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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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關稅法第 30 條規定，進口貨物之交易價格，有何種情事者，不得作為計算完

稅價格之根據，請說明之。（25 分） 

二、海關緝私條例第 37條之處罰規定為何？何種情況應依據同條例第 36條論處？又此

兩條規定適用上有何區別？（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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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口貨物以低於同類貨物之正常價格輸入，致損害中華民國產業者，除依海關進口稅則徵收關稅外，得

另徵適當之何種稅？ 
平衡稅 報復關稅 反傾銷稅 額外關稅 

2 海關對復查之申請，應於收到申請書之翌日起幾個月內為復查決定？並作成決定書，通知納稅義務人；

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納稅義務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二個月。 
半個月 一個月 一個半月 二個月 

3 進口供加工外銷之原料，於該原料進口放行之翌日起多久，經財政部核准復運出口者，免稅？ 
一個月內 三個月內 六個月內 一年內 

4 目前我國載運客貨之運輸工具進出國境，其進出口通關，由誰負責向海關申報？ 
船長 火車列車長 高鐵車長 漁船船長 

5 經營與海關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傳輸通關資料業務之通關網路業者，其營運項目、收費基準、營業時間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違反依第 10 條第 5 項所定之辦法者，財政部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多少

元以上多少元以下罰鍰？並得連續處罰；連續處罰三次仍未改正，得停止六個月以下傳輸通關資料業務

或廢止其許可。 
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 
十五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 二十萬元以上八十萬元以下 

6 關稅法第 96 條第 1 項所稱不得進口之貨物，指未經許可或核准，且未經處分沒入之進口貨物，依同法施

行細則之規定，海關應責令納稅義務人於幾個月內退運？必要時得准延長一個月。但情況特殊報經財政

部核准者，不在此限。 
一個月 二個月 三個月 四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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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依關稅法第 41 條規定按整體貨物應列之稅則號別徵稅者，依下列情形之一認定之：一、組合物品之名稱

與數量，載入同一提貨單者。二、組合物品之數量，適合整體貨物所需之數量者。三、組合物品之種類、

名稱均為整體貨物之組件，雖其數量不足以裝配成整體貨物，但其每套價值超過整體貨物價值百分之多

少者？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8 關務人員對於各項報關資料，應嚴守秘密，違者應予處分；其涉有觸犯刑法規定者，並應移送偵查。但

對下列各款人員及機關提供者，不在此限： 
立法機關 監察機關 美國海關 世界關務組織 

9 免稅商店儲存之貨物，如有非法提運、遺失、遭竊或其他原因致貨物短少者，由何業者負責補繳短少之

進口稅費？ 
報關 倉儲 保險 免稅商店 

10 納稅義務人為法人者，解散清算時，清算人於分配賸餘財產前，應依法分別按應受清償之順序繳清。最

先應繳者為： 
關稅 滯納金 罰鍰 滯報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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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以所漏

或沖退稅額幾倍之罰鍰？並得停止其營業一個月至六個月；其情節重大者，並廢止其報關業務證照。 
一倍至三倍 一倍至五倍 二倍至三倍 二倍至五倍 

12 海關緝私條例稱私運貨物進口、出口，謂： 
未經向海關申報而運輸貨物進、出國境 
逃避管制 
規避檢查、偷漏關稅或逃避管制，未經向海關申報而運輸貨物進、出國境 
私自進、出國境 

13 船舶、航空器、車輛或其他運輸工具到達通商口岸，未經海關核准而裝卸貨物者，處船長、管領人或行

為人多少以下罰鍰？ 
一萬元 二萬元 三萬元 四萬元 

14 於離島地區設置，且在該地區經營報關業務之報關業，其資本額應在新臺幣多少以上？ 
一百萬元 三百萬元 五百萬元 七百萬元 

15 經核准設置之報關業，由海關發給報關業務證照，並於每幾年向海關辦理校正一次？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16 貨物通關自動化電腦連線，下列何者錯誤？ 
電腦連線不包括個人  連線機關包括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連線金融機構包括銀行  連線業者包括報關公司 

17 報關業違反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 17 條第 3 項、第 19 條、第 24 條、第 27 條之規定，海關得依關稅法

第 84 條規定，視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多少元之罰鍰？ 
三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 三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 
六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 六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 

18 專責報關人員違反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 20 條第 3 項、第 4 項規定或當月份執行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項

簽證業務發生錯單①次以上，且其錯單率達百分之②者，海關得依關稅法第 84 條規定，視其情節輕重，

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連續處罰；連續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

正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之報關審核簽證業務。 
①三②四 ①五②三 ①六②一 ①八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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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經核列按文件審核通關方式處理之貨物，報關人應於接獲海關連線核定通知之何日辦公時間終了前補送

書面報單及其他有關文件以供查核？但經海關公告得傳送文件電子檔之文件，得以連線申報方式取代書

面補件。 

當日 翌日 第三日 第四日 

20 核列為免審免驗通關方式處理之貨物，於完成繳納稅費手續後，海關應以連線核定方式將放行通知傳送

報關人及貨棧，報關人憑電腦放行通知及有關單證前往貨棧提領。其報關有關文件，應由報關人依關務

法規規定之期限妥為保管；經海關通知補送資料者，報關人應於接到通知後幾日內補送之？ 

1 日 2 日 3 日 4 日 

21 通關網路或單一窗口記錄於電腦之報單及其相關檔案應自進出口貨物放行之翌日起保存①年，期滿予以

銷毀。通關網路記錄於電腦之艙單、出口裝船清表檔案，應自進出口貨物放行之翌日起保存②年，期滿

除另有約定外予以銷毀。 

①三②三 ①三②七 ①五②五 ①七②三 

22 連線轉接服務業者違反貨物通關自動化實施辦法第 8 條規定兼營報關業務者，海關得依關稅法第 81 條規

定，視其情節輕重，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連續處罰；連續處罰①次，仍未完成改

正者，得停止②個月以下之連線轉接服務。 

①二②三 ①二②四 ①三②六 ①四②八 

23 稽徵關員或其他依法令負責檢查人員，明知為走私物品而放行或為之銷售或藏匿者，處幾年以上有期徒

刑？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24 海關對於預先審核之稅則號別有所變更時。經納稅義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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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申請延長海關預先審核稅則號別之適用，其延長適用期間以多少日為限？ 

三十日 六十日 九十日 一百八十日 

25 飛機載運進口貨物於國外最後裝卸貨機場起飛後至抵達本國機場前；或船舶載運進口貨物駛離國家最後

卸貨港口後至抵達本國港口前，已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傳輸何種單證者，納稅義務人得以連線申報方式

預先申報進口，由海關即時辦理通關手續？ 

提單 艙單 訂單 報單 

26 外銷品在出口放行之翌日起幾年內，因故退貨申請復運進口者，免徵成品關稅？ 

一年 二年 三年 五年 

27 保稅工廠所製造或加工之產品及依規定免徵關稅之原料，非經海關核准並按何者報關繳稅，不得出廠？ 

原料進口形態  成品外銷價格 

貨品進到國內之賣價  貨品出廠形態 

28 保稅工廠進口自用機器，免徵關稅。但自用機器於輸入後幾年內輸往課稅區者，應依進口貨品之規定，

補繳關稅？ 

一年 三年 五年 十年 

29 依海關緝私條例所處罰鍰以貨價為準者，出口貨物按什麼計算？ 

完稅價格 國內售價 到岸價格 離岸價格 

30 扣押物變價取償，其變價應以什麼方式為之？ 

賣給海關人員 賣給公務單位 拍賣 網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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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犯走私罪而持械拒捕或持械拒受檢查，傷害人致重傷者，處：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八百萬元以下罰金 
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32 連線通關文件之傳輸，應依電子資料標準格式為之，不包括： 
轉運准單  查驗貨物通知 
進口貨物進倉異常報告  貨物遺失通知單 

33 下列何者錯誤？  
報關業員工，包括報關業負責人 
申請設置報關業，資本額應在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 
申請設置報關業，其員工除負責人外，應有一人以上具有專責報關人員之資格 
報關業負責人應具有三年以上報關實務經驗 

34 專責報關人員，下列行為，何者錯誤？ 
不得利用專責報關人員資格作不實簽證 知道所申報之報單內容不實而予更正 
以任何方式招攬業務  不洩漏客戶所交付之貿易文件內容 

35 報關業有下列行為，何者正確？ 
與委任人串通舞弊 
自訂收費標準並副知海關 
客戶所交付之貿易文件內容予以保密 
對於海關員工與職務有關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36 下列何者錯誤？ 
報關業應按年設置專簿，逐日將經辦之進出口報單號碼詳予登記 
報關業如發現稅款繳納證內所填稅款數額有少算情事，應立即向業者告知 
報關業解散或自行停業時，應以書面向海關報備，並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五日內繳銷其報關業務證照 
報關業不得出借其名義，供他人經營受託辦理進出口貨物報關納稅之業務 

37 關稅法第 73 條第 2 項所定必要之費用，按下列何種次序扣繳之？①滯報費、滯納金 ②倉租、裝卸費 

③處理變賣貨物所需費用 
①②③ ②③① ③①② ③②① 

38 為應付國內或國際經濟之特殊情況，並調節物資供應及產業合理經營，對進口貨物應徵之關稅或適用之

關稅配額，得在海關進口稅則規定之稅率或數量百分之五十以內予以增減。但大宗物資價格大幅波動時，

得在多少百分比以內予以增減？增減稅率或數量之期間，以一年為限。 
百分之一百以內  百分之一百五十以內 
百分之二百以內  百分之二百五十以內 

39 海關於進出口貨物放行之翌日起六個月內通知實施事後稽核者，得於進出口貨物放行之翌日起二年內，

對納稅義務人、貨物輸出人或其關係人實施之。依事後稽核結果，如有應退、應補稅款者，應自貨物放

行之翌日起幾年內為之？ 
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40 關稅法第 31 條所稱同樣貨物，指其何者與該進口貨物相同者？ 
生產國別  物理特性 
品質及商譽  生產國別、物理特性、品質及商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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