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學年度下學期  貿易證照檢定實務 

第一次作業題目  

一、 學科測驗 

( ) 1.貿易從業人員從事國貿業務開發時，下列作為何者錯誤？(1)應主動推銷

(2)注意國際禮儀(3)可製作誇大的產品型錄(4)態度應誠懇實在。 

( ) 2.下列何者非我國貿易法之規定，出進口人會損害我國商譽或產生貿易障礙

之執業禁止行為？(1)未依誠實及信用方法履行交易契約(2)未依規定委

託報關行辦理報關手續(3)以不正當方法擾亂貿易秩序(4)使用不實之輸

出入許可證或相關貿易許可、證明文件。 

( ) 3.代表公司與國外客戶洽談交易時，下列何者錯誤？(1)遵守誠信原則(2)

努力爭取公司的最大利益(3)誇大不實說明公司產品優點(4)注意傾聽，瞭

解客戶需求。 

( ) 4.貿易從業人員對於本國進出口簽審規定，下列何者錯誤？(1)應遵守相關

規定從事貿易(2)隨時注意規定有無更新或修改(3)對於規定不清楚時可

請教主管機關或專家(4)對於規定不清楚時可以不遵守。 

( ) 5.我國自哪一年起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為會員國？(1)2001 年

(2)2002 年(3)2003 年(4)2004 年。 

( ) 6.我國各項對外貿易法規之母法為(1)輸出管理辦法(2)輸入管理辦法(3)貿

易法(4)出進口廠商管理辦法。 

( ) 7.下列哪一項規定違反 WTO 國民待遇原則？(1)政府規定來自外國的童裝必

須檢驗是否含有螢光物質，國產童裝則毋須檢驗(2)政府規定來自中國的

進口貨品必須航經第三國港口，其他國家的進口產品則可以直航(3)政府

規定來自外國的汽車與國產汽車均須通過相同的檢驗標準(4)政府規定來

自狂牛疫區的牛肉不准進口。 

( ) 8.會員國間無關稅，對外採取ㄧ致性關稅，勞力及資本可以自由移動，請問

這是哪一類經濟組織？(1)關稅同盟(2)共同市場(3)經濟聯盟(4)自由貿

易區。 

( ) 9.若與外匯短缺的國家從事貿易，適合使用下列何種方式進行？(1)過境貿

易(2)郵購貿易(3)相對貿易(4)無形貿易。 

( ) 10.下列何者屬於有形貿易？(1)專利(2)保險(3)成衣(4)觀光。 

( ) 11.下列何者是國際貿易的客體？(1)貿易商(2)進口商(3)貨品(4)出口商。 

( ) 12.將商品委託國內製造商生產後，以國外廠商之品牌在市場上行銷，這種

製造交易方式稱為(1)ODM(2)OEM(3)相對貿易(4)整廠輸出。 

( ) 13.下列哪一步驟應於進口贖單之後辦理？(1)進口簽證(2)開發信用狀(3)

進口報關(4)押匯。 



( ) 14.下列哪一個步驟須於出口報關前完成？(1)出口押匯(2)出口檢驗(3)領取

提單(4)贖單。 

( ) 15.下列何種發票在貿易過程中最先出現？(1)Commercial 

Invoice(2)Proforma Invoice(3)Consular Invoice(4)Customs 

Invoice。 

( ) 16.在海關的貿易統計項目中，不包含下列哪一項交易？(1)機器設備(2)原

料(3)技術(4)紡織品。 

( ) 17.貨物通關自動化與下列哪一單位無關？(1)國際貿易局(2)銀行保險業(3)

入出境管理局(4)科學園區管理局。 

( ) 18.下列單證何項非進口報關所應具備之文件？(1)裝箱單(2)進口報單(3)

提貨單(4)裝貨單。 

( ) 19.目前進口貨物由海關代徵之營業稅稅率為(1)百分之五(2)千分之一(3)

千分之五(4)萬分之五。 

( ) 20.進口貨物通關程序一般分為五大步驟：a.收單；b.查驗；c.徵稅；d.分

類估價；e.放行，其順序下列何者正確？

(1)abcde(2)abdce(3)acdbe(4)adcbe。 

( ) 21.貨物出口檢驗之費用，係依下列哪一項貿易條件作為計算基礎？

(1)EXW(2)FOB(3)CFR(4)CIF。 

( ) 22.有關輸出許可證之內容，下列哪一項除專案核准外不得修改？(1)貨品名

稱(2)收貨人(3)申請人(4)貿易條件。 

( ) 23.現行我國貿易管理制度採(1)負面表列(2)正面表列(3)完全自由(4)嚴格

管制。 

( ) 24.為便於查閱，國貿局將大部分之輸入規定以三位數之代號標示於各分類

號列之輸入規定欄。貨品須國貿局核發輸入許可證者其代號為何？

(1)111(2)112(3)121(4)122。 

( ) 25.依 Incoterms 2020 之規定，下列貿易條件何者屬 Shipped Quality Terms？

(1)FOB(2)DPU(3)DAP(4)DDP。 

( ) 26.下列何者屬於交貨前付款之方式？(1)CWO(2)L/C(3)D/P(4)O/A。 

( ) 27.在匯率波動幅度較大期間，母子公司間往來，宜採用下列何種付款方式？

(1)分期付款(2)寄售(3)記帳(4)信用狀。 

( ) 28.在裝運標誌上若標示 Seattle via New York 則表示(1)The destination 

is Seattle(2)The destination is New York(3)The port of discharge 

is Seattle(4)The port of loading is New York。 

( ) 29.契約中交貨條件：Shipment in the beginning of July 是指約在何時

裝運？(1)7 月 1 日(2)7 月 5 日(3)7 月 1~5 日(4)7 月 1~10 日。 

( ) 30.國際貿易的交付數量大多以下述的何種重量為準？(1)Gross 

Weight(2)Net Weight(3)Conditioned Weight(4)Tare Weight。 

 



( ) 31.託收方式下的 D/P 和 D/A 的主要差別為(1)D/P 屬於跟單託收；D/A 屬

於光票託收(2)D/P 為即期付款；D/A 為遠期付款(3)D/P 為付款交單；

D/A 為承兌交單(4)D/P 為商業信用；D/A 為銀行信用。 

( ) 32.記帳付款交易(O/A)的條件下，買方從何方取得貨運單據？(1)押匯銀行

(2)由賣方直接寄交(3)託收銀行(4)航運公司。 

( ) 33.In regard to your invoice No 23130 for $2,578, which we expected 

to be cleared two weeks ago, we still have not yet received your  

________. (1)remittance (2)transfer (3)pay (4)account。 

( ) 34. ________ if you could send some samples of the material. (1)We 

would appreciate (2)We would be appreciated (3)It would be 

appreciated (4)We would grateful。 

( ) 35.We hope that you will find these terms ______. (1)pleasure

(2)reasonably (3)satisfactory (4)accepted。 

( ) 36.We apologize for the delay and trust it will not _________.

(1)cause your inconvenience (2)cause your problem (3)cause you 

problem (4)cause you inconvenience。 

( ) 37.We specialize in ______ footwear. (1)fashion and cheap

(2)fashionable and affordable (3)elegance and inexpensive

(4)beautiful designed。 

( ) 38.We can ______ and will have no trouble meeting your delivery date.

     (1)supply from stock (2)provide the good (3)settle the account

     (4)immediate delivery。 

( ) 39.Our delivery will be a week early, so we'd like to ______ the payment 

date as well. (1)move up (2)look forward (3)put off (4)call 

off。 

( ) 40.我們另外寄上樣品。(譯成英文) (1)We are sending you our samples 

in another mail. (2)We are sending you our samples in another 

envelope. (3)We are sending you our samples under separate 

cover.(4)We are sending you our samples under separate post.。 

二、術科操作 

(一)英文翻譯 

請填入適當的語詞以完成下列翻譯。 

1. 我們對延誤表示歉意，希望不會對貴公司造成不便。 

We             for the delay and trust it will not cause you            . 

2. 希望這些條件讓您滿意。 

We hope that you will find these                         . 

3. 我們的價格與他們比較起來相對較低。 



Our prices are relatively low in             with              . 

4. 我們會提前一週交貨，因此希望付款日也一併提前。 

Our             will be a week early, so we'd like to move         the 

payment date as well. 

5. 本公司專門生產時尚和負擔得起的鞋。 

We           in fashionable and            footwear. 

6. 我們另外寄上樣品。 

We are sending you our samples under                        . 

7. 相信這批運貨會完好送達。 

We trust that the          will reach you in perfect             . 

8. 關於編號231030 金額2,578 美元的這張發票，我們本來預期兩週前就該結清

的，但至今仍未收到您的匯款。 

In regard to your invoice No23130 for $2,578, which we expected to be           

        two weeks ago, we still have not yet received your              . 

9. 我們可以直接從庫存供貨，如期交貨絕對沒有問題。 

We can           from stock and will have no trouble meeting   

your              date. 

10. 若您能寄一些材料的樣品過來，我們將感激不盡。 

It would be           if you could send some samples of the            . 

 

(二)貿易流程 

請依課本之貿易流程圖，依序將流程號碼文字填入格子內。 

流程號碼 文字 

○3   

○5   

○7   

○12   

○14   

○17   

○18   



○20   

○21   

○24   

 

(三)出口價格核算 

題目 

根據以下資料，對貨號 A 與貨號 B兩種以體積噸計算海運運費的貨物，分別以併

櫃與整櫃運量，核算相關運費與報價。 

產品資料: 

型號 A B 

包裝方式 8 SET/箱(CTN) 12 PC/箱(CTN) 

包裝尺寸 253542(cm) 12”15”18”(inch) 

採購成本  NTD168/SET NTD 228/PC 

運費資料: 

運費 併櫃(CFS) 20 呎整櫃 40 呎整櫃 

US$ 85 US$ 2,500 US$ 3,000 

最低裝運量 1CBM 25CBM 50 CBM 

其他報價資料: 

匯率:1USD= NTD 33.6 利潤率:10% 

保險費率:0.15% 業務費率:3.5% 

注意事項 

1.核算要求:計算過程無法整除者，CBM計算至小數點第 4位，四捨五入後取 3位;其餘請計算至

小數點第 3位，四捨五入後取 2位。 

2.佣金計算方式:以所求報價條件本身為佣金計算基礎，如 FOB&C與 CIF&C分別為 FOB與 CIF為

基礎之含佣價。 

 

 

 

 

 

 



問題與解答 

貨號 A:併櫃方式報價 

題目 作答時僅填入答案即可 單位 

1.每箱 CBM 數  CBM 

2.每盒(Set)運費  USD/SET 

3.FOB 報價  USD/SET 

4.CFR 報價  USD/SET 

5.CIFC3 報價  USD/SET 

貨號 B:40呎整櫃方式報價 

題目 作答時僅填入答案即可 單位 

6.每箱才數  才(CFT) 

7.每箱 CBM 數  CBM 

8.40 呎櫃報價數量  PC 

9.每 PC 運費  USD/PC 

10.CIF 報價  USD/PC 

 

請將核算過程依序詳列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