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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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進口貝殼雕刻製品，與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組成者，試述其稅則分類原則。

（註：貴金屬製品第 71 章；貝殼雕刻製品第 96 章）（10 分） 

二、試述何謂海關進口稅則增註？並就增註內容舉出 3 種適用情形。（15 分） 

三、海關進口稅則第 50 至 55 章或第 5809 或 5902 節之紡織物品如係由兩種或兩種以上

纖維之混合品，試述其稅則分類原則。（10 分） 

四、尚未裝有車輪或輪胎及電池之機動車輛，或尚未裝有引擎或內部配件之機動車輛，

試述其稅則分類原則及理由。（1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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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單位」使用代碼何者為誤？ 
DOS 劑  KSH 百支（紙菸單位） 
NIU 輛、架、艘  TND 乾公噸 

2 下列稽徵特別規定代碼何者為誤？ 
C 菸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 
N 適用增註之特定稅則號別 
Z 進口貨物統計數量單位應申報「0」之稅則號別 
S 採取特別防衛措施 

3 進口管制藥品（包括人用、動物用麻醉藥品、影響精神藥品及其原料）應檢附那個部會所屬單位核發之

同意文件？ 
衛生福利部 經濟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內政部 

4 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三規定，因準則二（乙）或其他原因，貨品表面上可歸列二個以上之節時，其分

類方法之優先順序為︰ 
主要特性→具體描述→從後歸類 具體描述→主要特性→從後歸類 
具體描述→主要特性→按類似歸類 主要特性→具體描述→按類似歸類 

5 依輸出代號 446 規定，出口香蕉到日本者，應檢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同意文件；惟重量在幾公斤

以下且以樣品方式出口至日本者，免檢附該同意文件？ 
10 12 13 15 

6 國定稅率分為 3 欄，下列何者不適用第 2 欄稅率？ 
特定低度開發之國家或地區之特定進口貨物 
與中華民國有互惠待遇之國家或地區之進口貨物 
特定開發中國家或地區之特定進口貨物 
與中華民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之國家或地區之特定進口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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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四章乳製品第 04.05 節所稱「乳酪」，其含乳脂重量為： 
80%或以上但不超過 95% 70%或以上但不超過 85% 
75%或以上但不超過 95% 80%或以上但不超過 90% 

8 下列輸入規定何者與「種植用蒜球」（0703.20.10.004）無涉？ 
114 朝鮮人民共和國（北韓）物品不准進口 
B01 應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編訂之「應施檢疫動植物品目表」及有關檢疫規定辦理 
F01 依照「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規定，向衛生福利部申請辦理輸入查驗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9 第 20（蔬菜、果實、堅果或植物其他部分之調製品）、21（雜項調製食品）、22（飲料、酒類及醋）章，

所謂之「以容積計之酒精強度」，係決定於攝氏幾度時？ 
15 18 20 25 

10 下列那項物品不包括在第 33.07 節所稱「香水、化妝品及盥洗用品」內？ 
隱形眼鏡清洗液 動物盥洗用品 牙膏 香水囊 

11 廠商輸入華盛頓公約（CITES）附錄一、二、三植物及其產品，應檢附相關證件報關進口，下列何者為誤？ 
出口國核發之華盛頓公約出口許可證 
自大陸地區進口者檢附華盛頓公約允許出口證明書 
自大陸地區進口者檢附野生動植物允許出口許可證明書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輸入許可證 

12 漆包銅線應歸列稅則： 
第 32 章（鞣革或染色用萃取物；鞣酸及其衍生物；染料、顏料及其他著色料；漆類及凡立水；油灰及

其他灰泥；墨類） 
第 85 章（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電視影像、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以及上述各

物之零件及附件） 
第 83 章（雜項卑金屬製品） 
第 74 章（銅及其製品） 

13 機能性防水透氣布料（例如 Gore-tex），是於聚酯纖維布上塗佈聚四氟乙烯樹酯，以達到防風防水透氣的

效果，該布料應歸列稅則： 
5513.41.00 印花平紋聚酯纖維棉梭織物 
5903.90.30 其他用塑膠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人造纖維紡織物 
5513.13.20 其他漂白聚酯纖維棉梭織物 
3920.99.19 其他聚四氟乙烯薄膜 

14 降落傘應歸列稅則： 
第 56 章（填充用材料、氈呢、不織布；特種紗；撚線、繩、索、纜及其製品） 
第 63 章（其他製成紡織品；組合品；舊衣著及舊紡織品；破布） 
第 88 章（航空器、太空船及其零件） 
第 95 章（玩具、遊戲品與運動用品；及其零件與附件） 

15 廠商輸出數值控制臥式車床至伊朗，該貨品之輸出規定為「S01」，應憑何種證明文件通關？ 
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許可證 經濟部工業局證明文件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輸出許可證 國防部證明文件 

16 精製橄欖油 30%與精製棉子油 70%之混合食用油，應歸列稅則： 
1509.90.00 精製橄欖油及其餾分物 1512.29.00 精製棉子油及其餾分物 
1515.90.90 其他固定性植物油脂 1517.90.90 其他可食用動植物油脂混合品或調製品 

17 味霖（Mirin）之成分含有果醣、食鹽、酒精等，供烹飪用之調味料，其進口稅則應列： 
2106.90.99 其他未列名食物調製品 2206.00.90 未列名釀造飲料混合品 
2103.90.90 一般料理酒  2208.90.90 其他烈酒及其他含有酒精成分之飲料 

18 海關之機動式 X 光貨櫃檢查儀，為裝載有 X 光檢查儀之特種機動車輛，應歸列稅則： 
8705.90.40 放射線車  8705.90.90 其他特種機動車輛 
9022.19.00 其他用途之 X 光射線器具 9022.90.00 其他 X 光產生器 

19 橫切面直徑超過 1 公釐（1 mm）之尼龍單絲廢料，應歸列稅則： 
3915.90.00 其他塑膠之廢料 4004.00.00 橡膠廢料 
5505.10.00 合成纖維廢料 6310.90.20 人造纖維製廢繩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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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牙科用金屬齒套應歸列稅則： 
第 71 章（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次寶石、貴金屬、被覆貴金屬之金屬及其製品；仿首飾；鑄幣） 
第 81 章（其他卑金屬；瓷金；及其製品） 
第 83 章（雜項卑金屬製品） 
第 90 章（光學、照相、電影、計量、檢查、精密、內科或外科儀器及器具；上述物品之零件及附件） 

21 世界關務組織（WCO）編列之 HS（The 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調和制度，

係將貨品以幾位碼的邏輯排列方式進行分類編號？ 
4 位碼 6 位碼 8 位碼 10 位碼 

22 飛機用之未裝框安全玻璃，不應歸入第 8803 節「第 8801 或 8802 節之貨品零件」，而應歸入第 7007 節

之「安全玻璃」，是依據那一條解釋準則之規定？ 
解釋準則二（乙） 解釋準則三（甲） 解釋準則三（乙） 解釋準則四 

23 「混合物、由不同材料（material）或組件（components）組成之組合物或供零售之成套貨物…，在本準

則可適用之範圍內，應按照實質上構成該項貨品主要特性所用之材料或組件分類。」是那一條解釋準則

之規定？ 
解釋準則二（乙） 解釋準則三（甲） 解釋準則三（乙） 解釋準則四 

24 內裝鬧鐘、CD 放音機及 AM / FM 收音機之手提音響，應歸入下列稅則那一節？ 
第 8519 節「錄放音機」 第 8527 節「無線電廣播接收機」 
第 9105 節「鬧鐘」  第 8543 節「其他具有獨立功能之電氣品」 

25 吊掛於天花板供舞臺效果用之玻璃球（Glass Ball）是外部為許多小玻璃鏡片、內部為樹脂兩者所組合，

仍保留玻璃器皿之主要特性，應歸入下列稅則那一節？ 
第 7013 節「玻璃器，供餐桌、廚房、盥洗室、辦事室、室內裝飾或類似用途者」 
第 7018 節「玻璃珠、仿珍珠、仿寶石、仿半寶石及類似之玻璃小製品」 
第 7020 節「其他玻璃製品」 
第 3926 節「其他塑膠製品」 

26 廠商進口一批機器腳踏車零組件包括︰儀錶板、汽油引擎、車身框架、燃油箱、車座、方向把手管、頭

燈組、前擋泥板、橋式叉頂、起動馬達、左/右前叉、排氣管…等，屬未組合、不完整之機器腳踏車零組

件。因已具備完整或完成機器腳踏車之主要特性，歸入第 8711 節「機器腳踏車」下，是依據那一條解釋

準則之規定？ 
解釋準則一 解釋準則二（甲） 解釋準則二（乙） 解釋準則四 

27 衛生棉墊其內層為不織布，吸水芯層為紡織材料，外層為自黏性之塑膠片，宜歸入下列稅則那一節？ 
第 3919 節「塑膠製自粘性板、片、薄膜、箔、帶、條及其他平面形狀」 
第 5603 節「不織布，不論是否經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 
第 6307 節「其他製成紡織品，包括服裝模型樣品」 
第 9619 節「任何材料製之衛生棉（墊）和衛生棉塞、嬰兒用尿墊（尿布）及其裏襯及類似之物品」 

28 車用安全氣囊（Air Bag）之電子控制裝置，內建 Piezo 撞擊感應器、繼電器、MCU 控制 IC、ASIC 點火

IC、記憶體等，當車輛遭受碰撞時，內建之撞擊感應器瞬間感知並引爆高壓氣體，使氣囊充氣膨脹，得

以保護駕駛人免於傷害，宜歸入下列稅則那一節？ 
第 8708 節「機動車輛之零附件」 第 8409 節「引擎零件」 
第 8537 節「控電或配電用器具」 第 9032 節「自動調節或控制用儀器及器具」 

29 專供製造或修補光罩及網線之機器，應歸入稅則那一節？ 
第 8543 節「本章未列名但具有獨立功能之電機及器具」 
第 8479 節「本章未列名而具有特殊功能之機器及機械用具」 
第 8456 節「以雷射、其他光、光子束、超音波、電化學、電子束、離子束或電漿弧切削任何材料之工

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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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註 9（丙）所規範之機器及器具」 
30 由積體電路及其他元件組成之視訊卡（Graphics Card）含軟體光碟，插入自動資料處理機可將錄影機、

CD 播放機、攝影機接收到之類比圖像和聲音信號，轉換成自動資料處理機可以使用之數位信號，宜歸入

下列稅則那一目？ 
第 8471.60 目「輸入或輸出單元」 第 8471.70 目「儲存單元」 
第 8471.80 目「其他自動資料處理機單元」 第 8473.30 目「第 8471 節機器之零件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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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某進口商進口一款成衣，其成分為 40%聚酯纖維、35%羊毛纖維、15%兔毛纖維及 10%棉花，在稅則分類

上應視為下列何種材質？ 
人造纖維 羊毛或動物細毛 其他纖維 棉 

32 依據稅則第 61 章章註 6 規定，第 6111 節所稱的「嬰兒衣服及附屬服飾品」，係指： 
幼童身高不超過 86 公分者 幼童身高不超過 110 公分者 
幼童年齡不超過 12 個月者 幼童年齡不超過 2 歲者 

33 某廠商進口鋼鐵製之門窗及其框架，應申報稅則那一節？ 
 第 7308 節「鋼鐵結構物及其零件」 第 7326 節「其他鋼鐵製品」 
第 8302 節「卑金屬架座、配件及類似品」 第 9403 節「其他家具及其零件」 

34 含有磷重量百分比超過 15%的磷化銅（磷銅），是一種非常好的銅之脫氧劑，亦可用於磷青銅的製造，

應歸下列稅則那一節？ 
第 2835 節「次磷酸鹽；亞磷酸鹽及磷酸鹽；聚磷酸鹽，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者」 
第 2848 節「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之磷化物」 
第 3824 節「化學或相關工業之未列名化學品及化學製品」 
第 7405 節「銅母合金」 

35 將岩石（例如塊滑石）成型後進行 800°C 以上的加熱焙燒，所得之產製品屬於稅則那一章之貨品？ 
第 25 章「石料；石膏料等」 
第 26 章「礦石、熔渣及礦灰」 
第 68 章「石料、石膏、水泥、石棉、雲母或類似材料之製品」 
第 69 章「陶瓷產品」 

36 下列何者非屬關稅法施行細則第 54 條所定「稅則號別顯然錯誤」之認定原則？ 
海關進口稅則之節、目、款之分類品目名稱已明確規範而適用錯誤者 
違反海關進口稅則有關之類註、章註、目註之明確規定者 
未按進口稅則預先審核答覆函之稅則號別申報者 
同樣或類似貨物經海關或行政救濟程序確定分類，同一進口人再次申報錯誤者 

37 海關進口稅則稽徵特別規定欄代碼「T*」是指︰ 
部分取消退稅 
部分進口應徵酒稅 
部分進口應課徵貨物稅 
部分進口應額外檢附各產製國政府或其授權單位出具之產地證明 

38 GPS 導航運動型手錶，兼具 GPS（衛星定位系統）裝置（歸入第 8526 節）及手錶（歸入第 9102 節）兩

種功能，因兩種功能相當，按稅則從後而歸入第 9102 節，是依據那一條解釋準則之規定？ 
解釋準則二（乙） 解釋準則三（甲） 解釋準則三（丙） 解釋準則四 

39 納稅義務人申報稅則號列錯誤而未涉及違章情事，經海關改列稅號後屬尚未開放准許輸入之大陸物品，

如未能檢附輸入許可證者，海關應依關稅法第 96 條規定責令其限期辦理退運。該退運之處分，應自貨物

放行之翌日起算幾年內為之？ 
半年 1 年 2 年 5 年 

40 3D 印表機是利用 3 維（3D）模擬方式，將所設計之產品進行快速製模及簡易之塑膠樣品輸出，應歸入下

列稅則那一目？ 
第 8477.59 目「其他模製或造形用機械」 
第 8474.80 目「固體礦物燃料、陶土漿、濕水泥、粉刷材料或其他粉狀、糊狀礦產品用之混凝、造模或

造型機器及鑄造用砂模製造機器」 
第 8479.82 目「混合、揉合、軋碎、磨粉、篩分、精選、均質、乳化或攪拌機器」 
第 8480.79 目「其他橡膠或塑膠用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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