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屆國際貿易大會考 

成績優異在學應考人      心得分享 

 

 

【第一名 實踐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林琪琪同學】 

2014年，機緣巧合地來到閩江學院的閩臺合作班就讀，得之有幸地在台

北實踐大學就讀一年。同時也非常感謝台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舉辦國貿大會

考來鼓勵學生學習更多的國貿相關知識。 

關於這場考試，第一映入腦海的感謝對象便是我的恩師--謝宗興老師。我

所有的國貿相關知識都是老師們通過孜孜不倦的教誨來傳遞的。再次感謝老師

們。其次感謝家人不斷給予的信心與鼓勵，最後感謝同學們和我一起複習一起

進步，共同取得好成績。 

以下是我的一些個人學習經驗（準備方式）： 

我使用的教材是謝宗興老師編輯的《國際貿易實務分析與操作》以及《商

用英文與其寫作》。謝宗興老師編輯的書里的知識點簡單易懂，再搭配商用英

文的學習，對於國貿實務的了解會更加滲透。此外，在準備考試的過程中，國

貿大會考的歷屆試題彙編也是十分重要。 

準備考試期間，這本彙編大概看了十來遍左右，了解考題的出題方向及相

關知識點。此外，課本的內容也是非常重要，前後看了三遍左右。因為課本里

的知識點會讓你更加容易了解考題的選項內容對錯。再者，個人認為整理錯題

和容易混淆的名詞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彙編的考題每個選項都要盡量去弄明

白，這不僅是為了考試，同時也是在進行積累國貿知識。再此強烈推薦的是，

國貿大會考的歷屆試題線上測試，因為此測試成績能夠反應出來你的複習程度

如何，還有哪些知識點需要你再去多花心思複習。需要強調一點的是，與國貿

相關的流程順序，不要死記硬背，要去理解。事出都有因，要清晰認識並且熟

悉進出口貿易的每一步驟為何。到後期複習，個人還通過閱讀 ucp600條規來

鞏固學習內容。此外，複習過程中，要注意勞逸結合，來提高學習效率，避免

疲勞學習。 

除了個人努力之外，也很感謝同學之間相互監督相互激勵的學習氛圍。通

過與同學之間的複習、交流，不僅可以為同學解惑，也可以讓自己加深印象，

幫助別人也幫助自己。 

以下是我個人通過考試后的感想： 

考完試，考題公佈后我有進行對答案，才發現有兩道錯題是自己審題不夠

謹慎造成的。雖然拿了第一名，不過對自己的成績個人並不是很滿意。所以在

此希望接下來的所有考生都要注意審題，尤其是計算題，單位換算及計算結果

要看清楚，避免造成遺憾。值得一提的是，經貿資訊類的題目，雖然分數不多，



不過還是建議考生多抽空去瀏覽國際貿易局網站，這不僅是為了考試，也是訓

練自己對經濟動態的敏感度，我相信這對未來的職業生涯是有一定幫助的。 

最後，再次感謝謝宗興老師的辛勤耕耘與耐心指導，我和我的同學們才能

取得如此優異成績。也再次感謝國貿大會考的主辦單位通過此平台來證明考生

的學習成果。 

 

【第二名 實踐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湯盛利同學】 

當我死死的釘在椅子上，等待著老師公佈結果時，當第二名：湯盛利

這句話在我腦海裡迴響時，整個人都鬆開了似的。我突然想起前一周晚上每天

熬夜的黑眼圈，也想起了考前緊張卻又帶著的期待，多少個晚上的挑燈夜戰，

多少個圖書館的日夜兼程，我是多麼想考試的那天快點到來，不是為了結束這

漫長的備戰而是為了急於證明自己的努力。真好阿，如同沙漠中的旅人得到了

甘霖一般，這一次我終於也成為了幸運的人。 

如果說成功是有原因的，那我想把這種原因歸結于我的老師謝鐘興。

他上課時一絲不苟、面面俱到的講解讓我對國貿知識充滿了渴望。萬變不離其

宗，我始終覺得無論怎麼考試，知識都來源於課本，在複習時，我首先對課本

上的每一個字每一句都完完整整的通讀了一遍，並且用筆記本將其中所用名詞

上的疑惑以及知識點的不清晰寫在了筆記本上，然後通過下課的時間詢問老

師，考前一周我開始將書上所有出現的英語專有名詞進行整理，並且每天睡覺

前都一定要看一遍才放心。信託收據，切結書，押匯款轉讓書等這些需要交付

給對方的檔我也早已在前面的複習中進行了歸納整理，考前的一周只需要不停

的反復記憶。這次考試有很多題目都來源於歷屆彙編中的真題，其實對於這一

部分我還做得不夠好，複習得不夠早，雖然裡面的題目都刨根問底弄懂了，但

是百密一疏，考前我才在網站上進行了三次測試，有些原本不會錯的問題，到

後來反而有些想不懂了，導致大意丟了分，我建議考生應該在這一部分多花一

些功夫。 

   其實所獲獎學金對我而言，並不純粹是金錢物質鼓勵，用它來請客?買

東西?旅遊?不!它最重要的本質是給我一種莫大的肯定、鞭策和希望，這些都

是金錢難買的。獲得獎學金的這種肯定而產生的動力將會使我的大學生活更加

有滋有味有意義。我從來都是把自己當作一個普通人，即使取得了一點成績，

我也從不驕傲，保持平常的心態，繼續努力。即使在一些事情上處理的不好，

我也從不失落急躁，自暴自棄。相反，我積極總結，調整心態。和同學保持良

好的關係，正確處理同學室友的關係，不僅可以使自己生活在良好的氛圍中，

而且同學之間相互友好的交流，本身就是一種鍛煉人的交往能力，處理社會事

物能力的一種表現。 

      “吹盡黃沙始到金”時，學會養成不驕不躁，沉著理性的脾氣，讓成功

增加信心。在這個知識競爭的年代，強者生存，弱者淘汰已成為生存法則，只



有掌握豐富的專業知識過硬的專業技能嫺熟的為人處世之道，才能找到立足之

地。這個世界就好比一支大試管，而我們與困難就是大試管裡面的兩種單質，

我們只有經過挫折，烈火，煆燃，才會結合成最穩定的化合物---成功。 

        拿破崙說過勝利屬於永遠堅持不懈者。雛鳥要飛翔於蒼天，需要振翅

的勇敢;幼馬要賓士於曠野，需要跌倒又爬起的毅力;也許不是每個人都生來具

有這樣優秀的品質，但我們可以學習養成這種品質。“百步九折縈岩巒”時，

學會養成知難而進、逆水行舟的能力，讓逆境挖掘我們的智慧，激發我們的潛

能;“吹盡黃沙始到金”時，學會養成不驕不躁、沉著理性的脾氣，讓成功增

加我們的信心。我要把獎學金化作今後不竭的動力，完成新的征程。 

 

【第二名 銘傳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林芯如同學】 

我認為要取得好成績有以下幾個關鍵的因素，首先考生對於基本的國貿實

務要非常熟悉，並非死背，而是要能夠活用。對於各種貿易流程也要能條理分

明地排列出來。而要達到以上所講，除了要有一本好的教科書、認真學習以外，

就是要有一位經驗豐富、熱心教導、視人之兒女為己之兒女的好老師。在此，

我要非常感謝教導我國貿實務的陳美芳老師，她不耐其煩、細心的指導我，讓

我習得許多教科書之外的重要知識，並糾正我的答題方式，讓我受益良多。 

 次之，國貿大會考的歷屆試題也給了我很大的幫助，不但能從考古題去抓

考試的大方向，並能透過考古題來檢視自己的不足。但是學海無涯，只僅僅依

靠國貿大會考的考古題是不夠的，必須同時練習其他不同的國貿證照歷屆考

題，來確保自己的知識量是夠多的。像是國貿丙級的題目也是用來檢視自己基

本功的一大利器。不過在練習題目的順序上，應務必把大會考的考古題放在首

位；並切記，在練習多種題目的同時，也要花時間統整、試著融會貫通，不要

練習得越多，反而越更混亂。 

 接著，考試期間近期的新聞時事也是考生需要注意的一個重點，像是這次

第十二屆國貿大會考就有考出有關新南向政策、脫歐國家等時事題，所以在準

備考試的期間，也請多留意世界大事件。 

 再來，時間的分配很重要，相信許多考生在準備大會考的同時也要應付其

他科的考試，因此我建議最好提早一、二個月開始準備，以免到時慌了手腳。 

前一個月每天給國貿兩小時，熟讀理論，並試著自己整理重點，若有多餘時間

可以開始練習大會考考古題。後面一個月則是應該把時間花在檢視自己的不足

上，也是大量做題目的時期。一發現有不會的題目應該要去找出困擾你的問題

所在，追根究底去改正或增添你的知識。 

 最後我想分享這次我準備考試的心得。在我參加六月的大會考之前，在三

月已經有參加過國貿丙級的證照考試，因此我在準備信用狀實例分析與單據填

製部分非常得心應手，沒花什麼時間準備這塊。我花比較多時間在進出口結匯

這塊，這個部分東西比較雜又內容很多所以提醒考生要多加注意。一開始可能



會覺得要讀的東西很多很煩躁，但做了越多的題目，累積了越多的知識後，會

萌生想要挑戰各種題目的心態，而後漸漸對國貿這個科目產生興趣。如此一來

讀國貿就變得不再煩悶了，反而覺得很好玩。至於得獎後的心得，則是有了覺

得沒白費了我的努力，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想法，當然也是很開心。以上是

我個人對考生的小小建議和心得分享，希望能夠對你們有所幫助。 

 

【實踐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許淑嫻同學】 

國貿大會考是就讀國貿專業的學生必須參加的一門考試，這不僅是對國貿

實務能力的鑒定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本證書。 

我大概是在 12月份拿到國際貿易大會考的彙編，我們的老師要求我們在

寒假完成 1-42的頁的基礎題目，但那時我們的學習進度並未完全涵蓋彙編中

的內容，於是在寒假習作 1-42頁內容時很吃力，也不知道對應的課本內容在

哪裡，幾乎一整本都是問號。2月份開學後，我們的老師一邊為我們傳授國際

貿易實務的基本內容，一邊為我們講解彙編中不理解的習題。我是一名比較不

喜歡問問題的學生，不會的題目我幾乎沒問過老師，但是老師都會把同學問的

比較多的錯題在課堂上為我們講解，這也使我收穫很多。大概是 4月份，我們

基本結束了國際貿易實務課程內容的教授，我是從 5月份開始準備國貿大會考

的。首先，我先將彙編中的內容用鉛筆做過一遍，比較自己的答案和正確答案

的差異，再從書中找答案解釋，但是往往還是不理解，完成一遍的流程大概花

了 1周的時間。其次，花大約 1周的時間將謝宗興老師編寫的國際貿易操作與

實務一書完整的看過一遍，結合已學的知識會發現有點融會貫通的感覺。書上

的內容是很白話的，通俗易懂，只要稍有涉及貿易這一塊的人員都是能輕易看

懂的。再者，使用黑筆將彙編重做一遍，這次會發現以前打問號的題目大都能

從書中找到答案來解答，不懂的題目變得越了越少，再加上我們的老師已經幫

我們講解過信用狀和商用英文這兩塊的題目，複習起來已經沒有那麼吃力了。

最後，再利用一周的時間將國際貿易實務的課本重新看過一遍，這次真的能明

白實務上的操作細節，也更清楚的了解整個貿易實務。接著便是考前的一周，

我使用空白的 A4紙張，用在 2月份拍下的全本彙編的空白題目無答案版，自

己重頭到尾做過一遍，發現正確率大概是在 95%左右，然後就是針對錯題再鞏

固一下。考前的 3天有進行線上測試，大概做了 3份，每份是 10分鐘左右，

正確率都為 100%，因為其中的題目都是從彙編中摘錄的。 

考大會考之前很緊張，但是考完大會考后便會比較輕鬆。但是我對這次的成績

並不滿意，其中綜合部分的小細節沒注意到，因此錯誤了 1題，而對於商用英

文的 2道錯題和信用狀的 1道錯題都是我所不會的，便也沒有太大的遺憾。我

個人覺得國貿大會考的考題應該更加靈活一點，可以有考古題，但是希望能將

考古題的說法改的靈活一些，而非考試便是在做原題一樣。對考生的話，我的

建議是應該更細心的看題目，注意題目中的條件，切忌只注重其中的某個條件



而忽略解題的關鍵。 

 

【實踐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范秋玲同學】 

   很榮幸，能夠在老師的幫助下參加臺灣的國貿大會考，在考試準備過程和

考試的過程中，我學會了很多。 

   先說說準備過程吧。作為實踐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的研修生，我很感

謝謝老師的悉心教導，為期一年的國貿實務課程，老師講的很詳實，很易懂。

謝教授是一個非常嚴謹敬業、勤勤懇懇的好老師，在這一年的國貿實務課業

中，謝教授把所有的上課時間都用來講課，安排的滿滿當當，毫不懈怠。同時，

謝教授的課又通俗易懂，內容殷實，絲毫不會讓人感到疲憊，真是一門極為優

秀難得的好課程。 

   好，進入正題，我是如何準備國貿大會考的呢？要說準備時間，從西元年

的 2016年 9月開始上國貿實務的課時就算是開始準備了。因為國貿實務的知

識積累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形成的。在上了一學期的實務課程之後，在 2016

年的期末，我們拿到了大會考彙編，在謝教授的督促下，我在寒假期間看了一

部分已經學過的相關知識的彙編題目。新學期開學後，我又跟著教學進度零零

散散的開始看了一些彙編的題目。不過，在這個時候，我對國貿實務體系還只

是初具雛形，沒有深刻的認識。 

   由於下學期的事情多，我就沒有在學期的一開始就進入緊張備戰狀態。真

正開始進入準備國貿大會考的狀態大概是 5月 15號左右。在這個時候，我才

開始把彙編上的左右內容都看了一遍，印象還不是太深刻。看完第一遍彙編，

我又把國貿實務課本從頭到尾看了一遍，這其中大概花了兩周的時間，我這才

對國貿實務知識體系有了較為完整的模型。此時，大會考的時間馬上就要到

了，我又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彙編，把所有不明白的地方都圈出來，或者自己查

書尋找解答，或問老師同學尋找答案。此時，我的彙編已經變得花花綠綠的，

都是自己疑惑和解答的標記。同時，我又把類似的問題整理成一小份筆記。這

樣一來，我又前前後後花了一周時間。馬上就要考試了，我又把自己整理的筆

記翻出來，仔仔細細的看了一遍，把彙編上自己之前所做的標記之題目過了一

遍。 

   6.10，我來到國立致理科技大學參加國貿大會考，在考試過程中最重要的

就是不急不躁，沉著作答。很幸運，我考了 95分。在官網答案出來之時，我

也仔細翻了自己錯題的解答，發現自己其實還是有些馬虎，有待進步。不過自

己的內心還是歡喜的，這段時間的認真準備終於得到了回報。 

   再說說我的感悟吧。很幸運，我能夠參加國貿大會考，也很幸運，我

能拿到同業公會的獎金。很感謝同業公會對進出口貿易人才培養的重視。我更

想要說的是，國貿大會考的準備只是一個準備考試的過程，我覺得我在這準備

過程中還是有一些功利的，這一點不值得大家參考。然而，國貿實務的學習應



該是日積月累的、悉心領會的，作為進出口貿易人才儲備的我們應該秉持著一

顆虛心學習，不斷向上的心去學習相關的專業知識。 

 

【實踐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卓羽珊同學】 

    感謝實踐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開了國際貿易實務這堂課，在謝宗興老

師這一年來努力既辛苦的教導下，不管是在課堂上仔細地解說，或是在黑板上

做表格統整，讓我在整個國際貿易流程、付款條件、價格條件、保險條件及信

用狀解讀等的學習上穩扎穩打，有了相當的基礎。 

 

    由於我沒有購買國際貿易大會考事務中心出版的《國際貿易大會考歷屆試

題彙編》，所以自行印共 11屆的歷屆試題，題目雖然比彙編多，但練習下來大

概可知道出題方向及如何做應試準備。除了在學校上了一年的國際貿易實務，

我提前在寒假開始著手歷屆試題練習，每次練習不在於練習題數的多寡，而是

要瞭解題目選項為何對、為何錯。每一屆歷屆試題我平均都會做過 3遍，每一

次我都會更深入探討題目，第 1遍是找出答案和將錯誤改正，第 2遍是尋找資

料和做統整，第 3遍則是考前最終複習。剛開始練習歷屆試題時，說真的有很

多題目我都不會做，但面對不會的題目時，我會先把問題挑出來，並加以註記，

下一次我會針對這些問題找尋資料，或至學校詢問師長。 

 

    目前就讀於實踐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的我在準備國際貿易大會考

時，唯一的目標就是考取這張證照，除了為了符合學校的畢業門檻外，不外乎

就是想證明自己對國際貿易瞭解了多少。在得知自己拿到第 5名的佳績時，我

心中的確是興奮不已，除了有獎學金可以拿之外，對我而言這不只是給了我這

半年來準備的一個肯定，也是給了我在學校學習國際貿易實務上的一個肯定，

更是給了我證明自己的一個大大的肯定。我想今天我可以拿到這樣的成績，除

了要感謝教導我國際貿易實務的謝宗興老師外，還有班上與我一起討論題目的

同學們。 

 

    給未來的應考人建議：時間的安排與扎實的練習是相當重要的。一，提前

準備，有了充裕的時間來反覆練習題目，可以增加對題目的熟悉度；二，每天

都練習一些題目，做題才不會生疏，對國際貿易大會考當天應試也會比較順

手；三，將錯誤選項改正，有助於建立正確觀念。 

 

    價格計算題我將它分成兩種題型，一是運費計算，這個部分要注意最低收

費及較高級距運費；二是價格條件的轉換，我想在準備國際貿易大會考時，對

價格條件要非常熟悉，因為不管是在綜合題部分，或是計算題部分，相關概念

的出題數都佔有相當的比例。信用狀我會先將題目看過一遍，如果它問其信用



狀的特性，我會針對 40A、41D、42C、71B、49這 5個欄位去看；如果它問關

於提示單據及期限，我則會看 46A、47A、48、31D這 4個欄位。在看 46A、47A

這 2個欄位時，我會將特別條件圈起來，比如：Signed、Clean……等，因為

其他題目可能會問相關問題。 

 

【東吳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劉奕岑同學】 

真的很高興可以獲得佳績並名列在學應考人第七名，除了欣喜，剩下的都是滿

滿的感激．對於這次的國貿大會考，與此相關的國際貿易實務課程能夠被黃寶

玉老師教到，感到十分幸運．雖然課程只有短短一學期且內容廣泛，但老師

在時間和進度壓力下總能將課程精華以精簡的板書整理和淺顯易懂的講解方

式幫助我們釐清觀念，並時常舉實際例子加深我們對貿易條款或單據的印象．

除此之外，寶玉老師有時會在課堂中融入經貿議題的討論與分析，將國貿實務

結合時事（例如：匯率，海運等等），讓我們在建立基礎之餘也可將理論與實

務做應用．謝謝老師這段時間教導我學會了諸多國貿相關的知識，讓我在對於

國貿實務的探索上增添更多熱忱和興趣，也使我萌生了報考國貿大會考的想

法． 

 

關於準備的過程，我會先將課本瀏覽過一遍，再列印歷屆試題然後做過一輪． 

在檢討的過程中盡量將每題的選項和錯誤的地方弄懂，並且要知道為何這個選

項會錯，或者為何要選擇這個答案．因為試題中有一部份並不屬於考古題，唯

有真正的理解和融會貫通才能應付考題的種種變化．之後在閱讀第二遍課文

時，我會從考古題中大概抓出考試的方向，並針對此部分熟讀．另外，在時間

允許的情況下，我亦有進行個人的重點整理，將容易搞混的付款方式，貿易流

程以及專有名詞等等寫入小本子，方便日後快速複習．除了觀念的了解之外，

考古題的複習在考前最好可以看過二到三輪以增加印象，把握住３５題的基本

分．另外，關於經貿資訊的部分，考生可以在考前幾天搜尋國貿局的經貿資訊

網，大概瀏覽近一年的資訊標題和大綱即可． 

 

雖然成績公布後發現自己有幾題粗心，但是能夠有這樣的結果對我來說已是十

分不可思議且著實不易的．以下容我一一感謝在這段路途中給予我幫助的人．

除了課堂中得到的收穫之外，在準備的歷程中，首先也是必須，要感謝寶玉老

師耐心且細心的解答我的疑惑，並謝謝老師幫助我將基本觀念慢慢建構起來．

此外，寶玉老師在過程中也不斷地給予鼓勵與高度肯定，並且百分之百的相信

我可以做到，這些都給予我莫大的精神支持，如果沒有老師，我對國貿實務沒

辦法達到像現在這樣的熟悉度．再者，要謝謝學長在準備方式和要領上的建議

和分享，使我可以吸取前輩的經驗，將其運用在準備的過程中．另外，我想謝

謝應考當天考場上的監考老師們．雖然考試當天有發生小插曲，但感謝有監考



老師們的協助，讓我可以順利應試到最後．最後，非常感謝進出口同業公會舉

辦這次考試，激發我許多未知的潛能，而我也因為對國貿實務有興趣，所以非

常享受探索和吸收知識的過程．謝謝自己這些日子以來的努力．這不僅僅是一

場考試，取得一張證照，也是一個很不錯的體驗！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國際商務系 黃聖銀同學】 

這是我第二次報考國貿大會考，第一次報考是在三年前的事，以一分之差的成

績即能拿到通過測驗的資格，但這並未喪失我對於國際貿易這項科目、這條路

的憧憬以及熱忱。深感榮幸能夠在第二次考到前 33名，也感謝試務單位對於

我們考生的鼓勵。 

 

首先，先談談我個人準備國貿大會考的方式、經驗，其實我只花一周的時間研

讀國貿大會考的考古題，主要原因是在報考國貿大會考之前，我為了報考國貿

實務的乙級檢定，花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徹徹底底地了解國際貿易實務的所有

基本概念。因此，在讀大會考的題目時，便覺得迎刃而解，而且是完完全全了

解前因後果，而非死背、死記算法。若是要提供給之後要報考國貿大會考的應

試者的話，基本上，國貿大會考的範圍是很明確的，除了貿易英文以及經貿的

發展需要平時日積月累和多多關注新聞外，相較於乙檢的題目來講，已經算是

比較好準備的。建議在準備大會考可以先看考古題的題目，每一個題目都要搞

懂，尤其是貿易流程順序以及不同的信用狀之間的相似或不同之處都要好好地

掌握，基本上就能拿下不少分數，可以將自己不熟悉的地方、容易混淆的地方

統整起來相互做比較，自己做筆記可以加深印象。而計算題只要多做題型就可

以了，若是對於計算題的基本概念不甚了解，可以參閱丙級的相關用書，都會

有很清楚的解釋；最後的單據部分，要把匯票、商業發票、包裝單、運輸單據

以及保險單的內容記清楚就差不多了，多做幾次很容易拿到分數，變化的程度

沒有綜合題型的變化來得大，這一部份是最容易不失分的地方。 

 

再來，是我試後的感想，台灣是一個非常仰賴進出口的國家，能夠好好瞭解的

貿易程序是一種優勢，且有相關的能力證明是很重要的。透過報考國貿大會考

除了是因為國貿大會考是學校的畢業門檻之一外，還有為了要雪恥第一次的一

分之差，證明自己是有能力可以拿到證書，且不是在及格邊緣的成績取得。當

自己的目標夠明確時，就會奮不顧身想要努力取得；當自己肯花心思研讀就絕

對會有成果，即便我為了大會考準備的時間不甚長，但先前的準備已為我建立

是深根、扎實的基礎。遇到不懂的題目，即便沒有師長可以詢問，也要自己透

過相關書籍，或者較為有經驗的人找到資料，絕對不要用死記的方式，要真正

內化成自己腦中的東西，才是真的知識，否則很快就可以還給老師或是書本

了。我認為不要為了考試而考試，一定是要為了自己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再來



考試，不然準備過程會很辛苦，也會比較有意義。在準備的過程中，若能找到

共同很努力的夥伴時，會很快增進自己的能力，也會比較開心。 

 

【實踐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陳暑盈同學】 

在這次國貿大會考我能取得優異成績，最需要感謝的是實踐大學的謝宗興

教授，課堂上，他孜孜不倦的教誨讓我們受益頗多，像保險條件、價格條件、

貿易條件，謝教授都會通過他獨特的圖解方式使得我們對這些國貿實務知識點

有很深入透徹的瞭解。有時候碰到比較晦澀難懂的知識點，他也會舉實例讓我

們加深理解。 

在我看來，準備國貿大會考的第一要務是，對國貿實務書本知識的深度熟

識與理解是基礎。國貿大會考的考題很靈活，死記硬背是不行的，國際貿易流

程，貿易條件，價格條件及保險條件等大的知識塊須爛熟於心，做起題來才不

會手足無措。而要想對這些大的知識塊做到爛熟於心，我的經驗是，在系統的

看完整個章節後，還需要自己在不借助書本的情況下，完整系統地書寫整理出

來整個知識塊，對忘卻的點再進行二次鞏固。 

另外一個重點，即做題，做國貿大會考彙編上的題。我在準備大會考時，

做了大概有三遍彙編上的題，前兩遍都會儘量把不懂的點圈出來，像不太懂的

專有名詞，或是對表述有疑問的。有些通過直選法得出答案的題目，也還是需

要仔細去看看每個選項的描述，畢竟有些細節題目需要仔細琢磨每個選項才能

得出。最後一遍主要是為了鞏固知識點。 

在做過幾遍彙編上的題後，對出題方向以及自己的知識盲點都有了一點瞭

解，這時再有針對性地看書本上對應的知識點加以理解，這樣針對性的學習會

很有益處。另外，我覺得準備一個筆記本把不太熟識，不太理解的知識點，易

錯點記錄下來。這樣多看幾次筆記本就會加深對知識點的理解與掌握。 

在考國貿大會考時，我不確定的題目挺多的，都有圈起來做標記，等整個

題目全做完了，再回過頭看這些不太確定的題目，仔細斟酌每個選項，思考其

所對應的知識點，對於有些題，我就忽然想通了。考完後，對了答案才發現，

依舊有兩三題是我通過直選法得出的答案，沒有特別注意其他選項的對錯。總



的來說，做題時還是需要有足夠的細緻與認真。 

信用狀這一區塊的得分是很關鍵的，彙編上的十張信用狀，謝教授在課堂

上都有花大量時間帶領我們去理解每一個條例的意思，和教我們做信用狀的題

的一些小技巧。在弄懂這十張信用狀以及全然理解其後每個題每個選項的對錯

點後，做起信用狀題可以說是沒什麼問題了。 

英文題主要靠的是平常積累的，這次的英文題對我而言有些難，至今還有

些不太理解我錯的那兩題錯在哪，主要還是平常積累不夠。 

大會考的計算題類型主要就是計算價格與運費這兩種，外變不離其宗，弄

懂這兩種題型的常規做法，加上考試時細心些，做計算題也不會有太大差錯。 

時事題一直是我考前較擔心的一個出錯點，畢竟平時對時事瞭解不是特別

多，好在這次的時事題比較簡單，我才不至於失分。僥倖歸僥倖，經過這次，

之後我也要開始學會多關注時事，這也算是國貿大會考給我的一個提醒吧。 

最後，很感謝工會給予我們這個機會來檢測與鞏固自己對國貿知識的理解程

度，同時也很感謝教授這一年來用心的教導。 

 

【實踐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陳秋燕同學】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或許此次的國貿大會考應該就是臺灣

對我即將别離的歌聲吧！ 

應該說選擇了閩台合作的閩江學院來到實踐大學原本其實只是看中了在

臺灣的這一年，想要不一樣的體驗，或者用一句話來闡述我的想法：世界那麽

大，我想出去走一走。在臺灣的一年，應該算是美好的，或許有不開心有遺憾，

但至少對我來說時珍重的。不會忘懷臺灣的好山好水，不會忘懷臺灣的各種美

食，更不會忘懷實踐兢兢業業的老師們。而在大會考中獲得奬勵是我額外的禮

物。 

首先應該最要感謝的是辛勤付出的謝宗興老師和利用自己課上時間為我

們解惑的江玉女老師，很感謝你們。特别是謝宗興老師，作為一個已經是到了

退休年紀的人，我覺得他的負責與敬業讓我心悅誠服。 

對於我個人來講或許有少許經驗可以分享。 

首先，擺正心態。對於一場考試而言心態很重要，不必將國貿大會考看作

洪水猛獸，放平常心。其實對於個人看法，只要平常上課的時候認真聽講，該

掌握的知識點掌握，那國貿大會考你必然可以手到擒來。所以要對自己有足夠

的信心，往屆的學長姐已經為我們衝鋒陷陣，那麽我們還有什麽好怕的呢！ 

而準備考試最好在考試前一個月，在做試題匯編前建議大家可以先將國貿



書復習一遍，先將知識點疏通，這樣接下去做題時便可以事半功倍。看《國貿

大會考歷屆試題匯編》時，應該先將答案遮住，自己做一遍，然後將錯的題目

標記起來，先自己看一遍理解一遍，不懂不理解的一定要請教老師，把知識點

原原本本搞懂並且可以舉一反三，再將相應的知識點記在題目旁或者筆記本

上。至於做對的題目應當將其他錯誤的選項理解清楚錯在哪裏，知其然知其所

以然。 

在看完第一遍匯編時，應當先梳理一下大會考考試的內容題型和架構，並

且可以每天在綫上做一套模擬題自我檢測。在看第二遍《試題匯編》時要學會

融會貫通，可以先將價格計算和信用狀先跳過不看，等過後再針對性復習。 

到了考試前一週就是重復看匯編，畢竟考古有 40題，得先保證考古題一

份不漏。至於經貿資訊就是多關注一些重大事件，其實並不難。 

考試那一天一定要在前一晚上準備好東西，以免第二天早上丟三落四。最

好提前一點時間到考點確保有時間找考場。考試的時長並不會像我想象的那麽

充裕，所以大家做題時要把握好時間，才能夠進行第二遍的檢查。因為題型都

是選擇題，所以排除法是個不錯的賺分技巧。切忌不要在某個題目上耽擱太長

時間，實在不會就先選個順眼的跳過，等題目全答完再仔細研究。另外，要確

保有充分的時間填塗答題卡。 

對於這次考試來說，並不敢說自己真的認真準備了，對於這個結果也應該說是

無功無過。畢竟付出多少收獲多少。所以這邊想告訴大家的就是雖然天賦很重

要，但是三分天註定，七分靠打拼，你付出了就一定會有收獲！ 

 

【實踐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黃詩筠同學】 

 這一次能順利的通過國貿大會考，且榮幸的獲得機會分享關於自己在準備

考試的方法以及考後的心得感想，首先要感謝的就是教導我國際貿易實務這門

課的謝宗興教授，老師以自行編撰的教科書搭配上能夠令學生淺顯易懂的授課

方式，在課堂上也不時的將自己豐富的實務經驗分享給同學們，複雜的概念像

是付款條件、保險條件等等，老師都能彙整出讓人清晰明白的圖表，為了就是

可以方便我們記憶，感謝謝宗興教授在國貿實務方面上替我們奠定了紮實的基

礎。 

 

 我認為準備國貿大會考的首先要訣：平時實力的日積月累是很重要的，學

校課堂上老師的教學進度一定要跟上，課後複習也是不可缺少，每個單元甚至

於只是一個小環節，都要確實的弄清楚，絕不行敷衍就這麼將就讓它過去。將

整本教科書從頭至尾的熟讀完畢後，接著我開始練習由國際貿易大會考事務中

心出版的《第一屆至第十一屆國際貿易大會考歷屆試題彙編》，此次的考試，

考古題的部分佔了百分之四十，雖然考古題的選項順序會有些許變動，但和剩

餘的百分之六十的考題相比之下，百分之四十的考古題確實是比較容易可以掌



握到的。在寫考古題時，我會將不懂不熟的題目在題號的位置做記號，由於彙

編是依照不同單元分類編製，所以可以很容易的找出自己不熟悉的單元進行加

強補救，此外我會將每題的每個選項都釐清，將選項中有錯誤的地方糾正過

來，不會只是硬背題目要我們選的選項而已。至於計算題的部分，老師強調千

萬不能死記算式，所以在做計算練習的時候，我都會先不看解題過程的參考答

案，確認自己是否真的熟悉整個計算流程了，這樣不管試題怎麼出，都可以靈

活變通不會轉變不過來。再來，測驗內容也包括了經貿資訊，此部分可以透過

經常瀏覽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網站多加留意近期的經貿趨勢得到幫助，或者是平

時看電視、滑手機時多關注與國際貿易相關的時事新聞。如果距離大會考考試

日期前還有空閒的時間，還可以到國際貿易大會考網站多做幾回歷屆試題線上

測驗，透過電腦隨機組成的一百題考古題，進行複習的動作，多做幾次練習的

情況下，也可以增加自己在答題時的信心。 

 

 多謝進出口同業公會主辦了國貿大會考的證照考試，讓我有機會檢測自己

對於國貿實務面的學習成果，給予我成績上的肯定，也藉此機會讓我知道自己

還需要增進哪些方面的能力。通過這一次的考試，讓我更加肯定自己，但學習

是永無止境的，將來從事這個領域的行業，我會更努力充實自己以提升自己的

競爭力。在讀書方面，我認為勤奮就是擊敗挑戰的不二法門，只要有心，一定

可以達到替自己預設的目標。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與經營科  邱品燁同學】 

 剛開始接觸到國貿的時候覺得很陌生，是一個完全沒有接觸過的新知識，

但是隨著一堂又一堂的課程之後，慢慢了解了國貿的流程，除了透過課本的文

字敘述和圖解，我要特別感謝楊維娟老師細心的教導，光看課本的內容要完全

理解是很困難的，幸好老師都會舉一些實例，來讓我們更了解國貿的流程，老

師也會整理重點筆記讓我們方便記憶，這樣子不但省去很多做筆記的時間，在

考前最後幾天要找重點的時候也很方便。 

 在準備考試的時候，我覺得先把課本讀熟是最重要的，因為相關的觀念很

多，如果沒有先把課本讀熟就直接做題目反而容易搞混，也建議在讀課本的時

候就把比較重要的像是:貿易流程、貿易條件...等。匯集在同一本筆記上，這

樣要找的時候就不用從課本從頭找起。另外，國際貿易大會考事務中心出版的

《國貿大會考歷屆試題彙編》對我也很有幫助，因為考古題比例算是佔了蠻大

一部分的，所以我希望可以在考古題這方面拿到高一點的分數來提高整個成

績，藉由這本歷屆試題，讓我大概了解了出題形式跟方向，遇到不太熟悉的題

目或是觀念也可以跟同學討論或是向老師詢問釐清觀念，也可以利用國際貿易

大會考的網站提供的歷屆試題線上測驗測試自己到底是不是已經弄清楚這些

考古題觀念，以好好把握考古題的分數。然後時事題也是考題之一，可以上網



搜尋有關經貿或是最近的國貿趨勢及多注意經貿新聞。 

 考試當天最重要的就是准考證跟證件，還有所有考試需要用到的東西，包

含計算機、2B鉛筆…等，前一天晚上一定要早一點睡，以免考試的時候精神不

濟，而考試就是把所有你準備的、學習到的知識學以致用的時候了，千萬不要

因為粗心或是太緊張而造成失誤，也不要受到其他人的干擾，寫完題目之後一

定至少要再檢查一次和檢查畫卡有沒有劃錯。 

 最後我想分享我通過考試之後心得，從一開始對國貿一無所知，到最後能

夠順利通過考試，在這過程中我也不是一直都很順利，在老師出的測驗考卷曾

經也考得不理想，但是只要不放棄，一天讀一些，弄清楚觀念一定能夠順利通

過考試。也感謝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所主辦的國際貿易大會考，讓我能

夠檢測自己的學習成效，能夠順利通過這個證照的考試真的很開心，祝所有參

加國貿大會考的人都可以考到自己理想的成績。 

 

【實踐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林幸子同學】 

  首先感謝這次考試，讓我重新找到了學習的樂趣，並且在這次準備學習的過

程中我收穫了特別多的東西，也很高興最後能有一個好的結果。 

  這次考試我的複習規劃，是從大會考前一個月開始的，當然在這之前的一年

時間我都在勤勤懇懇的學習國貿實物的知識。一開始我是打算複習彙編以及國

貿實物書 5遍，後來由於時間來不及所以我只將彙編和國貿實物書看了 4遍，

當然來不及的原因我自我檢討有一部分是因為自己太懶惰了，還有一部分是由

於一開始複習的時候沒有進入狀態。 

  在第一遍複習國貿實物的時候我是先把書的每一章節，每個知識點都細細的

讀過去，然後把其中不會的部分用一個本子將其摘抄出來。當然在複習第一遍

的時候我還會將一些需要背的知識點給背一遍。而在複習第一遍彙編的時候，

我發現其中有很多的題目是我在課本上沒有學習到的，這個時候我就先把不會

的題目圈出來，然後去請教同學或者是老師。 

  第二遍複習的時候我是有重點的將彙編中不會的內容先從書中找出來，然後

再將這些內容一起寫到本子裡面，複習彙編的時候也是，第二遍是重點複習其

中被我做標記的部分。 

  在複習到第三遍的時候，已經 6月 1號了，我的重點放在了計算題上面，我

個人感覺不應該太早複習計算題，因為很容易忘記，在複習計算題的時候我除

了做彙編裡面的計算題，還列印了過去 5年的所有計算題，這樣做一遍之後基

本上計算題沒有問題了。 

  等到複習第四遍的時候，我就重新把國貿實物書仔仔細細的看了一遍，並且

把第一遍看的歸納在本子上的重點背了一遍，在離國貿實物還有 5天的時候，

我上網去測試了歷屆題，並且同時把自己錯誤的部分摘抄了下來。在第四遍複

習彙編的時候，我是將彙編又重新做了一遍，這次我對於自己有任何有不理解



的部分都去請教了同學和老師，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有的時候我對一

個知識點並沒有很瞭解，但是卻由於做了很多遍彙編，所以不需要看題目我也

知道答案，這時候就很容易造成自己自以為是。而再將知識點請教老師之後才

發現，原來有些題目的錯誤點，並不是我理解的那樣。 

  在複習信用狀的時候我覺得應該要先熟讀幾張信用狀，而自己由於英語不

好，所以在複習英語的時候，將彙編看了 5遍，我覺得如果英語不好的話，也

不要放棄，而是要多多看彙編裡面的英語歷屆題目，這對於大會考的英語也是

很有幫助的。 

  在考試的前一天我開始將自己歸納的那本知識點一一的看過去，劃掉了我已

經熟知的知識點，並將剩下的知識點都抄到了同一張 A4紙上，在去考場的那

一天，我就只帶了一張 A4紙，雖然當時我個人覺得自己還有一些知識點不理

解，但在考前我覺得自己已經複習的很好了，所以我就不再去深究那些未知的

知識點了，我覺得要相信自己。 

 

【實踐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李曉麗同學】 

首先，這次考試我要感謝謝宗興老師對我們孜孜不倦的教導，感謝他用心

的教學，在他的指導下，讓我了解了很多有關國貿的知識，每次問老師問題的

時候，他都很耐心認真的回答。 

接下來我要分享一些考試心得。 

因為老師都是在國貿業界有經驗的人，所以老師分享的東西是很有用的，

即便在國貿大會考中不會考到，但是如果之後從事國貿方面的工作，知道也是

很好的。上課的時候要認真記筆記，特別是信用狀的方面，在信用狀各種種類

及應用上最好可以分門別類的記錄一下。國貿實務中貿易條件和價格條件是重

中之重，很多業務都是以這些為基礎並且拓展延伸的。 

在記憶價格條件貿易條件的時候，最好不要死記硬背，最好可以畫出來各

種條件下的貿易圖形進行對比，這樣比較容易記憶。 

在準備國貿大會考考試的時候，最好 4、5個同學一起相約去圖書館教室，

首先不僅可以約束自己不玩手機什麼的，還可以不會的問題一起討論交流想

法，因為有的時候一些題目雖然你知道錯什麼，但是刨根問底的問下去的時候

就會不太清楚，一起討論，互相提問可以更加深刻的記在腦海裡面。 

在這次大會考中歷屆的題目原題我錯了兩題，這讓我深有感觸，建議之後

的同學多做在線歷屆考題，100題有耐心的多做幾遍，這樣可以深化記憶，如

果到時候錯原題就非常可惜。 

計算題部分要多熟悉每種價格條件裡面的聯繫，比如什麼條件和什麼條件

費用上的區別在哪裡，多做幾遍計算題，這樣到考試的時候就比較得心應手，

做計算題的時候可以多做幾遍檢查，如果計算題做的時候沒有解出差不多的答

案就要重新算，不要嫌麻煩就雖然選一個最相近的。 



在商英方面，要多熟悉一些詞語的固定用法，比如開模、開信用狀分別是

用什麼動詞，可以多做歷屆的試題，考點都差不多，換湯不換藥，徹底了解以

後做比較容易上手。 

在綜合的方面，我當時最頭疼的就是排序貿易順序之類的題目，但是做這

類題目最好先看選項，看頭和尾比較容易好判斷。可以多看一些貿易實務的書

本，很多都是在上面有提及到的。還有 UCP600也是很重要的，有時間的話可

以從頭到尾認真的閱讀一遍。 

在信用狀方面，信用狀在最後考，很多時候看到後面大腦已經疲憊，但是

信用狀在同分下是優先查看的，所以要堅持做完信用狀，可以到網絡上打印幾

份信用狀的標準格式，了解子信用狀和主信用狀哪裡有區別，題目問什麼的時

候要到哪一行查看。 

多做幾次大會考的彙編是很重要的，很多題目都是差不多的只是改個形式

問，只要能了解題目的陷阱在哪裡，就可以熟練解答。 

最後，祝大家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可以取得滿意的成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