1 份  ④L/C 要求保險金額為

110%發票金額，提示保險單據之發票金額為 USD24,135.76，保險金額

為 USD26,549.33 。  

49. (1)  有關擔保提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凡全額結匯之客戶皆可辦理  

②貨物僅限以海運方式運送  ③擔保提貨係銀行對運送人負無限責任之保

證  ④進口商日後不得拒付超押之單據  。  

50. (2)   有關擔保提貨與副提單背書，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副提單背書下所提

示之副提單受貨人非開狀銀行者，仍可辦理  ②進口貨物以航空運送者，

不適用於辦理擔保提貨  ③進口商辦理擔保提貨，嗣後如發現單據有重大

瑕疵，仍有拒付之權利  ④進口託收項下之擔保提貨和副提單背書，對銀

行風險極大，故無法辦理  。  

51. (2)  依 UCP600 之規定，有關分批裝運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2 套提單

各自表明貨物裝載於同一船舶，且為同一航程，即使所註明的裝運日期

及裝運港不同，只要卸貨港相同，將不視為部分裝運  ②信用狀規定分兩

批裝運，第一批到運後，進口商發現品質與契約規定不符，即有權要求

開狀銀行拒付尚未到運之第二批貨物  ③2 套航空運送單據各自表明貨物

裝載於兩架飛機，但為同一日起航，並航向同一目的地機場，將視為部

分裝運  ④信用狀規定批次、數量和每批裝運時間，若其中任何一批未依

規定的時間裝運，則信用狀對該批和以後各批均中止使用  。  

52. (1)  依 UCP 600 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最遲裝船日遇國定假日可順

延一天  ②若無最遲裝船日期，則以信用狀有效日期為準  ③信用狀可以

不規定裝運日後提示單據的特別期間  ④若信用狀未規定時，提示正本單

據不得遲於裝運日後 21 天及信用狀有效日期  。  

53. (4)  依 UCP600 之規定，有關「信用狀轉讓」與「信用狀款項讓與」之敘

述，下列何者正確？  ①可轉讓信用狀僅能轉讓一次，故第二受益人不得

將信用狀重行轉讓予第一受益人  ②信用狀若未敘明可轉讓之事實，則無

法辦理該信用狀款項讓與  ③辦理信用狀轉讓時，信用狀金額及保險投保

百分比皆得酌予增加  ④信用狀款項讓與，與信用狀本身項下權利行使之

讓與無關  。  

54. (3)  依據 UCP600 之規定，若信用狀未規定且 CIF 或 CIP 價額無法自單據確

定時，則銀行所認定應投之最低保險金額為何？  ①發票上貨物總額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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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兌付或讓購金額 110% ③發票上貨物總額 110%和兌付或讓購金額 1

10%較高者  ④發票上貨物總額和兌付或讓購金額較高者  。  

55. (1)  有關 OBU 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OBU 尚未辦理人民幣業務  ②OBU

原則上不受本地外匯管理條例及金融管理條例限制  ③OBU 之營業收入

免繳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及印花稅  ④除依法院裁判或法律規定外，

OBU 對第三人無提供資料的義務  。  

5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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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提示人修改  ②

請提示人改用書面提示  ③應告知提示人於二十一個曆日內重行提示  ④

應告知提示人於三十個曆日內重行提示  。  

57. (4)  因付款人拒付，代收銀行依託收銀行指示將單據退回，但單據在郵遞途

中遺失，依 URC522 之規定，此責任與風險應該由下列何者承擔？  ①託

收銀行  ②代收銀行  ③付款人  ④委託人  。  

58. (2)  有關開狀銀行拒付之處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如信用狀規定分兩次

寄單，則應以收到第一次寄送單據之次日起，最長 5 個銀行營業日，以

決定提示是否符合  ②開狀銀行於決定單據提示係屬不符合時，有義務洽

商申請人拋棄瑕疵之主張  ③拒付通知如超過一次以上，僅第一次通知有

效  ④提示人收到拒付通知後，有權要求退回瑕疵單據  。  

59. (1)  依 UCP600 及 ISBP 規定，有關單據簽發人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

提單之簽發人可為 carrier、master、agent for master 或 owner ②保險單

之簽發人可為 insurance company、underwriter 或 proxy for insurance co

mpany ③信用狀未規定簽發人時，產地證明書可由 beneficiary 簽發  ④

信用狀本文提及檢驗證明書之簽發人為〝qualif ied 〞時，得由 beneficiar

y 以外之任何主體簽發  。  

60. (4)  有關信用狀項下銀行審單原則，下列何者正確？  ①指定銀行對於單據上

數學計算之明細，有逐一核算之義務  ②指定銀行自提示日之次日起，最

長五個曆日審查單據，以決定是否接受或拒絕該等單據  ③信用狀未規定

之單據，指定銀行仍應予以審查，以避免各單據表面彼此牴觸  ④指定銀

行僅須以單據為基礎，決定就其表面所示與信用狀條款是否相符  。  

61. (4)  根據 URC 522 之規定，提示銀行於向託收銀行發出拒付通知後幾天內，

若仍未接獲有關單據嗣後處理之指示，則可將該單據退回？  ①7 天  ②21

天  ③30 天  ④60 天  。  

62. (4)  依 URC522 之規定，下列何者非屬銀行免責之情況？  ①單據在寄送中的

延誤所引起的後果  ②不可抗力所引起的後果  ③單據不相符所引起的後

果  ④由於疏忽未依委託指示所引起的後果  。  

63. (2)  如託收指示書上指示未獲付款或承兌時需作成拒絕證書，則相關費用應

由何方負擔？  ①principal ②remitt ing bank ③drawee ④collect ing ban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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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4)  下述押匯單據，何者不得表明晚於裝運日之簽發日？  ①certificate of ana

lysis ② inspection certificate ③fumigation cert if icate ④ insurance policy

 。  

65. (1)  有關託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就出口商而言，遠期付款交單風險

要比承兌交單的風險來的大  ②就銀行而言，承作託收的風險要小於信用

狀交易  ③在由出口商指定進口地的代收銀行情形下，出口地的託收銀行

對代收銀行的錯誤或疏漏不負責任  ④除另有約定外，代收銀行僅能將所

收取之金額付給託收銀行  。  

66. (4)  某信用狀部分內容 : 31D Date and Place of Expiry:150731、46A Docume

nts Required: PHOTOCOPY OF AIR WAYBILL CONSIGNED TO APPLI

CANT，7 月 2 日貨交運送人，則受益人最遲應在哪一日前提示單據？  

①7 月 9 日  ②7 月 16 日  ③7 月 23 日  ④7 月 31 日  。  

67. (2)  信用狀要求貨物自中國港口裝運，提單顯示貨物於 2015 年 3 月 6 日在大

連裝上 A 船，3 月 8 日在青島辦理轉運裝上 B 船，3 月 10 日在廣州辦理

轉運裝上 C 船如匯票付款期限為〝60 days from B/L date〞，則下列何

者為正確的匯票付款期限？  ①60 days from B/L date ②60 days from B/L

 date 6 March, 2015 ③60 days from B/L date  8 March,  2015 ④60 days fr

om B/L date 10 March, 2015 。  

68. (3)  出口商提示押匯單據時，下列哪種情況構成瑕疵單據？  ①提單上註記

〝  shipped in apparent good order and condition〞  ②提單上註記〝packa

ging may not be sufficient for the sea journey〞  ③信用狀規定貨物為〝5

00 sets of TV, part ial shipments prohibit ed〞，受益人提示之發票為〝50

0 sets of TV plus 1 set for sample〞  ④信用狀規定貨物敘述為〝  fountain

 pen〞，受益人提示單據上貨物敘述為〝 fountan pen〞  。  

69. (3)  有關 Sight L/C 與 Usance L/C 之比較，下列何者錯誤？  ①Sight L/C 和

Buyer 's Usance L/C 開狀銀行對押匯銀行皆以即期方式補償  ②Sight L/C

申請人付款後贖回單據，Seller's Usance L/C 申請人在銀行承兌後領回

單據  ③Seller 's Usance L/C 申請人到期支付本金加利息，Buyer's Usance

 L/C 申請人到期支付本金  ④若 Usance L/C 未載明貼現利息由誰負擔，

則應由出口商負擔  。  

70. (2)  若航空運送單據同時含有下列四個日期，依 UCP600 第 23 條之規定，下

列哪一個日期將被視為裝運日期？  ①簽發日期  ②載有實際裝運日期之

特別註記  ③班機日期  ④收貨日期  。  

71. (2)  以 SWIFT MT700 開狀時，其 39A 欄位填列「05/00」係表示  ①信用狀

金額允許增減百分之五  ②信用狀金額允許增加百分之五  ③貨物數量允

許增減百分之五  ④貨物單價允許增加百分之五  。  

72. (3)  以 SWIFT MT700 開狀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39A 欄位如標明為 03

/03，表示容許信用狀金額增減 3﹪  ②31C 欄位如留空未填列，則應以開

狀銀行之發電日期為開狀日期  ③71B 欄位如留空未填列，所有費用由受

益人負擔  ④48 欄位如留空未填列，提示期間視為裝運日後 21 日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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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3)  有關信用狀種類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①信用狀上敘明為〝CONFIR

MED L/C〞時，即可視為保兌信用狀  ②信用狀之使用方式若為 BY DEF

ERRED PAYMENT 時，必須使用遠期匯票  ③Buyer 's Usance L/C，開狀

銀行對押匯銀行是以即期方式補償  ④憑 Master L/C 所轉開之信用狀，保

險金額應低於原信用狀保險條款中規定之保險金額  。  

74. (2)  依 UCP600 之規定，有關銀行義務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開狀銀行

自其開發信用狀時起，即受其應為兌付之不可撤銷之拘束  ②保兌銀行於

信用狀附加保兌後，其保兌將不可延伸至修改書  ③通知銀行於通知信用

狀時，應以相當之注意就其所通知信用狀外觀真實性予以查對  ④補償銀

行未能於一經請求即予補償時，則求償銀行之任何利息損失，應由開狀

銀行負擔  。  

75. (1)  有關信用狀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①開狀銀行自簽發修改書時起，即

受該修改書不可撤銷之拘束  ②保兌銀行開立的保兌書有效期限，可較信

用狀規定的有效期限短  ③通知銀行唯一的義務乃就其所通知之信用狀外

觀之合法性予以查對  ④若信用狀要求 DRAFTS AT SIGHT，則該信用狀

之使用方式一律為 AVAILABLE BY ACCEPTANCE 。  

76. (1)  信用狀有效期限為 4 月 21 日，並規定最後裝運日為 4 月 14 日(星期

日)，提示單據期間為提單日後 7 日內，受益人於 4 月 15 日裝船且於 4

月 22 日提示押匯單據至銀行櫃檯，則該單據會構成何種瑕疵？a.late shi

pment b.la te presentat ionc.L/C expired ①a ②ab ③ac ④abc 。  

77. (1)  依  UCP600 之規定，有關「信用狀轉讓」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①第

一受益人如未能一經通知即辦理換單時，轉讓銀行有權將收到第二受益

人之單據提示予開狀銀行，而對第一受益人不再負責  ②信用狀禁止分批

裝運時，第一受益人仍可將信用狀金額分割轉讓給多個第二受益人  ③受

益人將信用狀款項讓與，其先決條件必須為可轉讓信用狀  ④除信用狀另

有規定外，可轉讓信用狀僅能轉讓一次，並禁止第二受益人重行轉讓予

第一受益人  。  

78. (4)  依 UCP600 之規定，有關信用狀轉讓及款項讓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

誤？  ①信用狀款項之讓與，與信用狀本身項下權利行使之讓與無關  ②

信用狀若未表示可轉讓之事實，亦可辦理該信用狀款項之讓與  ③可轉讓

信用狀僅可轉讓一次，但可轉讓至任何第三國  ④憑 Master L/C 轉開 Sec

ondary L/C 時，如 Master L/C 係 usance 條件，不可以 sight 方式開發 Se

condary L/C 。  

79. (3)  依 UCP 600 之規定，信用狀中有關數量增減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

信用狀中規定貨物數量不得增減時，應優先於 UCP 600 的規定  ②允許增

量所動支之總金額，不可以超過信用狀上的金額  ③數量前加 Approximat

ely 時，可增減 5% ④若信用狀未規定增減條款且以公噸為計量單位時，

則可增減 5% 。  

80. (4)  有關擔保提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開狀銀行有權拒絕辦理擔保提

貨  ②如貨物價值較正式單據價值少，進口商仍須承擔較大的正式單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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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③擔保提貨係開狀銀行對船公司負無限責任之保證  ④開狀銀行辦理

擔保提貨後，於國外單據寄達時，即解除對船公司的保證責任  。  

81. (3)  有關出口押匯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①出口押匯總質權書具永久效

力，第一次往來時徵取即可，往後無論何種情況下均無須更新  ②出口押

匯屬銀行授信業務，但因有信用狀作為十足擔保，故並無風險可言  ③出

口押匯完成，押匯銀行掣發出口結匯證實書予出口商  ④除非經信用狀授

權，匯票應以無追索權方式簽發  。  

82. (2)  如信用狀內容為 41D:ABC BANK BY NEGOTIATION，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①若押匯銀行非 ABC BANK，則須辦理轉押匯  ②依《銀行間辦理

轉押匯業務合作要點》之規定，第一押匯銀行負責寄單及求償工作  ③A

BC BANK 如兼為保兌銀行時，不適用《銀行間辦理轉押匯業務合作要

點》  ④轉押匯之產生，係因受益人在限押銀行無出口押匯額度之故  。  

8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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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銀行  ②

乙銀行  ③丙銀行  ④乙和丙銀行  。  

84. (2)  有關信用狀通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通知銀行如選擇通知信用狀，

則應確信其所通知信用狀外觀真實性  ②通知銀行收到信用狀後，最遲應

於 5 個銀行營業日完成信用狀通知手續  ③通知銀行得利用另一銀行之服

務通知信用狀  ④通知銀行如選擇不通知信用狀時，則須將此意旨儘速告

知開狀銀行  。  

85. (4)  有關信用狀修改，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開狀銀行自簽發修改書時起，

即受不可撤銷之拘束  ②保兌銀行如延申保兌於該修改書時，自其通知時

起，即受不可撤銷之拘束  ③原信用狀條款在受益人向通知銀行傳達接受

修改前仍屬有效  ④受益人對修改書的內容可選擇性接受  。  

86. (2)  有關進口開狀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開狀融資期限為 90 天，可申

請 60 days Buyer's Usance L/C ②開發  Seller 's Usance L/C 時，因貼現息

由賣方負擔，故不受銀行融資期限之限制  ③以 FAS 貿易條件開狀時，

原則上開狀申請人應於開狀前或同時辦妥保險手續  ④全額結匯開狀時，

可以申請人為運送單據受貨人  。  

87. (2)  有關託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進口商得辦理擔保提貨或副提單背

書  ②銀行不得憑 D/A 或 D/P 之申請開發 Local L/C ③出口商宜盡量採用

海運，並自行投保運輸保險  ④運送單據的寄送與款項的收取必須透過銀

行  。  

88. (4)  依 UCP600 規定，有關單據審查之標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單據之

日期得早於信用狀開發日期，但不得遲於其提示之日期  ②商業發票上之

抬頭人欄位所示申請人之地址可不與信用狀規定一致，但須在同一國家  

③任何單據上所顯示之貨物託運人不須為信用狀之受益人  ④運送單據之

被通知人之地址不須與信用狀規定者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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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2)  有關開狀銀行拒付案件之處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開狀銀行拍發之

拒付通知，得分次敘明瑕疵  ②如信用狀規定單據分兩次寄送，則拒付通

知日期之起算，以收到第一次寄單為準  ③提示人收到拒付通知後，無權

要求退回單據  ④申請人如證實單據違反買賣契約時，開狀銀行可拒付

 。  

90. (1)  有關瑕疵單據之處理方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押匯銀行先以電報徵

詢開狀銀行同意接受瑕疵，但在辦理出口押匯後，開狀銀行仍可以電報

未提及的其他瑕疵為理由主張拒付  ②改以信用狀項下託收方式處理時，

將無法適用 UCP600，應依 URC522 之規定辦理  ③在押匯銀行同意下，

由出口商出具 L/H 方式辦理保結押匯  ④押匯銀行可憑進口商同意接受瑕

疵之聲明書逕予辦理押匯  。  

91. (1)  將匯票區分為商業匯票和銀行匯票的依據為下列何者？  ①發票人  ②付

款人  ③受款人  ④承兌人  。  

92. (4)  有關匯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匯票小寫金額為 USD326,000，匯票

大寫金額繕打為  U.S.DOLLARS THREE HUNDRED TWENTY SIX THO

USAND ONLY ②信用狀規定之匯票期限為〝at 30 days from bil l of ladi

ng date〞，交單中 1 份匯票項下有 2 套提單，簽發日期分別為 8 月 8 日

及 8 月 10 日，則匯票到期日為 9 月 9 日  ③出口押匯項下匯票係屬擔保

清償墊款之信託行為  ④依信用狀規定所出具的匯票，因有開狀銀行作付

款擔保，故屬銀行匯票  。  

93. (3)  信用狀要求提示〝INVOICE〞時，下列哪種型式之發票不符合要求？  ①

Customs Invoice ②Final Invoice ③Provisional Invoice ④Tax Invoice 。  

94. (3)  依 ISBP 之規定，有關發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可顯示信用狀未

敘明之預付款、折扣等任何減項  ②不得表明信用狀未要求之貨物，即使

敘明為免費  ③貨物之說明得使用不與信用狀之說明相牴觸之統稱  ④如

信用狀要求提示發票，則提示冠以〝Proforma Invoice〞標題之單據，不

可以接受  。  

95. (1)  對於 Packing Lis t 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該單據是發票的補充文

件，也是代表收費的單據  ②船公司計算運費的參考  ③海關查驗貨物時

的依據  ④進口商點收貨物的憑證  。  

96. (3)  依 UCP600 之規定，有關保險單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保險單據之

簽發日期，不得遲於運送單據上所示裝運日期  ②保險單據得包含任何不

承保條款之附註  ③保險單據所發行之正本超過一份時，則僅需提示一份

正本即可  ④保險單據所示貨幣未規定時，應與信用狀相同  。  

97. (1)  有關保險單據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倘保險單據敘明其承保適用免

賠額，銀行將不接受  ②倘信用狀要求提供保險單據，銀行接受保險單或

統保單項下保險證明書  ③倘信用狀要求提供保險單，銀行將不接受保險

證明書；但信用狀要求提供保險證明書，銀行將接受保險單  ④倘信用狀

使用「習慣上之危險」等不明確用語，銀行將接受該保險單據，而對其

未保之任何危險不予理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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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4)  除信用狀另有規定外，有關提單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如簽發之正

本超過一份，則應提示 FULL SET 正本  ②提單受貨人如標明 TO ORDER

或 TO ORDER OF CONSIGNOR 時，應由託運人背書  ③銀行接受提單上

載有〝SAID BY SHIPPER TO CONTAIN〞之文句  ④銀行不接受提單上

載有〝THE GOODS MAY BE LOADED ON DECK.〞之文句  。  

99. (4)  有關海運提單與空運提單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海運提單有收據、

運送契約及有價證券性質，空運提單只有收據及運送契約性質  ②海運提

單憑提單正本提貨，空運提單對經確認為受貨人者發放貨物  ③海運提單

可以背書轉讓，空運提單不可背書轉讓  ④海運提單可辦理擔保提貨和副

提單背書，空運提單只可辦理擔保提貨  。  

100. (3)  依 UCP600 及 ISBP 之規定，有關航空運送單據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如信用狀未敘明被通知人，則航空運送單據上相關欄位得予空白  ②

航空運送單據上須表明信用狀所規定的 the airport  of departure 及 the air

port of destination ③航空運送單據上須表明貨物業已裝運  ④提示一份表

明給託運人之正本單據即符合 full  set 之要求  。  

10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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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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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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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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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2. (3)  有關 Factoring 與輸出保險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Fac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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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Fac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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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Factoring 需逐筆審核，輸出保險則在授信額度

內循環使用  ④Fac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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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3. (2)  某出口商以 180 天遠期信用狀達成交易，因開狀銀行所在國家外匯短

缺，銀行墊款意願不高，此時出口商應選擇何種融資方式最有利？  ①Do

cuments against acceptance ②Forfai ting ③L/C negotiation ④Factoring

 。  

104. (3)  有關 Factoring 和 Forfai ting 業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記帳交易可透

過 Factoring 規避風險  ②Forfait ing 如單據未獲開狀行承兌，雖已取得買

斷銀行之買斷同意書，買斷行為並未生效  ③Forfait ing 其信用狀必須保

兌，且不可限制押匯  ④Factoring 是以進口商信用為債權之擔保，Forfait

ing 是以銀行之付款保證為債權之擔保  。  

105. (4)  有關匯率風險之規避方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若出口商預期新臺幣

升值時，可將出口押匯款存入外匯存款戶  ②若進口商預期新臺幣升值

時，宜提前償還外幣貸款  ③若出口商預期新臺幣貶值時，宜儘速辦理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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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兌換為新臺幣  ④若進口商預期新臺幣貶值時，宜將外幣貸款改為新

臺幣貸款  。  

106. (1)  有關 OBU 與 DBU，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OBU 主要辦理進出口押匯及

匯出匯入款業務  ②DBU 是指一般外匯指定銀行  ③OBU 的存款利息可免

稅  ④OBU 不受國內銀行法限制  。  

107. (3)  有關託收與信用狀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①託收是銀行信用，信用狀

是商業信用  ②託收使用的是商業匯票，信用狀使用的是銀行匯票  ③託

收項下匯票付款人原則上為進口商，信用狀項下匯票付款人原則上為銀

行  ④託收屬於逆匯，信用狀屬於順匯  。  

10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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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補充而非取代 UCP 600，二者可共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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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eU

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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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 (1)  依 URC522 之規定，有關託收業務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如託收含

有遠期匯票時，必為承兌交單  ②如託收指示書明定利息不得拋棄，而付

款人拒絕支付該利息時，提示銀行不得交付單據  ③匯票應以進口商為付

款人，不得以國外代收銀行為付款人  ④光票託收在付款地現行法律所允

許之範圍及條件內，得予接受部分付款  。  

1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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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款人以能立即匯出之其他外國貨幣付款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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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 (1)  依 URC522 之規定，在託收業務發生拒絕承兌或拒絕付款時，在進口地

承擔貨物存倉、保險、轉售、運回等責任為下列何者？  ①Case-of-Need 

②Collecting Bank ③Principal ④Remitting Bank 。  

112. (3)  託收交易中之拒絕證書的作用係為  ①保全貨物之留置權  ②保全貨物之

所有權  ③保全票據之追索權  ④保全票據之轉讓權  。  

113. (3)  依 URC522 之規定，有關託收業務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①有關匯票

之承兌，提示銀行應負責檢視簽字真實性及簽署人權限  ②託收案件未獲

承兌或付款時，作成拒絕證書之公證費用應向出口商收取  ③如提示銀行

未於通知拒付後六十日內接獲指示，得逕將單據退回託收銀行  ④光票託

收係指商業單據未附隨財務單據之託收  。  

11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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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ELUNG TO ROTTERDAM，船名航次為 EVERG

REEN V.33 ;  乙提單：FROM KAOHSIUNG TO BREMEN，船名航次為

SEADOG V.43 ②提示 2 套提單，甲提單：FROM KEELUNG TO ROTTE

RDAM，船名航次為  EVERGREEN V33 ;  乙提單：FROM KEELUNG TO

 BREMEN，船名航次為 EVERGREEN V.33 ③提示 2 套提單，甲提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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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KEELUNG TO ROTTERDAM，船名航次為 EVERGREEN V.33 ;  

乙提單：FROM KAOHSIUNG TO ROTTERDAM，船名航次為  EVERGR

EEN V.33 ④提示 2 套提單，甲提單：FROM KEELUNG TO ROTTERDA

M，船名航次為 EVERGREEN V.33 ;  乙提單：FROM KEELUNG TO RO

TTERDAM，船名航次為 SEADOG V.43 。  

115. (3)  下列何者為信用狀之非單據化條件 (non-documentary conditions)？  ①SH

IPPING CO. CERTIFICATE CONFIRMING THAT THE VESSEL IS NOT 

MORE THAN 15 YEARS OLD ②SHIPMENT FROM KEELUNG TO HON

GKONG ③BENEFICIARY MUST SEND SHIPPING ADVICE TO THE A

PPLICANT WITHIN 2 DAYS AFTER THE SHIPMENT IS EFFECTED ④

ALL DOCUMENTS SHOULD BEAR THE NUMBER OF THIS CREDIT

 。  

116. (3)  信用狀之總金額為 USD1,000，因進口國外匯管制，出口商必須在發票上

顯示當地貨幣所表示的金額，下述何者符合 UCP600 之規定？  ①USD1,0

00 ②THB28,875 ③USD1,000 (EQUIVALENT OF THB28,875) ④THB28,

875(EQUIVALENT OF USD1,000) 。  

11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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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 OF INVOICE〞，受益人可提示一份副本發票  ②

信用狀規定〝 INVOICE IN THREE COPIES〞，受益人應提示三份副本

發票  ③信用狀規定〝 INVOICE IN ONE COPY〞，受益人應提示一份副

本發票  ④信用狀規定〝INVOICE〞，受益人可提示一份副本或一份正本

發票  。  

118. (34)  以 SWIFT MT700 開狀時，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倘 31C(開狀日期 )欄

位留空未填列，則應以通知銀行之收電日期為開狀日期  ②倘 43T(轉運)

欄位留空未填列，則應視為不可轉運  ③倘係開發授權求償之信用狀，需

再加發 MT740 授權補償銀行扣帳，並增列 40F(適用規則)欄位為必要欄

位  ④39A 與 39B 兩欄位係 32B(金額)欄位之補助欄位，但此兩欄位不能

併存於同一電文中  。  

119. (134)  有關貿易商在從事三角貿易時，使用信用狀操作方式之敘述，下列哪些

正確？  ①通常可使用轉開信用狀、信用狀轉讓或信用狀款項讓與三種操

作方式  ②轉開信用狀和信用狀轉讓通常須有出口押匯額度及進口開狀額

度  ③信用狀款項讓與只須有出口押匯額度  ④轉開信用狀為一獨立信用

狀，其條款不受進口國開狀銀行所開信用狀的限制，而受讓信用狀其可

變更之條款受限於 UCP600 第 38 條 g 項的規定  。  

120. (124)   依 UCP600 之規定，下列敘述哪些錯誤？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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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通知銀行對信

用狀受益人承擔憑單付款的責任  ③信用狀轉讓給一個以上的第二受益人

時，其中某個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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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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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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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14)  有關開狀銀行與保兌銀行之責任關係，下列敘述那些錯誤？  ①開狀銀行

對受益人承擔責任，也對求償銀行承擔責任；保兌銀行只對受益人承擔

責任  ②開狀銀行對符合的單據只能兌付，保兌銀行可兌付或讓購  ③保

兌銀行在對信用狀保兌後，仍可拒絕延伸其保兌至後續的修改書  ④保兌

銀行在發現單據瑕疵後，可直接徵詢申請人是否拋棄瑕疵  。  

122. (12)  依 UCP600 之規定，關於信用狀期限之敘述，下列哪些錯誤？  ①from 如

用於裝運期間，不包含所提及之日期  ②from 如用於確定到期日，包含所

提及之日期  ③on or about 如用於裝運期間，則應在特定期日前後 5 曆日

之期間內辦理裝運  ④after 如用於裝運期間，不包含所提及之日期  。  

123. (234)  依《銀行間辦理轉押匯業務合作要點》之規定，有關轉押匯之敘述，下

列哪些正確？  ①拒付時應由第二押匯銀行向開狀銀行交涉，第一押匯銀

行則應主動提供相關資料，但不得逕向開狀銀行交涉  ②第一押匯銀行對

押匯單據負審查責任，惟第二押匯銀行亦得對單據之審查結果提供書面

意見  ③第二押匯銀行負責寄單及求償  ④第二押匯銀行兼為保兌銀行

時，應依據 UCP 規定處理保兌信用狀項下單據，不適用本合作要點  。  

124. (234)  下列哪些方式可以規避遠期信用狀的倒帳風險？  ①利用 Factoring ②利

用 Forfai ting ③投保中小企業安心出口保險  ④投保信用狀貿易保險  。  

125. (34)  信用狀項下貨到單未到時，進口商可採取的變通方式，下列敘述哪些正

確？  ①以 duplicate B/L 向開狀銀行辦理擔保提貨  ②以 non-nogotiable c

opy B/L 向開狀銀行辦理副提單背書  ③改以申請人為受貨人的 non-nogot

iable sea waybil l ④改以 surrendered B/L 方式放貨  。  

126. (13)  有關承作 Forfai ting 之信用狀基本條件，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適用於

遠期信用狀交易之場合  ②信用狀須經保兌且限制押匯銀行  ③開狀銀行

承兌後始生效  ④信用狀幣別應為進口國貨幣  。  

127. (124)  有關擔保提貨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屬於進口融資  ②UCP600 並未

規範  ③銀行對運送人負無限責任之保證，就所擔保提領之貨物數量和貨

物價值皆不確定  ④銀行對運送人負無限責任之保證，就所擔保提領之貨

物數量確定，但貨物價值不確定  。  

128. (123)  有關國際金融業務分行辦理業務之限制，下列敘述那些正確？  ①收受境

外個人之外匯存款  ②辦理境內個人之外幣授信業務  ③辦理外匯存款時

不得收受外幣現金  ④得辦理直接投資及不動產投資業務  。  

129. (124)  依 URC522 之規定，託收銀行對託收單據的責任有那些？  ①託收單據被

拒付時，須就單據嗣後之處理給予適當之指示  ②核對託收單據的種類和

份數  ③審核託收單據內容是否與契約相符  ④託收單據均須附隨一份託

收指示書  。  

130. (123)  依 URC522 之規定，下列哪些是代收銀行 /提示銀行的義務？  ①收到單

據時，應與託收指示書核對，如單據有遺失，則應立即通知託收銀行  ②

就單據的原樣，依託收指示書向付款人提示  ③對於匯票上承兌的型式，

負責檢視外觀是否完整和正確  ④在匯票遭到拒絕承兌或拒絕付款時，負

責作成拒絕證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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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24)  有關信用狀之敘述，下列哪些錯誤？  ①信用狀如未規定有效期限，則該

信用狀可視為無效  ②如受益人要求申請人將信用狀的有效期限延長一個

月，則該信用狀所規定的裝運期限將自動順延一個月  ③在任何情況下，

銀行皆不接受簽發日期遲於提示日期的單據  ④銀行審查單據期間為提示

日之次日起最長 5 個銀行營業日，如因提示之當日或之後適逢信用狀有

效期限末日，則隨之縮短  。  

132. (123)  依 UCP600 及 ISBP 之規定，有關保險單據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

信用狀要求保險單據以 to order of (named enti ty)方式簽發時，保險單據

無須表明 to order ②信用狀如未提及被保險人時，則保險單據不應顯示

索賠係應付予受益人  ③信用狀要求保險證明書時，可以提示保險單  ④

保險單據應承保信用狀所要求之危險，並不得有除外條款之附註  。  

133. (23)  信用狀項下，有關單據審查之標準，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Neutral Pac

king List 不可顯示進口商公司名稱  ②商業發票的申請人地址不須與信用

狀規定一致，但須在同一國家  ③任何單據上所顯示的貨物託運人不須為

信用狀受益人  ④運送單據的被通知人地址不須與信用狀規定者相同  。  

134. (123)  信用狀要求提示" photocopy of a signed invoice "，出口商應如何提示單

據才符合 ISBP 之規定？  ①簽署之正本發票  ②簽署之正本發票之影本  ③

簽署之正本發票之副本  ④未簽署之正本發票之影本  。  

135. (23)  依 UCP600 之規定，提單上所標註的內容，下列哪些被視為瑕疵？  ①Th

e goods may be loaded on deck. ②Packaging is  not sufficient for the sea 

journey.  ③Five bales are torn. ④Shipper's  load and count 。  

136. (34)  依 ISBP 之規定，信用狀所要求的單據，下列哪些須經簽署？  ①List ②R

eceipt ③Statement ④Declaration 。  

137. (124)  除信用狀另有規定外，有關保險單據的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保險單

據簽發日期可與提單裝運日期為同一日  ②保險單據所有正本均須提示  

③保險幣別須以美元表示  ④銀行將接受表明其承保範圍適用僅賠超額之

保險單據  。  

138. (234)  依 UCP600 之規定，下列哪些情況不被視為瑕疵？  ①信用狀只規定貨物

的統稱，發票上有詳細的貨名，但未出現統稱  ②Non-negotiable copies 

B/L 未經船公司簽署  ③信用狀規定提示 clean B/L，提單上卻未標示"cle

an"字樣  ④提示信用狀未規定之單據  。  

139.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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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信用狀中載有"The a

mount of draw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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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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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一般信用狀多屬 Non-revo

lving Credit 。  

140. (123)  有關瑕疵單據之處理方式，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理想的方式為修改信

用狀  ②以電報徵詢開狀銀行同意接受瑕疵，將來開狀銀行仍能以其他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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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之瑕疵拒付  ③保結押匯之保結書僅出口商對押匯銀行切結，無法拘

束開狀銀行  ④如因瑕疵情況嚴重，而改以信用狀項下託收處理時，將改

適用 URC522 。  

141. (23)  有關 UCP600 對運送單據的規定，下列敘述哪些錯誤？  ①複合運送單據

得無須表明貨物業已裝運於標名之船舶的事實  ②信用狀禁止轉運，若提

單所示貨物已裝運於拖車，並表明將發生轉運者，銀行將不予以接受  ③

當信用狀條款要求提示傭船契約，銀行則必須審查該傭船契約  ④顯示於

航空運送單據有關飛行班次及日期之任何其他資料，將不作為判定裝運

日期之用  。  

142. (123)  有關信用狀修改，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開狀銀行有權決定是否接受申

請人修改信用狀的申請  ②原信用狀條款在受益人向通知銀行傳達接受修

改前仍屬有效  ③倘某一條款修改涉及其他項目時，應予同時修改  ④依 U

CP600 之規定，除信用狀另有規定外，不可撤銷信用狀非經開狀銀行、

保兌銀行(如有者 )、申請人及受益人之同意，不得修改  。  

143. (13)  有關擔保提貨之敘述，下列哪些錯誤？  ①擔保提貨係銀行對運送人負有

限責任之保證，即以申請人提示之商業發票金額為限  ②申請人辦理擔保

提貨後，喪失拒付之權利  ③海空運皆可辦理擔保提貨？  ④未核予開狀

額度之全額結匯案件，原則上不得辦理擔保提貨  。  

144. (34)  依 URC522 之規定，有關託收業務之敘述，下列哪些錯誤？  ①託收指示

書指示代收銀行辦理貨物保險事宜時，代收銀行並無義務辦理  ②託收指

示憑付款託收交付商業單據者，不應含有未來日期付款之匯票  ③提示銀

行應負責檢視承兌匯票簽字真實性及簽署人權限  ④託收指示書僅載有預

備人而未表明其權限時，代收銀行得接受其善意之指示  。  

145. (123)  對出口商而言，下述哪些是 Forfait ing 的優點？  ①整個融資期間採取固

定利率計息，故可免除利率變動風險  ②出口額度可迅速回復使用，提高

資金運用效率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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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可規避國家風險、開狀銀行信用風險及貿易糾

紛風險  。  

146. (23)  依 UCP600 及 ISBP 之規定，有關發票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如信

用狀要求提示"commercial invoice"，則銀行可接受冠名為"customs invoi

ce"的單據  ②除信用狀要求，發票無須簽署或加註日期  ③信用狀貨名為

shoes，發票為 shoes and socks(free of charge)，銀行將視為瑕疵  ④發票

中的數量、單價和金額前可冠以 about 或類似的文字  。  

147. (134)  信用狀規定" Insurance certificate in duplicate covering all  r isks for 110

% of invoice value"，下述哪些敘述符合規定？  ①受益人提示保險證明

書，保險種類為 ICC(A) ②受益人僅提示一份正本保險證明書  ③受益人

提示的保險證明書上註明 6% franchise ④受益人提示的保險證明書，保

險金額為 130% of invoice value 。  

148. (13)  依 ISBP 之規定，有關一般原則之敘述，下列哪些錯誤？  ①Presentat ion 

is to be made within 6 August.，提示期限在 8 月 6 日以內，但不包含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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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6 日當日  ②信用狀允許部分裝運，規定裝運港為"Hamburg, Rotterda

m, Antwerp"，並無進一步說明，將意味裝運港可以僅只其中任何一個港

口，或它們的任何一種組合  ③信用狀本文含有縮寫字，則允許單據上使

用相同的縮寫字或使用該縮寫字全稱，但不得使用相同含義的其他縮寫

字  ④即使信用狀未特別要求，匯票、保險單據及正本運送單據應表明日

期  。  

149. (34)  下列哪些項目屬於裝船前出口融資？  ①出口押匯  ②託收方式之外銷貸

款  ③外銷訂單貸款  ④出口信用狀週轉金貸款  。  

150. (124)  有關 Forfai ting 和 Factoring 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Forfait ing 是以

銀行付款保證為債權之擔保，Factoring 是以進口商信用為債權之擔保  ②

Forfait ing 承作對象多為大企業之機器設備交易，Factoring 則多為中小

企業之一般商品交易  ③GRIF 是從事 Forfai ting 和 Factoring 的業務準則  

④Forfait ing 融資期限和金額通常較 Factoring 長和大  。  

151. (234)  有關開狀銀行拒付通知，下列哪些符合 UCP600 之規定？  ①倘開狀銀行

拒付通知分兩次發出，則此兩次拒付通知皆無效  ②開狀銀行拒付後，受

益人仍可於信用狀有效期限及提示期限內補正單據  ③開狀銀行拒付通知

應敘明各項瑕疵及單據處理方式  ④開狀銀行有權不徵詢申請人，逕自對

瑕疵單據予以拒付  。  

152. (14)  依 UCP600 及 ISBP 之規定，有關信用狀裝運期限之敘述，下列哪些錯

誤？  ①Shipment to be effected within 2 days of Febr uary 3.係指 2 月 3

日到 2 月 5 日含首尾日共計 3 天  ②Shipment to be effected between Febr

uary 3 and February 10.係指 2 月 3 日至 2 月 10 日含首尾日共計 8 天  ③

Shipment to be effected from February 3 to February 10.係指 2 月 3 日至

2 月 10 日含首尾日共計 8 天  ④Shipment to be effected in the second hal

f of February.係指 2 月 15 日至 2 月底  。  

153. (24)  有關押匯銀行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押匯銀行在授信額度內予以出

口商質押墊款，如授信額度不足，出口商則須作轉押匯  ②押匯銀行一旦

受理保結押匯，日後如開狀銀行拒付，仍得向出口商行使追索權  ③押匯

銀行對出口商所提示的瑕疵單據，可憑進口商同意接受瑕疵之聲明書逕

予押匯  ④押匯銀行接到開狀銀行通知已接獲法院之禁止支付命令暫時無

法付款時，應要求出口商返還押匯款或提供擔保以保全債權  。  

154. (124)  有關航空運送單據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航空運送單據並無提單所

具備之物權證書功能  ②縱使信用狀要求提示全套航空運送單據，提示一

份  Original for the Shipper 即符合規定  ③航空運送單據必須表明貨物已

裝運  ④信用狀要求航空運送單據以 to order of applicant 形式簽發，可以

接受所提示之單據顯示為 consigned to applicant 。  

155. (124)  信用狀中受益人為 Sunny Int ' l  Import and Export Co.  Ltd.，則提示的押

匯單據中所顯示的受益人，下列哪些可被接受？  ①Sunny Int ' l  Imp and 

Exp Co. Ltd. ②Sunny International Import and Export Company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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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Sunny Int ' l  Import + Export  Co. Ltd. ④Sunny Int ' l  Import & Export C

o. Ltd. 。  

156. (234)  倘信用狀要求匯票到期日為提單日後 60 日，而提單日為 2015 年 8 月 6

日，則匯票到期日可以下列哪些方式表示？  ①60 days after B/L date ②

60 days after 6 Aug. 2015 ③60 days after B/L date 6 Aug. 2015 ④5 Oct.

 2015 。  

157. (23)  有關信用狀項下託收之敘述，下列哪些錯誤？  ①倘受益人所提出的單據

瑕疵過於嚴重時，押匯銀行可拒絕押匯，改以信用狀項下託收處理  ②受

益人所提出的單據如符合信用狀規定時，押匯銀行無權以信用狀項下託

收處理  ③信用狀項下託收與出口託收皆適用 URC522 ④信用狀項下託收

與出口押匯皆適用 UCP600 。  

158. (24)  依 ISBP 之規定，倘信用狀規定貨物原產地為台灣，但並未要求提示產

地證明書，則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商業發票上敘明貨物原產地為中國

 ②所提示的其他單據不得顯示原產地為台灣以外的地區或國家  ③必須

提示產地證明書  ④如提示產地證明書，銀行將不予以審查  。  

159. (234)  依 UCP600 之規定，有關信用狀轉讓，下列哪些項目得變更？  ①裝運港

及卸貨港  ②提示期間  ③信用狀所載之任何單價  ④投保百分比  。  

160. (14)  依 ISBP 之規定，有關匯票上資料更正，下列哪些敘述錯誤？  ①匯票上

資料皆不可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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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處僅蓋更正章即可  。  

161. (14)  有關進口開狀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如開狀融資期限為 120 天，客

戶得申請 90 days after sight L/C ②開發 usance L/C，以當日銀行牌告美

元遠期賣出匯率折合新台幣計收結匯保證金  ③開發 seller 's  usance L/C，

可不受銀行授信天數之限制  ④以 CIF 貿易條件開狀時，原則上申請人無

須檢附保險單正本  。  

162. (123)  信用狀要求匯票票期為 60 days after B/L date，依 ISBP 之規定，下列敘

述哪些正確？  ①同一張匯票項下提示一套以上之提單，則以最遲提單之

裝載日作為計算匯票之到期日  ②裝載日如遲於提單簽發日，則以裝載日

視為提單日  ③提示之提單顯示一個以上符合信用狀允許之裝載註記，則

以其中最早裝載註記日期計算匯票之到期日  ④裝載日如早於提單簽發

日，則以提單簽發日視為提單日  。  

163. (23)  有關押匯之最高金額，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信用狀內容為"about 1,00

0 dozen, USD5 per dozen, amount USD5,000"，則銀行可以接受押匯之最

高金額為 USD6,000 ②信用狀內容為"about 3,000 dozen, EUR3.25 per do

zen, amount EUR10,237.5"，則銀行可以接受押匯之最高金額 EUR10,23

7.5 ③信用狀內容為"500 M/T, USD266.5 per M/T, amount USD146, 575

"，則銀行可以接受押匯之最高金額為 USD139,912.5 ④信用狀內容為"1,

500 M/T, EUR75 per M/T, amount EUR112,500"則銀行可以接受押匯之

最高金額為 EUR123,7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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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124)  有關國內 Forfai ting 與出口押匯之比較，下列哪些正確？  ①Forfait ing 只

限於遠期信用狀為付款條件，出口押匯則可以即期或遠期信用狀為付款

條件  ②Forfait ing 不佔用出口商銀行信用額度，出口押匯則佔用出口商

銀行信用額度  ③Forfaiting 由買斷銀行承擔進口商信用風險，出口押匯

則由押匯銀行承擔進口商信用風險  ④Forfaiting 下買斷銀行對出口商無

追索權，出口押匯下押匯銀行對出口商有追索權  。  

165. (13)  有關擔保信用狀 (Standby L/C)，下列敘述哪些錯誤？  ①只適用 ISP98，

而不適用 UCP600 ②可做為履約保證  ③貸款銀行未獲借款人償付本息

時，須取得法院的確定判決始可向開狀銀行求償  ④投標人可洽請銀行開

發以招標人為受益人的擔保信用狀  。  

166. (14)  依 ISBP 之規定，有關裝箱單之敘述，下列哪些錯誤？  ①裝箱單僅限由

受益人本人或代表受益人之人簽發  ②信用狀要求提示"Packing l ist"，受

益人在提示該單據時，得不冠任何標題，只要內容符合所要求單據之功

能  ③倘信用狀表明特別包裝要求，但並未規定用以表明符合該要求之單

據時，裝箱單上所提及相關包裝資料不得與該要求相牴觸  ④銀行除須審

查裝箱單的各項總值外，也需核算單據中表明的數學計算  。  

167. (234)  下列哪些案件，開狀銀行原則上不予承作擔保提貨？  ①航程近的進口開

狀案件  ②未核定開狀額度之全額結匯開狀案件  ③提單影本之受貨人非

開狀銀行的案件  ④信用狀要求一份正本提單直接寄給開狀申請人的案件

 。  

 

 

20000 國貿業務  乙級  工作項目 05：貿易個案分析  

1. (2)  下列何者非國際運輸定期航商策略聯盟的優點？  ①藉由航次的增加提升

服務品質及水準  ②充分利用船舶艙位，避免船噸過剩，藉以提高運價  

③多家船公司聯合經營，可分散財務風險  ④提高設備利用率，進而實現

資源利用合理化及降低成本  。  

2. (4)  有關不定期船運輸，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不定期船是以艙位包租的方

式承攬業務，所以船東不是公共運送人而是私運送人  ②不定期船非屬航

運同盟船隻，其運費率由船貨雙方協定  ③不定期船的裝卸費用，多由貨

方負擔  ④貨載噸數檢量公證費用，多由船方負擔  。  

3. (1)  有關國際貨櫃運輸，當貨櫃運送到進口港後，其提領貨物的相關流程 :  a.

船邊進口  b.提領貨物  c.報關  d.海關驗放  e.併櫃拆櫃  f.換取 D/O g.繳交費

用  h.繳交倉租，下列順序何者正確？  ①aegfcdhb ②abcdefgh ③agefcdbh

 ④agfechdb 。  

4. (4)  國際貨櫃運輸在空櫃欲離開貨櫃管制站前，由貨櫃場管制站人員與拖車

司機會同就貨櫃裡外表面做檢查，並填寫簽字，此種表單稱為  ①M/R ②

CLP ③CLL ④EI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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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有關第三者提單 (Third Party B/L)之特性，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適用

於三角貿易  ②提單之 shipper 非信用狀之受益人  ③運送人不接受 freight

 collect ④提單簽發份數由運送人或託運人決定  。  

6. (2)  實務上船公司若以體積噸作為收取運費基準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

依照裝貨單上所顯示之體積噸或材積數為準  ②依照船公司所委託公證人

所丈量結果為準  ③依照貨櫃場人員所丈量結果為準  ④依照報關行人員

所丈量結果為準  。  

7. (3)  有關提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貨物說明得使用不與信用狀之敘明相

牴觸之統稱  ②更正及更改之處須經確認  ③提單之不可轉讓副本仍須簽

字  ④shipped in apparent good order 與 shipped on board 具有相同之效力

 。  

8. (4)  台灣出口商採用定期船貨櫃運輸方式與船公司簽訂 CPT 貿易條件運送契

約時，其運費應包括下列何者？  ①僅國際海上主運費  ②國際海上主運

費與出口港的裝貨費用  ③國際海上主運費與進口港的卸貨費用  ④國際

海上主運費、出口港的裝貨費用與進口港的卸貨費用  。  

9. (1)  台灣甲公司以貿易條件 CIF 從德國進口醫療儀器，在開發信用狀申請書

上有關運送單據之運費註記，下列何者正確？  ①freight paid ②freight c

ollect ③freight payable at  dest ination ④freight payable in Taiwan 。  

10. (4)  依 UCP600 規定，對於轉運的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轉運指

在運輸過程中將貨物從一運輸工具卸下來再裝上同一個或不同運輸模式

的另一運輸工具  ②不管信用狀上有無禁止轉運，整個運輸過程都只能由

同一張運送單據來涵蓋  ③倘信用狀未禁止轉運，即視為允許轉運  ④運

送單據上有運送人保留轉運權利的條款，銀行將不予接受  。  

11. (2)  下列何者指以自己之名義，為他人之計算，使民用航空運輸業運送貨物

及非具有通信性質之國際貿易商業文件而受報酬之事業？  ①航空公司  

②承攬業者  ③地勤業者  ④公證業者  。  

12. (4)  國際運輸有關危險物品等級分類，下列何者錯誤？  ①Class 1：Explosive

 ②Class 3：Flammable Liquid ③Class 8：Corrosives ④Class 6：Radioa

ctive Material  。  

13. (1)  有關航空貨運單據之主提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提單上必須顯示

〝master〞字樣  ②提單上以 Air Waybil l 為標題  ③與分提單的差異在於

簽發人不同  ④提單號碼共有 11 碼，前 3 碼為航空公司的 IATA 統一編

號  。  

14. (2)  關於國際航空貨物運輸之裝載設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空運貨物裝

載有貨盤與貨櫃兩種  ②航空貨櫃為箱型的設計，其規格大小形狀皆一致

 ③航空貨盤係將貨物安置於貨盤上，須再以 PE 膠布將整個貨盤包裝起

來，外面再罩以尼龍網，避免運送途中發生移位  ④航空貨櫃除了一般櫃

外，還有針對裝載特殊貨物的特殊櫃如溫控貨櫃、活體動物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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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4)  航空貨運服務不只限於航空運輸部份，尚可依託運人需求提供多項服

務，下列何者非其他收費項目？  ①國外代墊關稅  ②報關費  ③倉租費  ④

商港服務費  。  

16. (3)  國際航空貨物運送之運費率，航空公司為穩定或爭取某兩個地區間的貨

源，對經常承運的貨物品類依商品類別制訂固定費率，此類費率其等級

代號以下列何者表示？  ①M ②GCR ③SCR ④CCR 。  

17. (3)  有關航空貨物託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出貨量不多時都透過航空貨

運承攬業者安排  ②一般貨物運價其重量愈高，運費愈低  ③除了基本費

率外不須負擔任何附加費  ④對於書籍、雜誌、後送行李與有聲圖書等貨

物，其運費可採折扣運價  。  

18. (2)  依 ISBP 規定有關單據簽字，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單據副本無須簽署

或加註日期  ②空運提單〝handling information〞框位均需填註資料並簽

字  ③空運提單上「託運人或其代理人之簽字」之空格均無須簽字  ④若

單據表明〝This document is not va lid unless countersigned(or s igned) by

 (name of the person or enti ty)〞則應簽字  。  

19. (2)  若信用狀要求受益人提示〝Full set  of air waybill〞單據辦理押匯，依 IS

BP 規定受益人應提示下列何者為已足？  ①original for carrier,  consignee

 & shipper ②original for shipper or consignor ③original for consignee 

④original for carrier 。  

20. (4)  有關航空貨物索賠，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索賠人必須為提單上所載託

運人或受貨人，至於受通知人則無權向承運航空公司提出損害賠償請求  

②損害賠償請求權的行使，自貨物運達目的地或飛機應當到達或運輸終

止之日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③提出索賠期限若貨物外表毀損，應於

發現後立即提出，最遲應於收受貨物之日起 14 日內提出  ④索賠時應備

的文件其中包括索賠函、出口報單、公證報告、分提單副本等  。  

21. (1)  依 ISBP 規定有關傭船提單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Congenbil

l〞(康金提單)或〝Tanker Bill of Lading〞(油輪提單)，對傭船契約並無

任何進一步之註記或援引，就其本身而言，不構成對傭船契約之註記或

援引  ②傭船提單上所表明貨物之說明，必須與信用狀中所規定相同  ③

傭船提單上資料之任何更正只經託運人確認即可  ④若傭船提單以〝 to or

der〞方式簽發時，應由銀行背書  。  

22. (3)  依 ISBP 規定，下列何者不具有〝shipped on board〞相同效力？  ①shipp

ed in apparent good order  ② laden on board ③received cargo ④clean on 

board 。  

23. (1)  有關涵蓋至少兩種不同運送方式之運送單據，若部份裝運允許下，而所

提示一套以上之正本複合運送單據作為一份伴書下單一提示之一部分，

並載明不同之運輸工具及不同之收受、發送、接管或裝運日期時，則應

以何日作為計算提示日期之基準？  ①最早日期  ②最晚日期  ③任何日期  

④信用狀最後裝運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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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  依據聯合國國際貨物複合運輸公約規定，下列何者非複合運送人對貨物

的責任期間？  ①將貨物交付受貨人  ②將貨物交付銀行  ③依交貨地適用

的法律或規章將貨物交給主管機關或其他第三人  ④如果受貨人不向複合

運送人提領貨物時，則按複合運送契約或按交貨地適用的法律或特定商

業慣例，將貨物置於受貨人支配之下  。  

25. (3)  下列何者非複合運送的方式？  ① interior point intermodal ②door step se

rvice ③OCP service ④micro bridge service 。  

26. (4)  有關貨物運輸保險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保險單正本若未經被保險

人背書，倘發生貨物毀損或滅失時，進口商將不能取得受益人權利致無

法申請理賠  ②保險單得包含信用狀所未規定應承保之危險的附註  ③若

保險單標明 original 字樣，則視為正本  ④保險單據不得表明其承保範圍

適用免賠額  。  

27. (2)  有關國際貨物運輸保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屬於航程保險  ②ICC(A

ir)之承保範圍與 ICC(C)相似  ③貿易條件 DPU、DAP、DDP 其保險利益

歸賣方  ④貿易條件 FOB、CFR 其保險利益歸買方  。  

28. (3)  保險公司受理貨損賠償之流程 : a.保險公司接獲出險通知並審查保險單條

款 b.簽賠必要文件 c.出險通知 d.代位求償 e.支付理賠 f.結案歸檔 g.理賠

人員親赴現場或委請公證人進行調查瞭解損失情況，下列順序何者正

確？  ①cabgdef ②cgabdef ③cagbedf ④gacbedf 。  

29. (4)  下列何者非海上保險之範圍？  ①船舶保險  ②貨物運輸保險  ③責任保險  

④強制險  。  

30. (2)  國際貨物運輸保險其承保危險方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ICC(A)條款

係以概括方式表示承保一切危險所造成的貨物毀損滅失  ②ICC(A)條款係

以概括和列舉方式表示承保一切危險所造成的貨物毀損滅失  ③ICC(B)條

款係以列舉方式列出其承保危險項目  ④ICC(C)條款係以列舉方式列出其

承保危險項目  。  

31. (3)  在 CPT 貿易條件下，有關購買保險及保險利益歸屬，下列何者正確？  

①由賣方購買保險，而保險利益歸買方  ②由賣方購買保險，而保險利益

歸賣方  ③由買方購買保險，而保險利益歸買方  ④由買方購買保險，而

保險利益歸賣方  。  

3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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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都賠  ④ICC(A)、ICC(B)、ICC(C)三者

都不賠  。  

33. (3)  有關國際貨物運輸保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保險單正本若無背書，

倘發生理賠情事則進口商將不得以受益人權利申請理賠  ②依 UCP600 規

定，銀行不接受投保通知書  ③保險金額為保險契約中所定的最低賠償額

 ④出口商向保險公司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時效為兩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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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1)  在貨物運輸保險中，下列哪種情況下係投保 ICC(A)賠，ICC(B)與 ICC

(C)不賠？  ①貨物被老鼠咬壞  ②兩車相撞損毀貨物  ③地震引發海嘯淹沒

貨物  ④船隻失火貨物燒毀  。  

35. (2)  在貨物運輸保險中，下列哪種情況下係投保 ICC(A)與 ICC(B)賠，ICC

(C)不賠？  ①拖車翻覆貨物毀壞  ②颱風引起河水倒灌貨櫃場毀損貨物  ③

核彈試爆使貨物遭輻射污染  ④恐怖份子劫船破壞貨物  。  

36. (1)  依 ISBP 規定有關保險單據及承保範圍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

保險承保範圍之計算，均須超過小數點兩位  ②保險單據得敘明其承保係

適用免賠額或僅賠超額  ③保險單據不應表明提示任何索賠之有效期限  

④保險單據要求由簽發人，被保險人或一標名主體副署時，該保險單據

須經副署  。  

37. (1)  有關記帳(O/A)輸出綜合保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只協助規避國外

買主信用危險  ②承保帳款天期最長可達 360 天  ③保險費於實際出口後

繳付，不需預繳  ④保險期間自完成貨物裝運日起至約定付款日止  。  

38. (3)  有關輸出保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承保機構為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②服務項目包括匯率變動保險  ③可承辦海外投資保險  ④輸出保險額通

常為發票金額加 1 成  。  

3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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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全損  ③推定全損  ④共同海損  。  

40. (2)  若進口商在目的港僅持一份正本海運提單，請求交付貨物時，則運送人

應如何處理？  ①將貨物存放倉庫  ②不得拒絕交付  ③通知託運人協助處

理  ④要求全套提單，始予交貨  。  

41. (4)  下列何者非國際貨物運輸過程中可能發生的損害？  ①general average ②

coll ision l iabili ty ③cargo loss ④personal belongings loss 。  

42. (1)  關於航空貨物運送對於特殊貨品的包裝，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木質包

裝必須注意輸出國國家的檢疫規定  ②液態貨品的容器須留 10%空間，外

包裝再加墊襯及吸濕物資等  ③裸裝貨品注意外包裝的處理，避免損及飛

機設備  ④危險貨品的包裝必須依照危險品運送之規定  。  

43. (2)  投保貨物運輸保險發生損害賠償時，下列何者為「不管損害比率均

賠」？  ① insured value ② i rrespective of percentage ③deductible ④franc

hise 。  

44. (1)  若海運提單之 consignee 欄位記載為〝 to order〞，下列何者為第一背書

人？  ①shipper ②ship owner ③carrier ④ issuing bank 。  

45. (3)  有關快遞貨物出口通關 : a.卡車送貨  b.驗貨、分估  c.報關、進倉  d.掃瞄

顯示通關方式、X 光檢查  e.裝機  f.貨物通關放行  g. C2、C3 報單收單、

審核，下列何者為正確流程？  ①agbdcfe ②adbcgfe ③acdgbfe ④abdcgf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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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4)  輸往以色列之貨物因巴基斯坦與伊朗問題而有極高之戰爭風險，故貨物

運輸保險應投保下列何種條款？  ①ICC(A) ②ICC(B) ③war risk ④ICC

(A)附加 war risk 。  

4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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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time charter ②voyage charter ③ l iner ④NVOCC 。  

48. (1)  下列何者不屬於輸出綜合保險之承保範圍？  ①貨物運輸途中遭受損害  

②買主不依約付款  ③輸出目的地政府變更法令，以致貨款不能收回之損

失  ④買主承兌到期不付款  。  

4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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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商  ②船公司  ③開狀銀行  ④押匯銀行  。  

50. (2)  有關空運提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空運出口之隨機文件(for consign

ee)係隨同貨物一併到達目的地交予收貨人迅速辦理提貨手續  ②出口商

僅憑一份提單 (original 1)就可辦理押匯  ③若不向航空公司申報交運貨物

價值，則在提單填入 NVD ④航空運費係以重量作為計價基準，運價的

基本單位以每 1 公斤或每 1 磅為標準  。  

51. (3)  有關航空貨運進口報關流程 :  a.稅則分類  b.查驗貨物 c.報關業者傳輸報關

文件  d.核發稅款繳納證 e.放行 f.海關接收報單資料、核定通關方式  g.核

定貨物完稅價格，下列何者為正確流程？  ①cfadgbe ②fcbgdae ③cfbagd

e ④cgfdaeb 。  

52. (3)  有關輸出綜合保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只適用於付款條件 D/P 與 D

/A ②所有外匯指定銀行皆承辦此項業務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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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對於保險標的物損失採全額賠償  。  

53. (1)  下列何者非屬協會貨物保險兵險條款之保險期間？  ①warehouse to ware

house ②船至目的港未卸貨滿 15 日  ③貨物裝船至目的港卸貨前  ④轉船

卸貨後 15 天內  。  

54. (1)  關於〝Air Waybill〞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為記名及直接式具流通

性權利證券性質  ②為航空公司與託運人之間運送契約的憑證  ③押匯時

只要提示 original 3 (for shipper)即可  ④為航空公司處理貨物裝卸、交貨

與運送的依據  。  

55. (4)  當裝運船名尚未確定，要保人先以大概內容或事項向保險公司預先訂定

保險契約，此保單稱為  ①Floating Policy ②Cover Policy ③Indefinite Po

licy ④To Be Declared Policy 。  

56. (3)  貨物保險為航程保險，其保險區間為〝Warehouse to Warehouse〞，下

列何種情況將使保險單效力終止？  ①貨物未送達保險單載明之目的地受

貨人最終倉庫或儲存處所  ②海運貨物在最終卸貨港完成卸載後起算屆滿

30 天  ③貨物送達保險單所載明目的地或中途之任何其他倉庫或儲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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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便讓被保險人採取正常運輸外之儲存或配送  ④空運貨物在最終卸

貨機場完成卸載後起算屆滿 20 天  。  

57. (3)  有關 ocean freight forwarder 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提供 door to do

or service ②以自己之名義，為他人計算，使船舶運送業運送貨物而受報

酬之事業  ③不能簽發提單  ④可接受承載量少的貨物  。  

58. (4)  若提單上的 Port of Discharge 為 Vancouver O.C.P.，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①船公司需負責將貨物運送至目的地為止  ②此為標準的複合運送

提單  ③又稱作 Land Bridge Service ④貨主須自行負責進口國之內陸運輸

事宜  。  

59. (2)  船貨於海上遭遇到危險事故時，有關「施救費用」之敘述，下列何者正

確？  ①經由第三人包括被救財產代理人在內之非契約性自願救助而獲救

可獲得之報酬  ②第三人所獲得之施救費用應由船東及貨主比例分擔  ③

被保險人所負擔之施救費用應由保險人負擔，但應賠償金額不包括貨物

損害賠償金額  ④被保險人所負擔之施救費用應由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共同

負擔  。  

60. (1)  從台灣出口貨物到俄羅斯的海參威，再以內陸的西伯利亞鐵路運送安排

到法國巴黎，這種運輸方式稱為  ①LB ②MLB ③MBS ④OCP 。  

61. (2)  根據海牙規則之規定，下列何者屬於不能免責的商業過失？  ①船舶碰撞

 ②不適航  ③觸礁  ④船舶操縱失誤  。  

62. (3)  在 CIF 貿易條件，出口商提供清潔的併櫃提單以及投保 ICC(A)的保險單

之情況下，進口商收到的貨物如有損壞，則可提出何種索賠？  ①買賣索

賠及保險索賠  ②買賣索賠及運輸索賠  ③運輸索賠及保險索賠  ④買賣索

賠、運輸索賠及保險索賠  。  

63. (4)  一艘開往馬尼拉之貨輪裝載夾板、花布、茶葉、玩具等貨物，途中遇暴

風致船身傾斜，船長下令將夾板、花布等投棄，以確保船貨之安全，則

此夾板、花布之投棄損失屬於  ①單獨海損  ②實際全損  ③推定全損  ④共

同海損  。  

64. (2)  在國際航空運送中，有關航空公司的責任範圍目前多依  ①海牙規則(Hag

ue Rules) ②華沙公約 (Warsaw Convention) ③約克安特衛普規則 (York-A

ntwerp Rules) ④漢堡規則(The Hamburg Rules) 。  

65. (3)  有關定期船與不定期船之比較，下列何者錯誤？  ①定期船係公共運送

人，不定期船係私人運送人  ②定期船所載貨物屬雜貨，不定期船所載貨

物屬大宗散裝貨  ③定期船之裝卸貨條件多為 FIO，不定期船之裝卸貨條

件多為 Berth Terms ④定期船之船及停靠港口大多固定，不定期船之船

及停靠港口大多不固定  。  

66. (3)  (本題刪題)在提單中運送人的責任制問題上《海牙規則》採用的是下列

哪種責任？  ①不負過失責任  ②完全過失責任  ③不完全過失責任  ④過失

責任  。  

67. (2)  D/P、D/A 輸出綜合保險在交運貨物後，應於裝船日起幾天內填寫「貨物

輸出通知書」寄送承保機構？  ①三天  ②五天  ③七天  ④十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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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2)  有關輸出保險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①為國家政策性之保險，非以營

利為目的，故其承保機構為中央銀行  ②保險金額有限制，無法按貨物價

值全額投保，故出口商尚須承擔部分風險  ③保險標的為輸出貨物，故運

輸時貨物毀損，皆可獲得理賠  ④被保險人只限於出口廠商  。  

69. (3)  甲公司向南非的礦業公司採購煤炭 5000 公噸，裝運時下列何者為較適合

之裝載方式？  ①Full  Container Load ②Less-than Container Load ③Bulk

 Carrier ④Tank Container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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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Flat Rack 適用於裝運木材、鋼板等  ②T

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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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Garment on Hangers 適用於裝運高級服飾如大衣、西裝等

 。  

71. (4)  依據傭船契約所簽發傭船提單，根據 UCP600 之規定銀行審查單據時，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傭船日期將視為裝運日期  ②卸貨港不得以信用

狀敘明之港口地理區域或範圍顯示  ③銀行必須審查傭船契約  ④銀行不

須審查傭船契約  。  

72. (3)  以 CFS 方式出口貨物時，作業內容包括：a.卡車送貨 b.向運送人簽 S/O 

c.備貨完成 d.櫃場點收存倉 e.櫃場裝櫃加封 f.船邊裝船 g.貨物通關放

行，下列何者為正確的流程？  ①adbcegf ②bcagdef ③cbadgef ④cbdaegf

 。  

7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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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fbcegad ②bfegc

ad ③bfecgad ④bfcegad 。  

74. (1)  出口商將貨物裝運出口後，應立即發出裝船通知的目的，下列何者錯

誤？  ①便於賣方投保  ②便於買方投保  ③買方預售貨物  ④買方付款  。  

75. (4)  有關國際海運運輸，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freight conference 指在同一

航線或地區內，經營定期船之運送人，為統一運價及其他營運條件，以

期控制或避免同業競爭，所成立的一種組織  ②consolidator 指替託運人

或受貨人安排貨物運送的代理人或經紀人  ③ocean freight forwarder 指承

攬海運貨物之承攬運送業者，不負公共運送人之責任  ④NVOCC 指有船

公共運送人，屬於承攬運送人之運送人型態  。  

76. (2)  有關計時之傭船契約，船東對於傭船人的貨物或傭船人所承運之第三者

貨物發生毀損滅失是因為裝載、堆積不良所致者，其責任應由下列何者

負責？  ①全部由船東  ②全部由傭船人  ③船東與傭船人平均分攤  ④全部

由買方  。  

77. (2)  貨櫃運輸的提單上，Shipper 欄上標示為〝ABC (Forwarder) O/B (On Be

half) C/O(Care of) XYZ, Inc.〞時，假設該航次運送適巧有損害，下列何

者有資格向船公司提出損害賠償之訴？  ①ABC ②XYZ ③ABC 或 XYZ

皆可  ④視情況而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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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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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CFS-CY ②CY-CY ③CY-CFS ④CFS-CFS 。  

7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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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件航空郵包皆有重量及體積的限制  ②航空貨運可更改目

的地及收貨人  ③航空貨運追蹤未到貨物較快  ④航空郵包的運費可不必

由寄貨人付清  。  

80. (2)  下列何者指運送人或運送人的代理人簽發的第二套提單，用以替換裝船

時所簽發的提單？  ①Charter B/L ②Switch B/L ③Third Party B/L ④Ele

ctronic B/L 。  

81. (2)  台灣甲公司將生產基地外移至東南亞地區，但其原物料必須從台灣總公

司直接出口至越南廠，為求快速辦理提貨手續，下列何種提單最適宜？  

①Order B/L ②Seaway Bil l ③Negotiable B/L ④Charter B/L 。  

82. (2)  依 ISBP 規定，有關提單之簽署，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若代理人代表

運送人簽署提單，則代理人必須表明為代理人，且必須表明被代理人之

運送人  ②若船長簽署提單，則船長之簽字必須表明為船長且須敘明船長

名稱  ③若代理人代表船長簽署提單，則代理人必須表明為代理人  ④若

信用狀敘明「承攬運送人之提單可以接受」，則承攬運送人所簽發提單

得由以承攬運送人之身份簽署，而無須表明其為運送人或標名運送人之

代理人  。  

83. (4)  有關國際運輸之船舶所稱權宜船，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A 國的船公司

為經濟或政治上考量，將其所有之船舶在 A 國以外的國家辦理登記  ②A

國設定法律上視同為外國的地點辦理登記  ③在法律上權宜船舶是屬他國

的司法與海事行政管轄權  ④在經營上權宜船舶並非是由船公司經營與管

理  。  

84. (2)  依航空貨運承攬業管理規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航空貨運承攬業應

印製分提單標籤，其內容應包括：公司名稱、啟運地、目的地、總件數

及分提單號碼  ②航空貨運承攬業實收資本額並無限制  ③航空貨運承攬

業不得將分提單或分提單標籤，借與他人使用  ④航空貨運承攬業，指以

自己之名義，為他人之計算，使民用航空運輸業運送航空貨物及非具有

通信性質之國際貿易商業文件而受報酬之事業  。  

8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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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貨人欄位不可空白或填寫〝 to order〞等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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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6. (1)  關於航空貨物運輸，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運送人對於貨物賠償責任並

無最高限額規定  ②應付航空公司總費用是重量費用與服務費及其他費用

之總和  ③航空公司對於承運性質特殊貨物 (如 :  活動物、後送行李等)皆

需事先接洽，否則不予承運  ④依照 TACTLABEL 規定，標籤製作內容包

括主提單號碼 /起運站 /目的地站 /件數 /分提單號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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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1)  有關空運運送方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空運提單託運人帳號欄位，

如果沒有則可免填  ②空運提單若同一目的地有兩個以上機場時，應標示

英文全名，不需將機場名稱填入  ③對於報章、雜誌、後送行李等，其每

公斤運費計價係依 Q 級費率折扣計收  ④託運人欲向航空公司投保時，則

可填入加成投保金額  。  

88. (2)  空運運費基準若以較高級距重量作為計費重量，係指  ①體積重量與實際

毛重孰高者  ②正常費率與數量費率分別運算出運費較低之重量者  ③正

常費率與折扣費率分別運算出運費較低之重量者  ④體積重量與實際淨重

孰高者  。  

89. (1)  在 Air Waybil l 的哪個欄位填入申報交運貨物價值？  ①declared value for

 carriage ②amount of insurance ③accounting information ④declared val

ue for customs 。  

90. (1)  有關信用狀貿易保險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最長保險期間不超過一

百八十天  ②承保國家發生政治危險以致價款不能收回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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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對象為不可撤銷即期信用狀或不可撤銷遠期信用狀  。  

91. (1)  有關航空貨運主提單與分提單之間的關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有主

提單一定有分提單  ②分提單必須依附主提單而存在  ③主提單的託運人

為航空貨運承攬業者  ④分提單的託運人與航空公司間在法律上無直接運

送關係  。  

92. (1)  關於空運貨物通關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快遞貨物每件 (袋)毛重不

得逾 50 公斤，並貼條碼  ②出口貨物進倉時需進行丈量及過磅  ③空運出

口貨物報關，可以 24 小時利用電腦經由關貿網路向海關申報  ④散裝、

大宗或單一包裝貨物均免附裝箱單  。  

93. (3)  有關複合運送單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提單之貨物名稱必須與信用

狀完全相同  ②提單係由至少兩個以上的運送人聯合簽署  ③若信用狀未

規定被通知人，提單得予空白或以任何方式填寫  ④提單之 port  of discha

rge 與 final dest ination 兩個欄位標示完全相同  。  

94. (1)  有關 forwarder 's cargo receipt，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為貨運承攬人在

接受貨物時所發給的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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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CR ④屬於複合運輸單據之一  。  

95. (2)  對於〝Combined Transport〞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①涵蓋至少兩種

不同運送方式  ②至少須兩個不同運送人簽發運送單證  ③複合運送業者

須自接受貨物至交付時為止，依複合運送單據履行其全部義務  ④對履行

其運送契約所需之其他行為仍須負責  。  

96. (4)  (本題刪題)Air Waybill 有關運送人之責任，下列何者非蒙特利爾議定書

上的免責事項？  ①貨物固有瑕疵  ②託運人的過失  ③戰爭造成的損害  ④

運送人的商業過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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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2)  若某一船舶裝載冷凍貨物一批途中遇冷凍機發生故障，船長下令駛往附

近港口搶修而發生了部份貨物損害，則該損害係屬下列何者？  ①共同海

損  ②單獨海損  ③實際全損  ④推定全損  。  

98. (1)  貨物如因颱風暴雨淹沒貨櫃場而遭受毀損，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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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都賠  ④ICC(A)、ICC(B)、ICC

(C) 三者都不賠  。  

99. (2)  某一專營出口貿易之廠商，為簡化每次出口辦理投保手續，預先向保險

人總括性投保，此保險人所簽發之保單稱為  ①期間保險單  ②預約保險

單  ③預保單  ④航程保險單  。  

100. (4)  貨物於海上運輸途中，因貨物市價高漲，導致保險金額低於市價，而將

差額部分另行投保稱為  ①附加險  ②責任保險  ③不定值保險  ④增值保險

 。  

101. (2)  若非被保險人所能控制之原因，而使得貨物運送至指定目的地以外的地

點，經被保險人通知保險人後，被保險人增付保費後，保險持續有效的

情況，依此屬於下列何種保險條款？  ①運輸條款  ②運送終止條款  ③駁

運條款  ④合理交運條款  。  

10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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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牙規則（Hague Rules）  ②華沙公約（Warsaw Convention）  ③漢堡

規則（The Hamburg Rules）  ④約克安特衛普規則（York-Antwerp Rule

s）  。  

103. (2)  有關各種附加險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①投保 ICC(A)或 AR 時，已承

保 SRCC 和 TPND，故被保險人不須再加保  ②RFWD 不可單獨投保必須

附加在基本險之後  ③投保 ICC(B)或 WA 之貨物，若運輸途中遭雨水淋

溼而受有損害時，保險公司應理賠  ④投保 ICC(A)或 AR 之甲板上的貨

物，將自動附加 JWOB 。  

104. (4)  如一批貨物投保 USD120,000，而保險單據有 FRANCHISE 3%條款，如

果實際發生損害 USD3,000，則保險公司應賠償金額為多少？  ①USD600

 ②USD3,000 ③USD3,600 ④不予賠償  。  

105. (4)  有關保險索賠，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在國際貿易中，投保人向保險公

司投保了全險後，運輸途中任何外來危險所造成的貨物毀損均可向保險

公司索賠  ②在 CIF 條件下，由賣方辦理保險索賠，在 CFR 條件下，由

買方辦理保險索賠，因此在貨物運輸過程中貨物發生毀損，前者由賣方

負責，後者由買方負責  ③保險索賠時應提出的文件中，通常並不包含提

單在內  ④貨物發生全損時，無論為實際全損或推定全損，其賠償金額，

均為該批貨物的全部保險金額  。  

106. (2)  有關中長期延付輸出保險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①被保險人為進口商

 ②保險標的為輸出貨物之延付貨價及利息  ③只承保信用危險不承保政

治危險  ④保險金額為分期償付貨價加一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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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1)  一般國際貿易上所要求的海上貨物保險單多屬於  ①航程、定值保險單  

②定期、定值保險單  ③航程、不定值保險單  ④定期、不定值保險單  。  

10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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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ICC(B) ③ICC(C) ④ICC(A)加附加險  。  

109. (3)  協會貨物保險條款(空運)09.1.1 與協會貨物保險條款 (A)09.1.1 之不同

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保險單存續期限 :  前者比後者短  ②除外條款

方面 :  前者無不適航與不適運除外條款  ③所涵蓋的危險方面 :  前者僅有風

險事故條款、救助費用及共同海損，而無可歸責於雙方的兩船相撞  ④有

效期間方面 :  前者保險效力終止為貨物在目的地從飛機上完成卸貨之後

三十天，後者為貨物在最後的卸貨港完成卸貨之後六十天  。  

110. (2)  有關貨物運輸保險與輸出保險的比較，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貨物運輸

保險的保險金額可以加成投保，但輸出保險通常以不超過保險價額之 90

%為限  ②貨物運輸保險與輸出保險的被保險人是進出口商  ③貨物運輸保

險與貿易條件有相關聯，但輸出保險則與付款條件有關  ④貨物運輸保險

與輸出保險的承保範圍兩者完全不同  。  

111. (4)  關於託收輸出綜合保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保險契約的權益可轉讓

給國內銀行，以保險證明書向銀行辦理融資，以利資金流通與增進拓銷

能力  ②出口廠商可憑輸出保險的保障，積極開發新興市場，逐步分散市

場  ③保險費於實際出口後繳付，不需預繳  ④承保帳款天期無限制  。  

112. (3)  關於託收方式輸出綜合保險，其要保手續流程：  a.申請信用限額  b.填送

貨物輸出通知書  c.提供進口商徵信資料及填送要保書  d.領取保險單  e.繳

付保險費領取保險證明書，下列順序何者正確？  ①abcde ②cbead ③cad

be ④acedb 。  

113. (3)  比較 ICC(A)與 ICC(B)，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①因惡劣氣候所致之單獨

海損，A 條款與 B 條款皆賠償  ②因裝載違禁品所致之損失，A 條款與 B

條款皆不賠  ③因偷竊所致之損失，A 條款與 B 條款皆不賠  ④A 條款之

承保範圍比 B 條款大  。  

114. (234)   有關貨物運輸保險之保險金額係指  ①商業發票的金額  ②保險公司應承

擔的最高賠償金  ③核算保險費的基礎  ④通常是以交易金額加上 10%計

算  。  

115. (134)  關於出口貨物運輸保險的要保人在填寫要保書時，下列哪些項目是必須

填寫？  ①被保險人名稱  ②進口商名稱  ③貨物名稱  ④保險種類  。  

116. (123)  海運提單中的備運提單，須有哪些批註才可視為裝運提單？  ①蓋上〝on

 board〞字樣  ②註明船名及航次  ③註明裝船日期  ④註明 clean 字樣  。  

117. (13)  有關海運運送業與海運承攬運送業的比較，下列哪些較不適當？  ①兩者

刊登攬貨廣告皆得刊登船名及船期  ②兩者所簽發提單皆需簽署  ③海運

運送業可簽發指示式提單，海運承攬運送業則否  ④海運運送業可使用自

備貨櫃封條，且封條上加印序號及輪船公司名稱或標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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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124)  有關 sea waybill 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屬不可轉讓之運送單據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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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提貨時

須提供 letter of indemnity ④非為物權證書  。  

119. (24)  有關國際運輸，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貿易條件為 CPT 時，其提單上

註明〝freight payable at destination〞  ②定期船的運費表內標示 W/M，

依所託運貨物的 M 或 W，取較高者支付運費  ③CIS 是美國實施的「貨

櫃安全計畫」的簡稱  ④大宗貨物一般為傭船制，即向船東租船承運貨物

 。  

120. (14)  關於貨櫃裝卸方式為 CFS/CFS 時，下列敘述哪些錯誤？  ①B/L 上會記載

shipper's load and count ②B/L 上會標示貨櫃號碼及貨櫃尺寸  ③B/L 上會

標示封條號碼  ④屬於 door to door 運輸方式  。  

121. (14)  關於空運，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運送人對於貨物賠償責任有最高額的

規定  ②運費以實際重量收費  ③對於起碼運費(minimum charges)各航線

皆相同  ④貴重物品託運人報值較佳  。  

122. (123)  有關複合運送，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貿易條件最好選擇 FCA、CPT 或

CIP ②複合運送人不拘限於船公司或船務代理公司  ③涵蓋至少兩種不同

運送方式之運送單據  ④運送單據已表明信用狀敘明之發送地、接管地或

裝運地及最終目的地，但銀行不接受載明另一不同之發送地、接管地或

裝運地或最終目的地  。  

123. (123)  有關國際貨物運輸保險，下列哪些為保險人針對保險費率釐訂的考慮因

素？  ①載運船泊船齡及噸位  ②船員管理好壞  ③貨物特性  ④理賠地點  。  

124. (23)  買方購買保險要求在保險單上加註〝 risk before loading for benefi t to shi

pper〞，則適用下列何種貿易條件？  ①CIF ②FCA ③FOB ④DDP 。  

125. (123)  關於單獨海損之賠償，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單獨海損未達約定比率者

不賠，已達約定比率者全賠  ②單獨海損未超過約定金額者不賠，若超過

的話僅就超過部分理賠  ③單獨海損賠償，不計免賠額百分比  ④單獨海

損之理賠是因海上事故發生由船長基於安全考量故意的將船載貨物丟棄

所造成之損失  。  

126. (34)  有關輸出綜合保險，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承保機構與貨物運輸保險相

同，任何保險公司皆可承保  ②只有 D/P、D/A 投保輸出綜合保險，其他

付款方式則不適用  ③投保案件多，可享有保險費折扣優惠，投保越多折

扣越高  ④從事輸出貿易所生之應收帳款，因發生進口地的政治危險或買

主的信用危險，而造成損失將可獲得賠償  。  

127. (34)  有關海運提單，下列敘述哪些錯誤？  ①記名提單不會以"order"方式表示

 ②貨物說明可不須與信用狀上之說明完全相符  ③被通知人欄位一定是

進口商  ④提單只能由運送人簽署  。  

128. (14)  有關國際運輸貨物，下列敘述哪些錯誤？  ①freight conference 係指非運

費同盟  ②stale B/L 指提單未能於依信用狀所規定之提示期限內向銀行提

示的提單  ③B/L 出現多種字體或字號，並不意味該單據之更正或更改  ④

Air Waybil l 可憑背書轉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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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13)  依 Incoterms 2020 之規定，下列哪種貿易條件由賣方負責主運費？  ①D

AP ②FOB ③DPU ④FAS 。  

130. (12)  有關貨物運輸保險，下列敘述哪些錯誤？  ①國際貨物運輸保險都屬於不

定值保險  ②保險單所標明的受益人一定是出口商或進口商  ③I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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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海上保險的種類除貨物保險外也包括運費保險  。  

131. (134)  有關航空運輸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特別商品費率 (SCR)係航空公

司為穩定某兩個地區的貨源，對經常承運的貨物品類依商品類別制定固

定費率  ②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ATA)將航空運輸區劃分為五區  ③經由航

空公司所簽發之提單為 MAWB ④當出口貨物數量較多時，託運人可直

接向航空公司洽訂艙位，並填具託運單  。  

132. (34)  有關國際貨物運輸保險，下列哪些錯誤？  ①屬於航程保險  ②ICC(Air)之

承保範圍與 ICC(A)相似  ③貿易條件 DAP 其保險利益歸買方  ④在融資開

狀下若貿易條件 FOB，則開狀申請人應於開狀後辦理投保手續  。  

133. (24)  辦理輸出綜合保險時，其保險金額為  ①發票金額的 110% ②不超過保險

價額之 90%為限  ③匯票金額與輸出總價孰大為準  ④由承保單位決定上

限  。  

13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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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購遠期

外匯  ③使用強勢貨幣交易  ④訂定價格保持條款  。  

135. (123)  關於〝Liner〞運輸業務，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洽船前可依據船期表選

擇適當的船隻  ②洽船時應填具裝貨單  ③船隻往返於特定的航線上  ④船

方於裝貨過程中應逐日記錄裝貨時間做成裝卸時間表  。  

136. (14)  有關航空運輸之敘述，下列哪些錯誤？  ①託運人向航空公司洽定艙位

時，應填寫一份 S/O ②IATA 是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的縮寫  ③當貨物不多

時，可把貨物交給航空貨運承攬業者處理貨物運送事宜  ④不能向運送人

投保  。  

137. (23)  關於 air waybill  與 sea waybill  之比較，下列哪些錯誤？  ①兩者運費費

率計算基準不同  ②兩者貨物最高賠償限額相同  ③兩者皆可做為通關文

件  ④對於運費支付方法，兩者規定均有預付 (prepaid)及到付(collect) 。  

138. (24)  有關空運提單之敘述，下列哪些錯誤？  ①提單號碼為 AST-983647，可

知它是一張 HAWB ②declared value for carriage 欄位如不申報，應填入

no value ③全套提單共有三份正本及若干份副本  ④託運人須持全套正本

提單向銀行辦理押匯  。  

139. (24)  有關協會貨物保險條款，下列何種危險為 ICC(B)承保而 ICC(C)不承

保？  ①陸上運輸工具傾覆或出軌  ②貨物被沖刷落海  ③在避難港卸貨  ④

地震、火山爆發、雷擊  。  

140. (14)  有關記帳方式 (O/A)輸出綜合保險，下列敘述哪些錯誤？  ①保險費於辦

理投保手續當時即須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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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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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承保信用危險與政治危險，不承保貨物運輸保險  ④保險期間自貨物完

成裝運後即終止  。  

141. (124)  當多國籍企業之子公司所在地主國的貨幣有貶值之可能時，對防衛與沖

銷之財務規劃方式，下列哪些正確？  ①盡量以該地主國的貨幣舉債  ②

須儘速將子公司的獲利匯回母國  ③盡量延長以該地主國之貨幣表示之應

收帳款  ④盡量以本國貨幣為交易貨幣  。  

142. (13)  對定期船與不定期船的特性，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定期船一般承運零

星貨件  ②不定期船一般運費較高  ③定期船的裝卸貨條件一般為 Berth Te

rm ④定期船一般以私人運送人身分營運  。  

143. (134)  下列哪些屬中國輸出入銀行所辦理輸出保險服務之項目？  ①O/A 方式輸

出綜合保險  ②一般貨物保險  ③信用狀貿易保險  ④海外投資保險  。  

144. (23)  對〝The Inst itute of London Underwriters〞之基本險敘述，下列哪些正

確？  ①ICC(C)之承保範圍包括單獨海損賠償  ②ICC(B)之承保範圍為貨

物整件滅失及共同海損 /全損 /推定全損等危險事故，加上單獨海損賠償  

③ICC(B)類似舊條款之 W.A. ④ICC(AR)指的是任何風險皆賠償之意  。  

145. (23)  若一採購代理商幫國外買主向國內三家廠商採購完成後，其安排裝櫃出

口時，最好採用以下何種方式？  ①CFS/CFS ②CFS/CY ③LCL/FCL ④F

CL/FCL 。  

146. (14)  有關託收方式輸出綜合保險之承保範圍，下列敘述哪些為中國輸出入銀

行不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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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付款交單 (D/P)方式，進口商不依約付

款所致損失  ③進口商不依約承兌所致損失  ④進口商行蹤不明，未經當

地政府機關證明屬實者  。  

147. (14)  有關空運提單的特性，下列敘述哪些錯誤？  ①背書轉讓性  ②不具流通

性  ③受貨人可採記名式  ④屬有價證券  。  

148. (123)  下列哪些屬被保險人不依通常運送路徑運送而導致保險期間提早結束事

項？  ①不屬銜接運送的暫時保管  ②為分送至目地港以外的暫時倉儲  ③

為重新理貨而為的貨倉  ④卸貨後至進入指定倉庫的期間  。  

149. (123)  下列哪些屬船公司應承擔的損害責任？  ①冷凍櫃之冷凍溫度放置錯誤導

致冷凍食品腐壞  ②貨櫃利用跨載機於裝櫃時墜落造成貨損  ③載貨數量

遺誤  ④貨櫃內的化學藥品自然起火燒毀  。  

150. (14)  有關空運運送，下列敘述哪些錯誤？  ①空運運送不可適用貨櫃運送  ②

未向航空公司投保時，有關保險金額欄位則記載為 NIL ③若託運高價值

貨品，可向運送人申報價值，但若未申報價值時，則標示 NVD ④空運

提單為有價證券  。  

151. (34)  有關航空運送單據，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具流通性  ②具代表貨物所

有權之權利證明  ③除信用狀另有規定外，銀行將不接受未表明貨物業已

接受待運之航空運送單據  ④具收據及運送契約憑證之作用  。  

152. (134)  有關我國 OBU 交易對象之限制，下列哪些正確？  ①境外個人  ②境外之

法人在台分支機構  ③國內之 DBU ④國內之 OB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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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34)  下列哪些非海上貨物運輸保險 ICC(A)條款之除外不保事項？  ①貨物本

身固有瑕疵  ②使用原子或核子武器所致毀損  ③任何一件貨物於裝卸船

舶或駁船時落海或掉落的整件滅失  ④地震  。  

154. (13)  有關空運提單性質之敘述，下列哪些錯誤？  ①空運提單具有流通性  ②

空運提單是認人不認單  ③空運提單所表明貨物之說明，必須與信用狀中

貨物之說明一致  ④主提單與分提單之區別在於提單號碼之編列不同  。  

155. (34)  關於「海運貨運單 sea waybill」及「海運提單 B/L」之敘述，下列哪些

錯誤？  ①兩者均屬運送契約之憑證  ②兩者均具有收據的功能  ③前者為

認單不認人、後者則為認人不認單  ④前者多為指示式、後者多為記名式

 。  

156. (24)  有關海運貨單 (sea waybil l)之特性，下列敘述哪些錯誤？  ①為記名提單  

②為可轉讓之運送單據  ③兼具貨物收據與運送契約憑證之功能  ④認單

不認人  。  

15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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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兩者貨櫃形式不同  ②海運有包櫃費率，空運則否  ③海運運輸的航路

比空運寬廣  ④兩者皆可透過貨運承攬業者協助承運  。  

158. (13)  依 ISBP 規定，有關複合運送單據，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貨物說明得

使用不與信用狀之敘明相抵觸之統稱  ②若提單上已顯示「清潔」(clean)

之字樣但又被刪除，仍視為不清潔  ③不可轉讓副本 (non-negotiable copie

s)無須簽字  ④提單上明示「包裝可能不堪運輸途程」 (packaging may not

 be sufficient for the journey)即構成瑕疵  。  

159. (123)  航空貨物的運送方式依其產品特性要求會有不同，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特種貨物運輸較適合生鮮易腐品、貴重物品等  ②普通運送較適合一般

進出口貨  ③急件運輸較適合快遞、高科技產品等  ④包機運輸較適合貨

品特殊須貨主自行派員監護運送者  。  

160. (23)  下列哪些非協會貨物保險(B)條款之一般除外不保條款？  ①諉因於被保

險人故意惡行所致的毀損、滅失或費用  ②共同海損犧牲  ③裝卸貨時整

件貨品之毀損滅失  ④保險標的物之習慣性滲漏、失重或正常性自然耗損

 。  

16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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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  ④碰撞或觸撞  。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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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正常滲漏、失重、自然之耗損  ②被保

險人的故意不當行為  ③船舶所有人、經理人之財務糾紛  ④共同海損之

犧牲、費用與分攤  。  

163. (123)  關於海運詳式提單與簡式提單的比較，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兩者的功

能皆相同  ②兩者正面條款皆相同  ③前者背面印有運送條款，後者則否  

④前者為銀行所接受，後者則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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