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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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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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下列事項：（每小題 10 分，共 20 分）

進口貨物人工查驗方式可分為幾種？請列明並詳述之。

未經海關查驗之進口貨物已完稅提領出倉後，始發現有短裝情事，

收貨人應於多久期限內向海關申請，以及申請時應檢附之文件為

何？經海關核准得補運進口之短裝貨物部分，應否課徵關稅？

二、政府為鼓勵外銷，促進經貿發展，實施外銷品可沖退原料稅優惠措施，

依外銷品沖退原料稅辦法規定，請說明下列事項：

那些稅目可以申請外銷品沖退原料稅？（15 分）

其沖退原料稅之申請期限為何？進口與國產原料之申請期限起算

日規定為何？（5 分）

三、請說明海關查驗進出口貨物需徵收特別驗貨費時，其徵收標準及費用

為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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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出口貨物退關作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已報關放行之出口貨物應於海關放行之翌日起 30 日內裝船機出口，逾期不得裝運，並須辦

理退關

一份報單內全部（或部分）貨物因故不出口，應以全部（或部分）退關方式辦理

報關業需填具出口貨物退關出倉申請書述明理由向海關申請，經海關查驗無訛後始得辦理

出倉

退關案件如不出倉，欲申請原倉重新報關出口者，貨物輸出人或其委託之報關業者應檢具

運輸、承攬及倉儲等業者出具之相關證明文件，向海關申請，貨物仍存於原倉者，得免予

查驗，經海關核准後辦理重新報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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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口貨物之申報，應由何者完成訂艙手續並備齊報關單證，於載運貨物之運輸工具結關或開

駛前向海關辦理？

報關業者 專責報關人員 貨物輸出人 運輸業者

3 出口貨物之報關手續，得委託報關業者辦理；其向海關遞送之報單，應經何者審核簽證？

報關業者 專責報關人員 貨物輸出人 運輸業者

4 出口貨物申請沖退原料稅，出口報單應如何申報？

以紙本申請沖退原料稅者，應填報代碼「P」，並檢附「外銷品使用原料及其供應商資料清

表」紙本 1 份

以電子方式申請沖退稅者，應填報代碼「E」，並檢附「外銷品使用原料及其供應商資料清

表」電子檔 1 份，經通關系統比對相符者，不須檢附清表紙本

以紙本申請沖退原料稅者，應填報代碼「Y」，並於貨物放行後補送「外銷品使用原料及其

供應商資料清表」紙本 1 份

以電子方式申請沖退稅者，應填報代碼「Y」，並於外銷品沖退原料稅電子化作業系統製作

清表上傳，經通關系統比對相符者，不須檢附清表紙本

5 飛機起飛出境前，其機長或飛機所屬運輸業者應檢具經其簽章之文件向海關申報。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應檢具出口艙單向海關申報，如有併裝貨物時，除得由空運承攬業申報外，應在艙單上註

明何者為併裝貨物外，並另檢具分艙單

應檢具出境及過境旅客名單

應檢具出境隨機服務人員名單

得以電腦連線方式傳輸艙單訊息，但仍應事後向海關檢具遞送書面艙單

6 在下列何種情形下，出口貨物可以用同一份出口報單申報出口？

對於同一輸出人、同一卸貨港、不同收貨人之 G5 及 B9 出口報單貨物，得由輸出人先行併

裝入櫃以整裝貨櫃（CY）方式申報出口，並以一份出口報單申報

報運一般國貨出口附帶部分外貨復出口，或外貨復出口附帶部分國貨出口案件，准予合併

於同一份報單申報

空運出口貨物如有數張裝貨單或託運單，得合併以一份出口報單申報

同一張裝貨單或託運單如有數種不同貨品，除管制物品外，得以同一份報單申報

7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依外銷品沖退原料稅辦法規定採電子方式申請沖退稅之出口報單，應加附外銷品使用原料

及其供應商資料清表

貨物出口報單所檢附之裝箱單應詳細列載貨物規格及包裝之每件毛重、淨重、數量等

同一出口報單如有數種不同貨品，應每種分別列報

出口貨物報關驗放辦法所稱出口貨物，包括進口貨物之復運出口者

8 依據出口貨物報關驗放辦法相關規定，出口貨物之價格申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檢附輸出許可證者，應以輸出許可證所列之離岸價格折算申報

免檢附輸出許可證者，以輸出口岸之實際價值申報

不論是否應檢附輸出許可證，均應依報關時檢附之發票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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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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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出境旅客在下列何種情形下，應按一般貨物出口報關手續填送出口報單？

隨身攜帶總價值逾等值 1 萬美元之外幣、香港或澳門發行之貨幣現鈔出口

隨身攜帶使用暫准通關證貨物出口

影視工作人員隨身攜帶攝影製片器材出國，使用後擬原貨復運進口免稅者

隨身攜帶非屬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所編訂限制輸出貨品及海關協助查核輸出貨品彙總表之貨

品，其離岸價格未逾美幣 2 萬元者

10 何者應於收到海關放行通知（訊息）或經海關蓋印放行之裝貨單或託運單後，始得辦理出口

貨物裝船（機）手續？

報關業者 專責報關人員 貨物輸出人 運輸業者

11 進（出）口船舶、飛機就地採購之專用物料，其出口通關作業下列何者錯誤？

船舶就地採購之專用燃料（油），應由輸出人依規定向海關辦理出口報關驗放手續，並得由

輸出人向海關申請按月彙報方式辦理出口通關

其專用物料品類量值合理、不涉沖退稅及輸出規定，且離岸價格在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者，

輸出人得檢具發票及物品清單向海關申請簽發准單，經核准後，由海關查核無訛後裝運，

免再檢附出口報單

進（出）口船舶、飛機就地採購之專用物料，輸出人應檢具相關文件送海關審核，其品類

量值合理者，准在船（機）邊驗放

船舶專用物料品類量值合理，其整批離岸價格在新臺幣 2 萬元以下，經海關審查發票及物

品清單無訛者，得免予船邊查核逕行裝船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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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何者辦理退關手續？

倉儲業者 專責報關人員 貨物輸出人 運輸業者

13 有關空運進口快遞貨物艙單之申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空運快遞分艙單申報分為「先艙後報」或「以艙轉報」2 種

空運快遞分艙單僅受理連線傳輸

空運進口快遞貨物申請簡易申報，採「先艙後報」方式者，應於分艙單（N5101X）「快遞

貨物申請簡易申報報單註記」欄位申報 Y

併袋貨物除申報主分艙單外，應另行於關港貿單一窗口上傳袋號清表

14 海關於查驗貨物時，下列何者非屬得施予破壞性查驗處理原則所列情形？

遇有密、通報案件、儀檢或緝毒犬嗅聞異常，經報請現場主管核可者

經依現況研析確屬可疑，且以實施破壞性查驗為必要手段時，經報請一級單位主管核可者

實施破壞性查驗後，應於報單或相關文件註明破壞貨物之事實

經實施破壞性查驗，結果與進、出口人原申報內容相符者，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得向

海關請求補償

15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抽中人工查驗之進出口貨物，必要時，得由海關驗貨、分類估價、儀檢單位主管或其指定人員

變更查驗方式，或改為免驗

抽中免驗之進出口貨物，不得由海關驗貨、分類估價、儀檢單位主管或其指定人員改為應驗

海關對於已查驗之進出口貨物，上級機關命令時，始得予複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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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析確屬可疑，即可實施

破壞性查驗

16 取得優質企業資格之進、出口業者，具備下列何種條件，以書面向海關申請經核准者，其所

進口自用及出口自製之整裝貨櫃貨物，得申報船邊免驗提櫃、裝船？

使用防止冒用優質企業查對系統

以連線或直接上海關網站方式報關

具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核准進出口廠商資格，且最近 3 年每年進出口實績總額達 500 萬美元以上

成立 5 年以上且均無違規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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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依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理辦法第 43 條規定，以人工方式辦理船舶結關時，應由何者檢具相

關文件向海關辦理？

報關業者 專責報關人員 貨物輸出人 運輸業者

18 關員辦理進出口貨物查驗時，應會同報關人為之。但下列何者無須會同報關人為之？

進出口貨物經海關核准船（機）邊驗放 貨櫃（物）經核定以儀器查驗

出口貨物經查係冷凍食品 出口貨物經查係緊急醫療或救難貨品

19 報運進出口貨物應檢附下列何者供海關查核？

海關要求之所有單證

裝箱單、裝櫃明細表及輸出入許可文件

型錄、說明書、藍圖和公證報告

裝箱單、裝櫃明細表、型錄、說明書、藍圖、公證報告或其他海關要求之單證

20 在快遞貨物專區辦理通關之貨物，其快速通關處理費計徵規定，何者錯誤？

以海關辦理通關所增加之人力成本及物力成本按月定額計徵

未以輪班制通關之專區，得以非正常上班時間支出增加之成本，按月逐筆計徵

按月定額或按月逐筆計徵金額，由海關每 3 個月定期檢討後公告之

依規定應繳納之快速通關處理費，應提供相當擔保，以利計徵

21 進出口貨物之新舊程度、堪用程度、破損殘缺情形應由何者依查驗當時之狀況認定之？

報關業者 專責報關人員 貨物輸出入人 驗貨關員

22 進口快遞貨物之納稅義務人委託報關業報關，有關檢附委託（任）書之規定，何者正確？

核定以 C1 方式通關者免檢附委託書，但經海關通知報關委任查核者，仍應檢附

以傳真文件代替委託書原本，且傳真文件經受託人簽認者，免檢附委託書原本

進口 X1、X2、X3 貨物免檢附委託書，但經海關核定 C3 通關者，仍應檢附

納稅義務人已辦理 App 實名認證者，無論是否回復確認，免檢附委託書

23 電腦核列為 C3 之案件，下列何種情形海關權責人員得改列為 C2 通關？

貨物退關案件 按月彙報案件

依暫准通關證辦理貨物通關案件 進口大蒜案件

24 進口貨物如有溢裝，或實到貨物與原申報不符情事，下列何種情形准依進出口貨物查驗準則

相關規定，免依關稅法及海關緝私條例有關規定論處？

運輸業者或承攬業者檢具有關證明文件證明確屬誤裝錯運，經海關查明屬實者

發貨人檢具有關證明文件證明確屬誤裝錯運，經海關查明屬實者

進口人檢具有公證報告證明確屬誤裝錯運，經海關查明屬實者

同一發貨人發貨兩批以上，進口人檢具相關文件證明係互相誤裝錯運，經海關查明屬實者

25 運輸業或承攬業者向海關申報艙單，准單核發後，下列何種情形得線上更正？

更改貨物名稱者 更改卸存地點、暫存地點者

更改貨櫃號碼者 散雜貨更改件數者

26 海關接獲密報或發現可疑光碟出口案件，或雖經海關查驗已壓印標示來源識別碼，但涉嫌虛

偽標示者，海關應檢樣送何一單位協助認定？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27 辦理三角貿易案件進、出口報單應同時申報，進口報單「納稅辦法」欄、出口報單「統計方

式」欄均應填報；其中進口報單「其他申報事項」欄須註明三角貿易及出口報單號碼。出口

報單「統計方式」欄應填報之代碼為何？

 70 80 9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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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有關進口貨物退運案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原申報即為退運出口之案件，屬整裝貨櫃（CY），且進、出口存放同一貨櫃集散站者（不

限於在同一關辦理出口裝船），得使用進出口合一報單（N5501）申報

退運貨物需運至其他關區裝船（機）出口者，得由稽查或倉棧單位將貨物押運至其他關區，

並於該他關區填具出口報單辦理退運出口手續

退運貨物經海關核准加封電子封條之貨櫃或保稅運貨工具載運者，得免押運，以陸路運輸

或海上走廊方式運送至其他（含他關）港口或機場裝船（機）出口

報運貨物進出口，申報內容與實到貨物不符案件，於最初報關時即申請退運者，免依海關

緝私條例第 37 條規定處罰

29 下列何種情形，報關人免主動在「申請審驗方式」欄填報代碼「8」申請文件審查？

進口廢料（金屬、塑膠、紙等）案件

應徵反傾銷稅、平衡稅、報復關稅、關稅配額、額外關稅之案件

復運出口貨物且未經使用，申請退還已繳納進口稅款案件

G7 國貨復運進口案件

30 依據輸入少量大陸物品准許免辦輸入許可證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輸入大陸物品（稅則第 15 章至第 97 章），其起岸價格（CIF）在新臺幣 32,000 元以內且單

項產品在 24 件以內者，准許免辦輸入許可證

輸入稅則第 6802 節下之石材、稅則第 6907 及 6908 節下之瓷磚者，其單項產品需同時符合

在 24 件以內且在 40 公斤以內，始免辦輸入許可證

所稱「起岸價格」係指海關對全份進口報單所核定擬適用該規定之大陸物品 CIF 總價

「單項產品」之項別係以型號認定，無型號者，則授權海關以報單之單一項次分別計算，

不論有無型號，均不得以尺寸規格及顏色分項計算

31 依據我國現行原產地認定相關規定，下列農產品何者非以其收割或採集之國家或地區為其原

產地？

調製竹筍 切絲金針 調製花生 發酵茶葉

32 有關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低度開發國家貨物之原產地認定，如貨物之生產涉及 2 個或 2 個以上國家者，其附加價值

率應不低於 50%

進口香菇不論產地是否存疑，海關均應逐批查驗、逐批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鑑定

原材料經簡單之裝配或組裝等加工作業後所產生之製品與原材料歸屬之海關進口稅則前 6

位碼號列相異者，得認定為實質轉型

進口貨物自特定國家口岸裝載起運，致產地有可疑情事者，海關得通知納稅義務人提出書

面說明及提供運送契約文件、貨櫃動態表、船舶航程表、買賣契約、出進口資料或其他證

明產地之文件，供海關認定其產地

33 有關海運進口快遞貨物之艙單及報單申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海運快遞業者應於運輸業傳輸進口艙單後始得傳輸進口報單，並應於船舶抵達卸貨港口前

完成報單申報

進口 X2、X3 貨物，得將不同納稅義務人之同一主號且同類別貨物，以同一簡易申報單號

碼合併申報

同批海運進口快遞貨物不得分開申報，所稱同批貨物係指同一發貨人以同一航次運輸工具

發送給同一收貨人之快遞貨物

申報進口 X2 貨物，得省略貨品分類號列及納稅義務人統一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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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進口報單完成計稅作業後，報關業者或納稅義務人持憑「進口貨物稅費繳納證兼匯款申請書

（N5110）」或「國庫專戶存款收款書兼匯款申請書（N5111）」繳稅，目前尚無法以下列何種方

式繳納？

納稅義務人或報關業者帳戶即時扣繳（含預繳稅費保證金）

至超商或便利商店掃描條碼繳納

至金融機構臨櫃繳現或線上扣繳

使用憑證登入財政部關務署「稅費繳納系統」，依畫面指示辦理網際網路線上繳稅

35 從高雄關進口之洋酒，要進入臺北關轄管之物流中心，應於何處申報？應繕具何種報單或申

請書？

在高雄關申報，L1 轉運申請書 在高雄關申報，D8 報單

在臺北關申報，L1 轉運申請書 在臺北關申報，D8 報單

36 從臺北關轄管之保稅工廠，要賣成品給高雄關轄管之自由貿易港區事業應於何處申報？應繕

具何種報單？

在高雄關申報，F1 報單 在高雄關申報，B9 報單

在臺北關申報，F1 報單 在臺北關申報，B9 報單

37 某廠商進口貨品乙批，完稅價格美金 5000 元，因報關人之疏誤，須由海關作第二次派單查

驗，海關應如何徵收規費？

徵收特別驗貨費新臺幣 1200 元 徵收特別驗貨費新臺幣 1300 元

徵收特別驗貨費新臺幣 650 元 免徵收特別驗貨費

38 依據海關徵收規費規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經海關核准登記之保稅貨箱，發給登記證或執照，每張一律徵收證照費新臺幣 2000 元

旅客行李如屬應稅物品仍要徵收特別驗貨費

一般旅客為申請修改或補發輸出（入）許可證或其他文件，需要海關簽證者，免收特別驗貨費

同一關區貨櫃（物）之押運，徵收押運費 600 元

39 依據海關徵收規費規則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經海關派員監視保稅運貨工具裝貨，每一保稅運貨工具應徵特別監視費每一班新臺幣 450 元

經海關核准使用自備封條並依規定自行加封之貨櫃（物），復經海關開櫃檢視或查驗後再由海

關加封者，按每一徵收單位徵收加封費新臺幣 50 元

申請修改文件同時須更正該海關電腦資料檔者，按一次徵收修改處理費，每份新臺幣 100 元

經海關核准登記之進出口貨棧、貨櫃集散站、航空貨物集散站、免稅商店，發給登記證或執照，

每張徵收證照費新臺幣 2000 元

40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文件、雜誌、刊物及報紙免徵特別驗貨費

申請核發電腦資料文件免徵規費

保稅工廠經海關核准於非辦公時間辦理盤存者免收盤存處理費

海關對政府機關為辦理業務需要所提供之特別資訊服務，免徵資訊特別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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