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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辦理台電公司及中油公司九十三年新進職員甄試試題 
 
類    別： 企管國貿                                             （全一張共四頁） 
科    目： 國際貿易 
考試時間： 八十分鐘 
注意事項： 
1. 本試題分選擇、填充、計算及簡答三大題類，選擇題佔 30%，填充題佔 15%，計算及簡答
題佔 55%，須用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答案卷指定範圍內作答，於本試題或其他紙張作
答者不予計分。 

2. 本試題選擇題部分，請就各題選項中選出一個最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
不予計分。 

 
壹、選擇題：共15題，單選，每題2分共30分，答錯不倒扣。 

 
1. 試問下列何者為石油輸出國家組織之簡稱： 

 (A) OPEC (B) OECD (C) APEC (D) IMF 
 
2. 關於關稅政策，試問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 關稅政策可為從價稅，或為從量稅。 (B) 關稅造成國內生產增加。 

 (C) 消費者是關稅保護下的犧牲者。 (D) 關稅是透過數量的方式來管制進口。 
 
3.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透過分配各會員國生產配額，藉以達到以量制價，控制國際原油價格。

試問該項貿易干預政策應為 

 (A) 出口補貼政策 (B) 出口設限政策 (C) 進口配額政策 (D) 出口擴張政策 
 
4. 關於外匯市場均衡分析之購買力平價説（Purchasing Power Parity），試問下列敘述何者有

誤？ 

(A) 假設兩國之間無運輸成本及貿易障礙。  
(B) 不適用於非貿易財（ex:房地產）。 

 (C) 不容許市場存在套利（arbitrage）行為。 

(D) 均衡時，各國貨幣對品質相同商品之購買力均相同。 

 

5. 關於投標（tender）買賣中，下列陳述何者有誤？ 

 (A) 投標決標後，招標商在報價單逾期的情況下，仍可徵求投標商的延展同意。 

(B) 符合投標規定之投標商所報價格低於標購底價或高於標售底價時，招標商仍有權宣布

廢標。 

 (C) 投標決標後，得標商若未於規定期間辦理簽約，招標商得以没收押標金。 

(D) 只經過招標人邀請之賣（或買）方才能參加投標之招標方式稱為選擇性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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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貨物到港完成碼頭卸貨程序後，倘在一定時間內，受貨人（貨主）未前往提貨，則船公

司依託運契約可向貨主收取：  

 (A) 留滯費（detention charges） (B) 短裝費（shortfall freight） 

 (C) 延滯費（demurrage） (D) 送站費（delivered- in charges） 
 
7. 某出口商出口電腦至美國紐約，該批電腦以紙箱裝運，每一紙箱體積為50 cm×50 cm×50 

cm，重量為60 kgs，共裝40箱，經向船公司詢問運費，船公司報價如下： 

  基本運費率W/M US$150，W = 1,000 kgs，M = 1m
3
，無任何額外附屬運費及附加費，但出

口商享有遠東／美洲運費同盟特約費率（discount rate 10%），試問出口商應支付的運費為 

 (A) 675美元 (B) 750美元 (C) 360美元 (D) 324美元 
 
8. 船舶所有人與傭船人簽立契約，按照協定運費率及條件，將船舶艙位交由傭船人使用，

使其將貨物從某一港口運到另一港口，試問此種傭船契約為 

 (A) time charter party (B) voyage charter party 

 (C) bareboat charter party (D) space charter party 
 
9. 海運提單（bill of lading）為表彰貨物之物權證券。當提單上僅註記“Deliver to ABC 

Company”之背書字樣時，表示該提單之背書方式為 

 (A) 指示式背書（endorsement to order）             (B) 空白式背書（blank endorsement） 

 (C) 選擇指示式背書（endorsement in full or to order）  (D) 記名式背書（full endorsement） 
 
10. 試問下列何種貿易條件，進口商所承受的貨物運輸風險最大？ 

 (A) FOB（Free on Board） (B) EXW（Ex Works）  

 (C) C&F（Cost and Freight） (D) CIF（Cost, Insurance and Freight） 
 
11. 試問下列何種付款方式，出口商所需承擔進口商的信用風險最小？ 

 (A) 電匯（T/T） (B) 憑單證付現（Cash against Document） 

(C) 憑信用狀付款（Payment against L/C） (D) 託收（Collection） 

 

12. 有關信用狀（L/C）付款中，下列敘述何者為真？ 

(A) 讓購銀行（negotiation bank），又稱押匯銀行，乃為循開狀申請人（或進口商）之請求，

讓購L/C項下滙票及單證之銀行。 

(B) 出口商通常會要求規模較小的通知銀行，另請一家信用卓著的國際銀行，為其所開之

L/C擔保「兌付」責任。 

(C) 可撤銷L/C（revocable L/C）乃指L/C開出後，在已告知受益人的情況下，可隨時撤銷

或修改L/C。 

(D) 不可撤銷L/C（irrevocable L/C）中，不管L/C是否載有“without recourse”字樣，押滙

銀行仍可向滙票發票人行使追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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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試問下列海上貨物運輸保險中，何者“非”屬海保之附加險？ 

 (A) 罷工暴動險 (B) 兵險 (C) 水漬險 (D) 偷竊險 
 
14. 託收為信用狀之外最常見之付款方式，試問下列何種託收方式對進口商最有利？ 

 (A) D/T（Draft Transfer） (B) M/T（Mail Transfer） 

 (C) D/P（Documents against Payment） (D) D/A（Documents against Acceptance） 
 
15. ABC國際石油公司欲尋求國內YZ公司代為銷售推廣其潤滑油產品，試問就經銷與代理觀

念，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 就經銷關係而言，YZ與ABC兩家公司為買賣關係。 
(B) 就代理關係而言，YZ與ABC兩家公司為委託買賣關係。 
(C) 就經銷關係而言，賺取ABC公司之佣金為YZ公司主要的收入來源。 
(D) 就代理關係而言，YZ公司通常以ABC公司之名義與第三者簽訂買賣契約。 
 

貳、填充題：共5題，每題3分共15分。 

 
1. 今年二月，美伊發生戰爭，導致伊拉克國營石油公司無法順利對其合約商供油。試問該

公司可就一般國貿慣例契約之      條款，藉以免除其交易延誤之責任。 
  
2. ES國際石油公司於去年退出T國市場時表示，質疑T國政府一方面設定汽、柴、燃油高

額關稅（原油除外），形成進口障礙，一方面卻又嚴格審理新煉油廠的設立，造成該公司

與 T 國境內 C、F 煉油商不公平競爭之情形。 試問 ES 公司所欲陳述的是 T 國可能違反 

WTO 自由貿易之      原則。 

 

3. 台灣到1996年為止，只准進口歐洲及北美產製的汽車，造成國內業者從美國進口日本品

牌汽車之特殊現象。試問上述貿易限制政策，實質違反WTO自由貿易之      原則。 
 
4. 在以不定期船（tramp vessel）運送貨物的場合中，船貨雙方明訂契約需載運一最低載運貨

量。若屆時貨方因供應不足未能裝足約定數量，則需支付船方一筆違約金時，該筆費用

稱為      。 
 
5. 台灣戰後40年，人口雖然由原來600萬快速增加至2,300萬，但貿易順差不斷的累積資

本，使得資本累積速度相對較勞力增長快速，進而推促台灣產業逐漸由紡織業轉型成電

腦組裝，再到半導體產業，上述由相對勞力密集產業轉型至相對資本密集產業之情況，

正符合貿易理論之      模型（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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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算及簡答題：共8題，每題分數列於題後，共55分。 

 

1. ABC公司打算出售潤滑油從台灣基隆運銷美國紐約，工廠交貨價為每打NT$ 907，合計

1,000打，每箱裝50打，體積為40 cm×50 cm×40 cm，重量為80 kgs，船公司運費報價如下：

基本運費率W/M US$625，W = 1,000 kgs，M = 1 m
3
。另外保險費率1%，按發票金額1成

投保，以即期L/C付款，ABC公司預計利潤率為10%（以交易價為準），（US$1= NT$30） 

其它出口費用：出口包裝費（export packing fees）：NT$ 100/case 

       檢驗費（inspection fees）及裝貨費用（shipping expenses）：NT$1,000 

       外銷沖退稅（drawback tax）：NT$10,000 

       銀行手續費（banking charges）：4%（以交易價格為準） 

       推廣貿易服務費（promotion charges）：2%（以FOB值為準） 

       商港建設費（harbor construction fees）：3%（以FOB值為準） 

       出口押滙貼息（discount charges）：1%（以交易價格為準） 

試問ABC出口商之FOB、C&F、CIF的美元報價為何，又商港建設費為何？（20分） 

（註：計算過程取小數三位，答案四捨五入取整數） 
 
2. CPC石油公司於九月二十日向科威特石油公司購買10萬桶原油，每桶30美元，買賣契

約約定貨到付現，預計該批原油到港時間為十月二十日。若九月二十日美元兌台幣之即

期滙率為1：35，當天之30天期遠期外滙為台幣貼水（discount）1元，又十月二十日時，

美元兌台幣之即期滙率為1:40。試問在沒有任何銀行手續費的情況下，採遠期外滙避險

將較無避險策略增加或節省多少台幣購料成本。（5分） 
 
3. 請以正常程序，正確地依先後順序簡述定期（liner）船運之託運手續。（5分） 
 
4. 試列舉五種出口押滙（negotiation）可能所需之文件或單證。（5分） 
 
5. 中央銀行為維持滙率穩定，彌平外滙超額需求，不斷進入外滙市場買回台幣，造成本國

貨幣供給減少。為防止貨幣供給減少阻礙經濟發展，試問央行可採行那三種方法以達其

沖銷之目的。（6分） 
 
 6. 試就區域性貿易組織之三種形式，分別簡述其特色。（6分） 
 
 7. 就進口報關而言，試問何謂DPV，又我國主要是以何種價格做為此估價之依據。（3分） 
 
 8. 試簡述轉開信用狀與可轉讓信用狀之差異。（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