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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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產事業自行進口原料繳納關稅，加工製造成品出口為例，要完成出口外銷品沖

退稅電子化作業之主要注意事項有那些？（15 分）外銷品沖退稅電子化作業與人

工書面作業比較，其效益為何？（10 分） 

二、對進出口貨物所有人而言，海關採儀器查驗較人工查驗有何好處？（10 分） 

三、加封貨物有那些情形免徵加封費？（10 分） 

四、進出口報單之統計用數量欄位在何種條件下方須申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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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關稅法規定應徵之關稅、滯納金或罰鍰，自確定之翌日起未經徵起者，不再徵收，其期限為何？ 

5 年內 6 個月內 30 日內 2 年內 

2 下列那一種不屬於外銷品沖退原料稅之沖銷範圍？ 

海關代徵之貨物稅 進口關稅 海關代徵記帳營業稅 燃料稅 

3 適用 ECFA 早收清單優惠關稅之進口貨物使用之稅率為何？ 

海關進口稅則第一欄稅率 海關進口稅則第二欄稅率 

商定稅率  海關進口稅則第三欄稅率 

4 外銷品應沖退之原料進口關稅，廠商應檢附有關出口證件在下列何期間提出申請沖退？ 

該項原料進口放行之翌日起六個月內 該項原料進口放行之翌日起一年內 

該項原料進口放行之翌日起一年六個月內 該項原料進口放行之翌日起二年內 

5 關稅局推動「優質企業」的英文縮寫為： 

AEO WCO WTO GATT 

6 向海關申請核發進口報單進口證明用聯，應徵收簽證文件費為何？ 

2,000 元 50 元 200 元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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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關稅法第 51 條第 1 項規定賠償或調換進口之貨物之免稅，應於原貨物進口之翌日起一個月內向海關申請，

其起算日期為何？ 

進口報單所載貨物進口日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證明試車日期 

進口報單所載之海關放行日期 進口貨物裝船出口日 

8 暫准通關之「通關證」有效期限至發證機構簽發之日起，不得超過： 

1 年 2 年 3 年 4 年 

9 自保稅倉庫轉儲物流中心之保稅貨物再轉儲至保稅倉庫者，其存倉期限之起算日為何？ 

自最初進儲物流中心之日起算 自貨物進口之日起算 

自最初進儲保稅倉庫之日起算 自貨物進口報關放行之日起算 

10 訴願人提起訴願，受理訴願機關認為訴願書不合法定程序，而其情形屬可補正者，應通知於幾日內補正？ 

10 日內 20 日內 30 日內 60 日內 

11 貨物輸出人申請更正離岸價格，雖在新臺幣二萬元以下而有下列何者仍准予更正： 

貨物出口後遭拒付貨款或品質不良被索賠者 將匯率之適用日期由報關日修改為實際出貨日者 

涉及沖退原料稅者  因修改出口報單貨物價格致變動輸出規定者 

12 進口實施關稅配額之農產品欲申請關稅配額之分配，應向下列何單位提出申請？ 

臺灣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進口地海關  

財政部關務署  經濟部國際貿易局 

13 「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類表」內輸入規定代號字頭為Ａ、Ｂ、C 或 F 者，其中屬輸入動植物，應依照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頒布之「應施檢疫動植物品目表」及有關檢疫規定辦理者其代號為

何？ 

A B C F 

14 商業價值之廣告品及貨樣，其完稅價格合於下列何者，免徵關稅法第 49 條第 9 款之進口關稅： 

新臺幣 6,000 元以下者  新臺幣 10,000 元以下者 

新臺幣 12,000 元以下者 新臺幣 30,000 元以下者 

15 依 ECFA 臨時原產地規則規定，優惠關稅之貨物如需運經第三方臨時儲存，其停留時間自運抵該方之日

起不得超過幾天？ 

7 天 30 天 3 天 60 天 

16 關稅法或海關進口稅則遇有修正時，對核准出廠之保稅工廠貨物，其條文或稅率之適用以下列何者為準？ 

以其核准出廠日 以其報關日 以其進廠日 以其出口日 

17 下列何項進出口貨物之特別驗貨費、特別監視費及押運費減半徵收？ 

旅客行李  加工出口區出口郵包 

其離岸價格不超過美金五千元之出口貨物 救濟物資 

18 下列有關納稅義務人得以電腦連線方式預先申報的敘述，何者錯誤？ 

飛機載運進口貨物於國外最後卸貨機場起飛後至抵達本國機場前 

船舶載運進口貨物駛離國外最後裝卸貨港口至抵達本國港口前 

已以電腦連線方式向海關傳輸艙單者 

該批進口貨物關稅已先繳納完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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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輸入許可證之有效期限原則上為自簽證之日起： 

6 個月 9 個月 12 個月 24 個月 

20 依關稅法第 55 條第 1 項規定補稅之貨物，原進口時之納稅義務人或現貨物持有人應依減免關稅之進口貨

物補稅辦法之規定向何單位辦理補稅？ 

原進口地國稅局  原進口地海關或就近向各地海關 

就近稽徵所  經濟部國際貿易局 

21 關稅法第 33 條第 3 項及第 4 項所稱進口前、後之國內銷售價格，係指進口日前後： 

10 日內 14 日內 30 日內 六個月內 

22 連線通關之納稅義務人得選擇下列規定方式繳納稅費、保證金或其他款項，何者錯誤？ 

線上扣繳 

依進口貨物先放後稅實施辦法規定，提供擔保，辦理先放後稅 

以匯款方式由往來銀行透過指定連線金融機構分別匯入國庫存款戶或海關專戶 

以現金向駐當地郵局收稅處繳納 

23 空運運費的計算，下列何者錯誤？ 

不及 0.5 公斤部分，算成 0.5 公斤 超過 0.5 公斤不及 1 公斤部分，算成 1 公斤 

不及 1 磅部分，均按 1 磅計算 最低起算重量 5 公斤 

24 通關網路架構中，下列何者未連線？ 

外貿協會 報關業 經濟部國際貿易局 保稅工廠 

25 「純淨重」的英文縮寫為： 

G/W N/W NNW G.W. 

26 海運運費中的附加費項目，下列何者錯誤？ 

燃料附加費 幣值附加費 旺季附加費 貨櫃清洗附加費 

27 受處分人不服海關緝私條例第 46 條處分者，得於下列何期限內，依規定格式，以書面向原處分海關申請

復查？ 

收到處分書之日起十日內 收到處分書之日起二十日內 

收到處分書之日起三十日內 收到處分書之日起四十五日內 

28 貨物經海關沒入處分確定後，受處分人得依法繳納稅捐，申請依核定貨價備款購回貨物或物品為： 

違禁物品  經管制進口或出口貨價在十五萬元以下者 

禁止進口或出口貨物  經管制進口或出口貨價在二十五萬元以下者 

29 報關業者向海關遞送報單，對於貨物之重量、價值、數量、品質或其他事項，為不實記載者，海關得處

以下何種處罰，並得停止其營業一個月至六個月？ 

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六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處以所漏或沖退稅額二倍至五倍之罰鍰 處新臺幣六千元以上六萬元以下罰鍰 

30 貨物暫准通關適用範圍，下列何者錯誤？ 

專業器材、設備 

供展覽會、國際商展、會議或類似活動陳列或使用之貨物 

為招攬交易而供展示或示範之進口商業樣品 

外交官、駐外領事之進口汽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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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C3 通關的方式，下列何者錯誤？ 

海關應即透過電腦連線通知報關人，限在三日內辦公室時間終了以前補送書面及其他有關文件以供查

驗貨物 

海關並得通知貨棧配合查驗 

進口貨物應自報關日起十日內申請會同海關驗貨關員查驗貨物 

再由業務單位審核及分類估價後通關放行 

32 報關業者向海關申請降低貨物抽驗比率，必須在申請之前一年，其年錯單率（錯單數量與申報之報單總

數相比）範圍為何？ 

未超過千分之一者 未超過千分之二者 未超過千分之三者 未超過萬分之三者 

33 復運進口整修或保養之外銷品，不得由何人申報進口？ 

經進口地海關核可之納稅義務人 原製造工廠  

原貨物輸出人  承攬業者 

34 貨櫃稱「SOC」為何？ 

船公司提供之貨櫃  貨主自備貨櫃 

租櫃公司提供之貨櫃  符合海關管理貨櫃集散站辦法第 2 條所稱之貨櫃 

35 報關業經海關核准跨關區報關，下列何項不屬先期適用於自由貿易港區跨關區報關報單類別及範圍？ 

F1 報單 

F2 報單 

F3 報單 

F5 報單貨物輸出人海關監管編號為自由港區事業者 

36 向海關申請為一般優質企業之優惠措施，下列何者錯誤？ 

進出口貨物得享受較低之抽驗比率 

進口貨物抽中查驗者，原則上適用進出口貨物查驗準則簡易查驗之規定 

出口貨物抽中查驗者，得改為免驗 

依關稅法第 18 條規定繳納保證金先行驗放案件，改為按月彙總繳納 

37 核准船邊提貨之海運進口貨物如有短卸或溢卸情事，應由運輸工具負責人或由其委託之運輸工具所屬業

者於下列何期限內繕具短卸或溢卸報告，送海關艙單單位核備？ 

整櫃卸船完畢之翌日起一日內 卸船完畢之翌日起七日內 

整櫃卸船完畢之翌日起三日內 整櫃卸船完畢之翌日起十四日內 

38 C1 通關，下列何者錯誤？ 

報關有關文件，經海關通知補送資料者，報關人應於接到通知後三日內補送之 

依免審免驗通關方式處理之出口貨物，可立即裝貨出口 

上述之書面報單及其他有關文件正本，出口案件應由報關人列管一年 

進口案件列管五年，海關於必要時得命其補送或前往查核 

39 通關網路記錄於電腦之「報單」及其他相關檔案應自進出口貨物放行之翌日起保存幾年後，期滿予以銷

毀？ 

3 年 5 年 7 年 9 年 

40 稅費擔保方式，下列何者錯誤？ 

現金 政府發行之公債 信用合作社定期存單 海外投資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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