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 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驗船師、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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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種考試語言治療師、聽力師、牙體技術人員考試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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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作答。 

一、我國海關實施貨物通關自動化之意義何在？通關自動化實施後，連線通關之報單通

關方式有幾種？請詳述其內容。（20 分） 

二、簡答題： 

報關業受委託辦理危險品、氣體、易受污染變質或受損之貨物進口，應辦理何項

手續？此類貨物應否開驗？（10 分） 

大宗貨物如有關稅法第 50 條之破損短少情形，如何申辦退還溢徵之稅費？

（5 分） 

三、控管戰略性高科技貨品輸出入之目的何在？戰略性高科技貨品輸出時主要之控管

文件有那些？（1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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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口貨物之復運出口之出口貨物離岸價格為何種報價條件？ 

FAS CIF CFR FOB 

2 有關出口貨物之查驗及取樣，依照下列何者規定辦理？ 

出口貨物報關驗放辦法  進出口貨物查驗準則 

報關人自行取樣  進出口貨物預行報關處理準則 

3 海關簽發出口報單副本各聯之期限，貨物輸出人於載運貨物之運輸工具駛離出口口岸後，方行申請核發

者，海關應於收到申請書之翌日起幾日內簽發： 

十五日 三十日 二十一日 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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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鑑定貨物之名稱、品質、原產地…等，供稅則分類、估價、核退等之參考，得提取貨樣。但以在鑑定

技術上所需之數量為限。不能重複化驗鑑定之貨物應提取足夠供幾次化驗鑑定之用量？ 

一次 三次 二次 四次 

5 進出口貨物經海關核准依「海關徵收規費規則」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情形下查驗者，應徵收特別驗貨費每

一報單： 

新臺幣 1,300 元 新臺幣 1,000 元 新臺幣 1,500 元 新臺幣 800 元 

6 我國目前的商品分類制度，含檢查碼時，每一項商品共有： 

六碼 八碼 四碼 十一碼 

7 進口貨物之營業稅由那一單位代徵？ 

關稅局 國稅局 代收銀行 經濟部 

8 下列何者不屬於特別關稅？ 

報復關稅 反傾銷稅 平衡稅 菸酒稅 

9 CNS 標記係指： 

歐盟產品安全標誌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美國國家標準 日本國家標準 

10 海關變賣逾期不報關貨物，其所得價款扣除應納關稅及必要之費用外，如有餘款，由海關暫代保管，納

稅義務人得於幾年內申請發還，逾期繳歸國庫？ 

一年 半年 三年 五年 

11 貨物出口報單所檢附之裝箱單應詳細列載貨物規格及： 

包裝之每件毛重、淨重、數量等 包裝之總毛重 

包裝之每件數量  包裝貨物數量 

12 進出口貨物之查驗以下列何者為原則，並得視貨物之性質、種類、包裝、件數之多寡等情形酌定件數： 

多驗 抽驗 目視檢查 少驗 

13 基隆關稅局五堵分局之代碼為： 

AW AA AH AT 

14 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類號別（C.C.C Code）前八位碼是： 

稅則號別 統計號別 貿易號別 檢查號別 

15 進口大陸貓熊之檢疫機構為：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經濟部工業局  財政部關稅總局 

16 從價課徵關稅之進口貨物，其完稅價格以該進口貨物依下列何種價格作為計算根據？ 

離岸價格 起岸價格 交易價格 自由競售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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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貨品暫准通關證有效期限，以下列何者起算，不得超過一年？ 

自簽發之日起算 自出口之日起算 自進口之日起算 自復運出口之日起算 

18 存儲進口貨棧之轉口貨物，須於進倉之日起多少時間內轉運出口？如無船期或班機者，得申請延長三十日。 

三十日 六個月 九十日 六十日 

19 下列物品，何選項係屬於不准進儲保稅倉庫之物品？ 

毒品、管制藥品 

舊車零組件、廢鐵、廢五金、有害事業廢棄物、醫藥報廢物及其他廢料 

未經檢疫合格之動、植物及其產品 

以上三者 

20 出口報關時，檢附『外銷品使用原料及其供應商資料清表』係用以： 

申請免查驗 申請沖退原料稅 申請免進口稅 申請押運 

21 船舶通關業務上之文件應妥為保存或預留副本，並按運輸工具名稱、航次、日期及文件性質，分別儲存，

其保管期間為： 

五年 四年 三年 二年 

22 物流中心與保稅區廠商間保稅貨物之進出（包括交易及轉運），得向海關申請： 

按日彙報 按週彙報 按月彙報 按季彙報 

23 為簡化並加速入境旅客隨身行李之查驗，海關對於入境旅客行李實施紅綠線通關作業，此『紅線檯』是： 

應報稅檯 免稅檯 存關檯 不能通關檯 

24 旅客攜帶自用行李以外之應稅零星物品，郵包之零星物品，除實施關稅配額之物品外，按何種稅率徵稅？ 

5% 6% 8% 10% 

25 進口報單類別中，代號 D8 係指： 

外貨進保稅倉  國貨復進口 

保稅貨出保稅倉進口  外貨進口 

26 出口船舶結關手續完成，由海關核發結關證書，船舶應於幾小時內開航出口？ 

24 小時 36 小時 48 小時 60 小時 

27 一個 40 呎貨櫃，若以國際通用表達，為： 

 二個 TEU 一個 TEU 半個 TEU 三個 TEU 

28 某進口商進口某項貨物，委由長榮海運公司長春輪運輸，於 2012 年 3 月 2 日抵達基隆港並向海關遞送進

口艙單，因市場及資金原因，遲至 2012 年 3 月 20 日始委由報關行向海關辦理報關手續，其應繳之滯報

費為： 

新臺幣 1,000 元 新臺幣 800 元 新臺幣 400 元 新臺幣 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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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連線業者之連線申報，在輸入通關網路時，經下列何種選項視為已到達海關？ 

海關收單 海關放行 海關查驗 電腦之檔案予以記錄時 

30 進口貨物如在查驗過程中，發現有違章情事時，以下列何者為處理原則？ 

全部查驗 指件查驗 查驗半數 加成查驗 

31 某進口貨物，經向海關報關，經計算結果，其推廣貿易服務費為新臺幣 88 元，則此項費用： 

照徵收新臺幣 88 元  免收 

加成收費  湊成新臺幣整數 100 元徵收 

32 下列何選項進口貨物，海關免代徵營業稅？ 

國際運輸用之船舶、航空器及遠洋漁船憑交通主管機關或漁業主管機關證明辦理 

金條、金塊、金片、金幣及純金之金飾或飾金 

報紙、雜誌 

以上三者皆是 

33 進口報單第 44 項「申請審驗方式」之欄位，如其代碼為「8」，表示： 

申請廠驗 申請書面審查 申請免驗 申請倉庫驗放 

34 推廣貿易服務費之計算公式，進口貨物係以完稅價格×費率 0.04%，出口貨物則以下列何種選項作為計算

基礎？ 

CIF FOB C＆F C＆I 

35 提單上 Consignee 是指： 

被通知人 簽發人 收貨人、收件人 託運人 

36 下列那一項非關稅局之業務？ 

徵稅 緝私 檢疫 貿易統計 

37 向海關申請核發進口報單進口證明用聯，應徵收簽證文件費每份為新臺幣： 

 2000 元  50 元  200 元  100 元 

38 關稅不依規定期限納稅者，自繳納期限屆滿之翌日起，照欠繳稅額按日加徵多少滯納金？ 

百分之五 千分之五 萬分之五 千分之一 

39 關稅之繳納，自海關稅款繳納證送達之翌日起幾日內繳納？ 

二十日 十四日 十五日 三十日 

40 進口報單第 5 項「運輸方式」欄位，如其代碼為「4」，表示： 

海運貨櫃 空運貨櫃 空運（非貨櫃） 海運（非貨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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