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大地工程技師考試分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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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考試驗光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普通考試 
類 科：專責報關人員 
科 目：稅則概要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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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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請試述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一之適用？進口由豬肉（重量占比 10%）、鱈魚（重
量占比 10%）、蝦子（重量占比 5%）、蔬菜（重量占比 40%）及米（重量占比 35%）
所組合而成的海陸便當，微波後即可食用，請試述其稅則分類原則及其理由？（25 分） 

二、請試述稅則第 8471 節所稱「自動資料處理機」係指機器須具那幾項功能？單獨進
口含 IC 記憶卡且具有照相（靜態圖像）及攝影（動態畫面）功能之電腦專用影像
攝錄機，其稅則分類原則及其理由？（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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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我國現行海關進口稅則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我國現行貨品分類架構採用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 2017 年版 
現行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將所有貨品分為 21 類、98 章 
稅則分類依據稅則類、章及其註，各號別之貨名及解釋準則之規定 
稅則分類得參據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註解 

2 下列貨品何者歸屬稅則第 49 章「書籍、新聞報紙、圖畫及其他印刷工業產品；手寫稿、打字稿及設計圖

樣」？ 
立體地圖 平面印刷球儀圖 撲克牌 凹版畫原跡 

3 進口貨物適用第一、二或三欄之稅率從價或從量徵收關稅，係依那一條規定？ 
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一 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二 
海關進口稅則總則一  海關進口稅則總則二 

4 下列何項貨品歸屬稅則第 5603 節「不織布，不論是否經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者」？ 
浸漬清潔劑的不織布 衛生棉墊 附有研磨粒的不織布 空氣過濾的不織布薄片 

5 工作房內用無可逆閥之移動式恆溫控制器，內裝有冷媒冷凍機、加熱器及送風機等，應歸入那一目下？ 
第 8415.10 目「自足式或分離式系統，設計固定於窗、壁、天花板或地板者」 
第 8415.20 目「置於機動車輛上供人使用者」 
第 8415.81 目「具有製冷裝置及冷熱可逆循環閥者（可逆熱泵）」 
第 8415.82 目「其他，具有製冷裝置者」 

6 含卵磷脂與乳化劑的飼料添加物，用以提高動物（牛、豬等）體內的油脂消化率，應歸入那一稅則號別？ 
第 2309.90.90 號「其他調製動物飼料」 
第 2923.20.10 號「卵磷脂（蛋黃素），不論其是否符合化學定義」 
第 3824.99.51 號「飼料添加物（不含藥物成分者）」 
第 3824.99.99 號「其他化學或相關工業之未列名化學品及化學製品（包括天然產品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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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以下何項貨品歸屬稅則第 1 章「活動物」？ 
吳郭魚 鯨魚 龍蝦 章魚 

8 100%氰氮化鈣 5 公斤包裝，供肥料使用，應歸入那一稅則？ 
第 2853.90.90.90-7 號「其他無機化合物」 
第 2926.90.90.90-0 號「其他腈官能基化合物」 
第 3102.90.00.21-7 號「氰氮化鈣，肥料用」 
第 3105.10.00.10-4 號「本章所載貨品屬錠劑或類似形狀或其包裝毛重不超過 10 公斤者，不含有機肥

料者」 
9 由木頭製成，底部有塑膠圓形凸起的運動平衡板，促進身體肌肉的控制能力，應歸入那一稅則號別？ 
第 3926.90.90 號「其他塑膠製品及第 3901 至 3914 節之材料製成品」 
第 4421.99.00 號「其他木製品」 
第 9506.91.00 號「一般體能運動、體操或競技比賽用物品及設備」 
第 9506.99.00 號「其他本章未列名之其他運動或戶外遊戲用物品及設備；游泳池及袖珍游泳池」 

10 巧克力高蛋白隨身包 25 公克包裝，內蛋白質分離物含量 70%補充體內所需的蛋白，以 150-250 毫升水或

牛奶沖泡食用，應歸列那一稅則號別？ 
第 1806.90.99 號「其他第 1806 節所屬之貨品」 
第 2106.90.30 號「高蛋白質調配營養食品（蛋白質含量在 50%及以上者）」 
第 2106.90.99 號「其他未列名食物調製品」 
第 3504.00.19 號「其他蛋白質及其衍生物」 

11 塑膠製充氣床褥歸入稅則第 39 章「塑膠及其製品」，而不歸列稅則第 94 章「家具；寢具、褥、褥支持

物、軟墊及類似充填家具；未列名之燈具及照明配件；照明標誌、照明名牌及類似品；組合式建築物」，

是依據那一條海關進口解釋準則？ 
一 二 三 四 

12 汽車用氈呢地毯，不依機動車輛所用之零件及附件歸列稅則第 8708 節，而歸列稅則第 5704 節「氈呢地

毯及其他覆地物，非刺織或植毛者，不論完成與否」，是依據那一條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 
一 三（甲） 三（乙） 四 

13 「料理米酒」歸列稅則第 2103 節「調味醬汁及其調製品；混合調味料」，是依據下列何者規定？ 
輸入規定「F01」 輸入規定「WO1」 稅則第 21 章章註一 稅則第 22 章章註一 

14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為協助國內主管機關作邊境管理，海關編列輸出入規定 
財政部是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的主管機關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是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表的主管機關 
稅則第 78 章是空章，是國際間保留該章以備將來使用 

15 敏感貨品清單內列管項目之貨品，輸出至下列那一個國家應檢附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許可證方可辦理

出口？ 
伊拉克 敘利亞 伊朗 阿富汗 

16 有關「稽徵特別規定」欄代碼之意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C」 適用增註之特定稅則號別 
「D*」 部分進口須額外檢具自由貿易協定締約國政府相關單位核發之牛隻屠宰前之飼養農場及屠宰場

資料 
「G」 採取特別防衛措施 
「L*」 部分進口應課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7 依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五之規定，以下各項貨品何者進口時，包裝容器與所包裝之物品歸列同一稅則

號別？ 
裝有心型巧克力的水晶玻璃盒 裝有雪茄的銀質造型菸盒 
槍及真皮槍套  裝有綜合堅果的金質造型罐 

18 含 100%丙酮 100 毫升包裝的卸除指甲油去光水，歸列稅則號別第 3304.30.20 號「指甲油去除劑」，而不

歸列稅則號別第 2914.11.00 號「丙酮」，是依據下列何者規定？ 
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三（丙）之規定 稅則第 6 類類註二之規定 
稅則第 29 章章註二之排除規定 稅則第 33 章章註三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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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機車用之塑膠製手機固定座，應歸那一個稅則號別？ 
第 3926.30.00 號「塑膠製家具、車輛或類似品之配件」 
第 3926.90.90 號「其他塑膠製品及第 3901 至 3914 節之材料製成品」 
第 8512.90.30 號「機動車輛及機器腳踏車用音響信號設備之零件」 
第 8714.10.90 號「其他機器腳踏車之零件及附件」 

20 依稅則第 11 類類註一之規定，下列何者歸屬稅則第 11 類「紡織品及紡織製品」之貨品？ 
人類的假髮  棉製刺織地毯 
人造纖維製化粧袋   50 公尺零售包裝的牙線 

21 依稅則第 70 章章註一之規定，下列何者歸屬稅則第 70 章「玻璃及玻璃器」之貨品？ 
小客車的玻璃後視鏡 注射用的玻璃針管 玻璃纖維刷子 玻璃粉 

22 進口實施關稅配額之貨品，其數量及配額內稅率，依下列何項規定辦理？ 
海關進口稅則各章之有關增註或第 98 章規定 各該貨品所屬第 1 章至第 97 章稅則號別之稅率 
海關進口稅則各章之有關章註規定 海關進口稅則各類之有關類註規定 

23 內含餅乾、礦泉水、急救藥包、螢光棒、暖暖包、手電筒等的野外急難包之稅則歸列，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依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一之規定，應歸列稅則號別第 3006.50.10 號「急救箱」 
貨品之主要特徵為急救藥包，應歸列稅則號別第 3006.50.10 號「急救箱」 
應視為成套貨物，歸列稅則號別第 3006.50.10 號「急救箱」 
不視為成套貨物，分別歸列稅則第 19、22、30、38、85 等章之稅號 

24 依稅則第 35 章章註二之規定，第 35 章所稱「糊精」是指澱粉分解產品其所含還原糖量，以何者表示時，

不超過其乾基之 10%者？ 
蔗糖 葡萄糖 麥芽糖 果糖 

25 探勘及開掘油（氣）井用器材，經經濟部核明屬實函轉財政部認可者，適用稅則第 8430.41.10 號「自力

推動掘井機」規定免稅，是依據下列何者規定？ 
第 16 類類註六之規定  第 84 章章註三之規定 
第 84 章目註二之規定  第 84 章增註一之規定 

26 下列有關旅客攜帶自用行李以外之應稅零星物品，郵包之零星物品的敘述，何者錯誤？ 
除實施關稅配額之物品外，按 5%稅率徵稅 申報稅則號別第 9619.00.90 號 
依據海關進口稅則總則五之規定辦理 申報稅則號別第 9899.00.00 號 

27 下列有關實施關稅配額之貨品的敘述，何者錯誤？ 
配額內稅率，依各章之有關增註或稅則第 98 章規定辦理 
配額外稅率適用各該貨品所屬第 1 章至第 97 章稅則號別之稅率 
所有實施關稅配額之貨品並無數量配額的限制 
適用配額內稅率之對象，由財政部會商有關機關後報請行政院核定，並由行政院函請立法院查照 

28 非馬達動力式之手操作地板清掃器，依稅則第 84 章章註規定，應歸列稅則那一節？ 
第 8508 節「真空吸塵器」 第 8509 節「家用電動用具」 
第 8421 節「淨化機具」 第 9603 節「帚、刷，手操作之機械式地板刷」 

29 稅則第 7019 節所稱「玻璃絨」，下列何者正確？ 
礦物絨其含二氧化矽以重量計雖低於 60%，或所含氧化硼以重量計未超過 2% 
礦物絨其含二氧化矽以重量計不少於 60% 
礦物絨其含二氧化矽以重量計少於 60% 
礦物絨其含二氧化矽以重量計雖低於 60%，惟另含之鹼性氧化矽以重量計未超過 5% 

30 以肥皂或清潔劑浸漬、塗佈或覆蓋之紙，依稅則第 48 章章註規定，應歸列稅則那一節？ 
第 3304 節「美容或化粧用品及保養皮膚用品」 
第 3401 節「肥皂」 
第 4803 節「衛生紙或面紙之原紙、紙巾或紙餐巾之原紙」 
第 3006 節「醫藥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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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經特殊煆燒或細研磨之石膏用於牙科者，依稅則第 30 章章註規定，應歸列稅則那一目？ 
第 2520.20 目「熟石膏」 
第 3006.40 目「牙科用粘固劑及填充物」 
第 3407.00 目「其他以石膏為基料配製之牙科用品」 
第 9021.21 目「人造牙齒」 

32 稅則第 1207 節其他油料種子及含油質之果實，依第 12 章章註規定，包括下列那項產品？ 
椰子 乾栗子 橄欖 芝麻 

33 混紡印花梭織物（每平方公尺重量不超過 200 公克者），其成分棉占 50%、麻占 20%、聚酯纖維占 30%，

應歸列那一稅則號別？ 
第 5309.29.00 號「其他亞麻梭織物」 
第 5212.15.00 號「其他棉印花梭織物，每平方公尺重量不超過 200 公克者」 
第 5407.94.00 號「合成纖維絲製之其他印花梭織物」 
第 5513.41.00 號「印花平紋聚酯纖維棉梭織物」 

34 天然珍珠項鍊及項鍊盒一齊進口，且該項鍊盒係供裝天然珍珠項鍊一齊銷售，應歸列那一稅則號別？ 
第 7116.10.90 號「其他天然珍珠或養珠製品」 
天然珍珠項鍊歸列稅則第 7116.10.90 號、項鍊盒歸列稅則第 3923.10.10 號 
第 3923.10.10 號「塑膠製箱子、盒子、籃子及類似品」 
第 4819.10.00 號「瓦楞紙或紙板製之箱、盒及匣」 

35 進口裝有引擎、駕駛臺、傳動軸及輪子之大客車底盤（未打造車體），應歸列那一稅則號別？ 
第 8706.00.29 號「其他大客車底盤，裝有引擎者」 
第 8702.30.90 號「其他供載客十人及以上（包括駕駛人）之機動車輛」 
第 8708.99.90 號「其他機動車輛之零件及附件」 
第 8707.90.90 號「其他車身（包括駕駛臺在內）」 

36 石料製之牙科用磨錐，依據海關進口稅則第 68 章章註一（辛）之規定，應歸列那一稅則號別？ 
第 6804.23.00 號「天然石製磨石、研磨輪及類似品」 
第 6804.22.00 號「其他凝結之研磨材料或陶瓷製磨石、研磨輪及類似品」 
第 9018.49.20 號「牙科用其他儀器及器具之零件及附件」 
第 8205.59.10 號「金屬製磨刀器」 

37 經切割磨成 100 cm × 100 cm 之大理石地板，應歸列稅則那一節？ 
第 2515 節「大理石、石灰華、石灰石及其建築用石」 
第 6802 節「第 6801 節貨品以外之已加工供製碑或建築用石及其製品」 
第 6803 節「已加工板岩及板岩製品或凝集板岩之製品」 
第 2516 節「花崗岩、斑岩、玄武岩、砂岩及其他紀念碑或建築用石」 

38 進口冷凍牛肚，應歸列稅則那一節？ 
第 0504 節「動物腸、膀胱及胃（冷藏、冷凍、鹹、浸鹹、乾或燻製者）」 
第 0202 節「冷凍牛肉」 
第 0206 節「食用雜碎（牛、豬、山羊），生鮮、冷藏或冷凍」 
第 1501 節「第 0209 節或 1503 節除外之油脂」 

39 貨品因適用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二（乙）或因其他原因而表面上可歸列於兩個以上之稅則號別時，又

不能依準則三（甲）或三（乙）分類時，應考慮歸入下列何者為正確？ 
擇其稅則號別位列最前者為準 擇其稅則號別位列最後者為準 
擇其稅則號別位列最中間者為準 擇其組裝結構為準 

40 某公司自薩爾瓦多共和國進口甘蔗粗糖乙批（稅則號別第 1701.13.00 號），應按下列那一項國定稅率

課徵？ 
第一欄稅率 第二欄稅率 第三欄稅率 第四欄稅率 



類科名稱：

107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大地工程技師考試分階段考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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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考試驗光人員考試

科目名稱：
稅則概要（試題代號：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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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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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D D D A B D C A

A D C C A C B A B

A A D B D B C D B B

A D A B C B A B B

B

B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