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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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關稅法第 41 條規定，由數種物品組合而成之貨物於進口時係拆散、分裝，報關

時其稅則要如何申報？（10 分） 

二、人造石墨與天然石墨是否歸列同一號列？如果歸在同一號列是什麼理由？如果不

歸在同一號列又是什麼理由？且應分別歸在那一號列？（10 分） 

三、何謂「稅則預先審核」制度？要如何申請？請詳細說明。（20 分） 

四、某廠商欲進口鋼鐵製鑰匙圈（稅則第 7326.90.90 號）與黃楊木精雕之動物型墜飾（稅

則第 4420.10.00 號）組合而成之貨品一批，請問其稅則應如何歸列？並述明分類依

據及理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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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公司進口合成皮革製成之錶帶，應歸列海關進口稅則那一節？ 
第 4203 節「皮革或組合皮製成之衣著物及服飾附屬品」 
第 9114 節「其他鐘錶零件」  
第 3926 節「其他塑膠製品」 
第 9113 節「錶帶、錶箍及錶手鐲帶及其零件。」 

2 廠商進口冰箱、汽車等用作脫臭劑的活性炭，供零售用者，應歸列海關進口稅則那一節？ 
第 8708 節「機動車輛所用之零件及附件」 
第 3824 節「化學或相關工業之未列名化學品及化學製品」 
第 3802 節「活性碳；活性天然礦產品」 
第 3307 節「室內除臭劑，不論是否芳香或有消毒性質者」 

3 目前海關進口稅則之貨品分類架構係採用世界關務組織那一年版制定之國際商品統一分類制度？ 
 2002  2005  2007  2012 

4 廠商進口家用電熱器具，其係由咖啡壺與烤麵包機組合而成之複合電器，應歸列海關進口稅則那一稅目？ 
第 8516.79 目「其他電熱器具」 第 8516.72 目「烤麵包器」 
第 8516.71 目「咖啡壺」 第 8516.60 目「其他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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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進口供半導體晶圓、晶圓盒和其他材料的運送、上下料及儲存之材料自動搬運機具，應歸列海關進口稅

則那一節？ 
第 8486 節「專供或主要供製造半導體晶柱或晶圓、半導體裝置、積體電路及平面顯示器之機器及器具」 
第 8479 節「本章未列名而具有特殊功能之機器及機械用具」 
第 8428 節「其他升降、搬運、裝卸機器」 
第 8427 節「裝有升降或搬運物品設備之其他工作車」 

6 附有摺紙機器之印刷機器，應歸列海關進口稅則那一節？ 
第 8441 節「紙張或紙板製品製造機」 
第 8442 節「製造印刷版、滾筒或其他印刷組件之機械、器具及設備」 
第 8443 節「利用第 8442 節之印刷版、滾筒及其他印刷組件之印刷機」 
第 8479 節「本章未列名而具有特殊功能之機器及機械用具」 

7 海關通知變更進口貨物預先審核之稅則號別，經申請人舉證證明其已訂定契約並據以進行交易，且將導

致損失者，得申請延長其適用之最長期限為幾日？ 
 30 日  60 日  90 日  120 日 

8 裝有磁條之停車卡，應歸列海關進口稅則那一節？ 
第 4909 節「載有個人問候語句、消息或通知之印刷卡片」 
第 3921 節「其他塑膠製板片…」 
第 9504.40 目「遊戲卡片」 
第 8523 節「碟片，磁帶，固態非揮發性儲存裝置、智慧卡」 

9 供清洗皮膚用之乳霜狀調製品，其中之有效成分全部為合成界面活性劑，且為零售包裝者，應歸列海關

進口稅則那一節？ 
第 3304 節「保養皮膚用品」 第 3307 節「身體除臭劑、沐浴用劑」 
第 3401 節「零售包裝界面活性製劑」 第 3402 節「界面活性製劑，洗滌製劑」 

10 乙廠商自美國進口廢電線電纜（含銅、塑膠、橡膠等），應歸列海關進口稅則那一章？ 
第 39 章「塑膠及其製品」 第 40 章「橡膠及其製品」 
第 74 章「銅及其製品」 第 81 章「其他卑金屬；瓷金；及其製品」 

11 海關進口稅則稽徵特別規定欄標示之代碼為 Z，其意義為何？ 
菸品健康福利捐  進口貨物統計數量單位應申報「0」之稅號 
特定稅則增註減免關稅  應檢附產製國政府或授權單位之產地證明 

12 廠商進口含有貴金屬或貴金屬化合物之塑膠廢料、削屑及碎片，主要用以回收貴金屬者，應歸列海關進

口稅則那一節？ 
第 3915 節「塑膠廢料、剝屑及碎片」 
第 4004 節「橡膠之廢料、剝屑及碎片」 
第 8112 節「混合五金廢料及碎屑」 
第 7112 節「貴金屬或被覆貴金屬之金屬廢料及碎屑」 

13 廠商進口以牛奶或可可為主要成分調製供立即消費的飲料，應歸列海關進口稅則那一節？ 
第 2202 節「飲水，包括礦泉水及汽水（碳酸水），含糖或其他甜味料或香料及其他未含酒精飲料」 
第 2106 節「其他未列名食物調製品」 
第 2009 節「未發酵及未加酒精之果汁及蔬菜汁，不論是否加糖或含其他甜味料」 
第 0401 節「乳及乳油，未濃縮且未加糖及未含其他甜味料者」 

14 廠商進口由海關進口稅則第 1211 節之數種植物與其他物質混合的貨品，供調製藥草茶，宣稱可維持健康，

惟未具治療或預防疾病功效者，應歸列海關進口稅則那一節？ 
第 3003 節「醫藥製劑」 
第 2106 節「其他未列名食物調製品」 
第 2101 節「以咖啡、茶、馬黛茶為主要成分之調製品」 
第 1211 節「植物或植物之一部分（包括種子及果實），主要用於香料、藥用、殺蟲、殺菌或類似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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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人蔘萃取物混合乳糖或葡萄糖，以供調製成人蔘茶或飲料之用者，應歸列海關進口稅則那一節？ 
第 1302 節「植物汁液及萃取物」 
第 1702 節「其他糖類，包括固態之化學級純乳糖、麥芽糖、葡萄糖及果糖」 
第 2202 節「飲水，包括礦泉水及汽水（碳酸水），含糖或其他甜味料或香料及其他未含酒精飲料…」 
第 2106 節「其他未列名食物調製品」 

16 下列容器何者不適用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五（甲）規定辦理？ 
電動刮鬍刀外盒 石版畫所裝鑲之框架 經裝飾之盛糖陶罐 手槍外箱 

17 廠商進口禮盒中含 1 罐蝦子，1 罐鴨肝，1 罐乾酪，1 罐培根薄片，與 1 罐小香腸，應歸列海關進口稅則

那一節？ 
第 1605 節「甲殼、軟體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之調製或保藏品。」 
第 1602 節「其他已調製或保藏之肉、雜碎或血。」 
第 0406 節「乾酪及凝乳」 
應依該個別產品分別歸列稅則 

18 下列貨品，那一項歸列海關進口稅則第 96 章「雜項製品」？ 
化粧用粉撲 化妝用筆（眉筆） 牙線 袖扣 

19 未具殺傷力之 BB 彈空氣槍，應歸列海關進口稅則那一節？ 
第 9303 節「其他火器及類似以點燃爆炸性火藥所操作之裝置、來福槍、發射空包彈之手槍及轉輪槍」 
第 9304 節「其他武器（例如：彈簧、空氣或瓦斯槍枝、警棍）」 
第 9503 節「玩具槍」 
第 3926 節「其他塑膠製品」 

20 以乾葡萄及芳香之植物或物質調製而得之葡萄酒，應歸列海關進口稅則那一節？ 
第 2204 節「鮮葡萄酒（包括加強酒）」 
第 2205 節「加香料之其他鮮葡萄酒」 
第 2206 節「其他釀造飲料」 
第 2208 節「烈酒、再製酒（利口酒）及其他含有酒精成分之飲料。」 

21 下列那一種貨品不屬於海關進口稅則第 1603 節「肉、魚、甲殼、軟體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之抽出物及

液汁」？ 
牛肉精 壓榨生鮮魚汁 鮑魚精 骨膠 

22 正磷酸二氫銨（磷酸一銨）及正磷酸氫二銨（磷酸二銨）混合物，作為肥料者，應歸列海關進口稅則那

一節？ 
第 3105 節「礦物或化學肥料內含肥料三要素氮、磷、鉀中之兩種或三種者；其他肥料」 
第 3104 節「礦物或化學鉀肥」 
第 3103 節「礦物或化學磷肥」 
第 3102 節「礦物或化學氮肥」 

23 大陸發生禽流感 H7N9，我方向大陸進口之 H7N9 病毒株，應歸列海關進口稅則那一節？ 
第 3001 節「其他未列名之已調製人類或動物物質，供醫療或預防疾病之用者。」 
第 3002 節「疫苗、毒素、微生物培養物（酵母除外）和類似品。」 
第 3003 節「醫藥製劑」 
第 3822 節「有底襯之診斷或實驗用之試劑及診斷或實驗用之配製試劑」 

24 依海關進口稅則第 83 章章註 2 規定，稅則第 8302 節「腳輪」，如裝有輪胎時，腳輪直徑之限制規範為

何？ 
不超過 75 公厘 超過 75 公厘 小於 30 公厘 大於 30 公厘 

25 進口人用藥品，不論其歸列 CCC 任何號列，應自行依照何者輸入規定代號辦理？ 
 301  401 或 403  501 或 503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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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廠商進口玄武岩原石，應歸列海關進口稅則那一章節？ 
 68.15  68.02  28.21  25.16 

27 氣球之海關進口稅則分類，下列何者為誤？ 
高級橡膠製之供測氣象用氣球，歸入第 4016 節「其他硫化橡膠製品」 
兒童遊玩用氣球，歸入第 9503 節「玩具」 
作為指示風速及風向用氣球，歸入第 8801 節「氣球」 
氣球用之氣囊，歸入第 8803 節「氣球零件」 

28 貨品未能依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三（甲）、（乙）、（丙）規定，歸列任何節者，則應適用何者分類？ 
性質最類似之貨品所屬之節 稅率最低之節 
解釋準則五（甲）  解釋準則五（乙） 

29 進口貨物依照下列何種規定，得不適用海關進口稅則之三欄國定稅率課稅？ 
配額外之稅率 各類、章之註 各章之增註 解釋準則 

30 下列何項貨品個別進口時，應歸列海關進口稅則第 91 章「鐘、錶及其零件」？ 
卑金屬製錶鏈 鐘錶玻璃 滾珠 卑金屬製鐘錶彈簧 

31 廠商進口以紡織材料製成之外科醫生開刀時戴用之面罩，應歸列海關進口稅則那一稅目？ 
 3802.10 活性碳   6307.90 其他製成之紡織品 
 6505.90 紡織製之防疫用帽  9020.00 其他呼吸器用具及防毒面具 

32 下列何者歸列海關進口稅則第 38.08 節之殺蟲劑項下？ 
消毒肥皂 磨碎的除蟲菊花 化學絕育劑 抗毒血清 

33 廠商進口番茄醬，應歸列海關進口稅則那一節？ 
 第 2103 節「調味醬汁及其調製品；混合調味料」 
第 2002 節「酸漬除外之調製或保藏番茄」 
第 2106 節「未列名食物調製品」 
第 2008 節「未列名經其他方式調製或保藏之果實、堅果及其他植物可食部分」 

34 「頭戴耳機」歸列海關進口稅則下列那一章？ 
第 65 章「帽類及其零件」 第 85 章「電機、錄音機、電視影像…」 
第 92 章「樂器」  第 95 章「玩具、遊戲品與運動用品」 

35 下列貴金屬製品及其零件，何者非歸列海關進口稅則第 71.13 節？ 
粉盒 髮鋏 鼻菸盒 打火機 

36 進口貨品表面上可以歸入兩個或以上之稅則號別時，依解釋準則三（丙）規定，稅則號別歸列之優先順

序為何？ 
類註或章註→主要規定→特別規定→依目次排序之節 
主要規定→特別規定→類註或章註→依目次排序之節 
類註或章註→特別規定→主要規定→依目次排序之節 
特別規定→主要規定→依目次排序之節→類註或章註 

37 海關進口稅則第 22.02 節所稱「未含酒精飲料」，係指飲料含酒精強度為何種程度？ 
以重量計，不超過 0.5% 以容積計，不超過 0.5% vol 
以重量計，不超過 5%  以容積計，不超過 5% vol 

38 從下列那個國家進口之雕刻佛像，適用海關進口稅則第二欄稅率課稅？ 
越南 印度 尼泊爾 泰國 

39 依據現行海關進口稅則，下列貨品何者稅率最低？ 
電腦斷層攝影器具 手錶 乒乓球 鉛筆 

40 已調製或保藏之整條或片塊魚，應歸列下列海關進口稅則那一章節？ 
 03.05  05.11  16.04  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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