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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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階段考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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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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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號：20240
頁次：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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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二(甲)及二(乙)之條文內容為何？請各舉ㄧ案例
說明之。（20 分）

二、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三(甲)及三(乙)之條文內容及關聯性為何？請各
舉ㄧ案例說明之。（20 分）

三、進口中國大陸製物品申報稅則號別錯誤而未涉及違章情事，經海關改列
正確稅則號別後，其輸入規定變更為「MW0」，海關係依那一條關稅法
規定處理？納稅義務人該如何配合？請說明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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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式助行器（walker-rollators）係為供使用者支撐用之管狀金屬架，設有手把及手剎裝置，底部裝
有 3 或 4 個輪子，應歸列稅則那一節？
第 8703 節「小客車及其他主要設計供載客之機動車輛」
第 9503 節「三輪腳踏車，踏板車，腳踏汽車及類似有輪玩具；……」
第 8713 節「失能人士用車」
第 9021 節「整形用具，包括拐杖、外科手術帶及脫腸帶；夾護板及其他接骨用具；……」

2 由刮腳刀、磨腳銼、細腳銼及刀片等裝於盒內所組成之美足工具組，用以去除腳上老廢角質，應
歸列稅則號別第 8214.20.00 號「修指甲用具（包括指甲銼）」，是依據那一條海關進口稅則解釋
準則之規定？
解釋準則一 解釋準則二(甲) 解釋準則三(乙) 解釋準則六

3 裝置於小客車車頂上之折疊式車頂行李箱（Foldable Roof Cargo Box），材質為 Polyester、XPE
（環保發泡聚乙烯），並附有鋁合金鎖架，具有隔熱、保暖、防水等功能，應歸列稅則那一節？
第 4202 節「衣箱、手提箱、化妝箱、公事箱、……；旅行袋、……」
第 3923 節「塑膠製供輸送或包裝貨物之製品」
第 7610 節「鋁製結構物及其零件」
第 8708 節「第 8701 至 8705 節機動車輛所用之零件及附件」

4 由不銹鋼機殼、鋁鑄熱盤、雲母發熱器及開關等組成之雙座咖啡保溫座，可保溫咖啡等飲品，主
要用於餐廳、飯店等商業場所，應歸列那一稅則號別？
第 7323.93.00 號「不銹鋼製餐桌、廚房或其他家用物品及其零件」
第 8418.50.90 號「其他供貯藏及展示用配備（櫃、櫥、展示台、展示箱及類似品），裝有冷藏
或冷凍設備」
第 8419.81.00 號「製造熱飲、熱食或烹調用之機器、工廠或設備」
第 8516.71.00 號「電咖啡壼或茶壼（包括電濾煮器）」

5 進口研究用、實驗用或非供人用之試劑，於進口報單填列那一個專用代碼，免檢附衛生福利部核
發之同意文件？
 DHM99999999506  DH999999999508  DHM99999999526  DHM99999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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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徑為 105 mm、外緣為波紋狀之圓鋸片，其外緣之鋼切削面焊有金鋼石、銅粉、碳化鎢……等
燒結材料，裝於電動工具機後可切削水泥、磁磚、石英磚等，應歸列稅則那一目？
第 6804.21 目「凝結之合成或天然金剛石製磨石、研磨輪（砂輪）及類似品」
第 7102.29 目「其他工業用金鋼石（鑽石）」
第 8202.31 目「圓鋸片，工作面為鋼質者」
第 8467.22 目「裝有電力原動機之鋸子」

7 稅則第 15 類為「卑金屬及卑金屬製品」，其類註二所稱「一般用零件」不包括下列那一項貨品？
銅製框及鏡 不銹鋼製凸緣 鋁製絞股線 鋼鐵製鐘錶彈簧

8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延燒，為保障國內防疫需求，經濟部曾陸續公告管制紡
織材料製口罩、額溫槍出口，其輸出規定代號為何？
 111  121  483  524

9 下列何項貨品屬稅則第 94 章「家具；寢具、褥、褥支持物……」範疇？
嬰兒學步車 卑金屬製保險櫃 紡織材料製枕頭套 旅館用木製屏風

10 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表內輸入規定欄註記代號為「H01」者，涉及何種管理規定？
進口飼料向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申辦輸入查驗
進口動植物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申辦檢疫
進口大陸物品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申辦輸入許可
進口中藥材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辦輸入許可

11 以氧化鋁燒結製成之坩鍋，能適應在 1500℃以上溫度之工作環境，應歸列稅則那一節？
第 6815 節「未列名石製品及其他礦物製品」
第 6903 節「其他耐火陶瓷製品」
第 6909 節「實驗室、化學或其他工業用陶瓷製品」
第 8481 節「管、鍋爐外殼、槽、桶及其類似物品用栓塞、旋塞、閥及類似用具」

12 供製造半導體晶圓之氧化擴散爐用之熔凝石英製晶舟（wafer boat），依稅則第 84 章章註一規定，
應歸列稅則那一節？
第 7017 節「實驗室、衛生或醫療用之玻璃器」
第 7020 節「其他玻璃製品」
第 7104 節「合成或再製之寶石或次寶石」
第 8486 節「專供或主要供製造半導體晶圓之機器零附件」

13 依海關進口稅則第 87 章增註十三規定，輸入供消防機關使用歸屬第 87 章之救災車輛、消防勤務
車輛及歸屬第 87 章及其他各章之救火、救生、救災裝備，經何一主管機關證明屬實者免稅？
經濟部 內政部 科技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4 機動車輛汽油引擎用之曲柄軸，應歸列稅則那一目？
第 8483.10 目「傳動軸（包括凸輪軸及曲柄軸）及曲柄」
第 8409.91 目「專用或主要用於火花點火內燃活塞引擎用零件」
第 8708.50 目「驅動軸連差速器」
第 8708.99 目「其他機動車輛所用之零件及附件」

15 稅則第 9018 節貨品包括內科、外科、牙科或獸醫用儀器及其他電氣醫療器具，下列何者非屬該
節貨品範疇？
超音波掃瞄器具  X 光射線器具 血壓計 設計供診斷用之燈具

16 下列貨品稅則歸類何者正確？
馬戲團之表演大象歸列第 1 章「活動物」
旅行自用之成套盥洗用品歸列第 96 章「雜項製品」
蒸煮過之龍蝦歸列第 16 章「肉、魚或甲殼、軟體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等之調製品」
銅製之拉鍊歸列第 74 章「銅及其製品」

17 下列何項貨品屬於稅則第 85 章「電機與設備及其零件；……」範疇？
電暖毯 製造電燈泡用之開口中空玻璃
計算機 真空吸塵器

18 稅則第 8708 節為「第 8701 至 8705 節機動車輛所用之零件及附件」，下列何項貨品屬於該節貨
品範疇？
齒輪箱（變速箱） 鉛酸蓄電池 火星塞 擋風板雨刷

19 為應付因颱風或豪雨等不可抗力之災害，致蔬菜供應短缺，而有緊急進口以調節國內供需之必要
時，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會商財政部、經濟部後函請財政部公告之一定期間內，輸入稅則第 0702
至 0709 節（稅則號別第 0703.10.10、0703.20.10、0703.20.90 及 0706.10.00 等 4 款除外）之貨品，
按原稅率減半徵稅，其依據為何？
稅則第 7 章增註一 關稅法第 49 條 關稅法第 71 條 海關進口稅則總則二



代號：20240
頁次：4－3

20 由含菸葉、丙二醇等之電熱式菸草、菸草加熱器（或稱支撐器）及充電盒組成之加熱式菸品，其
中電熱式菸草應歸入那一貨品分類號列？
 CCC Code 2402.99.20.00-7「含菸葉代用品之紙菸」
 CCC Code 2403.99.90.00-2「其他加工菸葉及菸葉代用製品」
 CCC Code 3824.99.99.41-3「戒煙輔助用之電子口腔吸入器補充包或貼片」
 CCC Code 3824.99.99.9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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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下列何者歸屬稅則第 3005 節「填塞料、紗布、繃帶及其類似品（例如敷料、絆創膏、膏藥），
已塗浸藥物或製成零售包裝供內科、外科、牙科或獸醫用者」？
製成藉由表膚施藥形態之含中藥成分眼罩，具排毒化瘀、促進眼部血液循環等作用
直接供作皮膚損毀、部分組織傷口、外科感染等之暫時性生物敷料
尚未製成零售包裝供醫療、外科、牙科、獸醫用之繃帶
不具藥效可舒緩疲勞、促進睡眠、減緩壓力之足部貼片

22 下列何者歸屬稅則第 34 章：肥皂，有機界面活性劑，洗滌劑，潤滑劑，人造蠟，配製蠟，擦光
或除垢劑，蠟燭及類似品，塑型用軟膏，「牙科用蠟」以及石膏為基料之牙科用劑？
牙膏
經肥皂或清潔劑浸漬、塗佈或被覆之發泡塑膠產品
沐浴乳
清洗衣服用之乾洗清潔液及去漬劑

23 主要含石油類或得自瀝青質礦物油類之廢油，應歸列那一稅則號別？
第 1518.00.50 號「未列名非食用之動、植物油脂或本章不同油脂餾分物之混合物或調製品」
第 2710.99.00 號「其他廢油」
第 3403.19.90 號「其他潤滑製劑（以石油或自地瀝青所得之油為基本成分且其重量在 70％及
以上者列入第 2710 節）」
第 3825.69.00 號「其他化學或相關工業的其他廢棄物」

24 由 60％氯乙烯、36％醋酸乙烯酯及 4％順丁烯二酐單體單元組成之共聚合物，應歸入那一稅則號別？
第 3904.30.00 號「氯乙烯一醋酸乙烯共聚合物，初級狀態」
第 3904.40.00 號「其他氯乙烯共聚合物，初級狀態」
第 3904.90.00 號「其他氯乙烯或其他鹵化烯烴之聚合物，初級狀態」
第 3905.29.00 號「其他醋酸乙烯共聚合物，初級狀態」

25 「有條件課稅、減稅或免稅之品目，其條件在有關各章內另加增註規定」，以上敘述之法律依據
為何？
關稅法第 49 條 關稅法第 71 條 海關進口稅則總則三 海關進口稅則總則四

26 下列由塑膠或橡膠材料與紡織物組合之產品，何者應歸列稅則第 56 章「填充用材料、氈呢、不
織布；特種紗；撚線、繩、索、纜及其製品 」？
用塑膠或橡膠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氈呢，其紡織物完全嵌入塑膠或橡膠中者
用塑膠或橡膠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氈呢，其紡織物的重量比例超過 50％者
以肉眼可看到兩面完全用塑膠或橡膠材料塗佈、被覆的不織布
以氈呢或不織布結合之發泡橡膠或塑膠之板、片、條，其紡織物是補強作用

27 海關進口稅則第 61 章章註對衣著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在設計上前面開合部分，左邊在右邊之上，應視為男用或男童用衣服，右邊在左邊之上，應視
為女用或女童用衣服
已明確設計為男性或女性用之衣服式樣，並不受前面開合部分左邊或右邊何者在上之規範
「搭配式套裝」 所有搭配式套裝的構件必須是同一織物的結構、形式、顏色及成分、其尺寸
必須是相同或相通的
「嬰兒衣服及附屬服飾品」是指 3 歲以下幼童之衣服及附屬服飾品

28 下列那一稅則號別之紡織品，進口時應於貨品本身標示正確產地，其產地標示方式應具顯著性與
牢固性，否則不准通關稅放？
第 6117.10.20 號「絲或廢絲製披巾、圍巾、領巾、頭紗、面紗及類似品，針織或鈎針織者」
第 6209.20.00 號「棉製嬰兒衣著及服飾附屬品」
第 6304.11.10 號「棉製床罩，針織或鈎針織者」
第 6307.10.00 號「擦地板布、洗碗布、抹布及類似清潔布」

29 下列何者非屬稅則第 31 章之「肥料」？
以泥煤和黏土混合調配之盆栽土，供作植物生長介質
海鳥排泄物堆積而成之鳥糞石
天然粗鉀鹽（光鹵石、鉀鹽鎂礬）
含硝酸鉀或硝酸銨之安定化污水下水道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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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下列貨品之稅則分類，何者正確？
人類盥洗用之洗髮劑，應歸列稅則號別第 3401.11.00 號「供盥洗用（包括含藥物製品）肥皂及
有機界面活性產品及調製品，呈條、塊或壓成其他形狀者，及紙、填料、氈呢及不織布，經以
肥皂或清潔劑浸漬、塗佈或被覆者」
抗痘調理洗面乳，應歸列稅則號別第 3401.30.00 號「供清洗皮膚用之有機界面活性劑產品及調
製品，呈液狀或乳霜狀且為零售包裝者，不論是否含肥皂」
含有機界面活性劑之去污膏，應歸列稅則號別第 3402.90.00 號「其他界面活性製劑、洗滌製劑
及清潔製劑」
礦物性蠟混合之調製蠟，應歸列稅則號別第 3404.90.90 號「其他人造蠟及調製蠟」

31 經下列何種方式保藏或調製之貨品，非屬稅則第 2 章「肉及食用雜碎」之範疇？
降低溫度至 0℃左右，但未冰凍之冷藏
降低溫度至貨品之冰點以下，至完全結凍之冷凍
鹹、浸鹹、乾、燻製或浸於糖水中
未調味僅以麵糊混料或麵包屑包覆

32 由 1 公斤鋁罐裝普洱茶茶葉、陶杯托及陶杯包裝在一起之普洱茶禮盒，下列有關其稅則分類之敘
述何者正確？
依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三(乙)之規定，以普洱茶茶葉為主要特徵，歸列稅則號別第 0902.30.10
號「普洱茶，每包不超過 3 公斤」
依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三(乙)之規定，陶杯托及陶杯價格高為主要特徵，應歸列稅則號別第

6912.00.10 號「瓷器除外，餐具及廚具」
依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三(丙)之規定，擇其節位列最後者，應歸列稅則號別第 6912.00.10 號
「瓷器除外，餐具及廚具」
不視為成套貨物應分開歸類，鋁罐裝普洱茶茶葉歸列稅則號別第 0902.30.10 號，陶杯托及陶杯
歸列稅則號別第 6912.00.10 號

33 麥芽、啤酒花、輔料、酵母及水等經煮沸、發酵、蒸餾、熟成，再與水調和而得之酒精度 46 度
酒品，應歸入那一稅則號別？
第 2203.00.00 號「啤酒，麥芽釀造」
第 2206.00.10 號「穀類酒」
第 2208.30.00 號「威士忌酒」
第 2208.90.90 號「其他烈酒及其他含有酒精成分之飲料」

34 稅則第 0712 節「乾蔬菜，整粒（株）、切塊、切片、切碎或粉狀，但未經進一步處理 」包括 0701
至 0711 節之經乾燥處理（包括脫水、蒸發或冷凍乾燥）之蔬菜，下列何者歸屬該節之貨品？
去殼之乾豆類蔬菜 乾番椒
切碎製成粉末之乾洋蔥粉 切碎製成粉末之乾馬鈴薯粉

35 下列何者應歸列稅則第 1806 節「巧克力及其他含有可可之食品」？
白色巧克力 巧克力蛋糕 巧克力冰淇淋 巧克力塗醬

36 下列何者應歸列稅則第 62 章之衣著及服飾附屬品？
洋娃娃用衣著
塑膠製之成衣製品及服飾附屬品
工業用紡織製之防護性手套
經某種加工（例如縫邊）之紡織布料，準備用來製成衣服，但還未加工成衣服或衣服之零件者

37 下列何項貨品屬於稅則第 70 章「玻璃及玻璃器」範疇？
玻璃粉粒 玻璃絨
光纖電纜 經光學加工之光學玻璃元件

38 100%純濃豆漿粉，應歸入那一稅則號別？
第 1201.90.00 號「其他大豆，不論是否破碎」
第 2008.99.60 號「大豆調製品」
第 2106.90.91 號「咖啡乳劑；大豆蛋白質食物調製品」
第 2106.90.99 號「其他未列名食物調製品」

39 整套機器及其在產製物品過程中直接用於該項機器之必須設備，因體積過大或其他原因，須拆散、
分裝報運進口者，事前檢同有關文件申報，海關核明屬實，按整套機器設備應列之稅則號別徵稅，
是規定於關稅法那一條？
第 17 條 第 21 條 第 40 條 第 41 條

40 抗 UV（紫外線）含藥防曬膏歸列貨品分類號列 3304.99.90.90-1「其他美容或化粧用品及保養皮
膚用品（藥品除外）」，有關該項貨品應適用之輸入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該貨品分類號列之輸入規定空白，故進口時無須檢附主管機關核發之同意文件或許可證影本
進口時應自行依照輸入規定代號「Ｆ01」之規定辦理，違者，廠商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進口時應自行依照輸入規定代號「Ｈ01」之規定辦理，違者，廠商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進口時應自行依照輸入規定代號「507」之規定辦理，違者，廠商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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