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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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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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通關實務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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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優質企業？（7 分） 
海關對於安全認證優質企業納稅義務人之進口貨物，得採取那些優惠措施？（18 分） 

二、請說明下列關務作業相關規定： 
「出口貨物報關驗放辦法」第 12 條對申報出口貨物之貨品分類號列有何規定？

（10 分） 
船（機）邊驗放之出口報單，其出口貨物因故全部及部分未到案件，「進出口貨

物查驗準則」第 33 條有何規定？（10 分） 
「海關徵收規費規則」第 16 條對盤存特別處理費之徵收有何規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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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關得於轉運時查驗之進口貨物，不含下列那一種貨物？ 
轉運至國內其他關區之貨物 轉運至加工出口區之貨物 
轉運至科學工業園區之貨物 轉運至本關區免稅商店之貨物 

2 經核定以 C3（應審應驗）通關方式通關之進口貨物，經海關派員查驗，但因貨主或報關人未會同查驗，

須由海關作第二次派單查驗時： 
不徵收任何規費，惟貨主或報關人將予以電腦註記違規 1 次 
須徵收快速通關處理費，每一報單新臺幣 1 千 5 百元 
須徵收特別監視費，每一班新臺幣 1 千元 
須徵收特別驗貨費，每一報單新臺幣 1 千 3 百元 

3 外銷品可申請沖退之稅款，除進口關稅外，還包括下列那些稅目？ 
海關代徵之營業稅、貨物稅 海關代徵之貨物稅、菸酒稅 
海關代徵之菸酒稅、營業稅 海關代徵之營業稅、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4 出口貨物放行後，發現報單申報錯誤，申請更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貨物輸出人應於出口放行之翌日起 4 個月內申請更正，逾期不予受理 
申請更正之離岸價格其變動金額在新臺幣 2 萬元以下者，得隨時申請更正 
出口報單之貨物輸出人名稱及買方名稱，不得申請更正 
錯誤之發生如係報關業者之疏失所致者，得由報關業者憑報關時貨物輸出人所提供之報關文件向海關

申請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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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進口貨物發票交易條件為 FOB（Free on Board），則進口報單申報完稅價格時，應將下列那些費用計入完

稅價格？ 
傳輸費及手續費 運費及保險費 加工費及修理費 報關費及倉儲費 

6 出口貨物得參加通關自動化系統抽驗之先決條件為： 
於海關規定時間內傳輸進倉訊息，並經報關者 
貨物輸出人為優良廠商 
出口貨物為包裝、重量相同，或散裝出口之大宗貨物 
出口貨物為整裝貨櫃 

7 進口報單申報 5 只貨櫃，其中 2 只貨櫃經核定應接受儀器查驗，則另外 3 只未經核定應接受儀器查驗之

貨櫃，何時可予放行？ 
該 3 只貨櫃應由海關施以人工簡易查驗無異狀後放行 
該 3 只貨櫃應由進口人具結保證無違法情事後放行 
該 3 只貨櫃應俟核定儀器查驗之貨櫃全數完成查驗無異狀後放行 
該 3 只貨櫃既然未抽中查驗，自可立即放行 

8 出口貨物經海關查驗發現有商標申報不實情形（例如甲商標申報為乙商標，或有商標申報為無商標），

出口人應採取何種作為，貨物始准放行出口？ 
應向海關具結保證無仿冒情事 
應提出商標權人註冊證影本，或其同意標示或授權使用之文件 
申請在海關監視下，貨物更改為正確標示 
應向海關提出買賣雙方簽署載有商標標示之合約書 

9 進口貨物應課徵營業稅，營業稅稅基除包含關稅完稅價格及進口關稅稅額外，還應包含那些稅費？ 
貨物稅  貨物稅、菸酒稅 
貨物稅、菸酒稅、健康福利捐 貨物稅、菸酒稅、健康福利捐、推廣貿易服務費 

10 貨主申請修改輸入許可證，需要海關簽證者，應徵收簽證文件費每份新臺幣多少元？ 
 50 元  100 元  150 元  200 元 

11 出口貨物之離岸價格不超過下列何金額者，應予減半徵收特別驗貨費、特別監視費及押運費？ 
美金 1 千元 美金 2 千元 美金 3 千元 美金 5 千元 

12 經海關核准實施自主管理之倉儲業者，依海關規定領用下列何種型式之封條自行加封貨櫃者，不論其使

用封條數量，按每一貨櫃徵收加封費新臺幣 200 元？ 
子彈型封條 鋼纜型封條 主動式電子封條 被動式電子封條 

13 飛機起飛出境前，其機長或飛機所屬運輸業者應申報文件包括下列那一項？ 
出口艙單 出口裝機清表 結關申請書 助航服務費繳納證明書 

14 下列那一項三角貿易貨物申請運送至其他港口出口者，經核准加封電子封條之貨櫃，得以陸路運輸方式

運送至其他港口裝船出口？ 
彈藥 武器 一般貨物 毒性化學物質 

15 出口報單代號填報「B9」，係適用下列那一類交易之案件？ 
保稅廠相互交易  課稅區售與保稅廠 
保稅廠進口貨物（原料）復出口 保稅廠產品出口 

16 進口報單各欄位填報說明項次「65」申請審驗方式代碼「A」係表示： 
免驗船邊裝（提）櫃貨  申請「倉庫驗放」 
申請「鮮冷蔬果驗放」  申請「參加抽驗」（貨物稅案件） 

17 進出口貨物每件（袋）毛重逾多少公斤，不得在海運快遞貨物專區辦理通關？ 
 10 公斤  30 公斤  50 公斤  7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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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海關對進口農漁產品以外產品之產地，依「海關認定進口貨物原產地作業要點」有關規定認定仍有疑義

時，得先送請下列那一機關或單位協查？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我國駐外單位 

19 進口報單其他申報事項（52）欄原產地申報為下列那一國家之瓷磚，進口時應申報製造商及製造商地址？ 
中國大陸 澳洲 越南 紐西蘭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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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於何時向海關申請複驗？ 
提領出倉之翌日起 3 日內 提領出倉之翌日起 7 日內 
提領出倉前  提領出倉後未售出前 

21 進出口貨物之破損殘缺情形，由驗貨關員依據何者認定之？ 
公證報告 倉庫管理人報告 船公司報告 查驗當時之狀況 

22 進出口貨物如有私運、虛報情事，依下列何種法令所列條文之具體罰則處分？ 
關稅法 關稅法施行細則 公平交易法 海關緝私條例 

23 空運出口貨物應於海關放行之翌日起幾日內裝機出口；逾期者，由貨物輸出人辦理退關手續？ 
 5 日內  10 日內  20 日內  30 日內 

24 屬出口貨物報關驗放辦法第 15 條列明運往國外之物品，出口人擬原貨復運進口者，於出口報關時，應在

出口報單上詳列品名、商標、規格及數量等，並聲明在規定限期內仍將原貨復運進口。下列何種貨物不

適用此規定？ 
工程機械  攝製電影 
政府機關寄往國外之錄影帶 列為國寶之文物 

25 貨物出口報單所檢附之裝箱單不必詳細列載下列何種項目？ 
貨物規格 包裝之每件毛重 包裝之每件淨重 包裝之每件價格 

26 應辦落地追蹤之免驗貨櫃於提貨前，報關人應向何單位洽辦落地追蹤手續？ 
內政部警政署港務警察總隊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總隊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各地區海關機動巡查隊 

27 出境旅客攜帶新臺幣金額以 10 萬元為限。如超過限額時，下列何者與現行規定不符？ 
應在出境前事先向中央銀行申請核准，持憑同意文件查驗放行 
超額部分未經核准，不准攜出 
如未經申報或申報不實，其超過限額部分，依法全數沒入 
如未經申報或申報不實，其超過限額部分，暫存海關待辦退還 

28 越南為世界貿易組織（WTO）會員國，自越南報運進口之農產品應按「中華民國海關進口稅則」國定稅

率第幾欄之稅率課徵關稅？ 
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欄 其他欄 

29 進口貨物有下列那一種情形者，進口報關時需繳交貨價申報書？ 
國貨復運進口貨物 
進口樣品及饋贈品 
買賣雙方為關係企業 
保稅工廠、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外銷事業進口之保稅貨物 

30 自中國大陸進口貨物符合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規定的免稅資格，惟報關時欠缺原產地證明書，

則下列何種情形得經海關核准先行驗放？ 
申請繳押相當於全部應繳稅款之保證金 
營業稅繳現，關稅部分申請繳押差額保證金 
申請繳押相當於海關核定進口貨物完稅價格之保證金 
由海關視案情需要所核定之數額繳納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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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未經查驗之進口機器設備於完稅提領出倉後，收貨人始發現有部分零件短裝者，應如何處理？ 
收貨人應於貨物提領出倉之翌日起 1 個月內，檢具證明文件向海關申請對補運進口之短裝部分，免予

課徵關稅 
收貨人得於機器設備安裝就緒，試車之翌日起 3 個月內向海關申請對補運進口之短裝部分，免予課徵關稅 
收貨人應於貨物提領出倉之翌日起 1 個月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向海關申請退還溢徵關稅 
收貨人應於貨物提領出倉之翌日起 3 個月內，向海關申請退運原進口機器設備及辦理調換新品進口免稅 

32 進口報單匯率欄外幣價格折合新臺幣之計算，係依據財政部關務署何時公布之「報關適用外幣匯率表」

所列之「賣出匯率」為準？ 
每日 每星期 每旬 每月 

33 進口貨物經海關核定為人工查驗（C3M）者，報關人應自該貨物報關之翌日起幾日內申請並會同海關查驗？ 
 7 日  10 日  14 日  30 日 

34 下列何種進口貨物海關得核准船（機）邊驗放或船（機）邊免驗提貨？ 
大宗及散裝貨物  享有外交待遇之機構與人員之公用或自用物品 
國內公私立大學進口貨物 海關管理保稅工廠進口之保稅原料 

35 納稅義務人報運進口大陸鞋靴，不服海關對其進口貨物核定反傾銷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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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內 收到稅款繳納證之翌日起 30 日內 
收到稅款繳納證之翌日起 2 個月內 收到特別關稅補稅單之翌日起 14 日內 

36 進口大客車用輻射層輪胎，其輸入規定代號為「C01」，係意指： 
輪胎進口應經交通部公路總局核發輸入許可證 
輪胎進口應經交通部審驗合格 
輪胎屬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公告應施進口檢驗商品 
輪胎進口應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檢驗合格 

37 運往國外免費修理之貨物，如原訂購合約或發票已載明保證免費修理，或雙方來往函電足資證明免費修

理者，下列何者正確？ 
復運進口時按貨物本身完稅價格十分之一，作為修理費之完稅價格計課 
復運進口時准予免稅 
復運進口時仍應按貨物本身完稅價格計課 
復運進口時應按原貨出口及復運進口時價格差額，作為完稅價格計課 

38 於出口報關時，出口人應在出口報單上敘明損毀缺失情形，或加工後之物品名稱、規格與數量，以作復

運進口時查核依據之貨物，下列何種貨物不包括在內？ 
運往國外修理之貨物 運往國外調換之貨物 運往國外裝配之貨物 運往國外加工之貨物 

39 下列那一種出口貨物報關時，非屬得免附裝箱單者？ 
僅一箱之貨物  船邊驗放之不同規格貨物 
種類單一且包裝劃一之裸裝貨物 種類單一且包裝劃一之散裝貨物 

40 保稅工廠進口保稅原料於進口地海關驗放提領進廠後，廠方自行發現短裝情事，如其實到數量短少未逾

所申報數量百分之幾，且其短少原料之貨價在美金多少元以下者，廠方應於提領出倉之翌日起 1 個月內，

以書面向監管海關報備，並自行依實到數量調整登帳？ 
數量短少未逾所申報數量百分之一，且其短少原料之貨價在美金 500 元以下者 
數量短少未逾所申報數量百分之二，且其短少原料之貨價在美金 500 元以下者 
數量短少未逾所申報數量百分之三，且其短少原料之貨價在美金 1,000 元以下者 
數量短少未逾所申報數量百分之五，且其短少原料之貨價在美金 1,000 元以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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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