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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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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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廠商擬進口家用果汁機之零件，包括馬達、開關、電路板總成、金屬製螺栓、塑

膠外殼等。家用果汁機成品歸入稅則第 8509.40.00 號「水果或蔬菜搾汁器」，則前

述各項零件是否應歸入稅則第 8509.90.00 號「家用電動用具之零件」或其他稅則？

試述其歸類依據及理由。（15 分） 

二、由 39 公克可可醬及 13 公克麥芽麵包棒組合而成之方便攜帶之隨手杯型態，以麥芽

麵包棒沾取可可醬後即可食用；其中可可醬歸入稅則第 1806 節「巧克力及其他含

有可可之食品」，麥芽麵包棒歸入稅則第 1905 節「麵包、糕餅、蛋糕、餅乾及其

他烘製食品，不論是否含有可可…」，該貨品究宜歸入那一節？試述其分類理由及

依據。（10 分） 

三、請闡述海關進口稅則/輸出入貨品分類表合訂本中「稽徵特別規定」欄其作用為何？

試舉 3 個標示代碼及其代表意義。（15 分） 

四、世界關務組織（WCO）制定的 HS 解釋準則（General Interpretative Rules）共有 6
條，其中解釋準則四為：「貨品未能依前述準則列入任何節者，應適用其最類似貨

品所屬之節。」為何實務上該準則四很少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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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動植物，應依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頒布之「應施檢疫動植物品目表」及有關檢疫

規定辦理，其「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表」內輸入規定代號字頭為： 
「A」 「B」 「C」 「F」 

2 海關進口稅則第 3 章為「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下列產品何者非屬海關進口

稅則第 3 章貨品範圍？ 
可供人類直接食用者 
切割、剁碎、絞碎及磨碎等者 
烹煮或以海關進口稅則第 3 章所規定方法外之其他方式調製或保藏者 
燻製前或燻製過程中烹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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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乳液瓶的壓嘴頭，係利用密閉系統受到向下擠壓時液體便往出口流出的原理製成，宜歸列海關進口稅則

那一目？ 
第 8413.20 目「手泵，…」 
第 8413.82 目「液體昇送器」 
第 8424.20 目「噴槍及類似品」 
第 9616.10 目「香水用噴霧器及盥洗用類似噴霧器及其瓶座與噴頭」 

4 依據海關進口稅則第 84 章章註 9 規定，下列用途之機器及器具何者非屬第 8486 節貨品之範疇？ 
製造或修補光罩及網線 
組裝半導體裝置或積體電路 
升降、搬運或裝卸晶柱、晶圓、半導體裝置、積體電路 
製造陰極射線管顯示器 

5 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係採用世界關務組織（WCO）制定之「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簡稱 HS），依

解釋準則規定，下列何者不具有法律效力？ 
類、章及分章之標題  4 位碼節名  6 位碼目名 類註及章註 

6 下列那一類貨品，通常不適用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二（甲）？ 
第 5 類 礦產品  第 7 類 塑膠及其製品，橡膠及其製品 
第 16 類 機器，電機，影音設備及其零附件 第 20 類 雜項製品  

7 由數種物品組合而成之貨物，拆散、分裝報運進口者，除機器以外，按整體貨物應列之稅則號別徵稅，

是規定於關稅法第幾條？ 
關稅法第 40 條 關稅法第 41 條 關稅法第 52 條 關稅法第 65 條 

8 海關進口稅則第 74 章增註 2 規定，積體電路引線架製造廠輸入何種材料，經經濟部工業局證明國內無產

製且供產製積體電路引線架用者免稅？ 
第 7407 節「銅條、桿及型材」 
第 7408 節「銅線」 
第 7409 節「銅板、片及扁條，其厚度超過 0.15 公厘者」 
第 7410 節「銅箔…，其厚度（不包括襯物）不超過 0.15 公厘者」 

9 不鏽鋼餐匙與叉，應歸列海關進口稅則第 8215 節「匙、叉、杓、網杓…類似廚房或餐桌用具」，而非海

關進口稅則第 7323 節「鋼鐵製餐桌、廚房或其他家用物品及其零件…」，是因為海關進口稅則第 8215
節節名較具體明確，是依據那一條解釋準則之規定？ 
解釋準則一 解釋準則二（甲） 解釋準則三（甲） 解釋準則四 

10 裝有壓縮液化氣體的鋼瓶，因鋼瓶本身可以重複使用，應按鋼鐵製容器和液化氣體分别歸類，是依據那

一條解釋準則後段之規定？ 
解釋準則二（甲） 解釋準則三（乙） 解釋準則五（乙） 解釋準則六 

11 車用除霜清潔劑，可用於汽車擋風玻璃之除霜及清潔，具有海關進口稅則第 3402 節「清潔製劑」及海關進

口稅則第 3820 節「抗凍劑」同等之特性，應歸列海關進口稅則第 3820 節，是依據那一條解釋準則之規定？ 
解釋準則二（乙） 解釋準則三（甲） 解釋準則三（丙） 解釋準則五（甲） 

12 下列那一種動物產品不屬於海關進口稅則所稱之「象牙」？ 
羚羊角 野豬之牙齒 犀牛角 角鯨之牙齒 

13 海關進口稅則第 9018 節之人用醫療器材，應檢附衛生福利部核發之醫療器材許可證，是那一個輸入規定

代號所規定？ 
「463」 「504」 「550」 「602」 

14 依海關進口稅則第 17 章章註一（乙）規定，下列何種化學級純糖類屬於海關進口稅則第 2940 節之「化

學級糖類」？ 
蔗糖 葡萄糖 麥芽糖 半乳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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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麵包改良劑主要成分為 82%玉米澱粉、8%大豆粉、4.2%葡萄糖、2%硫酸鈣…等，屬海關進口稅則第 4
類之調製食品，應歸列那一稅則號別？ 
第 1108.12.00 號「玉米澱粉」 
第 1901.90.99 號「其他第 1901 節所屬之調製品（由粉、碎粒、細粒、澱粉或麥芽精製成之未列名調製

食品）」 
第 2106.90.51 號「供食品製造用，不攙酒精之化合配製品」 
第 3507.90.00 號「其他酵素及調製酵素」 

16 海關進口稅則第 38 章章註 6 規定，第 3825 節所稱之「其他廢棄物」，不適用那一種廢棄物？ 
醫療廢棄物  廢棄之有機溶劑 
都市廢棄物  其他來自化學工業及相關工業之廢棄物 

17 紅花子（Safflower seeds），宜歸列海關進口稅則那一節？ 
第 1207 節「其他油料種子及含油質之果實，…」 
第 0910 節「薑、番紅花、薑黃…和其他香辛料」 
第 0812 節「暫時保藏之果實及堅果…」 
第 0713 節「去殼之乾豆類蔬菜」 

18 供皮膚保養用零售包裝之凡士林（petroleum jelly），歸列海關進口稅則那一節？ 
第 3004 節「醫藥製劑…或零售包裝式樣者」 
第 3304 節「美容或化粧用品及保養皮膚用品（藥品除外）…」 
第 3402 節「有機界面活性劑（肥皂除外）…」 
第 3824 節「…化學或相關工業之未列名化學品及化學製品」 

19 衣物柔軟精，應歸列那一海關進口稅則號別？ 
第 3402.20.00 號「零售包裝界面活性製劑、洗滌製劑及清潔製劑」 
第 3809.91.00 號「供紡織或類似工業用之整理劑、染料載媒劑及其他產品及調製品」 
第 3403.91.00 號「供紡織品、皮革、毛皮或其他材料處理用調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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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電毯（Electric blankets），宜歸列海關進口稅則那一節？ 
第 6301 節「毯及旅行用毯」 
第 6302 節「床上、餐桌、盥洗及廚房用織物製品」 
第 8516 節「…其他家用電熱器具…」 
第 9404 節「…寢具及類似家具…」 

21 2017 年版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HS）增訂稅則第 9620 節，其節名為何？ 
「任何材料製之衛生棉（墊）和衛生棉塞、嬰兒用尿墊（尿布）及其裏襯及類似之物品」 
「單腳架、雙腳架、三角架及其類似貨品」 
「裁縫用假人及其他體型；商店櫥窗用活動、生動陳列品」 
「拉鍊及其零件」 

22 關稅法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海關對於預先審核之稅則號別有所變更時，應敘明理由，以書面通知納稅義

務人。經納稅義務人舉證證明其已訂定契約並進行交易，且將導致損失者，得申請延長海關預先審核稅

則號別之適用，期限為幾日？ 
 30 日  60 日  90 日  120 日 

23 理髮院用電鬍刀片應歸列海關進口稅則那一節？ 
第 8211 節「附有刀片之刀」 第 8214 節「其他利口器（髮剪）」 
第 8510 節「電鬍刀」  第 8516 節「其他美髮器具」 

24 GPS 手錶、具衛星定位功能之運動手錶，應歸列海關進口稅則那一節？ 
第 8526 節「雷達，無線電導航器具」 第 9030 節「多用途電錶」 
第 9101 節「手錶」  第 9102 節「第 9101 節以外之手錶」 

25 進口汽車新輪胎不歸列「汽車零件及附件」項下（海關進口稅則第 8708 節），應歸列「新橡膠氣胎」項

下（海關進口稅則第 4011 節），是依據解釋準則那一條之規定？ 
解釋準則二（乙） 解釋準則三（甲） 解釋準則三（乙） 解釋準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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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人造眼液（清洗人造眼之溶液），應歸列下列海關進口稅則那一章？ 
第 33 章 精油及樹脂狀物質；香水，化粧品或盥洗用品 
第 34 章 肥皂，有機界面活性劑，洗滌劑 
第 30 章 醫藥品 
第 38 章 雜項化學產品 

27 「5 吋矽晶圓」歸列下列海關進口稅則那一節？ 
第 2839 節「矽酸鹽；工業用碱金屬矽酸鹽」 
第 3818 節「電子工業用已摻雜之化學化合物」 
第 8473 節「專用或主要用於第 8469 至 8472 節機器之零件及附件」 
第 8479 節「本章未列名而具有特殊功能之機器及機械用具」 

28 下列貨品之海關進口稅則分類何者錯誤？ 
陶瓷製之菸斗歸列第 9614 節「菸斗（包括菸斗頭）」 
具有商業價值之大理石雕像歸列第 9703 節「任何材料製之雕塑品及雕像原作」 
梭織救生衣歸列第 6307 節「其他紡織製成品」 
金剛石研磨輪歸列第 6804 節「研磨輪（砂輪）及類似品」 

29 高度濃縮之即溶咖啡，歸列海關進口稅則那一章？ 
第 9 章 咖啡，茶，馬黛茶及香辛料 第 15 章 動植物油脂；調製食用油脂 
第 21 章 雜項調製食品 第 29 章 有機化學產品 

30 下列何者不屬於解釋準則三（甲）所稱之「供零售的成套貨品」？ 
內夾牛肉餡之三明治與炸薯條裝於塑膠套內 
電剪髪器、梳子與毛巾各一，同置於一皮匣內 
未煮之義大利麵，磨碎乾酪包和蕃茄醬各一包，置於紙盒內 
鴨肝罐、乾酪罐、培根薄片罐與小香腸罐各一罐，包裝在一起 

31 下列何者屬「卑金屬」之範圍？ 
銥 鈀 鉻 銠 

32 玻璃纖維使用之自動化連續製造機器上（電燈泡真空封套機器）之玻璃纖維抽絲模（亦稱白金抽絲），
歸列海關進口稅則那一目？ 
第 7019.90 目「玻璃纖維及其製品」 第 7115.10 目「觸媒用鉑絲布或鉑柵格」 
第 8475.21 目「製造光纖及其預形品之機器」 第 8480.50 目「玻璃用模」 

33 下列符合化學定義的「有機化合物」，何者歸列海關進口稅則第 29 章的「有機化學產品」？ 
甲烷 乙醇 丙酮 天然丁烷 

34 「種植用蒜球」應歸列海關進口稅則那一節？ 
第 0601 節 鱗莖、塊莖、塊根，在休眠中、生長中或開花中 
第 0703 節 洋蔥、分蔥、大蒜、韮蔥及其他蔥屬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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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209 節 種植用種子、果實及孢子 

35 下列那一項貨品應歸列海關進口稅則第 30 章的醫藥品？ 
維生素 B2 及其衍生物 硬化蛋白質 清洗人造眼之溶液  動物用疫苗 

36 下列那一種紙製品歸列海關進口稅則第 48 章？ 
纖維板 提花機用之穿孔紙板 燙印箔紙 砂紙 

37 下列那一種帽子不歸列海關進口稅則第 65 章的帽類？ 
玩偶帽 安全帽 鋼盔 絲或廢絲製帽 

38 塑膠卡片嵌有積體電路晶片，一旦連接特定用具，就能讀取所儲存之資料，歸列海關進口稅則那一節？ 
第 3921 節 其他塑膠板、片 
第 8471 節 自動資料處理機及其附屬單元 
第 8523 節 碟片，磁帶，固態非揮發性儲存裝置，智慧卡 
第 8543 節 本章未列名但具有獨立功能之電機及器具 

39 旅客攜帶自用行李以外之應稅零星物品，其適用稅率依據為何？ 
海關進口稅則之稽徵特別規定 海關進口稅則總則 
海關進口稅則之第一欄稅率 海關進口稅則之第二欄稅率 

40 「梅子經煮沸、瀝乾，套以糖衣、糖霜者」，歸列海關進口稅則那一目？ 
第 0813.20 目 梅乾 
第 1703.90 目 由提煉或精製糖而取得之其他糖蜜 
第 2001.90 目 其他以醋或醋酸調製或保藏之其他植物可食用部分 
第 2006.00 目 糖漬蔬菜、果實、堅果、果皮及植物之其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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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