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大地工程技師考試分階段
考試、驗船師、引水人、第一次食品技師考試、高等暨普通考試
消防設備人員考試、普通考試地政士、專責報關人員、保險代理人
保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考試、特種考試驗光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普通考試 
類 科：專責報關人員 
科 目：通關實務概要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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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某報關行接受廠商委託，擬報運出口鞋材至中國大陸委外加工，製成女高跟鞋後復

運進口，請問： 
本案應如何辦理出口報關手續？（5 分） 
該批加工成品進口時，應如何申報？（5 分） 
該批加工成品是否應課徵反傾銷稅，請論述？（10 分） 

二、海關如何辦理進、出口貨物之查驗，請就法規面及實務面加以論述？（20 分） 

三、請說明出口貨物之價格，應依據何者辦理申報？（10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3202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40題，每題1.25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海運主號艙單與分號艙單由船長或船舶所屬運輸業者以連線或書面方式向海關申報，下列有關艙單申報

之敘述，何者錯誤？ 
在臺灣本島卸貨之進口船舶，應於船舶抵達卸貨港口前 5 小時申報 
非臺灣本島卸貨之進口船舶，應於船舶抵達卸貨港口前申報 
所稱船舶抵達，係以船舶通過港口塔台 VTC 為準 
如財政部關務署另行公告適用態樣、執行階段或寬限期等作業事項，應依該署之公告辦理 

2 海關對進出口運輸工具與貨物之通關服務，在何種情形之下得徵收規費？ 
特別服務及各項證明之核發 特別服務及各項文件之鍵輸 
限於核發各項證明文件徵收之 一般服務及各項證明之核發均得徵收 

3 依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之原則，海關對下列何種情形不得逕行認定產地？ 
貨物本身或包裝上有標示產地，亦無其他事證足以判定係虛報產地 
貨物本身或其包裝上未標示產地，海關得根據運送契約文件、貨櫃動態表認定 
貨物本身或其包裝上產地標示不符，或原有標示雖經去除、破壞或塗改而仍可辨識者，且納稅義務人

亦無異議時 
貨物本身或其包裝上之產地標示經去除、破壞或塗改致無法辨識者 

4 已報關放行之出口貨物，輸出人辦理退關申請提回時，應先經海關核准。以下對應免驗提回敘述何者正確？ 
其業經查驗者，雖非原始封條但屬原廠貨物，得免再開驗 
原核定免驗，仍應再開驗 
如為櫃裝貨物，應再查驗 
如非櫃裝貨物，應再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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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據光碟製造機具及光碟邊境查核作業，出口人輸出預錄式或燒錄重製光碟，應壓印標示來源識別碼，

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申報之出口報單應於那一欄位傳輸來源識別碼模具碼？ 
輸出入許可文件號碼欄  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欄 
貨物名稱欄  其他申報事項欄 

6 申報出口報單（N5203）時應檢附之文件，經核列得辦理無紙化通關者，可將相關電子檔案資料以檢附申

辦文件訊息（NX5901）傳送至通關網路，再轉送關港貿單一窗口，或透過網際網路與關港貿單一窗口連

線上傳，下列何者非實施初期無紙化通關之對象？ 
裝箱單 商業發票 商標圖檔 委任書 

7 出口報單申報事項，同時以中文及英文表示者，其表示有不符合時，認定之順序為何？ 
應由海關查明有無違反相關規定，如無違反，以中文為準 
應由海關查明有無違反相關規定，如無違反，以英文為準 
應由海關查明有關文件與實際情形認定之，如無法認定，以中文為準 
應由海關查明出口人之原意認定之，如無法認定，以中文為準 

8 凡進出中華民國口岸，享受助航設施便利之船舶，除海關徵收規費規則第 21 條規定免徵者外，應如何徵

收助航服務費？ 
按航次逐次徵收者，依船舶註冊噸位每噸徵收新臺幣三元。但不裝載貨物之客輪按前述金額半數計徵 
按定期徵收者，船舶註冊噸位在一百五十噸以上者，每噸徵收新臺幣六元 
按定期徵收者，船舶註冊噸位未達一百五十噸者，每噸徵收新臺幣四元 
前項船舶註冊噸位，以噸位證書所載毛噸位為準 

9 下列何種類之進出口貨物免徵特別驗貨費、特別監視費及押運費？ 
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區內事業、保稅工廠及物流中心，將貨物樣品送區、廠、中心外檢驗、測試者 
加工出口區進口郵包 
國營事業進出口貨物 
文件、雜誌、刊物及報紙其毛重在 20 公斤以下者 

10 海關對於進口、出口及轉口貨物，得依職權或申請施以查驗或免驗，貨物查驗時其搬移、拆包或開箱、

恢復原狀等事項及所需費用，轉口貨物由下列那一業者負擔？ 
由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 由納稅義務人或承攬業者 
由負責申報之運輸業者或承攬業者 由負責申報之運輸業者或貨物輸出人 

11 下列那一項，電腦核列為 C3，非屬海關權責人員得改列為 C2 之情形？ 
依「進出口貨物查驗準則」第 18 條規定所列進口貨物得予免驗之貨物 
公立衛生醫療單位、公營事業進口之物品及駐外人員回國之後送行李 
按月彙報案件 
進口之原油、天然氣等原料，其卸貨地點為外海浮筒，不能提供輸油紀錄表者 

12 關員辦理進出口貨物查驗時，應會同報關人為之。但在下列何種情形可免會同報關人逕行查驗？ 
出口貨物經海關改核定為人工查驗 
貨櫃（物）經核定以簡易查驗 
核定以儀器查驗之貨櫃（物）經發現異常須辦理人工查驗 
報關人未到場配合查驗 

13 海關管理保稅工廠進口保稅原料，有短裝、溢裝情事，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海關何單位辦理報備？ 
原進口地海關驗貨單位  原進口地海關分估單位 
原進口地海關倉棧單位  保稅工廠監管單位 

14 下列何種進口貨物免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申請簽證輸入許可證？ 
未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辦理登記之廠商或個人，輸入貨品之離岸價格 FOB 超過美幣二萬元者 
輸入規定代號「MP1」，而於「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項目、輸入管理法規彙總表」內未列有特別

規定〝MXX〞代號之大陸物品 
自古巴輸入之貨品 
輸入規定代號為「MW0」之大陸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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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核定人工查驗之進口貨物，報關人應於何時申請並會同海關查驗，屆期仍未申請查驗或申請展延查驗期

限者，應由海關書面通知倉庫管理人預定會同查驗時間，並副知報關人或納稅義務人？ 
自報關之翌日起 7 日內  自通知之翌日起 7 日內 
自報關之翌日起 10 日內 自通知之翌日起 10 日內 

16 出口貨物運抵碼頭倉庫、機場倉庫或貨櫃集散站，業者於海關規定時間內傳輸進倉訊息或出具簽章之進

倉證明，並經完成何種手續者，始得參加抽驗？ 
訂定艙位 報關 傳輸艙單 申請審驗 

17 下列有關優質企業進口貨物之通關優惠，何者是安全認證優質企業可享有而一般優質企業則無法享有之

優惠？ 
較低之抽驗比率 
得申請使用非侵入方式查驗貨物 
抽中查驗者得適用進出口貨物查驗準則之簡易查驗規定 
進口貨物經提供稅費擔保後先予放行者，得按月彙總繳納稅費 

18 申請沖退原料稅之貨物於出口報單申報時，應填報什麼代碼並加附何種資料，但採電子方式申請沖退稅

之出口報單，得免附之？ 
沖退營業稅代碼並加附沖退營業稅資料清表 
沖退貨物稅代碼並加附沖退貨物稅資料清表 
沖退原料稅代碼並加附外銷品使用原料及其供應商資料清表 
沖退成品稅代碼並加附外銷品產製成品及其供應商資料清表 

19 下列有關三角貿易案件之敘述，何者錯誤？ 
如屬出口戰略性高科技貨品應取得輸出許可 
因無進口之事實，免繳驗輸入許可證、輸出許可證 
屬非經主管機關公告准許輸入之大陸地區物品，不得利用臺灣地區通商口岸報運銷售至第三地區 
屬關稅配額項目之農漁畜產品，不得經由境外航運中心轉運至第三地區 

20 保稅工廠不得將非保稅原料及非自用機器、設備列為保稅物品報運進口，如有誤列，應於放行之翌日起

幾日內繕具報單，向監管海關申請補繳進口稅捐？ 
 10 日  15 日  20 日  30 日 

21 有關出口貨物報關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數種不同貨品，可用同一份出口報單申報 
免簽發輸出許可證貨品與應辦輸出許可證貨品，得以同一份報單申報 
數張裝貨單或託運單之貨品，得以同一份出口報單申報 
空運併裝出口貨物，得以數份出口報單共附同一託運單 

22 船舶、飛機就地採購之專用物料，離岸價格在多少金額以下，經審查品類量值合理，得免查核逕行裝船

（機）？ 
新臺幣 2 萬元以下 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 美幣 1 萬元以下 美幣 2 萬元以下 

23 貨物輸出人於載運貨物之運輸工具駛離出口口岸後，始向海關申請出口報單副本，海關應於何期限內簽發？ 
運輸工具駛離出口口岸之翌日起，10 日內簽發 運輸工具駛離出口口岸之日起，15 日內簽發 
收到申請書之日起，10 日內簽發 收到申請書之翌日起，15 日內簽發 

24 有關海運出口貨物通關自動化作業架構及報關作業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除核准船邊驗放之貨物外，出口貨物須先取得貨物進倉證明（或訊息）始得傳輸報單報關 
出口貨物應於海關放行之翌日起 30 日內裝船出口，逾期須先向海關報備方可裝船 
出口報單之申報同時以中、英文表示，海關如無法實際認定時，一律以中文為準 
「出口貨物報關驗放辦法」所規範之「出口貨物」包括進口貨物復運出口案件 

25 出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下列何種情形，屬於免填送出口報單辦理申報？ 
少量戰略性高科技（SHTC）產品 
非屬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限制輸出貨品，且其離岸價格未逾美幣 2 萬元 
不隨身後送行李 
少量瀕臨絕種動植物（CITES）及其產製品 

26 廠商報運附輸出許可證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SHTC）轉售出口時，出口報單統計方式欄，應如何填報？ 
填報 1A 填報 9Z 填報 8A 填報 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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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有關進出口貨物之查驗及實務作業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進出口貨物之查驗以抽驗為原則，抽驗如發現不符，則以全部開驗為原則 
轉運貨櫃（物）海關得於轉運時施予查驗 
海運進口整裝貨櫃之查驗，其指櫃、指位及指件，屬報單派驗單位主管之權責 
進口貨物施予簡易查驗、一般查驗或詳細查驗，由驗貨單位批單主管人員決定 

28 「進出口貨物查驗準則」係依據「關稅法」第幾條第 2 項規定，授權訂定？ 
第 20 條 第 23 條 第 26 條 第 27 條 

29 進出口貨物在儀器查驗過程中，經判讀影像異常，下列何種職務的海關人員，得將其改為人工查驗？ 
儀檢單位主管或其指定人員 儀檢影像判讀人員 
驗貨或分估單位主管人員 儀檢單位與驗貨單位主管共同判定 

30 未查驗之進口貨物於完稅提領出倉後，始發現有部分短裝者，收貨人應如何處理？ 
應於貨物放行之翌日起 1 個月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向海關申請核辦 
應於貨物提領出倉之翌日起 1 個月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向海關申請核辦 
應於貨物放行之翌日起 3 個月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由經濟部工業局證明後，向海關申請核辦 
貨物未經查驗且已提領出倉，難以證明來貨短裝，收貨人只能向發貨人請求賠償 

31 進出口貨物之新舊程度、堪用程度、破損殘缺情形在通關線上是由何人來認定？ 
驗貨單位現場督導人員  分估單位主管或指定人員 
執行貨物查驗之驗貨員  公證行會同報關人員 

32 下列何者不加計於營業稅之完稅價格內？ 
關稅稅額 貨物稅稅額 菸酒稅稅額 推廣貿易服務費 

33 海運進口船用品以空運方式轉運國外港口者，應以何種轉運申請書申報？ 
 T3  T4  T6  T7 

34 報關人傳輸進口報單申報時，貨名資料長度如超過 390 Byte 應在報單「申請審驗方式」欄填報何種代碼？ 
填報「3」 填報「6」 填報「8」 填報「A」 

35 財政部關務署為服務商民，自 106 年 3 月 28 日起增列「關港貿作業代碼」「H23」，其通知意涵代表何

意義？ 
進口貨物報關期限將至，請儘速辦理報關 
進口押放案件待補文件期限將至，請儘速補件或申請展延 
進口貨物稅費繳納期限將至，請儘速繳納 
行政救濟案件，申請復查（訴願）期限將至，請儘速辦理申請 

36 外貨復出口案件，應使用何種報單向海關申報？ 
 D5 報單  G3 報單  G5 報單  F5 報單 

37 申請適用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優惠關稅待遇之進口貨物，有關報關之規定，下列敘述何

者錯誤？ 
有效原產地證明書所涵括之貨物，進口人如有必要得以分批方式報運進口 
有效之產地證明書項數不得超過 20 項 
該貨品如核屬適用 ECFA 優惠關稅者，進口人報關時如無法提交原產地證明書，海關得依申請先以押

款放行 
如准予押款放行案件，進口人需於貨物放行後四個月內提交有效之原產地證明書，憑以辦理退還保證金 

38 進口貨物如同時適用海關進口稅則第一欄及第二欄稅率時，則稅率如何適用？ 
優先適用第一欄稅率 優先適用第二欄稅率 適用稅率較高者 適用稅率較低者 

39 兩張不同國外廠商發票併同於一份進口報單報關，其報單第 10 欄「賣方國家代碼」應如何填報？ 
任選其中一個國外廠商之國家代碼填報即可 
賣方國家代碼欄可省略免填報 
該欄位填報一國外廠商之國家代碼外，另於「其他申報事項欄」填報其他國外廠商資料 
兩張不同國外廠商發票根本不能併同於一份進口報單報關 

40 依「海關徵收規費規則」規定，非屬按月或按月累計繳納之應徵規費，其單筆金額多少以上，得於繳納

期限內向海關申請辦理分期繳納？ 
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 新臺幣 150 萬元以上 新臺幣 200 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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