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屆國際貿易大會考 

成績優異在學應考人   心得分享 
 

【第一名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與經營科  陳品樺同學】 
我覺得學習國際貿易是一件很有趣又很有成就感的事，雖然開始接觸到貿

易細節時覺得有點陌生，但隨著知識的累積和連結，慢慢熟悉了流程，也從書

中的實例更了解各個細節的操作。在此我也要感謝楊維娟老師的用心教導，因

為平時上課的內容十分重要，很多內容是難單憑看課本就理解的，老師用心的

舉例和標明重點讓我們的學習更得心應手。這讓人對國際貿易越來越有興趣，

也能懷著積極的心態和熱誠學習。 
關於準備考試的心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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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有很大的幫助。首先，我先看過其中的題目，了解出題的方向，

針對考試的重點章節做課本的複習。再來就是細讀每一題目和選項，一定要了

解每個選項對與錯的原因，這樣當遇到反向的提問時也能輕鬆作答。仔細做過

一遍考古題後進行個人的重點整理，將容易忘記或混淆的名詞和重要細節（例

如貿易流程、貿易條件、保險險種、押匯單據間的關聯）寫在筆記本上，成為

日後快速複習的工具。讀過幾遍後，可以在紙上或腦中演練貿易（特別是以信

用狀交易）的流程，除了能熟記順序外，也能將之前讀到的細節放入其中，就

像拼圖一樣，形成完整的概念，還能套入不同貿易條件或付款方式，更全面的

了解到其差異。最後就是好好把握考古題，除了作紙本的歷屆試題彙編，國際

貿易大會考的網站也提供歷屆試題線上測驗，可以多做幾次隨機的考古題，確

認能把握三十五題的分數。經貿資訊也是國貿大會考的內容之一，我會在考前

上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的網站了解經貿時事和最新資訊，這也有助於順利答題。 
我覺得重要的並不是對題目死記硬背，因為國際貿易大會考的題目很靈

活，先了解它的出題方向就能夠精準又有效率的準備，也可以盡量將讀到的內

容連貫起來，這樣看到題目就能很清楚的知道是哪個部分，再從腦海中拉出細

節，如此既不會輕易搞混，也能融會貫通，讓答題更得心應手。 
感謝國際貿易大會考提供的機會，讓學習國貿的我能有機會好好整理和充

實這段時間學到的知識，相信未來也能在這個領域得到更多的學習機會。 
 

【第二名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與經營科  陳庭涓同學】 
  首先，我要先感謝教導國際貿易實務的楊維娟老師，謝謝老師很仔細且認真

地教導，在課堂中利用精簡的整理幫助我們統整出重點觀念，也利用實際例子

幫助我們了解條款及處理方式，更利用課本後的例子以及考古題逐一分析、解

釋題型和答題方向。除了上課聽講認真之外，課前的預習和課後的複習也相當

必要的步驟，課前先預習當週要上的節次，並且標記出自己不懂的地方，然後



在課堂中仔細聽老師講解，若還是不懂再自行詢問老師或與同學討論，而課後

的複習會更加加深印象，若有同學詢問，能用自己吸收後的話重述便能得知是

否真正理解。在準備的過程中，基本的貿易條件是很重要的，許多條件像是保

險理賠、費用計算都會依貿易條件有所不同，另外就是條款部分需細心地閱

讀，因為這些細節不僅在考試中常常出現，在實務國際貿易中也十分關鍵。 
  接著我想分享關於準備的過程，首先國際貿易實務是一門一學年的課程，在

上學期老師所教授的是最基礎且最為重要的觀念，因此必須付出心力在熟悉貿

易條件及基本條件，選擇一本教科書作為輔助，仔細熟讀課本內容也能給予很

大的幫助；再來則是利用國際貿易大會考中心編輯出版之國貿大會考歷屆試題

彙編，裡頭收錄第一屆到第十屆之考古題，依不同單元分類編輯，有利於考生

能按照課本單元進行複習測驗，要把握歷屆試題所佔之百分之三十五的題目，

將每題考古題都弄懂，並且知道為什麼要選這個答案，如此一來便能應對試題

變化，另外也可以使用國貿大會考網站內的歷屆試題線上測驗，由電腦隨機抽

取 100 題進行測驗，可以幫助考生知道自己不熟練的題目有哪些，進而加強練

習；然後必須注意大會考的時事題，利用考前時間上網尋找近期的經濟和國際

貿易趨勢，可以在平時多多注意經貿新聞，或利用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之線上網

站補足相關訊息。掌握這幾點準備項目，相信各位考生都能有很好的成績。 
  最後，我想分享這次考試通過後的感想，雖然我覺得這次題型較為困難，考

題中有很多必須靈活運用貿易知識的題型，像是跨境電商這類活用時事題，但

是這將能讓我們更接近實務面，知道如何利用所學來判斷、分析及運用到當下

的趨勢上。對我來說，這個考試並不是僅有通過獲得證照，最重要的是知道自

己對國貿有多深的理解，考完試後發現自己其實對於條款細節還需加強，因此

會對此部分會更加下功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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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有機會測驗自己國際貿易知識的了解程度，更能為未來從事相關

行業做準備，也讓我體會到知識和實務須融會貫通的重要性。 
 

【第三名 實踐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阮邦傑同學】 
首先也是必須，非常感謝實踐大學謝宗興教授以最貼近實務面的教學方式

以及詳細不倦的教導，帶領著我們一步一步為國貿實務立下扎實的根基，也非

常感謝主辦單位給予這麼寶貴的機會讓我分享自己的準備方式。 
 
由於國貿實務是國貿系最核心的專業課程也是出社會後做事的一切基

礎，一開始接觸這門學問時，聽聞這門科目非常的棘手，一但有部分不懂，後

面便需要花費更大的功夫，當下便下定決心要把這門科目扎扎實實的學好，而

認真上課絕對是打好實務基礎的不二法門。上完一學期課程後，深深體會到理

解重於死背，因為要背的東西實在不少，不管是貿易條件、付款條件或保險條

件等等，絕對不是一夜之間就能全部記憶起來的，所以除了上課必須要全神貫



注外，課後的複習也很重要，建議可以準備一本筆記本在上課中把不熟及較難

懂的部分記錄下來，不僅自己親手寫過會有印象，考前更可以把不熟的部分多

看幾遍。 
 
歷屆試題也是考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歷屆試題中大約有三十題屬於考

古題，比率算是蠻高的，也算是較容易掌握的一部份，算是試題中的基本分，

如果能掌握住，邁向通過考試的路就不遠了。在準備方面，我是從《國貿大會

考歷屆試題彙編》念起，在時間還充足時，看完第一遍歷屆試題後，把不熟的

題目圈起來並馬上查詢正確答案，再把相關單元的部分全部熟讀一次，同時在

心裡整理以及融會貫通。而在大會考前夕，除了已經熟讀《國貿大會考歷屆試

題彙編》外，也不妨可以多多利用國貿大會考官網上的歷屆試題線上測驗，不

僅可以測試自己哪些部分還不甚熟悉，同時以隨機出題的模式再次熟練各個題

型及命題方向，增加自己的答題敏感度，用餐或是其他休息之餘，比起滑手機，

建議可以上相關經貿時事的網站看看最新的經貿新聞，這對考試也是很有幫助

的。進考場前，翻閱之前所做的筆記以及對自己有自信心是相當重要的。答題

時，如果遇到自己不擅長的部分，莫急也莫慌，這時候「刪去法」是非常好用

的。寫完試題後如果時間還充裕也千萬不要急著交卷，檢查是否劃錯卡或是驗

算都是邁向通過考試之路絕對不可或缺的一環。 
 
最後，也再次的感謝主辦單位以及學校提供這麼良好的學習機會及環境，

不僅能夠讓我們檢視自身的學習成效亦能同時增進職場實務上所須的寶貴經

驗，透過近似真實案例中的考題及相關經貿時事讓我們熟悉以後職場中所會面

臨的各種情況。皇天不負苦心人，認真上課、課後複習配上歷屆試題相信各位

考生都能如虎添翼取得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成績，如願考取證照，增加自己未來

職場上的競爭力。 
 

【國立臺中家商  國際貿易科  楊皇遠同學】 
我這次國貿大會考可以成績表現優異，一切都要特別感謝老師們以及李主任的

努力教導。想當初一年級進入台中家商國際貿易科，而踏入國際貿易這個廣大

的領域，起初遇到學習上的瓶頸，要去搞懂眾多術語的意思、各個貿易條件、

單據的填寫以及要搞懂二十五個貿易流程……等。學習過程雖然艱辛，但都熬

過來了，也造就今日榜上有名的我。 
  我在每次上課時，會將老師說的重點畫記起來，遇到不會的就立刻發問，然

後回家再把它弄熟悉，漸漸的就將內容弄懂了，我覺得上課認真聽講是最重要

的! 
  到了二年級換主任授課，要學習的東西又更多了，從起初的二十五個貿易流

程圖就花了一段時間搞懂並且背起來，然後也寫了無數張單據，而信用狀的題



型相當多變，因此寫到後來也就了解了多種題型，而貿易英文也是個困難的地

方之一，不但要背許多沒看過的單字、片語，有些單字意思跟我以前所學的不

一樣，這部分也真的要多虧李主任在準備過程中準備了許多題目讓我的功力大

增，寫起來也比較順手，單字量也增加了許多，對於實務上慣用的句型，我也

會特別注意。 
  到了快考試的前幾個月也學會了空運、海運的計算題，並且將歷屆試題全部

都算過，也把考古題一步步背下來，並且將陌生的題目特別標記，盡量去理解

每個題目，在考前一個禮拜我把整個再掃一遍加深印象，畢竟這些題目占的分

數也是滿多的，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一件事多做，你就是專家。」這段話我

感到相當認同。 
  在這裡，給各位考生們的準備方法是考前再把以前錯的再多複習幾遍，然後

請記得要多多關心有關貿易的時事，這樣子分數上也可以多拿個幾分，才不會

再一翻開題目看到時事題就愣住。我覺得學國貿一定要去理解它的意思，才會

比較上手，學得更有效率。 
  其實當下考完會考後，我覺得題目有點小難，不是很有把握可以考得很好，

不過挺有自信可以通過測驗就是了，當初我的目標是全國第一，因為三萬塊的

獎學金滿吸引我的，而且我也想打破學長姐的紀錄。到了成績出來那天，主任

告訴我，我考得很高 PR99，那時我興奮到有點愣住，但是要拿第一我感到有

點危險，因為我的分數沒有到很高。之後排名出來，我是全國第五名，在校生

第四名，跟前面的人竟然只差了兩三分，感覺有點可惜。雖然沒能達到我的目

標，但是至少我盡力了，對於結果我很滿意，希望這份證書能為我的將來帶來

幫助，也謝謝國貿大會考中心提供獎學金給我鼓勵，最後我要再次感謝我的老

師用心的指導。 
 

【輔仁大學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夏秀嫚同學】 
  很高興得在這次的考試中考取第五名，以及拿到主辦單位給予的獎學金，首

先我要最感謝這一年教導我們的謝宗興老師，在國際貿易實務這堂課我學到了

很多之前曾未接觸過的實務內容，在我們管理學院學到的都是理論居多，所以

在上這門課時讓我覺得額外有興趣，加上老師總是以熱忱的態度傳授我們知

識，讓我感到學習過程中非常踏實，促進了我自主學習的動力，而且上課模式

也是我很喜愛的方式，老師編寫的課本更是以我們容易理解的方式撰寫好讓我

們更容易吸收，所以一切的努力我都很感謝老師這將近一年來的教導，讓我們

將這門課程以活用的方式學習，而非是以應背誦下來應付考試用。我在準備國

際貿易大會考時，大約是考前兩周開始，首先是把老師編寫的國際貿易實務從

到到尾複習一遍，做一次重點是的整理，當然也是因為這一年來仔細聽講學習

打下基本的基礎，所以讀完一整本將近只花了兩三天的時間，而且因為是選擇

題的關係準備過程相較準備期末考之下相比輕鬆許多，然後再配合國際貿易大



會考考古題的研讀，反覆看了兩遍大約抓到出題方向及重點，每一題的選項都

要糾正至正確答案以及知道錯誤在哪，而不是只記住答案為哪一個選項，比起

投機取巧我更偏好實際弄懂觀念，使用這兩本用書準備就算是準備的差不多

了。 
    除了老師的教導和參考書的幫忙外，也要謝謝上課和我一同學習的同學，

若不是做我身旁的同學積極學習和一起討論，我也無法考取這麼好的成績，所

以我覺得這門學科假若身旁有人能一同學習甚至是督促自己，將會是一個很大

的幫助，不但是幫助到了同學也是幫助自己的增進。 
    然而結果能考出這麼好的成績我很意外也很開心，因為在整個學習的過程

中我是以一個輕鬆適中的心情，而非是以一個面對考試硬是把考題背誦在腦袋

裡，全程是以一個活用的方式在準備這一次的考試。最後也要謝謝老師和學校

給我這個機會參與這一次的考試，我不但應用上了過去作學的知識也增加了一

項豐富的體驗！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企管系  張棋翔同學】 
在報考國貿大會考時，我幾乎沒有國貿的相關知識，因此當報名以後，發現要

補齊的東西相當多，除了將參考書從頭到尾翻遍，還要將考古題從頭到尾做一

遍，再加上近期因為課業與比賽的壓力都比較重，所以這一次能考得比預期高

分著實令我大吃一驚。 
    幸好這學期有修國貿實務，因此可以在課堂上認真學習，因為平時就比較

忙，離開教室後幾乎沒時間可以複習，所以我只能把握課堂上的時間，專心一

致地將老師授課的內容記起來。雖然老師授課時內容非常豐富，而且教得速度

也非常快，因此我只能一邊聽老師上課，一邊挑選、記下重點並將其背起來，

平時坐公車捷運時便拿起課本、考古題一邊研讀一邊記。由於平時幾乎沒時間

看，所以我必須要比別人更加認真集中。 
    這次之所以能獲得高分，另一個理由便在於老師，平時教授速度雖然快，

但會一直關心同學的進度狀況，而且在課堂上也經常使用相當簡單、容易理解

的案例來讓同學們更加容易吸收，鄰近考試前的兩個禮拜，老師還幫我們特別

加課，不只是從平日擠出時間，老師也願意在假日的時候來學校幫大家補強國

貿大會考，如此認真的老師讓我心中浮現一個想法：「老師都願意擠出空閒時

間來幫我們大家補強，若不考個好成績實在對不起。」因為這個想法，從原本

只是想獲得及格分數拿到證書，變成以高分進榜為目標，為此除了書中的知

識，更要多關心國貿的時事，平時用電腦忙碌時，偶爾偷個閒上國貿局網站，

或上財經網、BBC 等之類的新聞網站閱讀與國貿相關的新聞。 
    因為上述這個機緣，我開始大量吸收了與國貿相關的各種新聞與知識，漸

漸地我開始對國際貿易有了興趣，現在也會主動觀看與國際貿易相關的新聞時

事，漸漸地感覺到準備國貿大會考愈來愈輕鬆。在考試當天也是帶著輕鬆的心



情去應試的。或許也因為帶著輕鬆的心情考試，才能獲得比預期要更高的分數

吧。 
    這次能獲得這樣的分數，除了要感謝老師的用心良苦外，也要感謝我的好

友們，因為我與我的好友們經常在一起討論課業、彼此教導對方，由於國貿是

我的強項之一，因此平時除了幫他們複習課業外，也是不斷地在幫自己加強印

象。 
    國際貿易雖然有許多令人煩悶的細節要明白，其實只要了解國際貿易的整

體流程，再將這些細節慢慢填入，會發現國際貿易實務比想像地要簡單很多，

因此要明白熟記的重點也就更容易找出了。國際貿易目前是我相當有興趣的領

域之一，目前打算未來在學校，甚至是研究所時會再去進修與國際貿易相關的

課程，同時空閒之餘去看看報章雜誌與新聞，多增加在這方面的相關知識，相

信這些對我未來的職場生涯會有莫大的幫助。 
 

【輔仁大學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張華容同學】 
這次的國貿大會考，首先要感謝謝宗興老師鼓勵我們每個人都要去參與考試，

也謝謝他每周上課都認真且細心的教導我們國貿的相關知識以及實務上的應

用，讓我們學習到很多實際操作時的應用方式。 
   在考前我上網看了往年國貿大會考的通過率，大概都落在20~30% 之間而

已，其實通過率並不高，因此在考前總是會擔心自己是不是無法通過，但幸好

老師都很看好我們鼓勵我們，告訴我們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難，我想能夠取得高

分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是，謝宗興老師在上學期以及這學期的期中考期末考時，

出題都是以手寫申論題的方式出題，要求我們要能夠完全憑自己的實力寫出答

案，也讓我們對於國貿的知識印象更深刻，因此在考國貿大會考時，也顯得容

易許多，非常感謝他的教導。 
   接著關於如何準備國貿大會考，首先，我認為上課用心以及課後自我複習

相當重要，上課老師所教的內容能夠對概念先有個基本的理解，而課後該背誦

下來的一些國際貿易基本條件、保險條件、付款條件、運輸條件…等等就需要

靠自己努力去複習，計算題的部分老師一開始即告訴我們不能用死記一些公式

的方式來隨意應對，必須要了解每個算法的用意，才不至於在考試當下無法活

用，在課堂中老師也帶著我們讀過各種信用狀的不同條件要求，以及各種單據

的不同關係人等等，這對考試都有很大的幫助，另外，像是UCP600國際慣例

的內容算是比較繁雜的部分，哪些有國際慣例規定，而哪些部分又沒有被規

定…等等，在考前都必須要仔細閱讀以及反覆背誦才能夠掌握的到；再來，我

認為考古題是考試的重點，在100題的試題中，有35題是屬於考古題，雖然答

案順序在考試時會有改變，但考古題的掌握其實並不困難，只是需要花時間在

考前讀個三次以上，即可完全掌握到考試重點，接著自己也必須要循著考古題

的方向把往年有考過的部分在課本上做一些記號特別留意，以得知國貿大會考



的命題方向，只要將考過的部分重點詳細且仔細的多讀幾次，就能夠有所掌

握；最後，我覺得比較難掌握的部份是國際經貿知識，經貿知識的範圍很廣，

在考前可以多看一些新聞趨勢或者國際貿易局的網站作補充，並留意一些時事

題，對考試就會有一定程度的幫助，雖然考古題佔比很高，但是在讀完考古題

時也必須要自己再多翻閱課本重點反覆讀考古題，遇到不會的題目也可以跟同

學老師互相討論研究，不僅僅可以加深題目的印象，也能對考試更加得心應

手，獲取高分。 
    最後感謝主辦單位僅收取公道的報名費，又在考試成績公布後提供豐富的

獎學金，讓我們更有動力去準備考試，爭取佳績，實在非常感謝，也祝福接下

來的應考生們也能夠有好的成績，謝謝。 
 

【東吳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吳德威同學】 
由於我就讀國際貿易學系，必須接觸國際貿易實務這門學科，在修讀國際貿易

實務時，就有參加國際貿易大會考證照的念頭，因此上課聽講非常專心，上課

專心聽講對於記憶是非常有幫助的，回家再複習就快速許多。 
  在準備國貿大會考時深深了解國際貿易實務的內容非常多，要全部背起來實

在不太容易，因此我嘗試用理解的方式來幫助記憶，也與大家分享如何理解並

有效率的來幫助記憶，有許多的貿易程序及貿易相關規定都有其規範的邏輯及

目的，若能想通其背後的目的及合理性就能夠很自然的背起來，至於國際貿易

條規可以用英文全名來幫助記憶，我發現將英文全名記起來不僅可以記住國際

貿易條規的縮寫，也能夠推論國際貿易條規的貿易條件，因為國際貿易條規的

英文全名隱含了背後大部分的條件，但若只記縮寫，就只能完全用背的來記住

條件，容易搞混也不好記，關於英文的考題則可以多參考國際貿易實務教科書

上的例子，因為國際貿易相關的英文書寫都大同小異，若能記住固定用法及單

字，英文的考題就能夠迎刃而解。進出口價格計算的計算題很有規律，勤練習

並完全了解計算步驟跟計算方法就能夠拿到分數，千萬不能背題目，否則題目

較為複雜或是單位轉換時就會算錯，一定要紮實的了解為什麼要這樣做計算，

如此一來才能應付所有考題，且要熟記一些常用的單位轉換，因為題目時常給

的單位需經過轉換才能夠做進一步的計算。關於國際貿易最新的經貿趨勢及時

事，則可以到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的網站上補充相關資訊，這部分的考古題較沒

有幫助，因為每年的經貿發展皆有所改變，因此需要時時更新經貿發展的狀

況，如此一來時事題就不需要擔心畏懼了。最後考前一定要練習歷屆考題，歷

屆考題佔的分數也相當高，熟讀歷屆考題就可以掌握一定分數，且讀歷屆試題

時若發現哪個部分不熟練或是印象不清楚，就可以再翻書加深印象，把那部分

的觀念再做一次的統整，因此歷屆試題有個好處可以幫助自己找到不熟練的部

分再做加強，這部分的分數相對容易取得要好好把握。 
    感謝進出口同業公會舉辦這個國際貿易大會考的證照考試，不僅讓我有機



會熟讀國際貿易實務這門對於國貿系非常實用的學科，以利之後再進一步考取

國際貿易相關的證照，更讓我了解原來自己也是相當有潛力的，本抱持著取得

不錯的成績並取得證照就好的心情去應考，結果出乎預期的好，非常開心，也

因此增加了我面對大型考試的信心，謝謝進出口同業公會這次國貿大會考的考

試給予我這次應考優異表現的肯定，最後要感謝教導我這門學科的老師黃寶玉

老師，感謝老師每次都細心回答我的提問並認真的教導，由於國際貿易實務內

容及範圍非常廣泛，老師時常上課都有進度壓力，雖然教得很快但重點總是講

得很仔細並希望每一位學生都能夠聽懂，謝謝老師讓我有取得證照及獎學金的

機會! 
 

【國立臺中家商  國際貿易科  張瑋芩同學】 
對於這次考試，首先感謝國貿大會考舉辦這場考試，從中我獲益良多，知道有

許多知識要去學習，也會在將來更加努力的去學習，感謝我的家人在我的身後

陪伴著我，當我的最強後盾，讓我能無憂無慮的來讀書及考試，也感謝李法興

老師對我的悉心教導，我的所有國貿知識都是老師教給我的，上課時總是不厭

其煩的講解，也會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來回答我問題，當然，他自製的講義

也幫助我很多，讓我在考前又能再複習一次，增長印象，非常感謝老師！然後

也要感謝我的學長學姊，在每一屆的國際貿易大會考中，他們取得了非常優異

的成績，給予了我莫大的鼓勵與希望。最後要感謝我的同學，在考試前他們一

直不斷的陪伴我支持我監督我，讓我覺得有人陪並不孤單，才会取得如此好的

成绩。 
也來分享一下學習的心路歷程，剛學到國貿這們科目時，總覺得多又雜，而且

還很多東西要背，但學到愈後面，就漸漸的有興趣了！很多東西並不像表面一

樣互不相干 ，道理幾乎都有關聯，學得愈多就愈能把他們串成一條線。 
其實，讀國貿大會考靠的是努力，而不是天份。我當時在讀的時候，會在做題

目時，將有疑問的題目做記號，並且把每個選項都仔細的去理解，不去死記答

案，如此一來，就每個類型都會了，也不要不敢去問老師和朋友，能問就儘量

問，學到的會更多更有印象。 
考試時 ，看到題目的前幾題是時事題，就開始心慌，因我是高職學生，所以

在時事題及一些實際性較強的題目上，比較不能獲得相關知識，所以在準備這

方面時我會先從課堂上無法深入討論的題目去補充所欠缺的知識與觀念，並時

時閱讀經貿新聞，以更新資訊，增長眼界。 
英文題也很有難度，如果不是常用到，並不會太了解，問完老師後，我才了解

很多字的中文意思一樣，但用法卻不同。 
在算計算題時，題目給予我莫大的信心，也是我最有把握的地方，因為當時老

師講解的很透徹，所以考完，我的心也放下了，只是很期待自己的成績，很擔

心會不會粗心，或填錯卡，覺得能有前 100 就很不錯了！成績出來那一剎那，



還是不敢去看，擔心自己沒有達到心中的目標，還是老師告訴我成績的，知道

的一剎那，我整個就被驚喜到了!很開心，也很意外!我的家人們都替我感到高

興，拿到 5000 元後，我也打算好好分配這筆意外之財，與家人及好友分享，

分享自己的喜悅。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與經營科  劉冠妤同學】 
首先要先感謝我的指導老師，還有我的家人和朋友，我覺得當初上國立台中科

技大學是命運的安排，因為對國貿有興趣，所以選擇了這個科系，在這裡學習

到很多有關國貿相關的理論和實務，雖然有時候覺得題目很難又看不懂，但是

有老師細心的教導和同學的互相研究、推敲與鼓勵，讓我在這個科目上有更深

入的了解，也深深的覺的英文是個很重要的一個科目也是人生當中的一項技

能，是工作上不可或缺的東西。 
因為國際貿易是我們的必修課，所以一定要認真的上課，也要課後複習，不了

解的地方一定要問清楚，這是很重要的，因為有可能這個不會，導致之後的東

西都不了解了，還有，貿易條件一定要了解得很清楚，對以後看單據有很大的

幫助， 
另外，考古題也相當重要，在一百題中就佔了三十五題，比例很高，如果能好

好把握的話，要通過這項考試其實並不難，因此在準備考試的時候，會先把看

本重新看過一次，然後將國際貿易大會考事務中心所出版的《國貿大會考歷屆

試題彙編》第一屆到第十屆的試題到看了題目就要知道答案的境界，並將不會

的題目用紅筆圈起來，請教老師或是再回去尋找課本，可以更增加印象，下次

再碰到類似的題目便能夠迎刃而解，還有，考試前上網查詢最近的經貿趨勢，

因為國貿大會考前幾題都是考跟時事有關的題目，因此到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的

網站上補充一下相關資訊對考試也是有很大的幫助。還有還有，多多利用國際

貿易大會考歷屆試題線上測驗，雖然沒有計算題和信用狀單據的題型，但透過

隨機組成的 100 題測驗，可以找出不熟練的地方，並且針對此處加強練習。相

信把握住這幾項要點，每位應考人員都能取得很好的成績。 
考過了國貿大會考是一件很開心也很榮幸的一件事，因為不是很多人考過這一

項考試，也許以後不一定會是往這方面去工作，但是走國際貿易也是一種挑

戰，我很感興趣，也希望有那個機會，對於未來會繼續努力在學習這方面，也

會往其他方面發展，增進自己的實力、處理事情和與人溝通的能力都是很重要

的，也希望自己可以是全方位的一個人才，對於未來的工作和公司有更大的貢

獻。也要再次感謝辦這個國際貿易大會考的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有你們的這

個考試，給了我一個機會，讓我知道，其實只要努力與細心，也是可以考到一

個好成績，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易起的精進自己，謝謝大家。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國際商務系  李典原同學】 



準備方式 

先熟練考古題，如果遇到不懂的地方就找資料(例:課本、網路)，不求快但求效

果的方式準備，每種觀念相關的知識就一起學起來，因為有一半以上的考題是

考古題沒有的題目，所以要確確實實地弄懂才可以臨危不亂，然後一次讀完全

部章節會很吃力，所以最好先分配章節，每天讀幾個章節慢慢累積，最好在正

式考試前可以全部完完全全看過兩次，如果無法至少也要有一次，這樣在心理

層面可以提升許多，我的準備時間總共一個半月，其中也夾雜私人的事情，所

以難度不會很高，扎實地熟讀它一定可以通過。 

心得感想 
現在的我就讀國際商務系大一，能夠排在前幾名真的覺得很幸運，很多年紀比

我小或非本科系考過的人，都有相當高的程度水準，由衷感到敬佩，我覺得這

個檢定和其他的檢定不同，最大特色就是不完全由題庫出題，很多的檢定百分

之百由題庫出題，但是大會考會有時勢題和新題型，相較起來比較有挑戰性，

想要拿滿分更顯得不容易，也比較有鑑別度，經過這次考試可以知道自己哪些

部分沒有弄熟、哪些部分需要加強，將來如果要運用在職場上發揮這項專業能

力，現有的知識勢必還不夠充足，必須更深入研讀、運用，因此未來會安排其

他考試讓自己去挑戰看看，由於台灣進出口貿易非常頻繁，所以與貿易相關的

時事也要特別留意，現在科技的發展迅速，貿易型態一直改變，像電子商務、

行動支付等，有些也會涉及國貿領域，因此關於知識的涉獵就要更佳廣泛，這

樣才可以應對環境的變化，未來也想嘗試其他更高階的國貿檢定，所以這個檢

定可以幫助我檢視自己是個很好的成長及學習機會。 
 

【銘傳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劉侑蓁同學】 
在看到成績的那一刻，真的開心到說不出話來，畢竟在考試前，大家都說大會

考很難，考題很活，不好過，但畢竟花了很多的時間準備，看到自己的成績擠

進了 33 名，那種心情真的不是能用言語形容的。 
我的準備方式，是跟著老師期中跟期末考的進度去讀，我們用的課本寫得很仔

細，所以在準備上其實一本課本就夠了，但前提是，一定要把課本裡面的每個

內容都熟讀，有些章節只要熟讀就一定能拿到分數，像是貿易條件，只要知道

風險轉換的地點，及費用負擔，就能清楚的答題，價格計算也是拿分的好題目，

其實題目都大同小異，只要分清楚空運還是海運，記清楚怎麼算，其實要拿分

也不難，考前也要知道最近發生的時事，像這次出的一帶一路、紅色供應鍊、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另一部分，就是歷屆試題，因為佔了 35%，所以一定要



拿到這部分的分數，我在考試前至少讀了 3 次，每個題目都要弄懂，特別是選

錯誤的題目，剩下三個正確的選項，只要記起來，就可以幫助自己答其他的題

目，也可以從中釐清觀念。 
也很謝謝老師在考試前的幾個禮拜，讓我們練題目、練速度，而且每個題目都

幫我們做詳解，讓我們可以不用再花時間找答案，也可以透過詳解，弄清楚自

己哪裡不熟不懂。 
在考試前，一定要先看熟課本，再去寫歷屆試題，這樣可以知道自己哪裡需要

加強，哪裡不熟，考試前，同學間的互相討論，也可以幫助自己找到自己的問

題，不懂的東西一定要趕快翻課本找答案，或者是問老師，絕對不能拖，不然

時間一過就會忘記，也會放棄。 
在這次準備大會考的過程中，也讓我發現自己對國貿的興趣，希望自己未來也

能從事跟貿易相關的工作，也希望能再去考國貿乙檢，加強自己的實力，也提

升自己未來的競爭力。 
 

【實踐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巫欣燕同學】 
目前就讀實踐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的我，國貿實務是一科非常重要的必修

科目，有很多東西都是第一次接觸，每一個流程都需要花時間去慢慢了解，更

別說還有多少專業知識是需要去背誦的，因此我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配合學

校老師的教學進度，一步一步了解整個過程，當然，非常感謝教導我的老師-
謝宗興教授，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去教導我們，盡可能的為我們解惑我們的所有

問題。 
 
參加這次國貿大會考除了讓我更了解整個貿易流程外，也讓我更清楚知道國際

貿易這條路是我將來想要走的路。在準備國際貿易大會考時，除了基本功之

外，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考古題的熟練與否，在 100 題的考試題目內共有 35
題為考古題，因此若能好好把握這 35 題，不僅在作答時能更有自信，同時也

能縮短作答時間，並將剩餘的時間拿來檢查其餘沒把握的題目。而我在練習考

古題時，會將第一次做錯的題目畫上記號，若題目是計算題的話，會親自利用

其他空白的地方計算一遍，並暫時先不參考解題過程及答案，這樣的方式不僅

可以讓自己更清楚計算流程，而在面對沒看過的題目時，也能更充容應對；而

當所有考古題都練習完一遍後，會再利用時間拿出來練習第二遍，並且比照第

一遍的做法，將第二次做錯的題目畫上不同的記號，一直練習考古題，直到把

所有題目都做對並且記起來為止。而剩餘的 65 題，在應考時，我習慣利用刪

去法，刪去比較不可能的答案，再慢慢思考正確答案應為何者；而在應考當天，

同一個考試試場有非常多人都會提早交卷，但這是要記得穩住心態，不要著

急，也不要因為別人的交卷打亂了自己答題的節奏，時間一定夠用，可以慢慢

寫沒關係。 



 
而最後，平常累積的實力真的很重要，在利用刪去法時也比較有一個方向，而

平常也可以多看看一些國際上的資訊，而這也會對國貿大會考的考試有一定的

幫助；同時，也可以利用國貿大會考的網站做線上測驗，利用隨機出題的方式，

可以幫助應考人更熟悉考試題目，相信只要能好好把握這些要點及考古題，每

個人都能順利通過國貿大會考的證照考試。 
 
在考完國貿大會考並知道自己通過這次的測驗後，給我帶來了很大的信心，而

我也給了我自己下一個目標-通過國貿丙檢。利用這次國貿大會考的考試，讓我

知道了自己的實力在哪、還有什麼地方還需要加強的，很謝謝進出口同業公會

舉辦了這一次的考試，讓我看到了不一樣的自己，也相信接下來的國貿丙檢我

也能順利通過，讀書是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其他人，我相信只要努力，或許可

能花的時間會比較多，也一定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