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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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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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具有把手與杯蓋之茶杯，容積約 500 毫升（c.c.），高約 16 釐米
（cm），杯身為雙層不鏽鋼真空結構，杯身外壁塗布塑膠漆，杯身底座
（高約 1 釐米）、把手及杯蓋均為塑膠製成，請依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
則，詳述該茶杯宜歸列稅則第 39.24 節或第 73.23 節之依據及理由。

（15 分）
參考資料：第 39.24 節「塑膠製餐桌用餐具、廚房用具，其他家庭用製品及衛生

保健或盥洗用具」、第 73.23 節「鋼鐵製餐桌、廚房或其他家用物品及
其零件；鋼鐵絲絨；鋼鐵製洗鍋物及洗濯或擦亮片、手套及類似品」

二、海關進口稅則總則四係實施關稅配額貨品之相關規定，請試述其內
容。（10 分）

三、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三所稱之「供零售之成套貨物」（Goods put up
in sets for retail sale），請依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HS）註解之詮釋，
試述其要件。（10 分）

四、腕式配戴裝置，又稱「智慧型手錶」（Smart watch），其組成、規格與
功能如下方描述，請依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詳述該「智慧型手錶」
宜歸列稅則第 85.17 節或 91.02 節之依據及理由。（15 分）
腕式配戴裝置，又稱「智慧型手錶」：
係一帶狀以電池操作之裝置，含有黑白電子墨水螢幕、電子錶模組、加速度感
測器、高度計。其中無線電收發器利用開放式無線技術標準（藍牙，Bluetooth）
與某些行動裝置無線通訊，例如蜂巢式網路之行動電話。
此裝置可獨立於其他裝置執行下列之功能：
瀏覽日期及時間；鬧鈴；步程器。
對配戴者而言，與主裝置配對使用可附加有下列功能，包括：
可直接透過此裝置撥打及接聽電話；瀏覽所接收電子郵件及通知；操作主裝置
之音樂播放器功能。

參考資料：第 85.17 節「電話機，包括蜂巢式網路或其他無線網路電話；其他傳輸或
接收聲音、圖像或其他資料之器具，包括有線或無線網路（如區域或廣域
網路）之通訊器具，但不包括第84.43，85.25，85.27或85.28節之傳輸或接
收器具」、第91.02節「第91.01節以外之手錶、懷錶及其他錶，包括碼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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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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何種貨品歸屬稅則第 70 章「玻璃及玻璃器」之範疇？

無閉眼機械裝置的玩偶玻璃假眼 注射用玻璃針管

已光學加工的玻璃眼鏡片 玻璃製鈕扣

2 下列何種貨品歸屬稅則第 69 章「陶瓷產品」之範疇？

陶瓷製仿首飾 陶瓷製假牙 陶瓷製燈具 陶瓷製人造玫瑰花

3 輪胎製造工廠輸入歸屬稅則第 73 章供產製汽車輪胎用之鋼鐵製絞股線、索、纜，或輸送帶、

傳動帶製造工廠輸入歸屬第 73 章供產製橡膠輸送帶、傳動帶用之鋼鐵線製織物，經經濟部證

明國內無產製者免稅，是依據下列何者規定？

稅則第 73 章章註一 稅則第 73 章增註一 關稅法第 49 條 關稅法第 71 條

4 下列何種貨品歸屬稅則第 11 類「紡織品與紡織製品」之範疇？

橫斷面尺寸小於 1 公釐（mm）的人造塑膠單絲

表面寬度超過 5 公釐（mm）的人造塑膠扁條

塗有研磨料的砂布

零售包裝的牙線

5 以馬鈴薯澱粉 60%及脫水馬鈴薯粉 40%為原料，經混合、調味、成型而得的洋芋片狀半成品，

進口後再油炸成脆鹼食品，應歸列那一稅則號別？

第 0712.90.30 號「乾馬鈴薯，不論切塊或切片，但未經進一步處理」

第 1105.10.10 號「馬鈴薯粉及細粉」

第 1901.90.99 號「其他第 1901 節所屬之調製品」

第 2005.20.20 號「酸漬除外之調製或保藏其他馬鈴薯，未冷凍」

6 主要供作香料、製藥用途的檀香木粉，應歸列那一稅則號別？

第 1211.90.11 號「檀香」 第 1404.90.99 號「其他未列名植物產品」

第 3307.41.00 號「亞珈倍地及其他燻香物品」第 4405.00.10 號「檀香木粉」

7 今年 1 月 1 日增列貨品分類號列 0206.30.90.20-3「豬腎，生鮮或冷藏」，貨品分類號列修訂是

下列那一個機關的職掌？

財政部關務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衛生福利部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8 中華民國海關進口稅則、輸出入貨品分類表合訂本的貨品分類架構是採下列那一個組織制定

的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HS）？

世界貿易組織（WTO） 世界關務組織（WCO）

世界衛生組織（WHO） 國際海事組織（IMO）

9 實施關稅配額的貨品，其數量及配額內稅率，不是依下列那一項辦理？

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 稅則各章有關的增註

稅則第 98 章 海關進口稅則總則四

10 貨車緩衝避震用的硫化橡膠製圓形墊片，應歸列那一節？

第 4003 節「初級狀態或呈板、片及條狀之再生橡膠」

第 4008 節「硫化橡膠板、片、條、桿及定型，硬質橡膠除外」

第 4016 節「其他硫化橡膠製品，硬質橡膠者除外」

第 8708 節「第 8701 至 8705 節機動車輛所用之零件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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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由矽藻土 60%、植物纖維 30%及石英砂 10%經高壓冷卻工法壓製而成的超吸水矽藻土地墊，

應歸列那一稅則號別？

第 2512.00.99 號「其他類似矽質土，不論是否煅燒者，其視比重不超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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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808.00.00 號「植物纖維、草或木刨片、木碎屑、木粒、鋸末或其他廢木與水泥、石膏

或其他膠合性礦物凝結而製成之嵌板、板、瓦、磚及類似品」

第 6815.99.90 號「其他石製品及礦物製品」

12 不含玻璃的淋浴拉門鋁框，歸列稅則號別第 7610.10.00 號「鋁製門、窗及其框架及門檻」，是

依據那一條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

解釋準則一、六 解釋準則一、二（甲）及六

解釋準則一、三及六 解釋準則四及六

13 進口紐西蘭生產的「鮮奇異果」歸列稅則號別第 0810.50.00 號，國定稅率第 1 欄 20%，第 2

欄免稅，應該適用那一個稅率？

紐西蘭是世界貿易組織（WTO）會員國，所以適用國定稅率第 1 欄 20%

紐西蘭是世界關務組織（WCO）會員國，所以適用國定稅率第 1 欄 20%

紐西蘭是與我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國家，不是世界貿易組織（WTO）會員國，所以適用國

定稅率第 2 欄免稅

紐西蘭是世界貿易組織（WTO）會員國，也是與我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國家，適用較低之

國定稅率第 2 欄免稅

14 番茄汁與麥芽糊精混合而成的番茄汁粉，應歸列那一稅則號別？

第 2008.99.91 號「未列名經其他方式調製或保藏之果實及植物其他可食之部分，不論是否

加糖或含其他甜味料」

第 2009.50.10 號「未發酵及未加酒精之天然番茄汁」

第 2106.90.99 號「其他未列名食物調製品」

第 2202.99.24 號「未發酵番茄汁飲料」

15 下列那一個貨品歸屬稅則第 18 章「可可及可可製品」之範疇？

可可冰淇淋 杏仁可可餅乾 熱可可飲料 可可高蛋白產品

16 第 1701.12、1701.13 及 1701.14 目「粗製糖」指在乾燥狀況以重量計蔗糖含量在偏光計讀數

少於 99.5 度者，是依據那一條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

解釋準則二 解釋準則三 解釋準則四 解釋準則六

17 已死單細胞螺旋藻，應歸列那一稅則號別？

第 1212.21.91 號「其他海草及其他藻類，生鮮、冷藏或乾燥」

第 1404.90.91 號「微生物產品」

第 1404.90.99 號「其他未列名植物產品」

第 2102.20.00 號「非活性酵母；其他已死單細胞微生物」

18 以尼龍、聚脂纖維、橡膠、彈性纖維、棉材質製的護踝，藉紡織品之彈性對足踝達成支撐及

保護效果，應歸列那一稅則號別？

第 6307.90.90 號「其他製成之紡織品」

第 9021.10.10 號「整形用具」

第 9033.00.90 號「其他本章未列名之機器、用具、儀器或器具之零件及附件」

第 9506.91.00 號「一般體能運動、體操或競技比賽用物品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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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00%聚酯纖維製男用針織 POLO 衫，應歸列那一稅則號別？

第 6105.20.00 號「人造纖維製男用或男童用襯衫，針織或鈎針織者」

第 6109.90.20 號「人造纖維製 T 恤衫、汗衫及其他背心，針織或鈎針織者」

第 6110.30.00 號「人造纖維製套頭衫、無領開襟上衣、外穿式背心及類似品，針織或鈎針

織者」

第 6114.30.00 號「人造纖維製其他衣服，針織或鈎針織者」

20 魚類油脂經乙酯化反應後所得的乙酯化脂肪酸，供食品製造用，應歸列那一稅則號別？

第 1504.20.00 號「魚類油脂及其餾分物（魚肝油除外）」

第 2106.90.51 號「供食品製造用，不攙酒精之化合配製品」

第 2106.90.99 號「其他未列名食物調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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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有關「稽徵特別規定」欄中「N」標示代碼其意義為何？

應徵酒稅 採取特別防衛措施

菸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 適用增註之特定稅則號別

22 進口人擬進口醫療器材，為確定進口貨物之稅則號別，應向那一個機關申請進口貨物稅則預

先審核？

各進口地海關（基隆關、臺北關、臺中關、高雄關）

財政部關務署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衛生福利部

23 下列那一項容器不依據解釋準則五（甲）之規定與所裝物品歸列同一稅則？

槍械盒 電動刮鬍刀外盒 經裝飾之盛糖陶罐 望遠鏡盒

24 下列那一項不是「零售用成套貨品」須同時符合之條件？

至少由分類至不同節之二種貨品所組成

為滿足特定需要而由不同產品或貨品組成

包裝方式適合直接售予最終使用者而不需再包裝

可選擇之數項產品包裝在一起的組合

25 有一鋼鐵製齒輪裝置毛胚，歸列稅則第 8483.40 目「齒輪及齒輪裝置（帶齒輪、鏈輪及其他

傳動元件，單獨呈現者除外）；滾珠或滾子螺桿；齒輪箱及其他變速器，包括扭矩轉換器」，而

不歸稅則第 7207 節「鐵或非合金鋼之半製品」，是依據那一條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之規定？

解釋準則二（甲） 解釋準則二（乙） 解釋準則三 解釋準則四

26 下列那一項非屬稅則第 7103 節「寶石（不包括鑽石）及次寶石，不論已否加工或分級，但尚

未成串或鑲嵌者；未分級之寶石（不包括鑽石）及次寶石暫穿成串以利攜帶者」貨品之範疇？

瑪瑙 黃玉 珊瑚 紫水晶

27 下列那一項非屬稅則第 15 類「卑金屬及卑金屬製品」所稱「卑金屬」之貨品？

銦、鈮、錸 釩、鎵、鉿 鈹、鉻、鍺 銥、鋨、鈀

28 下列那一節非屬稅則第 15 類「卑金屬及卑金屬製品」所稱之「一般用零件」？

第 7307 節「鋼鐵製管子配件（如：接頭、肘管、套筒）」

第 7318 節「鋼鐵製螺釘、螺栓、螺帽、車用螺釘、螺旋鉤、鉚釘、橫梢、開口梢、墊圈（包

括彈簧墊圈）及類似製品」

第 8307 節「卑金屬製撓性管，有無配件均在內」

第 8310 節「卑金屬製標示牌、名牌、地址牌及類似牌、數字、字母及其他符號，屬第 9405

節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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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有一非機械式之口袋型削鉛筆器，並無玩具特性者，應歸列稅則那一節？

第 8214 節「其他利口器（如：髮剪、屠刀、或廚用刀、剁碎刀、切紙刀）；修指甲用具（包

括指甲銼）」

第 8304 節「卑金屬檔案櫃、卡片櫃、紙盤、紙籃、筆盤、印臺及類似辦公室或書桌上用具，

第 9403 節之辦公室家具除外」

第 8465 節「木材、軟木、骨材、硬質橡膠、硬質塑膠或類似硬質材料加工工具機（包括釘

製、訂製、膠合或其他裝配工具機在內）」

第 8472 節「其他辦公室用機器（例如：膠版複印機或蠟紙複印機、地址機、自動鈔票支付

機、鑄幣分類機、鑄幣計數或包裝機、削鉛筆機、打孔或裝訂機）」

30 利用數位模式，將塑膠材料融化並連續添加、分層、固化以形成 3D 立體實物之 3D 印表機

（3D printer），依現行 HS 2017 年版之規範，應歸列稅則那一節？

第 8443 節「利用第 8442 節之印刷版、滾筒及其他印刷組件之印刷機；其他列表機、複印

機及傳真機，不論是否併裝一起；零件及附件」

第 8471 節「自動資料處理機及其附屬單元；磁性或光學閱讀機，以符號方式將資料轉錄於

資料媒體之機器及處理此類資料之未列名機器」

第 8477 節「本章未列名之橡膠或塑膠加工機或以此類原料製造產品之機械」

第 8479 節「本章未列名而具有特殊功能之機器及機械用具」

31 有一用於修剪草地，沿著牆壁，花壇或小樹叢等割草用之輕便型手持式電動割草機，應歸列

稅則那一節？

第 8201 節「手工具：鍬、鏟、鶴嘴鋤、鎬、鋤、叉及耙；斧、鉤刀及類似砍伐工具；各種修樹

剪刀及修枝剪；大鐮刀、鐮刀、秣刀、樹籬剪、伐木用尖劈及其他農業、園藝、林業用手工具」

第 8433 節「收割機或脫穀機，包括芻草或飼料之打包機；割草機；蛋類、水果或其他農產品，

清潔分類或分級用機器，第 8437 節之機械除外」

第 8467 節「手提工具，氣動、液壓或裝有電力或非電力之原動機者」

第 9603 節「帚、刷（包括構成機器，用具或車輛零件之刷）、手操作之機械式地板刷，無動力

拖把及羽毛撣帚；供製帚或刷之結及束；油漆擦及滾筒；T 型擦乾器（不包括滾筒擦乾器）」

32 設計專供升降、搬運、裝貨、卸貨用之工業用機器人，應歸列稅則那一節或目？

第 8426 節「船用人字起重桿；起重機，包括巨纜起重機；移動式升降架、跨載機及裝有起

重機之工作車」

第 8427 節「叉舉車；裝有昇降或搬運物品設備之其他工作車」

第 8428 節「其他升降、搬運、裝卸機器（如：升降機、升降梯、輸送機及高架纜車）」

第 8479.50 目「未在其他部份載明或包括之工業用機器人」

33 下列那一項屬稅則第 8486 節「專供或主要供製造半導體晶柱或晶圓、半導體裝置、積體電路

及平面顯示器之機器及器具；本章註九（丙）所規範之機器及器具；零件及附件」之貨品？

專供製造半導體晶柱或晶錠用之石英製坩堝

供製造半導體晶圓用之自黏性圓形研磨墊，屬塑膠製品者

專用或主要用於製造半導體或平面顯示器之真空泵

製造半導體用之物理氣相沉積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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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有一小型之電動水果榨汁機，淨重 357 公克，內含電動微型馬達，作為水果榨汁用，應歸列

稅則那一節？

第 8210 節「供調理食品或飲料用之手操作機械用具，其重量在 10 公斤及以下者」

第 8435 節「製酒、製飲料、製果汁及類似飲料之壓榨機、軋碎機或類似機械」

第 8438 節「本章未列名用於食品、飲料工業之加工或製造機器，不包括動植物油脂或油之萃

取機」

第 8509 節「家用電動用具，內裝有電動機者，不包括第 8508 節之真空吸塵器」

35 我國海關進口稅則稅率之適用與經我國政府依法完成批准及公布程序之條約、協定或經濟合

作協議所訂適用情形及稅率不同者，應採何者為準？

第一欄稅率 第二欄稅率 稅率最高者 稅率最低者

36 將電能轉換成機械能，或將各種能源（機械能，太陽能等）轉變為電能的機器，應歸列稅則

那一節？

第 8501 節「電動機及發電機（發電機組除外）」

第 8502 節「發電機組與旋轉變流機」

第 8504 節「變壓器、靜電式變流器（例如：整流器）及電感器」

第 8506 節「原電池及原電池組」

37 下列何者屬稅則第 9015 節「水路、海洋、水文、氣象或地球物理測量（包括照相測量）用儀

器及用具（不包括羅盤）；測距儀器」貨品之範疇？

經緯儀及視距儀（含有測距儀之經緯儀）

衛星定位系統（GPS）接收器

轉數計、步程器及其類似品

水平儀（氣泡式等）用於從事建築或結構工程者（例如：泥水匠、木工或技工），以及鉛垂線

38 下列何者屬稅則第 9403 節「其他家具及其零件」貨品之範疇？

學校課桌、講桌、黑板架等 撞球檯或其他特別為遊戲而設計之家具

魔術用桌 落地燈、其他燈及照明裝置

39 下列何者非屬稅則第 8716 節「全拖車與半拖車；其他無機械推動裝置之車輛；上述車輛之零

件」貨品之範疇？

供居住或露營用之篷車型拖車（旅行拖車）

裝有固定式收割設備以切割、剁碎及裝載草料、玉米等用途之自動裝貨拖車

運送不同產品（糧草、肥料等）用之自動卸貨拖車

農業、公共工程等用之拖車（不論是否有傾卸裝置者）

40 利用微波加熱方式，供玻璃退火或回火之爐或烤箱，應歸列稅則那一節？

第 8417 節「非電熱式工業或實驗室用爐及烘烤箱，包括焚化爐」

第 8419 節「機器、工廠或實驗室設備，不論是否用電熱方法（第 8514 節之電爐、烘箱及

其他設備除外），利用溫度變化如加熱、烹煮、烘烤、蒸餾、精餾、消毒、低溫殺菌、蒸煮、

乾燥、蒸發、汽化、凝聚或冷卻等方法處理材料，但不包括家庭用者；非電熱式即熱型或

儲存型熱水器」

第 8514 節「工業或實驗室用電爐及烘箱（包括利用電感應或電介質損失作用者）；其他工

業或實驗室利用電感應或電介質損失作用，供熱處理材料用之設備」

第 8516 節「即熱式或儲存式之電熱水器及浸入式電熱水器；空間電加熱器及土壤電加熱

器；電熱美髮器（如：乾髮器，捲髮器、捲髮夾加熱器）及烘手機；電熨斗；其他家用電

熱器具；電熱電阻器，第 8545 節所列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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