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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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三（乙）之分類原則為，只有在貨品不能依解

釋準則三（甲）歸類時才能適用該準則，試述該解釋準則三（乙）僅

適用那些貨品？（15 分）

二、關稅法第 21 條規定，納稅義務人得於貨物進口前，向海關申請預先

審核進口貨物之稅則號別，惟有那些情形海關不予預先審核？（15 分）

三、進口強化玻璃製附有鋼鐵邊框之廚房用鍋蓋（lids），蓋上有兩孔，中

間孔供安裝把手（來貨尚未裝把手），另 1 孔則供廚鍋加熱時排出蒸

氣用，該鍋蓋宜歸列下列那一節？請依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規定，

試述其分類依據及理由。（20 分）

第 7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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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010 節「玻璃製大瓶、細頸瓶、壺、小藥瓶、安瓿及其他容器，

供運輸或包裝貨物用者；保藏用玻璃大瓶；玻璃製塞或蓋」

第 7013 節「玻璃器，供餐桌、廚房、盥洗室、辦公室、室內裝飾或

類似用途者（不包括第 7010 或 7018 節所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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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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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稅則增註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稅則第 1 章增註二：「適用稅則第 0105 節免稅之配種用家禽，以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證明

屬實者為限。」

稅則第 16 章增註二：「輸入歸屬本章之貨品，其含米量不低於 30%者歸列稅則號別第

21069098 號項下。」

稅則第 70 章增註一：「第 701322、701333、701341 及 701391 目等所稱『鉛水晶』係指玻

璃所含之氧化鉛，以重量計至少達 24%。」

稅則第 87 章增註一：「輸入稅則第 8701 節之農業用牽引車，以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證明確

供農業使用者為限。」

2 石斑魚用餌料之冷凍鯖魚，且鮮度適合供人類食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歸列貨品分類號列 0303.54.00.10-7「石斑魚用餌料之冷凍鯖魚（正鯖、花腹鯖、白腹鯖）」

歸列貨品分類號列 0511.91.99.10-2「石斑魚用餌料之冷凍鯖屬魚及冷凍鰺魚（大西洋竹筴

魚及烏鯧除外）」

經漁業主管機關證明用途屬實者，按 6%稅率徵稅

經添加礦物質等調製成 1 kg 零售包裝之貓糧，歸列貨品分類號列 2309.10.00.00-2「供零售

用之貓狗食品」

3 奶油歸列稅則號別第 0405.10.00 號「乳酪」（butter），因近期原物料價格上漲，影響國內民生

經濟，為緩解物價上漲壓力並調節物資供應，第 1 欄關稅稅率由 5%機動調降至 2.5%，是依

據下列何者之規定？

稅則第 4 章章註二 稅則第 4 章目註二

稅則第 4 章增註二 關稅法第 71 條

4 由小麥粉（90%通過 315 邁孔金屬紡織物篩目）添加小麥麵筋及澱粉酶之混合產品，供製作

各種不同烘焙食品，應歸列那一稅則號別？

第 1101.00.10 號「小麥粉」

第 1103.11.00 號「粗碾去殼之小麥及其細粒」

第 1901.90.99 號「其他第 1901 節所屬之調製品」

第 2106.90.99 號「其他未列名食物調製品」

5 以濃縮柚子汁、濃縮檸檬汁及植物萃取物混合而得之飲品，稀釋 3～4 倍後飲用，應歸列那一

稅則號別？

第 2009.90.90 號「其他混合汁」

第 2106.90.70 號「不屬稅則第 2009 節，供飲料製造用之濃縮果汁精」

第 2106.90.99 號「其他未列名食物調製品」

第 2202.99.90 號「其他飲料，含糖或其他甜味料或香料及其他未含酒精飲料」

6 添加在柴油車輛內之車用尿素（尿素水溶液），用作廢氣處理以減少空氣污染物，應歸列那一

稅則號別？

第 3102.10.90 號「其他尿素」

第 3811.90.00 號「其他添加劑，供礦物油或與礦物油相同用途之其他液體用者」

第 3815.90.19 號「其他觸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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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有關防疫物資之稅則號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零售包裝之基於聚合酶連鎖反應（PCR）核酸檢測試劑歸列稅則號別第 3002.15.00 號「免

疫產品，具有劑量或零售包裝式樣者」

口罩製造機歸列稅則號別第 8451.50.90 號「其他織物之捲取、鬆捲、摺疊、切斷或剪邊機

器」

持續性正壓呼吸器（CPAP）歸列稅則號別第 9019.20.90 號「其他治療用呼吸器具」

紅外線溫度計歸列稅則號別第 9025.19.90 號「其他溫度計及高溫計，未與其他儀器聯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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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以強化玻璃（75%）及鋁型材（25%）組合而成之鋁製窗，供作住宅結構體用，應歸列那一稅

則號別？

第 7007.19.00 號「其他強化安全玻璃」

第 7020.00.99 號「其他玻璃製品」

第 7610.10.00 號「鋁製門、窗及其框架及門檻」

第 7616.99.90 號「其他鋁製品」

9 用以加熱並擠出熱熔性塑膠線材供使用者能自由創建立體結構物件之手持列印筆，應歸列稅

則那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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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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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8543 節「本章未列名但具有獨立功能之電機及器具」

第 9608 節「原子筆；氈條尖筆及其他多孔性尖筆及標記（嘜克）筆；鋼筆、寫蠟紙針尖筆

及其他筆；複寫用針尖筆；活動鉛筆或繪圖鉛筆；筆桿、鉛筆桿及類似筆桿；上述物品之

零件（包括筆帽及夾子），但不包括第 9609 節之物品」

10 內部為壓縮活性碳棒，外層為不織布及聚丙烯塑膠網，兩端為聚丙烯塑膠蓋及橡膠密封墊所

組成之活性碳濾芯，用以過濾及去除水中異味，依據第 84 章章註一（甲）規定，應歸列那一

稅則號別？

第 3802.10.00 號「活性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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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5.10.00 號「非電氣用石墨或碳精製品」

第 8421.29.90 號「其他液體過濾或淨化機具」

11 下列貨品何者非屬稅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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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範疇？

家禽孵卵器 即熱型燃氣熱水器 熱交換器 釀酒用蒸鍋

12 下列貨品何者歸屬稅則第 95 章「玩具、遊戲品與運動用品；及其零件與附件」？

運動用具袋 運動用之獨木舟

帆板 紡織纖維製之帆板用帆

13 臭氧負離子空氣清淨機，係利用金屬尖端高壓放電，電離空氣分子產生氧離子及氮離子之離

子產生器，應歸列那一稅則號別？

第 8421.39.10 號「電動空氣過濾器及電動空氣清潔器」

第 8421.39.90 號「其他氣體過濾或淨化機具」

第 8543.70.30 號「臭氧產生器」

第 8543.70.99 號「其他電機及器具」

14 由內部木天蓼及外層機能棉布所組成之魚類造型貓玩具，利用木天蓼之香氣可使貓咪紓壓並

產生愉悅感，應歸列那一稅則號別？

第 3307.90.90 號「脫毛劑及其他未列名之香料製劑、化粧品或盥洗用製劑，不論是否芳香

或有消毒性質者」

第 6307.90.90 號「其他製成之紡織品」

第 9404.90.90 號「其他寢具及類似家具」

第 9503.00.93 號「其他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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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由 FPR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製成之船殼、主甲板及頂蓋之未組裝遊艇船身，歸列稅則號別第

8903.92.00 號「機動船，已裝配或未裝配者，但不包括舷外機動力船」，是依據那一條海關進

口稅則解釋準則？

解釋準則一及六 解釋準則一、二（甲）及六

解釋準則一、三及六 解釋準則四及六

16 下列稅則分類敘述何者錯誤？

木製門框歸入第 44 章「木及木製品；木炭」

木製三腳架歸入第 44 章「木及木製品；木炭」

荷蘭木鞋歸入第 64 章「鞋靴、綁腿及類似品；此類物品之零件」

木製 3D 立體交通動物寶寶益智拼圖歸入第 95 章「玩具、遊戲品與運動用品；及其零件與

附件」

17 由相同顏色但顏色深淺不同之色紗（60%聚酯纖維絲及 40%再生纖維絲）製成之梭織提花成

品布，應歸列那一稅則號別？

第 5407.92.00 號「合成纖維絲製其他染色梭織物」

第 5407.93.00 號「合成纖維絲製其他異色紗織成之梭織物」

第 5408.32.00 號「再生纖維絲製之其他染色梭織物」

第 5408.33.00 號「再生纖維絲製之其他異色紗織成之梭織物」

18 依第 16 類類註三：「由兩具或兩具以上機器組裝在一起形成的複合機器或設計為具有兩種或

兩種以上互補或交互功能之機器，除另有規定外，按其主要功能之組件或機器，歸入應列之

節。」之規定，是依據那一條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

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一 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二（甲）

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三（甲） 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三（乙）

19 下列貨品何者非屬稅則第 28 章「無機化學品；貴金屬、稀土金屬、放射性元素及其同位素之

有機及無機化合物」之範疇？

氖氣 氯化鈉 氯化銨 氫氧化鉀

20 塑膠蓮蓬頭、塑膠圓形肥皂支架、含濾器橡膠墊圈、鍍鉻金屬軟管、水分流器及相關淋浴零

件所組成之零售包裝淋浴組產品，應歸列稅則那一節？

第 3922 節「塑膠製浴缸、淋浴缸、洗滌槽、洗盆、馬桶墊及蓋，抽水馬桶之水箱及類似品」

第 3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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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6 節「鋼鐵製之其他管及空心型（如：開縫或焊接、鉚接或類似接合者）」

第 8481 節「管子、鍋爐外殼、槽、桶或其類似物品用栓塞、旋塞、閥及類似用具，包括減

壓閥及恆溫控制閥」

21 下列輸入貨品，何者非屬「應檢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發之許可文件或登記證照影本，進口

人並應於檢附之證件影本上註明『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及加蓋公司章、負責人章」？

肥料 農藥 動物用藥品 環境衛生用藥

22 供娛樂及示範用之卑金屬製直升機模型，依據第 90 章章註一（癸）規定，應歸列稅則那一

節？

第 8306 節「卑金屬非電動鈴、鑼及類似品；卑金屬雕像及其他裝飾品；卑金屬相框、畫框

或類似之框；卑金屬鏡」

第 8802 節「其他航空器（例如：直升機、飛機）；太空船（包括人造衛星）及次軌道飛行

物與太空船發射載具」

第 9023 節「供示範（如：教育或展示）用儀器、器具及模型，不適於其他用途者」

第 9503 節「三輪腳踏車，踏板車，腳踏汽車及類似有輪玩具；玩偶車；玩偶；其他玩具；

縮減尺寸（比例）之模型及類似遊戲用模型，無論可否活動；各種測驗智力之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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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電動三輪代步車，具有可控制加速、煞車、前進、轉向、倒車之把手及無車門之車身，最高
速度為 15 公里／小時，用以作為個人代步之機動車輛，應歸列那一稅則號別？
第 8703.10.00 號「特別設計之雪地旅行車；高爾夫球車及類似車輛」
第 8711.60.10 號「機器腳踏車，裝有電動機動力者」
第 8711.90.20 號「其他機器腳踏車」
第 8713.90.00 號「失能人士用車，機動者」

24 下列貨品何者非屬稅則第 84 章「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之範疇？
水龍頭 體重計 叉舉車 噴霧治療器

25 葉片式恆溫定時電暖爐，係藉由安裝於底部之電熱管加熱，使導熱液體受熱，以對流方式將
熱量迅速均勻擴散至葉片腔體表面，經輻射至空氣中以達溫暖室內空間之效果，應歸入那一
貨品分類號列？
第 8516.29.90.10-7 號「充油葉片式電暖器」
第 8516.21.00.00-6 號「儲熱式電暖器」
第 8516.29.90.90-0 號「其他空間電加熱器」
第 8516.79.00.00-7 號「其他電熱器具」

26 A 公司從事生產製造醫療器材業務，為拓展業務將產品出口國外地區，欲確定出口時所應申
報之貨品分類號列，應向下列那一個機關詢問？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財政部關務署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臺北關、臺中關或高雄關預定出口之關區

27 進口屬輸入規定代號「507」之產品，應檢附下列那一個單位核發之許可文件？
衛生福利部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經濟部工業局

28 輸入屬 85 章且國內未製造之機器設備及專供研究實驗或品質檢驗之儀器設備者免稅，下列
敘述何項錯誤？（第 85 章增註七）
進口人身分為經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登記為出進口廠商者
租賃公司輸入符合規定之機器或儀器設備，以資本租賃方式供給合於規定之事業使用者，
亦得免稅
需經經濟部核准
進口之設備為開發新產品、改良品質、提高生產力、節約能源、促進廢物利用或改進製造
方法

29 貨品分類號列第 7228.30.00.90-7 號「其他合金鋼條及桿，熱軋、熱抽或擠製後未進一步加工
者」，其輸入規定代號為「MP1」，業者欲進口此項大陸產品，應向那一個單位申請專案核准？
海關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經濟部工業局

30 化妝用粉餅盒，規格：長 5.8 cm、寬 5.8 cm、高 1.5 cm，係以壓克力塑膠原料經塑化壓模成
型，並於盒內黏貼有 4.5 cm×4.5 cm 之玻璃鏡子供化妝使用，應歸列那一稅則號別？
第 3923.10.90 號「其他塑膠製箱子、盒子、籃子及類似品」
第 3923.90.90 號「其他供輸送或包裝貨物之塑膠製品」
第 7009.91.90 號「其他玻璃鏡子，未鑲框」
第 7009.92.00 號「其他玻璃鏡，已鑲框」

31 內建 LED、被動元件（電阻、電容）及控制開關電路，可發射 365 nm 及 395 nm 二種波長之
LED 燈板，設計安裝於吸入式捕蚊燈內作為光源以誘捕蚊蟲，應歸列那一稅則號別？
第 8539.39.21 號「用於平面顯示器背光之冷陰極螢光燈管」
第 9405.40.90 號「其他電燈具及照明配件」
第 8509.90.00 號「家用電動用具之零件」
第 8543.90.40 號「專用或主要用於第 8543 節所屬物品之電子微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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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稽徵特別規定代碼「L*」其意義為何？
部分進口應課徵貨物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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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進口應徵酒稅
部分進口應課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33 出進口廠商以外之出口人輸出貨品，應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申請簽證，但輸出「限制輸出貨
品表」外之貨品，其離岸價格（FOB）多少以下或等值者，免簽證？
新臺幣 2 萬元 新臺幣 10 萬元 美幣 2 萬元 美幣 1 萬元

34 下列何者非為決定稅則分類時考量之規定？
章註 章之標題 海關進口稅則總則 節之名稱

35 猴麵包樹水果粉，成分為 100%猴麵包樹果實，製作過程：水果採購→運送→洗淨及切開水果
→果實淘汰→分離果實與種子纖維，取出果實粉末→過篩→秤重→包裝、標示→出貨，應歸
列稅則那一節？
第 1106 節「第 0713 節之各種乾豆類蔬菜、西穀米或第 0714 節之根莖、塊莖或第八章產品
製成之粉、細粒及細粉」
第 1212 節「刺槐豆、海草及其他藻類、甜菜及甘蔗，生鮮、冷藏、冷凍或乾燥，不論是否
研磨者；未列名果實核仁及其他植物產品（包括未焙製之各種菊苣根），主要供人類食用者」
第 0813 節「第 0801 至 0806 節以外之乾果；本章內堅果或乾果實之混合物」
第 1901 節「麥芽精；由粉、碎粒、細粒、澱粉或麥芽精製成之未列名調製食品，未含可可
或含可可重量（以完全脫脂可可為基礎計算）低於 40%者；以第 0401 至 0404 節物品製成
之未列名調製食品，未含可可或含可可重量（以完全脫脂可可為基礎計算）低於 5%者」

36 已滅菌之隔離衣，係材質為 100%聚乙烯不織布所製成，應歸入那一貨品分類號列？
第 6210.10.00.10-0 號「防疫用第 5602 節或 5603 節織物所製之防護衣（包括手術用）」
第 6210.10.00.90-3 號「其他第 5602 節或 5603 節織物所製之衣服」
第 6211.43.00.10-0 號「防疫用人造纖維製防護衣（包括手術用）」
第 6307.90.40.10-9 號「防疫用防護衣」

37 進口經水煮、鹽漬，再以冷凍方式保存之海參，其加工程序為：海參經捕撈→去除內臟→水
煮（防止自溶）→鹽漬→冷凍。應歸入那一貨品分類號列？
第 1605.61.00.10-1 號「已調製成保藏之海參，冷凍者」
第 0308.19.30.20-8 號「其他鹹或浸鹹海參」
第 0308.12.00.00-5 號「冷凍海參，但未燻製」
第 0308.19.21.00-3 號「乾刺參，但未燻製」

38 下列何者之進口貨物，不適用我國海關進口稅則第 2 欄稅率？
特定低度開發國家 開發中國家
與我國有互惠待遇之國家 與我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之國家

39 梅酒（14% 720 mL），製作過程為：梅子洗淨加糖→純米清酒浸泡→貯藏、陳釀（6 個月）→
添加夏多內（chardonnay）白葡萄酒→過濾、裝瓶、巴氏殺菌→出廠，應歸入那一貨品分類號
列？
第 2208.90.90.90-9 號「其他烈酒及其他含有酒精成分之飲料」
第 2206.00.90.00-9 號「其他釀造飲料；未列名釀造飲料混合品或釀造飲料與未含酒精成分
之飲料混合品」
第 2208.70.00.00-1 號「利口酒及甘露酒」
第 2208.90.90.35-7 號「其他再製酒，酒精強度（以容積計）在 20%及以下，但在 10%以上
者」

40 稅則第 30 章為「醫藥品」，下列何項貨物不屬於該章之貨品範圍？
急救箱 繃帶（零售包裝）
 COVID-19 抗原檢測卡匣 糖尿病試紙（切成一定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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