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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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水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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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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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查驗」？請說明進出口貨物查驗準則對於儀器查驗之申驗時

間、查驗方式及放行條件之相關規定。（15 分） 

二、請試述向海關申請簽發出口報單副本應繳交規費之規定及海關簽發出

口報單副本期限之規定。（15 分） 

三、請分別說明 D2 保稅貨出保稅倉進口報單、F2 自由港區貨物進口報單及

G2 本地補稅案件報單之適用範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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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防範中國大陸產品透過我國違規轉運，報運進口中國大陸產製之下列何種貨物，應於報單對應

項次之貨名欄前 3 字申報「供外銷」或「供內銷」？ 
太陽能電池 電動機器腳踏車 玩具 光碟機 

2 進口貨物報關後經海關核定通關方式為人工查驗，且查驗方式為詳細查驗者，其開驗箱數以多少

為原則？ 
5% 以下 10% 以下 20% 以下 30%  

3 自由港區事業輸往國內課稅區之貨物，應按出區形態歸列應屬稅則號別及輸入規定辦理通關，並

依相關規定徵免進口稅費；其稅則號別、稅率、輸入規定之適用日期以下列何日期為準？ 
國外船隻進口日 報關日 申請出倉進口日 海關放行日 

4 依關務法規規定，下列何者不是報關業者業務或責任範圍？ 
會同查驗  保管報關資料及文件 
將驗貨員提取之貨樣私自攜回海關辦公室 承認查驗結果 

5 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標準所稱實質轉型，係指原材料經加工或製造後已使海關進口稅則前六位碼

號列改變，或雖未改變，但已完成重要製程或附加價值率超過多少以上者？ 
35%  40%  5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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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列何種進口貨物得辦理船邊驗收？ 
大宗物資 小汽車 舊機械 廢料 

7 進出口報單長單申報簡化作業方式所稱長單，係指進口或出口報單達幾項者？ 
35  50  60  100  

8 國內廠商生產之貨物申報國貨出口後因故被國外買方退回國內，出進口通關時應分別使用何種報

單類別？ 
G1 及 G3 G1 及 G5 G5 及 G1 G5 及 G7 

9 進口貨物之輸入規定之代號為 MP1 者，該規定代表之意義為何？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項目 管制輸入項目 
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項目 須檢附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輸入許可證 

10 廠商自國外進口機器乙台，交易價格為 CFR 新臺幣 2,000,000 元/台，運費為新臺幣 20,000 元，

保險費新臺幣 5,000 元，其關稅之完稅價格為何？ 
2 ,000,000 元 2 ,020,000 元 2,005,000 元 2,025,000 元 

11 甲廠商因業務需要，向國外租用進口機具乙台，其所有權未經轉讓，貨物本身完稅價格為 CIF
新臺幣 5,000,000 元，其每年租賃或使用費不得低於多少元？ 

5 ,000,000 元 500 ,000 元 250 ,000 元 100 ,000 元 
12 納稅義務人或其代理人進口下列何種商品，得於貨物進口前，向海關申請預先審核進口貨物之稅

則號別？ 
尚未生產等虛擬性貨物 稅則號別爭議中之相同或類似貨物 
工廠使用之機器設備  廢料 

13 經海關派員在同一關區辦理貨櫃之押運，應徵收押運費新臺幣多少元？ 
100 元 200 元 450 元 600 元 

14 海關查驗貨物，遇有密、通報案件、儀檢或緝毒犬嗅聞異常或依現況分析確屬可疑，且以實施破

壞性查驗為必要手段時，應報經那一層級核可後，得實施破壞性查驗？ 
驗貨股長 驗貨課長 一級單位主管 主任秘書 

15 出口貨物應於海關放行之翌日起 30 日內裝船（機）出口；逾期者，貨物輸出人應如何處理本

批貨物？ 
辦理註銷  辦理退關 
辦理重新分估查驗  向運輸業者辦理儘速出口 

16 出口報單申報事項有錯誤，貨物輸出人或報關業者於貨物放行後，應於 6 個月內向貨物出口地海

關申請更正，其 6 個月期限之計算，有申請核發出口報單副本沖退原料稅用聯者，以何日起算？ 
出口放行日 
出口放行日之翌日 
海關第一次核發出口報單副本沖退原料稅用聯之翌日 
向海關申請核發出口報單副本沖退原料稅用聯之日 

17 經海關派員監視辦理事項應按每一班徵收特別監視費，其所稱之每一班，係以一日分為多少班？

不滿一班時限者，仍按一班計徵。 
一天 24 小時為一班 
分為日勤「上午 6 時至下午 6 時」及夜勤「下午 6 時至次日上午 6 時」二班計算 
分為早中晚三班「零點開始每 8 小時一班」 
分為四班「零點開始每 6 小時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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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報單上之「申請審驗方式」欄填報代碼「8」時，資料傳輸後經邏輯檢查合格，產生的通關方式

應為下列何種情形？ 
C1 或 C2  C2 或 C3 
C1 或 C3  C1 、C2、C3 都可能 

19 進口貨物之申報，納稅義務人應自裝載貨物之運輸工具進口日之翌日起幾日內向海關辦理？逾期

者自報關期限屆滿之翌日起，按日加徵滯報費新臺幣多少元？ 
14 日；500 元 14 日；300 元 15 日；100 元 15 日；200 元 

20 進口貨物之完稅價格係依報單資料之幣別匯率計算而成，其幣別匯率依下列何者改變而有不同之

匯率產生？ 
納稅辦法 報關日期 進口日期 放行日期 

21 海關查驗貨物，依狀況分析確屬可疑，經實施破壞性查驗後，結果與原申報相符者，其費用由誰

負擔？ 
納稅義務人或貨主  報關業者 
納稅義務人或貨主向海關求償 倉棧業者 

22 出口貨物報關時，應填送貨物出口報單，並檢附有關文件，其屬海關核准船（機）邊驗放或逕運

船（機）邊裝運者，得免附何種文件？ 
發票 裝箱單 貨物進倉證明 裝貨單或托運單 

23 進口貨物如在查驗過程中，發現有違章或虛報等情事時，驗貨員之查驗應以下列何者為原則？ 
指件查驗 全部查驗 抽驗 加成查驗 

24 出口貨物之報關手續，出口人得委託報關業者辦理；其向海關遞送之報單，應經下列何者審核簽

證？ 
報關業者代表人  專責報關人員 
向海關登記之報關人員均可 出口人 

25 已退關之出口貨物，重報出口時，海關應如何處理？ 
全部免驗  得重新核定應否查驗 
一律核定儀器查驗  全部開驗 

26 自何地區進口大蒜、香菇，除有特殊理由外，應全數清櫃查驗？ 
僅有中國大陸  僅有中國大陸及香港 
僅有北韓  亞洲地區 

27 海關徵收規費規則所稱辦公時間，下列何者正確？ 
星期一至星期六為上午 8 時起至下午 5 時止 星期一至星期六為上午 6 時起至下午 6 時止 
星期一至星期五為上午 8 時起至下午 5 時止 星期一至星期五為上午 6 時起至下午 6 時止 

28 海關對於保稅倉庫及設於內陸之進出口貨棧應按月徵收其業務費，每月新臺幣多少元？ 
5,000 元 6,000 元 7,000 元 8,000 元 

29 報關公司受委任報關，製作進出口報單，經電腦傳輸後核定通關方式為文件審核（C2），嗣經

該公司人員審核時發現數量繕打錯誤，應如何處理以避免違反規定？ 
依原製作錯誤之電腦報關資料補送書面報單，並補送其他正確之報關文件給海關 
依原製作錯誤之電腦報關資料補送書面報單，並補送其他正確之報關文件給海關，並向海關申

請更正 
重新製作正確之報關資料，並補送正確之書面報單等報關文件給海關 
重新製作正確之報關資料，並補送正確之書面報單等報關文件給海關，並向海關申請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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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使用連線申報，其電腦檔案保存期限，下列何者正確？ 
報單檔案保存 1 年，艙單檔案保存 1 年 報單檔案保存 5 年，艙單檔案保存 3 年 
報單檔案保存 3 年，艙單檔案保存 5 年 報單檔案保存 5 年，艙單檔案保存 5 年 

31 經核列為按貨物查驗通關（C3）方式處理之貨物，報關人應於接獲海關連線核定通知之下列那

一個辦公時間終了前，補送書面報單及其他有關文件以供查驗貨物，並得通知貨棧配合查驗？ 
當日 翌日 3 日 7 日 

32 依據貨物通關自動化實施辦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連線業者之連線申報，在輸入通關網路，經電腦之檔案予以記錄時，視為已到達海關 
由海關發出之核定通知，於輸入單一窗口之電腦檔案時，推定該通知已到達應受通知之人，並

適用關稅法規有關規定辦理 
輸入時間及內容，當事人得向經營通關網路之事業申請證明，經營通關網路之事業不得拒絕 
連線申報及未連線申報之收單時間，為每月最後一日 

33 運輸業以電腦連線方式傳輸出口貨櫃清單者，應於船舶結關後多少小時內為之，並免向海關遞送

書面出口貨櫃清單？ 
12 小時 24 小時 36 小時 48 小時 

34 出口報單共計包括 10 類。一般廠商、個人將國貨（含復運出口）、行李向國外輸出者，應使用

那一類別報單？ 
B9 保稅廠產品出口  G3 外貨復出口 
G5 國貨出口  F5 自由港區貨物出口 

35 廠商以外之出口人（包括個人），輸出未列入「限制輸出貨品表」之貨品，應向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簽證。但金額在離岸價格（FOB）美幣多少元以下或其等值者，免證？ 
50,000 元 20 ,000 元 30 ,000 元 40 ,000 元 

36 已報關放行之出口貨物，辦理退關提回，其業經查驗者，如驗明貨櫃原封條完整，得免再開驗，

如非原封或非櫃裝貨物，應再查驗；原核定免驗者，得： 
准予免驗  全部開驗 
隨機抽驗  以書面申請後核定儀器查驗 

37 核定人工查驗之進口快遞貨物，報關人應自報關之翌日起多少日內申請並會同海關查驗？ 
1 日 3 日 5 日 7 日 

38 核定儀器查驗之報單，無論係應補或免補書面報單，均採何種方式辦理？ 
書面放行 驗放方式 船（機）邊放行 免驗放行 

39 自國外輸入貨物，依關稅法規定復運出口須申請沖退或免納進口關稅者，其復出口報單應填明何

種資料，以供海關查核？ 
原進口貨櫃號碼 原進口報單號碼 原發票號碼 原進口艙單號碼 

40 有關出口貨物之價格申報，下列何者正確？ 
出口貨物之價格，以輸出許可證所列之到岸價格折算申報 
免除輸出許可證者，以輸入口岸之實際價值申報 
出口貨物之價格以實際價值申報者，應於報關時檢附發票或其他價值證明文件 
無發票者，可以使用估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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