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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題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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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兩岸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對陸方關稅減讓應適用第幾欄稅率？該稅率欄除

陸方外，尚有那些國家或地區，及其適用之對象為何？（10 分） 

二、請闡述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六對「目」層的分類原則為何？（15 分） 

三、廠商進口配有肥皂供應器之地板擦洗機，在何種條件下，該器具可歸入稅則第 8509
節「家用電動用具內裝有電動機者」？（15 分） 

四、近日報載，有不肖廠商於起雲劑中添加 DEHP，DEHP 稅則號別為 2917.32.00，輸入

規定為「553」，輸出規定為「533」，應憑何種文件通關放行？（10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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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稅則分類時以下敘述何者不正確？ 

依據解釋準則一，章名僅供參考 節名及相關類註、章註均需考量 

所有貨品之稅則分類均以重量百分比為依據 節中所列物質應包含其他成分，除非另有規定 

2 以下貨品那一項非屬關稅配額貨品？ 

米 紅豆 椰子 黃豆 

3 以下何者非屬稅則第 97 章藝術品、珍藏品及古董之範圍？ 

藝術家設計之商品 超過 100 年之古董 手繪之繪畫 雕像原作 

4 玩偶假髮應歸類第幾章稅則？ 

第 63 章「紡織品」  第 65 章「帽子」 

第 95 章「遊戲用品」  第 96 章「雜項製品」 

5 由一整部完整的「電動小客車」拆下成為整箱的汽車零件，進口時全部歸入第 8703 節汽車內，據以分類

規則為何？ 

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一及二（甲） 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一及三（甲） 

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三（甲）及四 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二（乙）及三（乙） 

6 我國加入 WTO 後實施「關稅配額」制度，未獲得配額貨品之稅率，係訂在稅則第幾章內？ 

一般各章 第 77 章 第 98 章 第 99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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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電視顯影遊樂器」，應歸列海關稅則之章節如何？ 
第 85.42 節之積體電路 
第 85.40 節之熱離子管、冷陰極管及光陰極管 
第 85.29 節之專用或主要用於第 8525 至 8528 節所屬器具之零件 
第 95.04 節之遊樂會、桌上或室內遊戲品，包括釘板玩具、撞球、娛樂場遊樂專用桌及自動保鹷球場

設備 
8 西洋萬聖節用帽子可歸何稅則？ 
第 95 章遊戲用物品  第 63 章紡織品 
第 65 章帽類  第 39 章塑膠製品 

9 我國進口「蓖麻子」：進口乾品，應檢附中藥商執照影本，貨名應註明中藥材，其輸入規定之代號為何？ 
501 502 508 MP1 

10 有關「紡織製成品」，以下敘述何者不正確？ 
修成正方形或長方形以外之形狀 業經製作即可應用，而不需縫綴或其他製作 
各邊均以簡單方法防止脫紗 切成一定尺寸，並經抽絲織花 

11 「糖漬梅子」，應歸列海關稅則之稅目為何？ 
第 0802 節之其他鮮、乾堅果 
第 0813 節之乾果實 
第 1704 節之糖食 
第 2006 節之糖漬蔬菜、果實、堅果、果皮及植物之其他部分 

12 「葡萄糖」被分類到稅則第 1702 節內，是依據海關稅則解釋準則那一項原則辦理？ 
解釋準則三（甲） 解釋準則三（乙） 解釋準則一 解釋準則四 

13 「液化瓦斯汽化器」輸入規定為 C02，代表輸入此項產品應接受怎樣的管理？ 
應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實施進口檢驗 應檢附經濟部工業局同意文件 
應檢附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同意文件 應檢附內政部同意文件 

14 下列那一組貨品在海關進口稅則分類上應歸屬為相同之章？ 
冷凍蛋白與熱熔膠  蛋黃粉與乾燥蛋白粉 
硬化蛋白質與冷凍蛋液  天然蜜與酵素 

15 有一食品含有牛肉 25%，洋蔥 5%、麵粉 25%、青椒 5%及水份 40%，其適當稅則為何？ 
第 2106 節未列名食物調製品 
第 16 章肉類調製品 
第 1901 節由粉、碎粒、細粒、澱粉或麥芽精製成之未列名調製食品，未含可可或含可可 
第 20 章蔬菜調製品 

16 有關「零售成套物品」以下敘述貨品何者不成套？ 
一打不同顏色叉子  一盒內有麵條及蕃茄醬 
一盒內有圓規、尺及鉛筆 一盒內有理髮剪刀、一把梳子及一條毛巾 

17 「糖尿病患專用甜點」，應歸列海關稅則之章節如何？ 
第 12.12 節之刺槐豆、海草及其他藻類、甜菜及甘蔗；未列名果實核與子仁及其他植物產品，主要供人

類食用者 
第 20.09 節之未發酵及未加酒精之果汁 
第 21.06 節之未列名食物調製品 
第 29.40 節之化學級糖，糖醚、糖縮醛及糖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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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含有 30%有機溶劑、70%丙烯酸聚合物，應歸列何稅則？ 

第 3824 節其他化學或相關工業之未列名化學品及化學製品 

第 3208 節以合成聚合物為基料之漆類 

第 3906 節丙烯酸聚合物，初級狀態 

第 3926 節其他塑膠製品 

19 「料理酒」，應歸列海關稅則之章節如何？ 

第 21.03 節之調味醬汁及其調製品混合調味料 

第 21.06 節之未列名食物調製品 

第 22.06 節之其他釀造飲料；未列名釀造飲料混合品或釀造飲料與未含酒精成分之飲料混合品 

第 22.08 節之未變性之乙醇，其酒精強度以容積計低於 80%者；烈酒、利口酒及其他含酒棈成分之飲料 

20 紡織製寵物衣服，該歸列何稅則？ 

依其織法歸列第 61 或 62 章之衣服 

第 4201 節任何材料製成之牲畜用鞍具及輓具（包括拖索、牽帶、護膝套、鼻籠、鞍褥、鞍囊、狗衣及

類似品） 

第 6307 節其他紡織製品 

第 95 章玩具、遊戲品與運動用品；及其零件與附件 

21 有關發泡塑膠與紡織品結合之稅則分類，以下所敘述加工狀態何者屬「第 59 章」紡織品？ 

其布匹已作起毛加工  其布匹為單色者 

其布匹未漂白  其布匹夾於兩層發泡塑膠中間 

22 有關「T 恤衫」以下敘述何者不正確？ 

可以有衣領 可以有印花圖案 無刷毛 無鈕扣或其他扣件 

23 以下電氣設備何者不會列入稅則第 8509 節之家用電動用具？ 

吸塵器 果汁機 電動牙刷 食品研磨機（咖啡等） 

24 紗之成分分別為羊毛 40%、短纖聚酯纖維 30%及長纖壓克力纖維 30%，應歸列何稅則？ 

第 51 章毛紗  第 55 章短纖紗 

第 54 章長纖紗  第 6307 節其他紡織製成品 

25 根據第 84 章章註五，第 8471 節「自動資料處理機」之有關敘述，下列何者為錯誤？ 

可依使用者需要而自由設計程式 

可依使用者規定作數學演算 

需附噴墨式印表機 

儲存處理程式並至少能儲存執行程式所需之直接資料 

26 第 82 章為金屬製工具、器具、利器、匙、叉及其零件，以下何者非屬本章貨品？ 

螺絲起子 指甲刀 水果刀 木製刀柄 

27 「寶石錶面」，應歸列海關稅則之章節如何？ 

第 71.02 節之金剛石  第 71.04 節之再製寶石 

第 71.10 節之鉑族金屬  第 91.14 節之其他鐘錶零件 

28 下列何者屬於第 67 章之人造花範圍？ 

瓷製花 塑膠製葉片 木雕果實 玻璃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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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以合成樹脂凝結金剛石製成切割金屬用圓盤，應歸列何稅則？ 
第 6804 節研磨輪  第 6805 節研磨料製品 
第 82 章工具零件  第 39 章塑膠製品 

30 碳纖維製釣竿應歸列何稅則？ 
第 6815 節碳纖維製品  第 95 章運動用具 
第 39 章塑膠製品  第 63 章紡織製品 

31 填充以下物質之床墊，何者不屬於稅則第 94 章之範圍？ 
彈簧 羽毛 發泡塑膠 水 

32 單獨進口電視紅外線遙控器應歸入何節？ 
第 8528 節「電視接收器具等」 第 8529 節「第 8525 至 8528 節之零件」 
第 8543 節「未列名但有獨立功能之器具」 第 8526 節「無線電遙控器具等」 

33 「電器控制盤」，應歸列海關稅則之章節如何？ 
第 84.23 節之衡器，包括重錘作計數及校對機器在內 
第 85.34 節之印刷電路板 
第 85.37 節之控電或配電用板、面板、機櫃、檯、箱及其他基板 
第 85.41 節之二極體、電晶體及類似半導體裝置 

34 一般機車雨衣表面尼龍梭織布，內層塗 PVC 塑膠，應歸列何稅則？ 
第 6201 節「大衣、雨衣、駕車外套」或第 6202 節 
第 3926 節塑膠製衣服 
第 6210 節「第 5603、5903、5906 節織物所製衣服」 
第 6211 節其他衣服 

35 「小客車用之座物」，與小客車分別進口，應歸列海關稅則之稅目如何？ 
第 9401.20 目之機動車輛用座物 第 8716.90 目之其他車輛零件 
第 8703 節之小客車  第 3926.30 目之家具、車輛或類似品之配件 

36 下列那一種金屬不屬於稅則第十五類所稱之「卑金屬」（Base Metal）？ 
鎂 鉈 鈰鐵 瓷金 

37 電毯應歸列何稅則？ 
第 6301 節毯  第 8509 節家用電動器具 
第 8516 節電熱器具  第 6307 節其他紡織製品 

38 第 64 章鞋子之稅則分類，如其鞋面由二種或二種以上材料製成，下述何者為正確？ 
按整體鞋面總重量比例最大者（包括零配件） 
按整體鞋面總重量比例最大者（不計零配件） 
占最大表面積之組成材料（包括零配件） 
占最大表面積之組成材料（不包括零配件） 

39 請問裝有駕駛臺之機動車輛底盤，不可能歸入下述那一節？ 
第 8702 節「供載客 10 人以上之機動車輛」 
第 8703 節「小客車」 
第 8704 節「載貨用車輛」 
第 8706 節「第 8701 至 8705 節裝有引擎之機動車輛底盤」 

40 以下所述貨品何者不屬於醫療設備？ 
塑膠尿袋 針筒 手術刀 聽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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