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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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試述三角貿易報單之申報與放行流程及三角貿易案件之產地標示有何規定？

（15 分） 

二、出口貨物報關驗放辦法第 17 條規定進（出）口船舶、飛機就地採購之專用物料，

輸出人應檢具何種文件，送海關審核，其品類量值合理者，准在船（機）邊驗放？

（13 分） 

三、進出口貨物查驗準則第 5 條規定在何種情形下，關員辦理進出口貨物查驗時，可免

會同報關人為之？（12 分） 

四、海關徵收規費規則第 6 條規定快速通關處理費應依何種方式辦理？（10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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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貨物報關時，應填送貨物出口報單，並檢附有關文件；其屬僅一箱或種類單一且包裝劃一、散裝或

裸裝之貨物，得免附何種文件？ 

裝箱單 裝貨單 貨物進倉證明 輸出許可證 

2 輸往加工出口區或科學工業園區貨物，於運入區內，經駐區海關查驗放行前向海關申請簽發出口報單副

本者，海關應於經駐區海關查驗放行之翌日起幾日內簽發出口報單副本？ 

3 日 5 日 10 日 15 日 

3 出口貨物報關驗放辦法係依關稅法第幾條第 2 項規定訂定？ 

第 6 條 第 16 條 第 26 條 第 36 條 

4 出口貨物之報關手續，得委託報關業者辦理；其向海關遞送之報單，應經下列何人審核簽證？ 

報關業負責人 報關業經理人 報關業職員 專責報關人員 

5 依出口貨物報關驗放辦法第 9 條規定，每份出口報單，不得將數張裝貨單或託運單合併申報，惟下列何

種出口貨物得以數份出口報單共附同一託運單向海關報關？ 

空運整裝 海運整裝 空運併裝 海運併裝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G035001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50014&FLNO=16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50014&FLNO=16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50014&FLNO=16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G035001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G035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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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產事業或與海關簽訂策略聯盟之廠商符合有關條件，且以書面向海關申請經核准者，其進口自用及出

口自製之整裝貨櫃貨物，得申報船邊免驗提櫃、裝船，惟委託報關時，應： 

以一般委任方式為之，且委託之報關業者應符合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 32 條規定 

以一般委任方式為之，且委託之報關業者應符合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 33 條規定 

以長期委任方式為之，且委託之報關業者應符合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 32 條規定 

以長期委任方式為之，且委託之報關業者應符合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 33 條規定 

7 下列何種貨物海關得核准船（機）邊驗放或船（機）邊免驗提貨？ 

新機器 危險品 電子零件 旅客後送行李 

8 進口貨物於查驗時，未發現有短裝情事，收貨人如獲悉有部分短裝者，得於何一時點向海關申請複驗？ 

繳稅前 繳稅後 提領出倉前 提領出倉後 

9 核定儀器查驗之進口貨物，報關人應自海關電腦發送儀器查驗訊息通知之翌日起幾日內申請查驗？ 

5 日 10 日 20 日 30 日 

10 下列何者非屬海關得予免驗之出口貨物？ 

放射性元素 鮮果及蔬菜 危險品 不申請沖退稅之外銷品 

11 一般廠商、個人自國外輸入樣品、展覽品、貨物、行李等，應填報何種報單？ 

G1  G7  D7  B6  

12 進口報單「運輸方式」欄填列代碼 2，代表貨物是用下列何種方式載運？ 

空運（非貨櫃） 空運貨櫃 海運非貨櫃（有包裝雜貨） 海運貨櫃 

13 進口報單「申請審驗方式」欄填列代碼 9 表示： 

申請「廠驗」 申請「倉庫驗放」 申請「書面審查」 申請「免驗」 

14 進口報單之貨物價格應以下列何種價格核計？ 

C&F  CFR CIF C&I 

15 進口貨物報單放行後之作業為： 

加封封條 貨物進倉 裝船（機） 提領貨物 

16 廠商或報關業連線申報之出口報單「長單」，得具結申請經海關核准後，以電腦連線方式傳輸彙總之資

料報關，但以事後補遞送之書面報單為準，出口報單如達多少項，即屬長單？ 

20 項 30 項 50 項 70 項 

17 依據轉口貨物通關及管理作業要點第 9 點規定，下列何種物品限由原進口之港口或機場轉運出口？ 

船用品 有害廢棄物 旅客行李 彈藥 

18 出口貨物報單之申報由何者向海關辦理？ 

納稅義務人 貨物輸出人 運送業者 倉庫業者 

19 海關徵收規費規則所稱辦公時間，除經海關公告實施兩班制或 24 小時通關及因特殊情形經海關公告派員

辦理通關業務者外，係指海關辦公日，星期一至星期五的那一時段？ 

上午 5 時起至下午 5 時止 上午 6 時起至下午 6 時止 

上午 7 時起至下午 7 時止 上午 8 時起至下午 8 時止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G035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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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同一關區貨櫃（物）經海關派員押運者，應徵收押運費新臺幣： 

600 元 700 元 800 元 1000 元 

21 申報出口貨物之價格，下列那項敘述正確？ 

應以輸出許可證所列之 CIF 價格折算申報 免輸出許可證者，以 CFR 價格折算申報  

以輸出許可證所列之 FOB 價格折算申報 免輸出許可證者，可以 NCV 價格折算申報 

22 進（出）口船舶就地採購之專用物料之整批離岸價格在多少元以下，經海關審查發票及物品清單無訛者，

得免予船邊查核逕行裝船？ 

新臺幣 2 萬元以下 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 美幣 2 萬元以下 美幣 5 萬元以下 

23 運輸業者應於收到海關放行通知，將出口貨物於海關放行之翌日起多少時日內裝船（機）出口？ 

20 日   15 日 10 日 30 日 

24 運輸業者收到海關放行通知後，若出口貨物逾期未裝船（機）者，應如何處理？ 

由專責報關人員申請延期 由貨物輸出人辦理退關手續 

由運輸業者申請延期  由運輸業者申請退關 

25 按定期徵收助航服務費之船舶，其由海關發給之助航服務費繳納證明書之有效期限為何？ 

4 個月 3 個月 6 個月 12 個月 

26 一般電子工廠進口原料如非細小零件，其經核明具有特殊用途，無法移作他用，在國內市場無脫售圖利

之可能者，收貨人得於貨物提領出倉之翌日起多少時日內檢具有關短裝或溢裝證件，向海關申請准予調

整數量？ 

15 日內 1 個月內 10 日內 2 個月內 

27 下列何者非得予免驗之出口貨物？ 

鳳梨和香蕉 蘭花苗 捐贈救災用之衣物 餅乾 

28 抽中免驗或依規定免驗之進出口貨物，必要時，得由海關擔任何等職務人員或其指定人員改為應驗？ 

驗貨關員  分類估價關員 

驗貨、分類估價單位主管 轄區海關一級單位主管 

29 進（轉）口貨物艙單之更正，連線申報者於飛機抵達後 2 小時內申報者，應於多少時日內以 EDI 訊息更

正艙單？ 

72 小時 48 小時 36 小時 24 小時 

30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進口危險品之貨物，進口人於海關查驗貨物前，以書面向海關提供貨物之查驗應注意事項，由信用良

好之廠商進口且貨物為原製造廠原封者，得免開啟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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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個

月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向海關申請核辦 

進口貨物如有溢裝，或實到貨物與原申報不符，係出於同一發貨人發貨兩批以上，互相誤裝錯運，經

舉證證明，並經海關查明屬實，免依關稅法及海關緝私條例有關規定論處 

整裝貨櫃進口貨物，得經海關核准直接在卸存工廠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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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快遞專差攜帶之快遞貨物，每件（袋）毛重不得超過多少公斤？ 

70 公斤 45 公斤 32 公斤 27 公斤 

32 「海上走廊」之轉運方式，於起運港憑何文件裝船及結關？ 

出口艙單 進口艙單 出口貨櫃清單 進口貨櫃清單 

33 國外貨物於運輸工具最初抵達本國口岸卸貨後轉往國內其他港口者被稱之為何？ 

轉運貨物 轉口貨物 通運貨物 過境貨物 

34 課稅區貨物進出物流中心，由物流中心填具何單據辦理進出？ 

國內轉運申請書 進口報單 國內貨物進出單 出口報單 

35 出口報單正本第 1 聯之用途為何？ 

留底聯 海關處理紀錄聯 沖退原料稅用聯 出口證明用聯 

36 進口報單上之外幣匯率是依關稅總局驗估處每多少日公布之「報關適用外幣匯率表」所列之匯率為準？ 

1 日 3 日 10 日 7 日 

37 海關電腦專家系統篩選通關，經核定為 C3 者是指何種通關方式？ 

貨物查驗通關，即查驗貨物及審核書面文件放行 

免審免驗通關，即免審書面文件免驗貨物放行 

文件審核通關，即審核書面文件免驗貨物放行 

貨物查驗通關，即查驗貨物免審書面文件放行 

38 在通關自動化之作業模式中，各種訊息、表格之編號之後加「S」者，表示意涵是什麼？ 

選擇性的項目 海運專用表格 業者自行列印表格 空運專用項目 

39 旅客攜帶之行李物品或船舶攜帶進口之包裹存關，於存貯海關倉庫之日起多少日內未能提領者，自次日

起每件每日徵收倉庫貯存費？ 

3 日內 4 日內 5 日內 10 日內 

40 出境旅客於下列何種情形需按一般貨物出口報關手續填送出口報單並檢附有關身分證明文件及影本？ 

隨身行李出口 

不隨身行李出口 

攜帶自用行李以外，其離岸價格未逾美幣 2 萬元之貨物出口，且非屬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所編訂限制輸

出貨品及海關協助查核輸出貨品彙總表之貨品 

攜帶自用行李以外，其離岸價格未逾美幣 1 萬元之貨物出口，且非屬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所編訂限制輸

出貨品及海關協助查核輸出貨品彙總表之貨品 



類科名稱：

103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驗船師、第一次食品技師考試、高等暨普通考試消防
設備人員考試、普通考試地政士、專責報關人員、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考
試

科目名稱：
通關實務概要（試題代號：3202)

測驗式試題標準答案

考試名稱：

專責報關人員

單選題數：40題 單選每題配分：1.25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A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第11題 第12題 第14題 第15題 第16題 第17題 第18題 第19題 第20題

第21題 第22題 第23題 第24題 第25題 第26題 第27題 第28題 第29題 第30題

第31題 第32題 第33題 第34題 第35題 第36題 第37題 第38題 第39題 第40題

第13題

第41題 第42題 第43題 第44題 第45題 第46題 第47題 第48題 第49題 第50題

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C B D C D B C B A

A D C D C D B B A

C A D B A B D C A B

C D C B C A B A B

D

A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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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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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