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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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食品技師考試、高等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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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 普通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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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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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用成套之貨品，其組成、規格及功能如下：
- 空拍機(drone)，係附有整合數位攝影機之遙控4軸直升機（亦稱為”quadcopter”），（尺寸：

29 cm × 29 cm × 18 cm；重量：1,160克）， 
- 5.8 GHz 遙控器， 
- 2.4 GHz Wi-Fi 無線網路延伸器及 
- 智慧型手機之架座。 

直升機經由產品所提供之遙控器上的操控桿控制，遙控器裝配有智慧型手機架座。操作者
可以透過 Wi-Fi 無線訊號於手機螢幕上觀看串流影像，包括動態影像（1080p HD)及靜態圖像
（14 MP）。 

操作者可透過智慧型手機執行製造商所提供的應用程式以控制攝影機。Wi-Fi 無線網路延
伸器範圍約300公尺，電池耗盡前之飛行時間約2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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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請闡述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二之適用。（15 分） 

二、「限制輸入貨品表」內之貨品，包括那兩種限制情形？（10 分） 

三、依海關進口稅則總則二規定，海關進口稅則稅率分為三欄，請說明該三欄稅率分別
適用之對象。（15 分） 

四、成套商品「空拍機」，其組成、規格與功能如下方描述，請認定此產品之主要特徵，
並依解釋準則之規定，說明「空拍機」宜歸列稅則第 8528 節或 8802 節。（10 分） 
 
8528 節「無線電廣播或電視之傳輸器具，不論是否裝有接收或錄或放音器者；電
視攝影機；數位相機及影像攝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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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飛行物及太空船發射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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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中華民國海關進口稅則與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由兩者可查得國定稅率及輸出入規定 
進口稅則的主管機關是財政部，貨品分類的主管機關是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我國海關進口稅率依 8 位碼貨品配置，稱為稅則號別；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是由貿易管理及統計採用

10 位碼分類，再加 1 位檢查號碼編列而成 
兩者主管機關都是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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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稅則號別第 3812.30.20 號係屬 ECFA 早收清單臺灣方面減讓稅號，國定稅率第 1 欄 5%，第 2 欄 Free，第
3 欄 7.5%，廠商進口歸屬該稅號之大陸製貨品，適用那一欄稅率？ 
大陸是世界貿易組織（WTO）會員，應優先用第 1 欄 5% 
既歸屬 ECFA 早收清單臺灣方面減讓稅號，無論是否有產證，都應該優先用第 2 欄 Free 
雖歸屬 ECFA 早收清單臺灣方面減讓稅號，但仍需有產證才能適用第 2 欄 Free 
既然無法確定適用第 1 欄或第 2 欄稅率，則應該優先用第 3 欄 7.5% 

3 由 1 把尺（第 9017 節）、1 個圓盤計算器（第 9017 節）、1 個畫圖用圓規（第 9017 節）、1 支鉛筆（第
9609 節）、1 個削鉛筆機（第 8214 節）裝在塑膠包（第 4202 節）內所組成的製圖器具，歸入第 9017 節，
是依據那一條解釋準則？ 
一 三（甲） 三（乙） 五（甲） 

4 進口貨物稅則預先審核實施辦法是依關稅法那一條制定？ 
2 3 21 40 

5 葡萄糖胺（Glucosamine）依化學結構式屬第 2905 節非環醇化合物、第 2906 節環醇化合物、第 2921 節胺
官能基化合物、第 2932 節氧雜原子之雜環化合物，究是依據那一條解釋準則之規定歸入第 2932 節？ 
一 三（甲） 三（丙） 四 

6 進口後只要微波就可以直接食用的冷凍鮭魚便當（含米飯 38%、鮭魚 23%、蔬菜 39%），應歸列那一個
稅則號別？ 
第 1604.11.00 號「已調製或保藏之鮭魚，整條或片塊（剁碎者除外）」 
第 1904.90.10 號「預煮或以其他方式調製之粒狀、片狀或其他加工（粉、碎粒及細粒除外）之未列名

穀類〔玉蜀黍（玉米）除外〕產品，含米量不低於 30%」 
第 2004.90.90 號「酸漬除外之其他調製或保藏蔬菜及蔬菜混合品，冷凍，第 2006 節之產品除外」 
第 2106.90.98 號「其他食物調製品，含米量不低於 30%者」 

7 1 瓶沐浴用鹽、1 瓶洗面乳及 1 條毛巾所組成的盥洗禮盒，應歸下列那一節？ 
第 3307 節「刮鬍及刮鬍前後用劑、身體除臭劑、洗浴用劑、脫毛劑及其他未列名之香料製劑、化粧品

或盥洗用製劑；室內除臭劑，不論是否芳香或有消毒性質者」 
第 3401 節「肥皂；作肥皂用途之有機界面活性劑產品及調製品，呈條、塊或壓成其他形狀者，不論是

否含有肥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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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302 節「床上、餐桌、盥洗及廚房用織物製品」 
分別歸列第 3307、3401 及 6302 節 

8 由 100%魚油製成的健康食品膠囊，應歸入那一節？ 
第 1504 節「魚類及水產哺乳動物之油脂及其餾分物，不論是否精煉，但未經化學改質者」 
第 1506 節「其他動物油脂及其餾分物，不論是否精煉，但未經化學改質者」 
第 1517 節「人造奶油；可食用動植物油脂混合品或調製品，第 1516 節食用油脂或其餾分物除外」 
第 2106 節「未列名食物調製品」 

9 巧克力冰淇淋應歸入那一節？ 
第 1704 節「糖食（包括白色巧克力），不含可可者」 
第 1806 節「巧克力及其他含有可可之食品」 
第 2105 節「冰淇淋及其他可食用冰，不論是否含可可者」 
第 2106 節「未列名食物調製品」 

10 下列那一種化學級純糖類，不歸入第 17 章「糖及糖果」？ 
蔗糖 乳糖 果糖 山梨糖 

11 巡迴馬戲團的馬，應歸列那一稅則號別？ 
第 0101.29.00 號「其他馬」 
第 0106.90.00 號「其他活動物」 
第 0205.00.00 號「肉類（馬、騾、驢及駃騠），生鮮、冷藏或冷凍」 
第 9508.10.00 號「巡迴馬戲團及巡迴動物園」 

12 咖啡精應歸列那一稅則號別？ 
第 0901.11.00 號「未焙製咖啡，未抽除咖啡鹼者」 
第 1302.19.90 號「其他植物汁液及萃取物（萃取含油樹脂除外）」 
第 2101.11.00 號「咖啡之萃取物、精、濃縮物」 
第 2106.90.99 號「其他未列名食物調製品」 

13 由不織布浸漬化粧品的眼膜，應歸列那一稅則號別？ 
第 3304 節「美容或化粧用品及保養皮膚用品（藥品除外），包括防晒及防止皮膚黑用品；指甲用化粧品」 
第 3307 節「刮鬍及刮鬍前後用劑、身體除臭劑、洗浴用劑、脫毛劑及其他未列名之香料製劑、化粧品

或盥洗用製劑；室內除臭劑，不論是否芳香或有消毒性質者」 
第 3824 節「鑄模或鑄心用之配成粘合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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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3 節「不織布，不論是否經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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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依第 29 章章註 2 規定，下列那一項產品歸入第 29 章「有機化學產品」？ 
尿素 酵素 甲烷 乙烷 

15 以合成甜味替代糖之戒菸口香糖應歸入那一節？ 
第 1704 節「糖食（包括白色巧克力），不含可可者」 
第 2106 節「未列名食物調製品」 
第 3004 節「醫藥製劑（不包括第 3002、3005 或 3006 節所列者），包含經混合或未混合產品供治療或

預防疾病用，具有劑量（包括經皮給藥形態者）或零售包裝式樣者」 
第 3824 節「鑄模或鑄心用之配成粘合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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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依第 31 章章註 4 規定，下列那一項產品不歸入第 31 章「肥料」？ 

氯化鉀 硫酸鉀 硫酸鉀鎂 氯酸鉀 
17 依第 33 章章註 4 規定，第 3307 節所稱：「香水、化粧品及盥洗用品」不包括下列那一種產品？ 

香水囊 
經清潔劑浸漬的濕紙布 
經香料或化粧品浸注、塗佈或被覆之填棉、氈呢及不織布 
動物盥洗用品 

18 依第 35 章章註 1 規定，下列那一項產品未列為排除項目，而應歸入第 35 章「蛋白狀物質；改質澱粉；
膠；酵素」？ 
酵母 消化蛋白質 硬化蛋白質 印刷工業用之明膠製品 

19 依第 31 章章註 2 規定，符合化學上之定義的硫酸銨歸入第 31 章「肥料」，是依據那一條解釋準則？ 
一 三（甲） 三（乙） 三（丙） 

20 依第 20 章章註 2 之排除規定，經熬煮所得之果凍製成的糖食應歸入那一節？ 
第 1704 節「糖食（包括白色巧克力），不含可可者」 
第 2007 節「經熬煮所得之果醬、果凍、橘皮果凍、果實或堅果果泥及果實或堅果果糊，不論是否加糖

或含其他甜味料」 
第 2008 節「未列名經其他方式調製或保藏之果實、堅果及其他植物可食部分，不論是否加糖或含其他

甜味料或酒」 
第 2106 節「未列名食物調製品」 

21 雙面膠帶之稅則歸列，依 HS 註解對稅則第 4006 節之詮釋，下列何者錯誤？ 
因為是一種膠，不論其支持物為何，均歸入第 3506 節「未列名調製膠及其他調製粘著劑；適於作膠或

粘著劑用之產品，以零售包裝當作膠或粘著劑出售，每件淨重不逾 1 公斤者」 
支持物為塑膠的雙面膠帶，歸入第 3919 節「塑膠製自粘性板、片、薄膜、箔、帶、條及其他平面形狀，

不論是否成捲者」 
支持物為硫化橡膠的雙面膠帶，歸入第 4008 節「硫化橡膠板、片、條、桿及定型，硬質橡膠除外」 
支持物為不織布的雙面膠帶，歸入第 5603 節「不織布，不論是否經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者」 

22 供藥用之木粉， 適當稅則為何？ 
第 4405 節「木粉」 
第 4421 節「其他木製品」 
第 4401 節「木廢料」 
第 1211 節「植物或植物之一部分，主要用於香料、藥用或類似用途」 

23 依第 46 章章註 1 規定，以下何種材料不屬於稅則第 46 章之編結材料： 
草 棉紗 竹 柳條 

24 以下所列那一項非屬稅則第 4811 節之「經塗佈、浸漬、覆面、表面著色之紙」？ 
砂紙 蠟紙 紙膠帶 傳真機用熱感應紙 

25 以下何項產品不符合稅則第 11 類類註 7 所稱之「製成」定義？ 
剪成方形之布 剪成圓形之布 剪成三角形之布 剪成圓形再縫邊之布 

26 以下各項物品何者屬於稅則第 11 類「紡織品與紡織製品」之範疇？ 
石棉纖維製品 蠶繭 碳纖維製品 玻璃纖維製品 

27 有一梭織布其成分百分比如下：黃麻纖維重量占 35%，亞麻纖維重量占 25%，棉纖維重量占 40%。依據
第 11 類類註 2 規定，該歸何稅則？ 
第 5212 節「棉梭織布」 第 5309 節「亞麻梭織布」 
第 5310 節「黃麻梭織布」 第 6307 節「其他製成品」 

28 有關第 64 章「鞋靴」之稅則分類，不需考慮以下何項因素？ 
鞋面之組成材料 鞋之外底材料 鞋之內底材料 特殊用途 



代號： 20240
頁次：4－4 

29 以下有關稅則分類之敘述，何項為錯誤？ 
準備裝於帽上之銅製帽徽，歸稅則第 74 章「銅及其製品」 
假髮，歸稅則第 6506 節「其他帽類」 
供動物戴之帽子，歸稅則第 4201 節「任何材料製成之牲畜用鞍具及輓具」 
塑膠製帽子，歸稅則第 6506 節「其他帽類」 

30 依第 71 章章註 11 規定，不銹鋼製戒指，表面鍍有重量占 1%之白金， 適當之稅則分類為何？ 
第 7113 節「貴金屬製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製首飾品」 
第 7117 節「仿首飾」 
第 7323 節「鋼鐵製餐桌、廚房或其他家用物品及其零件」 
第 7326 節「其他鋼鐵製品」 

31 以下所述稅則分類，何者錯誤？ 
銅占 40%，鋅占 60%之合金，應歸稅則第 79 章「鋅及其製品」 
銅占 50%，鋅占 50%之合金，應歸稅則第 79 章「鋅及其製品」 
銅占 60%，鋅占 40%之合金所製之閥，應歸稅則第 74 章「銅及其製品」 
銅占 40%，鋅占 57%，黃金占 3%之合金，應歸稅則第 71 章「貴金屬及其製品」 

32 未經校準之鋼珠， 適當稅則為何？ 
第 7203 節「塊狀、顆粒狀或類似形狀由鐵礦砂直接還原所得之鐵產品及其他海綿鐵產品」 
第 7326 節「其他鋼鐵製品」 
第 8482 節「滾珠或滾子軸承」 
第 8483 節「滾珠或滾子螺桿」 

33 經以下所述加工之銅管，何項製品之稅則分類，不屬於稅則第 7411 節「銅管」之範圍？ 
製成已可識別為機器零件者 表面拋光 
彎曲  鑽孔 

34 碳化鎢重量占 51%與鈷金屬重量占 49%，兩者粉末之燒結物，其 適合稅則為何？ 
第 3824 節「化學或相關工業之未列名化學品及化學製品」 
第 8113 節「瓷金及其製品」 
第 2949 節「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之碳化物」 
第 8105 節「鈷及其製品」 

35 依第 84 章章註 9 規定，晶圓切割機， 適當稅則分類為何？ 
第 8543 節「本章未列名但具有獨立功能之電機及器具」 
第 8456 節「以雷射、光子束、超音波、放電、電化學、電子束、離子束或電漿弧切削任何材料之工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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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8479 節「本章未列名而具有特殊功能之機器及機械用具」 

36 銀行置於地上之自動櫃員機，提供顧客存款、提款、轉帳及查詢餘額等功能， 適當稅則為何？ 
第 9403 節「家具」 
第 8472 節「辦公用機器」 
第 8471 節「自動資料處理機及其附屬單元」 
第 8543 節「本章未列名但具有獨立功能之電機及器具」 

37 依第 16 類類註 2（乙）規定，主要用於手機及收音機之「接收天線零件」， 適當之稅則為何？ 
第 8529 節「專用或主要用於第 85.25 至 85.28 節所屬器具之零件」 
第 8527 節「無線電廣播接收器具，不論是否併裝有錄或放音器具或計時器者」 
第 8548 節「本章未列名之機器及器具之電氣零件」 
第 8517 節「電話機，包括蜂巢式網路或其他無線網路電話」 

38 家具用之腳輪（為直徑不超過 75 公厘之塑膠輪子，具鋼鐵骨架）， 適當之稅則為何？ 
第 9403 節「家具及其零件」 第 8302 節「附有卑金屬架座之腳輪」 
第 3926 節「其他塑膠製品」 第 7326 節「其他鋼鐵製品」 

39 小汽車用安全玻璃，已製成即可使用形狀，並附有防霧之加熱元件，無框， 適當稅則為何？ 
第 7007 節「安全玻璃」 
第 7006 節「第 70.03、70.04 或 70.05 節之玻璃，經彎曲、鑽孔、上釉或其他加工，但未鑲框或裝配其

他材料者」 
第 7020 節「其他玻璃製品」 
第 8708 節「第 87.01 至 87.05 節機動車輛所用之零件及附件」 

40 直徑 1 mm 之尼龍單絲已切成特定長度，準備作釣魚用， 適當之稅則為何？ 
第 9507 節「釣魚竿、釣魚鈎及其他釣魚用具」 
第 6307 節「其他製成品」 
第 5404 節「合成纖維單絲，支數在 67 分德士（即 60.3 丹尼）及以上，其橫斷面不超過１公釐（mm）者」 
第 3908 節「聚醯胺，初級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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