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屆國際貿易大會考 

測驗試題 

鈴響前請勿翻開試題本！ 

請詳讀本頁說明並聽從監試人員的指示後開始作答！ 

※請先確認您的准考證、答案卡與座位標籤是否一致無誤。 

 

請仔細閱讀以下測驗作答說明： 

－作答注意事項－ 

考試時間： 

＊ 測驗時間自 9：30 到11：30，共120分鐘。 

題型題數： 

＊ 單一選擇題共100題，每題一分，合計100分。 

＊ 每題都只有一個正確或最佳的答案。 

＊ 採雙面印刷，共16頁。 

注意事項： 

＊ 作答開始與結束請聽從監試人員的指示。 

＊ 應考人須持測驗准考證及貼有照片之身分證件入場應試。未攜帶測

驗准考證者，不得入場參加測驗。未攜帶身分證件者，須於測驗完

畢後至試務中心辦理身分確認。 

＊ 答案卡限用黑色2B鉛筆畫記，且不得使用修正液（帶）修正。 

＊ 非應試用品一律置於教室前後方地板上；行動電話必須關閉電源並

關掉鬧鈴或去除電池後亦置於教室前後方地板上。  

＊ 應考人得自備不具英文辭典功能之電子計算機應試。 

＊ 需要計算時可利用試題本空白部份計算，本試題本不得攜帶出場。 

＊ 測驗進行中，應考人欲提前繳交答案卡，需在座位上以舉手方式，

請監試人員前來點收測驗試題本及答案卡後，方能離場。一經離場，

概不得以任何理由再進入試場。不得在試場附近逗留、高聲喧譁或

宣讀答案，違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請於鈴（鐘）響後才翻頁作答 

 

                      祝考試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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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國際貿易大會考試題 

                                                                          

(C) 1. 下列哪一個國家非屬其所標示的國際貿易合作組織？ 
      (A)台灣－WTO  (B)美國－APEC  (C)巴拿馬－NAFTA  (D)拉脫維亞－EU 
 
(A) 2. 有關我國加入各國際組織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我國目前加入的區域性整合組織為 APEC 
      (B)我國已在 2004年 12月成為 OECD的正式觀察員 
      (C)目前唯一與我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為瓜地馬拉 
      (D)我與中共皆已加入WHO 

 
(C) 3. 根據我國中央銀行發佈的資料顯示，2007年全球外匯存底排名前三名的國家依序為下 

     列何者？ 
      (A)中國大陸、日本、台灣       (B)中國大陸、台灣、日本 
      (C)中國大陸、日本、俄羅斯     (D)中國大陸、日本、韓國 

 
(C) 4. 歐盟禁止進口殘留荷爾蒙的美國牛肉，係使用下列哪一種非關稅障礙？ 
      (A)通關障礙                   (B)貿易救濟措施   
      (C)技術性貿易障礙             (D)歧視性的政府採購政策 

 
(D) 5.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亞洲四小虎係指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 
      (B)亞洲四小龍係指韓國、台灣、香港和新加坡 
      (C)金磚四國係指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 
      (D)VISTA係指越南、印尼、南非、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根廷等五國 

 
(C) 6. 下列有關貿易單證之敘述何者較適當？ 

(A)空運提單（AWB）可以指示式方式製發    
(B)海運提單（B/L）一定是要以記名式方式製發 
(C)空運提單（AWB）之提貨是認人不認單    
(D)空運提單（AWB）之簽發人不可以是貨運承攬業者 

 
(D) 7. 下列何者與貿易商的風險管理比較沒有直接關係？ 

(A)保險公司    (B)徵信公司     (C)中國輸出入銀行    (D)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B) 8. 一個國家的影片、設計、音樂等創意產業，對該國發展下列何種貿易有相當大的幫助？ 

(A)轉口貿易     (B)服務貿易     (C)相對貿易         (D)三角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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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 在我國下列有關貿易流程安排之敘述何者較正確？ 
(A)進口商在申請開發信用狀前皆應先取得輸入許可證 
(B)出口貨物完成通關裝船後，由船公司發給託運人提貨單（D/O）  
(C)進口商雖未持有空運提單，仍可向運送人提領以其為收貨人的貨物 
(D)在完成進口通關後，進口商應依規定向檢驗（疫）機構進行貨物的進口檢驗（疫）    

 
(B)10.在國際貿易日趨自由化情況下，下列貿易程序何者不必然發生？ 

(A)進出口訂約      (B)進出口簽證    (C)進出口結匯    (D)進出口通關 
 

(A)11.進口商向開狀銀行付清貨款，以取得貨運單據的手續稱為 
      (A)贖單           (B)換單           (C)放單          (D)下單  
         
(B)12.我國目前採取下列何種貿易管理制度？ 
      (A)正面表列                     (B)負面表列      

(C)原則禁止、例外准許           (D)完全管制 
         
(D)13.出口貨物於進入海關聯鎖倉庫經報關放行後，因故致未依原預定裝載之船、機裝運 

出口，由船公司或航空公司或貨物輸出人申請經海關核准，將貨物提回或等待重行 
報關，改裝其他船、機出口稱為 
(A)復運出口       (B)轉運出口      (C)裝船出口      (D)退關 

         
(C)14.展覽會展品進出我國之貨品暫准通關證（ATA Carnet）之發證單位為 
      (A)外交部                          (B)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C)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D)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D)15.不依關稅法規定期限繳納關稅，自繳稅期限屆滿之翌日起，依照欠繳稅額按日加徵多少 

滯納金？ 
(A)千分之一      (B)千分之五      (C)萬分之一       (D)萬分之五 

         
(A)16.世界各國一般都以哪兩項價格計算出口額和進口額，從而造成全球貨物出口總額總是小 

於貨物進口總額？ 
      (A)出口額照離岸價格、進口額照起岸價格   

(B)出口額照起岸價格、進口額照離岸價格   
(C)出口額照國際市場價格、進口額照國內市場價格          
(D)出口額照國內市場價格、進口額照國際市場價格 

        
(B)17.下列各項單據，何者非由出口商所製作？ 
      (A)Bill of Exchange                 (B)Insurance Certificate    
      (C)Packing List                     (D)Commercial Inv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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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8.有關商品檢驗的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A)我國掌理商品檢驗的主管機構為標準檢驗局 

   (B)我國商品檢驗標準原則上係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執行 
   (C)依 Incoterms 2000規定，除非契約另有約定，賣方必須支付 PSI費用 

      (D)輸出商品之標準若與我國商品檢驗標準不同，可經主管機關核准後，依契約規定的 
      標準檢驗  

         
(A)19.以海運進出口彩色電視機時，有關各種稅費：(1)關稅(2)推廣貿易服務費(3)商港服務費 

(4)貨物稅(5)營業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進口時應繳納：(1)(2)(3)(4)(5)     (B)出口時應繳納：(2)(3)(4)(5)  
      (C)進口時應繳納：(1)(4)(5)          (D)出口時應繳納：(1)(2)(3)  
 
(B)20.在通關自動化作業下，下列何者決定貨物通關時是否審驗單據及貨物？ 
      (A)由海關公告                     (B)由海關電腦系統篩選 
      (C)由報關人自由選擇               (D)由報關人抽籤  
        
(A)21.下列有關品質約定之敘述，何者較不適當？ 

(A)整廠輸出多以樣品作為品質約定依據 
(B)對於品質較不穩定之貨品，應事先明訂可接受之品質誤差範圍 
(C)以樣品決定品質時，除非另有約定，賣方所交貨物必須與樣品完全一致 
(D)除另有特別約定，CIP交易條件以在出口地貨交運送人時為確定品質時點 

 
(A)22.下列有關CIFC5之敘述，何者較不適當？ 

(A)其中C5部分，通常是指價格中包含了買方應給賣方的5％佣金 
(B)此一表示方式常會引發有關佣金計算基礎的問題，故應儘量避免使用     
(C)此種報價方式多是使用在需要透過中介商的交易中    
(D)為避免發生日後佣金給付糾紛，雙方最好以文字敘述進行約定 

 
(B)23.近來歐元在國際匯市相對美元走升，而新台幣又緊盯美元，在此情況下從事三角貿易 

應如何選擇交易貨幣來作進出口報價以獲致經營利潤之極大化？ 
(A)以歐元作進口報價，以美元作出口報價    
(B)以美元作進口報價，以歐元作出口報價 
(C)以歐元作進口報價，以歐元作出口報價 
(D)以美元作進口報價，以美元作出口報價 

 
(C)24.一般而言，若未特別約定，賣方通常於何時被認定已履行交貨義務？ 

(A)貨物出廠時                   (B)貨物運抵進口港時  
(C)貨物風險移轉買方時           (D)貨物於裝運地交付運送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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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5.下列何種風險不在 ICC(A)82.1.1 的承保範圍內？ 
(A)罷工                         (B)偷竊      
(C)共同海損                     (D)裝卸貨時整件貨物之毀損滅失 

 
(B)26.對台灣的出口商而言，以D/A付款條件與美國的進口商交易時，如欲降低對方屆時不付

款以及運輸途中發生危險的損失，則下列何者為最適當的交易價格條件？ 
      (A)FOB Keelung                 (B)FOB Keelung plus Insurance   

(C)CIF Los Angeles               (D)CIF Los Angeles Cleared for Import      
 

(B)27.對於今年初中國大陸因雪災致交通運輸困難，使得貿易商無法依約如期交貨，貿易商可 
以透過下列何種主張來減輕或免除遲延交貨責任？ 
(A)交貨條款                    (B)不可抗力條款     

 (C)索賠條款                    (D)結尾條款 
 

(A)28.下列何種貨物在國際運送過程中，通常不需加以包裝？ 
(A)汽車         (B)茶葉          (C)水泥           (D)硫酸 

 
(B)29.下列何者非屬「刷嘜」目的？ 

(A)避免搬運過程之誤裝、誤卸   
(B)防止宵小知悉內裝貨物內容     
(C)便於海關查驗               
(D)便於進口商驗收和提貨 
 

(C)30.國外客戶委託出口商加工時，出口商對於接受此委託所可能衍生之智慧財產權問題較 
不宜以下列何種方式處理？ 
(A)要求該國外客戶提出相關智慧財產所有權之證明並取得所有權者之使用授權    
(B)訂約規定該國外客戶負擔未來因侵犯第三者權益所造成出口商之所有損失     
(C)約定投保產品責任保險      
(D)事先確認無人擁有該產品之智慧財產權 

 
(B)31.下列何種情況比較可能會被認定為有交易契約之存在？ 

(A)對於對方所提出之還價，保持沈默且未有任何作為     
(B)依照對方所提出之還價採取作為，但未以書面或口頭明確表意是否接受該還價    
(C)對於對方所提出之還價，再提出修正意見並回覆     
(D)對於對方所提出之還價，表示將進一步考慮與評估 
 

(B)32.一般而言，賣方在下列何種付款方式中所承擔的信用風險最高？ 
(A)付款交單（D/P）             (B)專戶記帳（O/A）   
(C)下單付款（CWO）            (D)信用狀（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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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一般而言，下列何者較不被認定為成立契約的基本要素？ 
(A)書面        (B)合意        (C)行為能力       (D)契約合法性 

 
(C)34.關於〝We offer subject to prior purchase.〞之說明，下列何者較適當？ 

(A)是表示一種還價               (B)是表示一種確定報價   
(C)是表示一種不確定的報價       (D)是表示一種未附帶條件報價 

 
(D)35.由於國際原物料持續飆漲，下列何者不是出口商理想的報價措詞或作法？ 

(A)We offer subject to our final confirmation.     
(B)We offer subject to alteration.     
(C)We offer without engagement.      
(D)We offer subject to sample approval. 

 
(A) 36.出口商以 D/A交易時，通常以下列何者為其所開立匯票之付款人？ 

(A)進口商                       (B)代收銀行     
(C)押匯銀行                     (D)託收銀行   

 
(D)37.若契約規定「Payment: 30% of the contract value shall be paid in advance by T/T 

and 70% by confirmed irrevocable sight L/C.」，則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這是一個包含 CIA 與 L/C的付款條件 
(B)契約金額的 70%由買方以經保兌、不可撤銷的即期信用狀支付 
(C)契約金額的 30%需以電匯的方式預付 
(D)契約金額的 30%需以電匯方式於貨到後付款 

 
(C)38.有關遠期信用狀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延期付款信用狀上所規定之匯票屬遠期匯票 
(B)若 L/C未規定遠期利息由誰負擔時，依 UCP規定由買方支付 
(C)若 L/C未規定遠期利息由誰負擔時，依 UCP規定由賣方支付 
(D)所謂 buyer’s usance credit係指匯票之貼現利息由出口商負擔，故對買方較為 
有利  

 
(A)39.第一受益人轉讓信用狀時，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裝船日期不得縮短 
(B)信用狀轉讓以一次為限 
(C)自由讓購信用狀亦能辦理轉讓 
(D)可要求第二受益人投保時提高超出發票金額之保險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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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0.有關信用狀可在何處以何種方式使用，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 available with issuing bank by deferred payment 
(B) available with issuing bank by negotiation 
(C) available with nominated bank by deferred payment  
(D) available with nominated bank by negotiation 
 

(A)41.依單據產生時間的先後順序，下列何者正確？  
(A)S/O→M/R→B/L→D/O 
(B)M/R→S/O→B/L→D/O 
(C)S/O→B/L→M/R→D/O 
(D)B/L→S/O→M/R→D/O 

 
(D)42.有關「簡式提單（short form B/L）」之敘述，下列何者不適當？ 

(A)其正面與詳式提單相同 
(B)其功能與詳式提單相同 
(C)係指提單背面無運送條款的記載 
(D)在 L/C無特別規定下，押匯銀行將拒絕接受簡式提單 

 
(A)43.若 L/C規定提示 2/3 set of B/Ls 時，提單上的 Number of Originals欄位應填寫 

(A)three (3)       (B)two (2)        (C)full set        (D)2/3 set 
 

(C)44.有關空運貨物的託運手續，下列敘述何者不適當？ 
(A)若是危險品託運人應事先告知 
(B)若是貴重物品託運人必須報值 
(C)若是貴重物品託運人須辦理保險，但無須支付保費 
(D)運送人對於貨物賠償責任有最高限額規定 

 
(B)45.當 L/C禁止轉運時，若出口商所提示涵蓋運送全程之複合運送單據上標示有「貨物將 

轉運或得轉運」時，押匯銀行將 
      (A)予以拒絕                              
      (B)只要運送全程係由同一運送單據涵蓋，仍予以接受 

(C)要求出口商改為託收 
(D)請出口商做保結押匯 
 

(D)46.運送生鮮蔬菜出口，應選用下列何種貨櫃？ 
(A)乾貨貨櫃     (B)開頂貨櫃      (C)冷凍貨櫃     (D)冷藏貨櫃 

 
(D)47.在計算運費時，所謂的「Terminal Handling Charge」係指 

(A)旺季附加費    (B)燃料附加費    (C)幣值附加費    (D)貨櫃場作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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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8.有關辦理提單「電放」，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正本提單由託運人自行保留，由其拍發電報通知進口商  
(B) 正本提單繳回船公司，由船公司拍發電報通知進口地船公司  
(C) 正本提單向押匯銀行提示，由其拍發電報予開狀銀行 
(D) 正本提單繳回船公司，由船公司拍發電報通知收貨人 

 
(D)49.有關 CY to CY貨櫃提單之敘述，下列何者不適當？ 

(A)屬於 door to door 運輸方式 
(B)seal number將會出現在提單上 
(C)提單上將記載 SHIPPER′S LOAD AND COUNT 
(D)屬於 port to port 提單 
 

(B)50.有關 B/L與 Air Waybill之比較，下列何者較不適當？ 
(A)皆可作為運送契約憑證 
(B)皆可背書轉讓 
(C)皆具有收據功能 
(D)皆可作為運送人處理貨物之依據 

 
(D)51.根據ICC(A)82.1.1.，因恐怖份子攻擊船隻致貨物受損時保險人不予理賠係依據其 

(A)General Exclusions Clause     
(B)Unseaworthiness and Unfitness Exclusion Clause     
(C)War Exclusion Clause       
(D)Strikes Exclusion Clause 

 
(C)52.下列何種危險為ICC(A)承保而ICC(B)不承保？  

(A)因遲延所造成之損害            (B)罷工暴動險     
(C)偷竊挖竊遺失險                (D)戰爭險 
 

(D)53.當前國際貿易所通用之運輸保險條款由下列何機構所制訂？  
(A)國際商會     
(B)國際保險人協會     
(C)勞依玆保險人協會      
(D)倫敦保險人協會 
 

(B)54.下列何者為貨物運輸保險之附加險？  
(A)共同海損險                    (B)罷工暴動險     
(C)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            (D)貨物正常漏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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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5.貿易商應如何購買貨物運輸保險組合？  
(A)一個基本險加一個附加險       (B)一個基本險加兩個附加險     
(C)二個基本險加一個附加險       (D)一個基本險加任意數目之附加險 

 
(A)56.買方在尚未確定賣方裝運細節前先行購買之保險單稱為 

(A)TBD policy                   (B)open policy     
(C)floating policy                 (D)voyage policy 

 
(B)57.貨物運輸保險之 I.O.P.(irrespective of percentage)係指 

(A)保險費率不得超過２％        (B)不論損害百分比多少都照賠     
(C)超過2%以上損害才予理賠      (D)一定百分比以上之損害不予理賠 

 
(C)58.由保險當事人預先約定一定期間的總保險金額，而於每批貨物運出時，即自總額中扣除 

其保險金額，至額度扣完時即失效之保險單稱為 
(A)暫保單       (B)預保單      (C)流動保險單        (D)不定值保險單 

 
(A)59.輸出保險之保險標的係指 

(A)輸出業者之應收帳款          (B)運輸期間貨物之損害     
(C)運送人之運費收入            (D)輸入業者已付之貨款 

 
(D)60.下列何種保險其保險費率與進口商之信用等級有關？  

(A)協會貨物條款                (B)產品責任險     
(C)罷工暴動險                  (D)記帳方式輸出綜合保險 

 
(D)61.有關『擔保提貨』的敘述，下列何者較不適當？ 

(A)適用於進口貨物較正本提單先到達進口地時 
(B)進口商須對船公司提供切結書，並由開狀銀行對該切結書予以擔保 
(C)正本提單寄達時，須以之換回開狀銀行之擔保書，以解除其保證責任 
(D)辦理擔保提貨之進口商仍可對日後到達之瑕疵單據拒付 

 
(A)62.開狀銀行拒付時不宜有下列何種情事？ 

(A)迅速將單據交予開狀申請人  
(B)一次全部告知所有單據瑕疵 
(C)以電傳方式通知寄單銀行其拒付理由 
(D)告知寄單銀行單據處理情形 
 

(A)63.有關償付銀行（reimbursing bank）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償付銀行係指受開狀銀行委託，單純支付 L/C款項的銀行 
(B)償付銀行需審查押匯文件 
(C)償付銀行一旦付款後即不可追回押匯款項 
(D)償付銀行一般由通知銀行來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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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4.有關出口押匯之敘述，下列何者較不正確？ 
(A)出口押匯屬銀行授信業務 
(B)押匯銀行在額度範圍內對出口商承作押匯墊款 
(C)押匯額度不足時出口商須作轉押匯 
(D)若銀行不願意透支額度時通常會以託收方式承作 

 
(D)65.有關保結押匯之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A)保結押匯適用於押匯文件有瑕疵時 
(B)押匯銀行不一定得受理保結押匯之請求 
(C)保結押匯對於開狀銀行不具拘束力 
(D)押匯銀行一旦受理後，即使開狀銀行日後拒付，亦不得向出口商行使追索權 

 
(D)66.某台灣貿易商以境外公司名義接受德國客戶訂單與信用狀，並安排由大陸昆山工 

廠生產貨物及裝運出口後，持德國開來之信用狀欲辦理押匯，請問該貿易商應至

下列何者辦理押匯？  
(A)BOFT        (B)CBC       (C)DBU        (D)OBU 

 
(A)67.依我國海商法規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自接到貨物之日起，多少時間內不將貨物所 

受損害通知保險人或其代理人時，視為無損害？  
(A)一個月         (B)二個月      (C)三個月        (D)六個月 

 
(C)68.何謂市場索賠(market claim)？  

(A)索賠金額超過市場價格     
(B)依市場經驗法則提起之索賠     
(C)因市場條件變化造成損害，因而藉口其他理由所提起之索賠      
(D)購入價格超過市場合理價格因而提起的索賠 

 
(A)69.下列何者為貿易索賠時較不常見的文件？  

(A)產地證明書                 (B)公證報告     
(C)商業發票                   (D)借項通知單 
 

(B)70.以訴訟處理貿易糾紛時不具備下列何種性質？  
(A)依法裁判       (B)保密        (C)強制執行        (D)手續繁瑣 
 

(A)71.貨物在運輸期間發生推定全損，被保險貨物日後尚有可能失而復得或仍具部份殘 
值，則可由被保人將貨物權利讓予保險人而請求全額賠償，此種請求行為稱為  
(A)委付                       (B)市場索賠       
(C)索賠轉嫁                   (D)代位求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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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2.被索賠人應以何種態度面對客戶之賠償要求？  
(A)賠償一半                     (B)進行市場索賠     
(C)儘量拖延，能免則免           (D)理性面對，不避不懼 
 

(A)73.為能有效執行仲裁判斷，應以下列何者決定仲裁地點？  
(A)被告地主義                   (B)第三國主義    
(C)損害地主義                   (D)起岸地主義 

 
(C)74.仲裁判斷之效力為何？  

(A)須經管轄法院認可始生效力      
(B)相當於第三者調解之效力     
(C)與司法判決有相同效力          
(D)須經當事人同意後始生效力 

 
(C)75.貿易索賠中有所謂索賠轉嫁，其意義為 

(A)索賠者一網打盡，盡量多方尋求索賠對象     
(B)被索賠者請索賠者直接向上游廠商索賠     
(C)被索賠者賠償索賠者後，再向其他責任人要求合理賠償      
(D)索賠者將索賠金額從下筆交易中扣除 

 
(B)76.某公司以報價的 15%為利潤率，向客戶報每套 USD10.63 CIF New York的價格，今客戶

還價為每套 USD10.15 CIF New York，如該公司接受此還價，則其以賣價計算的利潤率
將會降至多少？ 

      (A)10.22%         (B)10.98%           (C)11.94%          (D)12.12% 
   
(D)77.某貿易商出口貨物一批，每箱體積 45〞×30〞× 30〞，淨重 88kgs，毛重 90kgs。  
      如船公司運費報價為 USD130.00 TON/CBM，則該批貨物每箱的運費為多少?   
      (A)USD11.44       (B)USD11.70         (C)USD52.65        (D)USD86.32 
  
(C)78.某公司擬自英國進口某種貨物，其包裝方式為 6sets/ctn/40cm×30cm×30cm，運費以體積 

計。共有三家廠商分別報價如下: 
    甲廠：USD25.12/set FOB London 
    乙廠：USD25.60/set CFR Keelung 
    丙廠：USD25.75/set CIF Keelung 
    經分別向船公司及保險公司查詢，得知英國倫敦至基隆每體積噸運費為 USD80.00，保
險費率為 0.65%，投保金額為 CIF金額的 110%，在不考慮其他費用的情況下，下列哪
一家廠商的報價最便宜?  
(A)甲廠           (B)乙廠           (C)丙廠          (D)三家都一樣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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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9.某公司出口貨物一批，出口價格每公噸 USD1,500.00 CIF Hamburg。客戶現要求改報 
FOBC5 Keelung。查該貨物總重量為 1,200公噸，總體積為 1,100立方公尺，海運費之 
基本費率為 USD100.00/TON/CBM，原報價之保險金額為按 CIF價格另加 10％，保險 
費率為 1％。試求該批貨物每公噸 FOBC5 Keelung的價格為多少？ 
(A)USD1,453.23                       (B)USD1,456.32      
(C)USD1,482.11                       (D)USD1,483.50 

  
(B)80.假設您是貿易商，工廠報給您的某貨品 FOB價格為每套 NTD300，5套裝一箱，每箱體 

積為 35" ×30" ×25"，運費以體積計。經您向船公司查詢得知併櫃貨的運費為 USD25/ 
CBM，向保險公司查知保險費率為 3%，保險金額為按 CIF 價外加一成，而您所預計
的業務費用與利潤合計為您對外報價的 10%，匯率為 USD1=NTD33。在以併櫃貨運費
計算報價的情況下，您對國外客戶所報 FOB與 CIF每套價格以四捨五入取整數時分別
為多少美元？ 

      (A)10；11     (B)10；13        (C)11；12        (D)11；13 
       
(D)81.We would _____ if you could place your order immediately. 

(A)appreciate                      (B)be appreciated  
(C)be appreciating                  (D)be appreciative 
第 81題答案（A）（D）皆計分 

(C)82.Please T/T payment to our bank account at its _____. 
(A)validity      (B)expiry    (C)maturity     (D)acceptance 

 
(B)83.We forwarded three samples to you by DHL air courier service yesterday, _____ number 

20098. 
(A)tracing  (B)tracking     (C)trucking   (D)trafficking 

 
(A)84.Our import costs have risen considerably due to the _____ of the US dollars. 

(A)appreciation     (B)increase     (C)increment      (D)inflation 
 

(C)85. _____ will fill up a 20-foot container? 
(A)How much quantity          (B)How many quantities 
(C)What quantity        (D)What a quantity 

 
(B)86.We look forward to _____. 

(A)receive your reply soon        
(B)your earliest reply 
(C)your reply soon         
(D)receiving your earliest reply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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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87.Shipment will be made _____. 
(A)after receiving your L/C within 60 days   
(B)after receipt of your L/C within 60 days 
(C)within 60 days after receipt your L/C    
(D)within 60 days after receipt of your L/C 

 
(C)88.Unless we receive the long overdue payment within 10 days, we would _____. 

(A)give you a discount        (B)open the L/C to you 
(C)take legal action to collect it       (D)urge you to place further orders 

 
(C)89.Attached is a _____ for the sample charge we are to collect from you. 

(A)Cover Note       (B)Credit Note   
(C)Debit Note       (D)Promissory Note 

 
(D)90.US$58,040.50 is to be written in words as: 

(A)US DOLLAR FIFTY EIGHT THOUSAND FORTY AND FIFTY CENT ONLY. 
(B)US DOLLARS FIFTY EIGHT THOUSAND FOURTY AND FIFTY CENTS ONLY. 
(C)US DOLLARS FIFTY EIGHT THOUSAND FORTY AND FIFTY CENTS ONLY. 
(D)US DOLLARS FIFTY EIGHT THOUSAND FORTY AND 50% ONLY. 
 

試依後附信用狀及單據回答下列問題： 

 
(A)91.本信用狀之種類為何？ 

(A)不可轉讓、讓購及無保兌信用狀       
(B)不可撤銷、限押及無追索權信用狀 
(C)不可撤銷、即期及一般信用狀        
(D)可轉讓、遠期及保兌信用狀 

 
(B)92.本信用狀之匯票付款期限為何？   

(A)裝船日後 60天付款            (B)承兌日後 60天付款 
(C)契約日後 60天付款            (D)發票日後 60天付款 

 
(C)93.有關單證提示期限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只須在信用狀有效期限內提示即可  
(B)只須在貨運單證簽發日後 14天內提示即可  
(C)必須在貨運單證簽發日後 14天內但不超過信用狀有效期限內提示 
(D)必須在貨運單證簽發日後 21天內但不超過信用狀有效期限內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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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4.本信用狀有關提單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全套（3/3）提單代表 3份正本提單和 3份副本提單 
(B)提單上必須記載〝clean〞的字樣 
(C)提單受貨人待指定 

  (D)提單須以記名背書方式轉讓 
 

(B)95.依所附匯票，下列何者為空格(1)之正確選項？ 
(A)14 DAYS AFTER B/L DATE       (B)60 DAYS AFTER   
(C)USD7,850.00                    (D)ABOUT USD7,850.00   

 
(A)96.有關所附匯票空格 (2)、(3)、(4)、(5)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空格(2)應填入匯票受款人，實務上多為押匯銀行。 
    (B)空格(3)應填入匯票付款人為 HANG SENG BANK LTD.   
    (C)空格(4)應填入開狀銀行為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D)空格(5)應填入匯票出票人為 HONG KONG CO., LTD. 

 
(D)97.依所附商業發票，下列何者為空格(6)之正確選項？ 

  (A)USD7,850.00 
  (B)CIF HONG KONG 
  (C)TAIWAN ORIGIN 

      (D)1,800 LBS OF 60 PCT NYLON YARN 
 
(A)98.依所附商業發票，下列何者為空格(7)、(8)之正確選項？ 

(A)空格(7)應填入抬頭人 HONG KONG CO., LTD.，空格(8)應填入簽發人 TAIWAN 
TRADING CORP. 

(B)空格(7)應填入抬頭人 TAIWAN TRADING CORP.，空格(8)應填入簽發人 HONG 
KONG CO., LTD. 

(C)空格(7)應填入抬頭人 HANG SENG BANK LTD. ，空格(8)應填入簽發人 TAIWAN 
TRADING CORP. 

(D)空格(7)應填入抬頭人 HANG SENG BANK LTD. ，空格(8)應填入簽發人 HONG 
KONG CO., LTD. 

 
(D)99.依本信用狀規定，有關保險單的記載下列何者不適當？ 

(A)保險金額為 CIF金額加一成  
(B)保險公司日後以美元理賠 
(C)出口商需投保 ICC(A)、兵險及罷工險 
(D)由出口商向保險公司索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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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0 .依本信用狀規定所提示之提單，在其consignee與notify party之欄位出現的文字，下列
何者正確？ 
(A)Notify: Applicant and us    
(B)Consignee: To order of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C)Consignee: To order; Notify: Hong Kong Co., Ltd.      
(D)Notify: Hong Kong Co., Ltd. and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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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SEQUENCE OF TOTAL              27 : 1/1 
FORM OF DOCUMENTARY CREDIT  40A: IRREVOCABLE 
DOCUMENTARY CREDIT NUMBER   20 : 02-790806 
APPLICABLE RULES                40E: UCP LATEST VERSION 
DATE OF ISSUE                    31C: 080120 
DATE AND PLACE OF EXPIRY       31D: 080305  TAIWAN 
DC ISSUING BANK                 52D: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APPLICANT                        50 : HONG KONG CO., LTD. 
BENEFICIARY                     59 : TAIWAN TRADING CORP. 
CURRENCY CODE , AMOUNT        32B: USD7,850.00 
AVAILABLE WITH-----BY---          41D: ANY BANK BY NEGOTIATION 
DRAFTS AT------                    42C: 60 DAYS AFTER SIGHT 
DRAWEE                          42A: HANG SENG BANK LTD.  
PARTIAL SHIPMENTS               43P: PROHIBITED 
TRANSHIPMENT                   43T: PROHIBITED 
PORT OF LOADING                 44A: KEELUNG 
PORT OF DISCHARGE               44B: HONG KONG 
LATEST DATE OF SHIPMENT 44C: 080220 
SHIPMENT OF GOODS              45A: 60 PCT NYLON YARN, TAIWAN ORIGIN  

QUANTITY: 1,800 LBS AT CIF HONG KONG 
DOCUMENTS REQUIRED           46B: +SIGNED COMMERCIAL INVOICE IN TRIPLICATE. 

+SIGNED PACKING LIST IN TRIPLICATE SHOWING 
NET WEIGHT, GROSS WEIGHT AND MEASUREMENT.  

+FULL SET（3/3）ORIGINAL OF CLEAN ON BOARD BILLS OF 
LADING MADE OUT TO ORDER AND BLANK ENDORSED, 
MARKED FREIGHT PREPAID AND THIS L/C NUMBER. 
NOTIFY APPLICANT AND US. 

+INSURANCE POLICIES/ CERTIFICATES IN DUPLICATE, 
ENDORSED IN BLANK FOR 110% OF INVOICE VALUE 
COVERING INSTITUTE CARGO CLAUSES (A)82.1.1、
INSTITUTE WAR CLAUSES(CARGO)82.1.1 AND INSTITUTE 
STRIKES CLAUSES (CARGO)82.1.1 WITH CLAIMS PAYABLE 
AT DESTINATION IN THE CURRENCY OF THE DRAFTS. 

ADDITIONAL CONDITIONS 47A: 3 PCT MORE OR LESS ON AMOUNT AND QUANTITY 
ACCEPTABLE 

CONFIRMATION INSTRUCTIONS 49: WITHOUT 
PERIOD FOR PRESENTATION 48: DOCUMENTS TO BE PRESENTED WITHIN 14 DAYS AFTER 

THE DATE OF ISSUANCE OF THE TRANSPORT DOCUMENT 
BUT WITHIN THE VALIDITY OF THE CREDIT. 

CHARGES 71B: ALL BANKING CHARGES OUTSIDE HONG KONG INCLUDING 
ADVISING CHARGES IF ANY ARE FOR ACCOUNT OF 
BENEFICIARY. 

----- AUTHENTICATION SUCESSFUL WITH PRIMARY KE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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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 OF EXCHANGE 
Draft No.                                        Taiwan                  

Exchange for                                      

At      (1)          sight of this FIRST of Exchange (second of the same tenor and 
date being unpaid) pay to the order of          (2)                    

the sum of                                          

                                   value received 

Drawn under Letter of Credit No.                 dated                       

Issued by    (3)                                                             

To       (4)            

    (5)            
  

 

INVOICE
No.                                              Date:                       

Invoice of      (6)                                                       

For account and risk of Messrs.        (7)                                    

                                                                        

Shipped by                        Per                                     

Sailing on or about                 From              To                       

Marks ＆ Nos. Description  Quantity Unit Price Amount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