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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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號：50230 
頁次：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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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往國外修理、裝配或加工之貨物，於出口報關時，出口報單應如何申報，以作復

運進口時查核之依據？（10 分） 

二、海關辦理人工查驗，得視那些因素決定以簡易查驗、一般查驗或詳細查驗之方式查

驗？（10 分） 

三、報關人向海關申請查驗進出口貨物，有那幾種情形應徵收特別驗貨費？（至少列出

3 種）（15 分） 

四、簡答題：（15 分） 
三角貿易 

便捷貿 e 網單證比對作業 

貨物暫准通關證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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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口報單經海關電腦核定為 C2 或 C3 者，報關人依電腦連線通知應於何時向海關補送書面報單及相關文

件？ 

當日辦公時間終了前  第 3 日辦公時間終了前 

翌日辦公時間終了前  第 4 日辦公時間終了前 

2 合裝進口櫃之貨物應在何處查驗？ 

機（船）邊 貨櫃集中查驗區 全櫃拆櫃進倉 直接卸存工廠倉庫 

3 根據海運進口報單及轉運申請書編號原則，其第 3、4 碼為何者？ 

艙號 轉自關別 報關箱號 船隻掛號 

4 專責報關人員經海關依報關業設置管理辦法廢止其登記處分未滿幾年不得執業？ 

1 年 2 年 3 年 4 年 

5 進口貨物完稅價格在新臺幣多少元以下者免徵關稅？ 

5,000 元 3,000 元 12,000 元 1,500 元 



 代號：50230
頁次：4－2 

6 適用 ECFA 早收清單優惠關稅之進口貨物，報關時其進口報單訊息格式「商品分類號列」附碼欄應填報

代號為何？ 

EC PT FA FTA 

7 進口快遞貨物不得以簡易申報單辦理通關者為何者？ 

快遞文件 低價免稅貨物 低價應稅貨物 高價貨物 

8 廠商除須具經濟部國際貿易局核准進出口廠商資格、成立 5 年以上、最近 3 年連續每年進出口實績總額

達 500 萬美元以上外，且最近幾年無違規情事，始得以書面向各地區海關申請為得船邊驗放廠商？ 

5 4 3 2 

9 進口保稅原料於進口地海關驗放提領進廠後，廠方自行發現短裝情事，如其實到數量短少未逾所申報數

量百分之五，且其短少原料之貨價在美金一千元以下者，廠方應於提領出倉之翌日起多久時間內，以書

面向監管海關報備，並自行依實到數量調整登帳？ 

1 星期 1 個月 2 個月 2 星期 

10 適用 ECFA 優惠關稅稅率之保稅貨物報關時，不得使用 L1 轉運申請書，應使用之報單類別為何者？ 

D8 D7 D6 D5 

11 海運進口貨物電腦放行通知訊息及表格之編號為何者？ 

簡 5204 簡 5204S 簡 5116 簡 5116S 

12 海運出口貨物，除已結關之船隻外，連線報單得於 24 小時隨時傳輸，但須由倉儲業者傳輸什麼資料，才

可受理報關？ 

破損報告簡 5163 進倉資料簡 5102S 進倉證明書簡 5259 進倉資料簡 5201 

13 海關徵收規費規則所定各項費用之繳納，應自海關填發國庫專戶存款收款書送逹之翌日起多久時間內為

之？ 

7 日 14 日 21 日 30 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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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貨人應於貨物提領出倉之翌日起多久時

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如公證報告、發貨人證明函電等向海關申請核辦，經查明屬實者，得對補運進

口之短裝部分，免予課徵關稅？ 

4 個月 3 個月 2 個月 1 個月 

15 自由港區事業貨物售與同區自由港區事業發生退貨情事，應以那一種類別報單報關？ 

F4 F3 F2 F1 

16 廠商進口機車零件（如已具完成貨品之主要特性，需以整車稅號申報進口者）在臺組裝後外銷，因無需

傳輸進口與貨物稅完（免）稅證明書申請牌照，不需填報八大項規格資料及引擎號碼。廠商（或報關業

者）可於進口報單貨物名稱（28）欄前 3 碼主動申報何者？ 

「COD」 「CKD」 「SKD」 「CIF」 

17 進口華盛頓公約 CITES 附錄一、二、三之動、植物或其產製品，應主動在進口報單貨品名稱欄填列那一

種貨名，再填列英文貨品名稱？ 

動植物學名 動植物俗名 動植物小名 動植物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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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下列那一類報關案件應辦理長期委任，否則電腦不收單，改以人工辦理？ 

T1 D1 G1 B6 

19 當併裝貨物提單上之標記為 N/M（NO Marks，無標記）時，應事先向海關那一個通關單位申請重行標記，

始於報單上申報傳輸？ 

驗貨單位 稽查倉棧單位 分估單位 艙單單位 

20 適用進口稅則「增註」之減、免稅物品，應於「輸出入貨品分類號列、稅則號別、統計號別、檢查號碼」欄

第 2 行填報適用之稅則章別與增註項目，例：適用稅則第 38 章增註二之規定免稅物品，其應填報何者？ 

3800 3801 3802 3803 

21 進口舊品，報關時除應於報單之貨名欄填報 "Used" 字樣外，報單之「申請審驗方式」欄代碼應填報何者？ 

6 7 8 9 

22 高科技及 CITES 貨品出口時，報關人應主動在「申請審驗方式」欄填報下列何種代碼？ 

「1」『先查驗』  「6」『倉庫驗放』 

「8」『書面審查』  「9」『免驗』 

23 以 X 光貨櫃檢查儀替代人工查驗，對進出口貨物抽中 C3 之報單，經海關將其改為儀器查驗（C3X）時，

當報關行傳送 5105S 報單訊息後，海關將回覆下列何代碼？ 

5107S 5116S 5204S 5108S 

24 為加速貨物通關，以科技（X 光貨櫃檢查儀）替代人工查驗，在海關公告正常辦公時間內，對進出口貨

物核定為儀器查驗（C3X）者，應徵收特別驗貨費多少？ 

1,300 元 600 元 200 元 0 元 

25 進口貨物估價預先審核應向下列何機關申請？ 

進口地關稅局 經濟部國際貿易局 財政部關稅總局 財政部 

26 運往國外加工貨物，復運進口者，其完稅價格以下列何種方式作為計算根據？ 

該貨復運進口時之完稅價格 

該貨復運進口時之完稅價格與原貨出口時之離岸價格之差額 

原貨出口時之離岸價格 

該貨復運進口時之完稅價格與原貨出口時同樣或類似貨物進口之完稅價格之差額 

27 整裝貨櫃進口貨物，在下列那一場所查驗，應徵收特別驗貨費？ 

碼頭 工廠 海關儀檢站 貨櫃集中查驗區 

28 進口報單填報納稅義務人資料「繳」字欄（11）供填稅費繳納方式為「彙總清關繳納」者，其代碼應填

報代號為何？ 

2 4 8 6 

29 保稅貨物案件申報時，「貨物名稱、牌名、規格等（28）」欄①原料之買方、賣方料號及成品型號 

②貨物名稱 ③牌名 ④規格，填報先後順序，何者正確？ 

①②③④ ②①③④ ②③④① ②④①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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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保稅倉庫或物流中心之保稅貨物申請出倉出口或輸往自由港區事業，應使用之報單類別為何者？ 

D1 D2 G5 D5 

31 輸入「限制輸入貨品表」表外未開放准許進口之大陸工業產品（CCC 第 25 章至第 97 章），其價格在多

少以內，且單項產品不超過 24 件者（不能以件數論計者，不超過 20 公斤），准許免證並免依「MXX」規

定進口？ 

其離岸價格（FOB）在新臺幣 12,000 元以內 其起岸價格（CIF）在新臺幣 12,000 元以內 

其起岸價格（CIF）在新臺幣 32,000 元以內 其離岸價格（FOB）在新臺幣 24,000 元以內 

32 一定要以電腦連線方式透過通關網路向海關申報的是： 

一般進出口貨物 郵包 旅客後送行李 快遞貨物 

33 貨物出口辦理通關放行後，發現報單申報錯誤者，一般應於 6 個月內申請更正，若是有向海關申請核發

出口報單副本沖退原料稅用聯者，該期限之起算日為下列何者？ 

出口放行之翌日  海關第一次核發該聯之翌日 

海關最後一次核發該聯之翌日 出口裝船出口之翌日 

34 出口貨物免輸出許可證者其價格以下列何者申報？ 

輸出口岸之實際價值申報 輸出口岸之離岸價格申報 

輸出國之國內銷售價格申報 按計算價格申報 

35 下列何種出口貨物報關時得免附進倉證明？ 

散裝出口貨物  僅有一件貨物 

化學品  核准機（船）邊驗放或裝機（船）者 

36 辦理救濟物資進口報關時，申請人進口前提出申請書送請內政部核轉財政部核辦，未能及時辦理者，經

向進口地海關具結係供救災及重建之用，得准予先行免稅進口。但申請人應於貨物放行之翌日起多長時

間內補辦申請手續？ 

6 個月 2 個月 12 個月 1 個月 

37 屬經濟部戰略性高科技貨品輸出管制清單內之貨品，經由我國通商口岸過境、轉運或進儲保稅倉庫輸往

管制地區者，應事先申請許可，以下地區何者不列入管制地區？ 

北韓 蘇丹 印度 伊拉克 

38 自由港區事業自國外進儲供營運貨物、自用機器、設備等貨物，報關時應使用之報單其代號為何？ 

G1 D8 F1 F4 

39 核定人工查驗之進口貨物，報關人應自何時起即須向海關提出申請並會同海關查驗？ 

報關之翌日起 10 日內  進倉之翌日起 10 日內 

報關之翌日起 7 日內  傳輸報單後海關回訊通知 C3 補單之翌日 

40 出口貨物已報關因故未能放行出口或貨物已進站（棧）尚未報關因故不出口，報關人應向海關申請之程

序為何？ 

退關 轉口報關 註銷報關 轉船報關 



類科名稱：

100年專技高考引水人、驗船師、第1次食品技師、高普考消防設備人員、普考地政士、專
責報關人員、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考試、特考中醫師、語言治療師、聽力
師、牙體技術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通關實務概要（試題代號：3502)

題　　數：40題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標準答案：

題號

答案 C C B C B B D C B A D C B D B B A A B C

題號

答案 C C A D C D B C A D C D B A D B C C A C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備　　註：

題號

答案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專責報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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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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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