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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易政策期末考試題 

2018 年 1 月 10 日 

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52 分，請全數作答。 

1. (     ) 下列哪項不是 WTO 體系下的多邊協議(multilateral agreement)？ 

(1) 農業協定。 

(2) 服務業協定。 

(3) 政府採購協定。 

(4) 反傾銷協定。 

2. (     ) 美國總統川普宣稱今後在對外貿易上不採多邊主義，要採雙邊主義。雙

邊主義的基本原則是 

(1) 最惠國待遇。 

(2) 國民待遇。 

(3) 公平。 

(4) 互惠。 

3. (     ) 美國國內法對著作權提供 70 年保護，我國著作權法則對著作權提供 50

年保護，美臺同為 WTO 會員，因此美國人的著作在臺灣應得到幾年著作權

保護？ 

(1) 50 年。 

(2) 70 年。 

(3) 60 年。 

(4) 由雙方協商決定。 

4. (     ) 臺灣環境污染愈來愈嚴重，環保署將自今(2018)年起實施第 6 期機車排

放標準，是全世界最嚴格的。配合第 6 期標準的實施，下列哪項措施不合

乎國民待遇原則？ 

(1) 150cc 以上的機車自 2018 年 1 月 1 日起適用新標準，150cc 以下的機

車自 2018 年 7 月 1 日起適用新標準。 

(2) 進口機車自 2018 年 1 月 1日起適用新標準，國產機車自 2018 年 7 月 1

日起適用新標準。 

(3) 自 2018 年 1 月 1日起不合新標準的國產機車不得登錄掛牌，進口機車

則不得進口，亦不得登錄掛牌。 

(4) 新標準自 2018 年 1 月 1 日起實施，但殘障人士用的機車可以延後一年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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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 WTO 禁止各國對貿易採取數量限制，但下列哪種情形可以例外？（以目

前規定為準） 

(1) 會員國因金融危機而發生國際收支困難時。 

(2) 開發中國家對農產品的進出口。 

(3) 稀有礦產或貴重木材的出口。 

(4) 會員國在實施防衛措施時。 

6. (     ) 反傾銷稅(antidumping duty)的課徵，應該 

(1) 加諸所有進口國廠商，且稅率應相同。 

(2) 加諸所有進口國，但各國稅率可不相同。 

(3) 可加諸特定進口國，但各廠商應適用相同稅率。 

(4) 可加諸特定進口國，且各廠商稅率可不相同。 

7. (     ) 歐盟和美國拒絕承認中國是一個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國家，中國

政府對此不滿。不被承認是市場經濟國家，在 WTO 制度下有何不利？ 

(1) 在其他會員國的反傾銷調查時吃虧。 

(2) 在其他會員國的反補貼調查時吃虧。 

(3) 在其他會員國的防衛措施調查時吃虧。 

(4) 無法向 WTO 提起爭端調解。 

8. (     ) 我國政府為鼓勵使用電動巴士，對電動巴士提供購買補貼（補貼給汽車

客運公司），但後來發現許多電動巴士是進口中國大陸生產的底盤在臺灣打

造而成。有立法委員主張補貼應限於國產底盤打造的巴士，如果真的這樣

做，將 

(1) 構成禁止性補貼。 

(2) 構成可對抗性補貼，但非禁止性。 

(3) 構成不可對抗性補貼。 

(4) 不構成 WTO 定義的補貼，因為沒有特定補貼對象。 

9. (     ) 微軟公司(Microsoft)指責臺灣政府機關使用的Office軟體，雖有授權，

但經常超額使用（例如授權 10 人使用，但實際 15 人使用）。微軟授的是什

麼權？ 

(1) 著作權。 

(2) 專利權。 

(3) 工業設計權。 

(4) 積體電路布局權。 

10. (     ) 依 TRIPS 規範，下列哪項不授與專利？ 

(1) 短期內沒有商業化可能性的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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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設研究機構研究人員的共同發明。 

(3) 利用別人的專利衍生的再發明。 

(4) 臺灣原生種柑橘。 

11. (     ) 參加跨年晚會，未經授權，透過手機轉播現場表演的實況給未在現場的

同學分享，這侵犯了表演人的 

(1) 著作權。 

(2) 人格權。 

(3) 肖像權。 

(4) 商標權。 

12. (     ) 如果發生大規模的流感，政府可以強制取得外國專利藥的授權，以防止

疫情失控，但 WTO 對強制授權有一些規定，不包括下列哪項？ 

(1) 不可以外銷。 

(2) 在一定期間內不須要補償專利權人。 

(3) 不可以獨家授權。 

(4) 不可以進行商業性的銷售，達營利目的。 

13. (     ) 我國過去曾（迄 1989 年止）享受美國的普遍化優惠關稅(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GSP)，許多產品得以免關稅進入美國市場。GSP

是一種 

(1) 單邊優惠措施。 

(2) 自由貿易協定的一環。 

(3) 關稅同盟的一環。 

(4) 僅適用於非 WTO (GATT)會員國的貿易優惠。 

14. (     ) 歐盟(EU)是一個經濟同盟(economic union)，英國本是 EU 的一員，最

近經公民投票，決定退出 EU。但退出以後，英國希望能維持資本(金)和 EU

各國間可以自由往來，但人員不能自由往來，也不想分攤 EU 的預算。若欲

達此目的，英國和 EU 之間必須締結什麼協定？ 

(1) 自由貿易協定。 

(2) 關稅同盟。 

(3) 不含人員移動在內的共同市場協定。 

(4) 不含人員移動在內的經濟同盟協定。 

15. (     ) 美國最近重啟和加拿大、墨西哥間的自由貿易協定(NAFTA)的談判，主

要目的是希望來自加、墨的汽車進口可以使用更多的美國製汽車零件。欲

達此目的，必須修正 NAFTA 的 

(1) 自由化比率(coverage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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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產地規則(rules of origin)。 

(3) 海關估價方法(customs valuation)。 

(4) 產品分工規則(rules on division of labor)。 

16. (     ) 我國和中國大陸簽訂的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定(ECFA)，是一種 

(1) FTA。 

(2) FTA 的架構協議。 

(3) 關稅同盟的架構協議。 

(4) 共同市場的架構協議。 

17. (     ) 美國主導的 TPP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是一種什麼

協議？ 

(1) FTA。 

(2) 關稅同盟。 

(3) 共同市場。 

(4) 經濟同盟。 

18. (     ) 中國大陸的網購市場很大，外國的電子商務業者雖可以在中國市場銷售，

但必須在當地設置網站和發貨中心，其他經營型態不被允許，這表示中國 

(1) 只開放樣態 I (Mode I)的市場給外國業者。 

(2) 只開放樣態 II (Mode II)的市場給外國業者。 

(3) 只開放樣態 III (Mode III)的市場給外國業者。 

(4) 只開放樣態 IV (Mode IV)的市場給外國業者。 

19. (     ) 外國製的電腦遊戲軟體在中國大陸可以銷售，但必須經過審查；本國的

產品由地方政府審查，外國產品則由中央審查，後者費時較久。這種情形

表示中國政府對外國電腦遊戲軟體 

(1) 未開放市場。 

(2) 未給予最惠國待遇。 

(3) 未給予國民待遇。 

(4) 未適用政府採購法。 

20. (     ) 我國允許來自新加坡的網購公司蝦皮(Shopee)在臺設點營業，但不准中

國大陸的淘寶在臺設點營業（雖然它仍然可做跨境銷售）。根據 GATS 規範，

臺灣此舉 

(1) 不符漸進式自由化原則。 

(2) 不符市場開放原則。 

(3) 不符最惠國待遇原則。 

(4) 不符國民待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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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 目前全球最大的服務業貿易項目是什麼？ 

(1) 旅遊服務。 

(2) 交通服務。 

(3) 金融服務。 

(4) 資訊服務。 

22. (     ) 若欲阻止專業服務的貿易，最有效的方法是 

(1) 禁止跨境貿易。 

(2) 禁止境外消費。 

(3) 禁止外國人投資。 

(4) 禁止自然人移動。 

23. (     ) 1994 年農業協定(Agreement on Agriculture)對於農產品的市場開放

(market access)有何規定？ 

(1) 全面禁止數量限制，也不可用關稅配額。 

(2) 全面禁止數量限制，但可用關稅配額。 

(3) 除開發中國家外，禁用數量限制。 

(4) 除基本糧食（米、麥、玉米）外，禁用數量限制。 

24. (     ) 1994 年農業協定對農產品出口補貼有何規定？ 

(1) 全面禁止出口補貼。 

(2) 除開發中國家外，禁止出口補貼。 

(3) 除低度開發國家外，禁止出口補貼。 

(4) 允許出口補貼，但有削減義務。 

25. (     ) 農產品的特殊防衛措施和 GATT 所規定的一般商品的防衛措施有許多不

同，但不包含下列哪項？ 

(1) 免除最惠國待遇的義務。 

(2) 不須和貿易對手諮商。 

(3) 免除補償義務。 

(4) 不須有產業傷害的條件和檢視程序。 

26. (     ) 最近我國公平交易委員會以美國高通公司(Qualcomm)違反我國公平交

易法，裁罰 234 億新臺幣。高通若認為此項裁罰不合理，有何救濟手段？ 

(1) 可向 WTO 申請爭端調解。 

(2) 可向我國政府要求諮商。 

(3) 可要求美國政府採取反制措施。 

(4) WTO 無相關救濟規定，只能依我國法律程序申請救濟。 

選擇題解答：34124 41114 12132 21333 1424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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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答題，共 48 分，請全數作答。 

1.什麼是防衛措施？防衛措施的實施條件為何？實施方法為何？（9 分） 

2.什麼是平衡稅(countervailing duty)？平衡稅的實施條件為何？有沒有實施的期

限？（9分） 

3.兩國若締結自由貿易協定(FTA)，就社會福利而言，有什麼好處？有什麼壞處？什

麼因素影響到好處和壞處的大小？（12 分） 

4.WTO 將服務業貿易的型態分為四類，請說明四類型態的不同，並以教育服務業說明

之。（8 分） 

5.1994 年的農業協定(Agreement on Agriculture)對國內補貼（境內支持）如何分

類？各國有何義務？（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