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部航港局 106 年第 2 期自由貿易港區事業專責人
員講習考核測驗試題
1. 【D】自由港區事業自國外運入自由港區內供營運之貨物，須徵收下列何種
稅費?
(A)關稅 (B)貨物稅 (C)營業稅 (D)所得稅。
2. 【A】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港區事業能否聘雇外籍勞工，應符合就業服務法之規定。
(B) 貨物於自由貿易港區內交易、流通，無須向海關通報。
(C) 自國外運入自由港區內之享免稅優惠之自用機器、設備，運入後 5 年
內輸往課稅區無須補徵相關稅費。
(D) 辦理『通關』，若有虛報或不實情事者，由海關按次處新臺幣 3 萬元
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3. 【D】申請加入自由港區籌設自由港區事業，由管理機關於受理申請或補正
完備後幾日內作成決議許可籌設或駁回其申請，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審查
結果；經許可籌設之自由港區事業，應按營運計畫於籌設許可之日起幾年
內完成籌設。
(A)二十日／一年 (B)二十日／二年 (C)三十日／一年 (D)三十日／二年
4. 【B】自由港區事業應設置幾名以上專責人員處理自主管理事項相關業務，
專責人員異動時應通知管理機關及海關?
(A) 一名。(B)二名。(C)三名。(D)四名。
5. 【D】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 條之附表 14 規定，雇主對新僱勞工
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依實際需要排定時數，不得少於 3 小時。各級業務主管人員於
新僱或在職於變更工作前，應參照所列課程增列幾小時教育訓練。
(A) 3 小時。 (B) 4 小時。 (C) 5 小時。 (D) 6 小時。
6. 【C】關稅、滯納金或罰鍰，自確定之翌日起幾年內未經徵起者，不再徵
收。
(A) 1 年。(B) 3 年。(C) 5 年。(D) 10 年。
7. 【B】船舶駛入通商口岸，無卸貨准單而擅自將貨物卸下，應受何種處分。
(A)卸下貨物沒入及罰貨價 1 至 2 倍罰鍰。
(B) 處新台幣 6 萬元以下罰鍰。
(C) 處船長新台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
(D) 以上皆非。
8. 【D】自由港區事業貨物輸往國外，應使用何種報單？
（A）F3。(B) F4。(C) G5。(D) F5。
9. 【C】中華民國海關進口稅則貨品分類架構係以下列那一種分類制度編訂而
成的？
(A) 標準國際貿易商品分類制度（SITC）。
(B) 布魯塞爾稅則分類制度（B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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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國際商品統一分類制度（HS）。
(D) 日內瓦稅則分類（GN）。
10. 【A】自由港區事業年度盤點應於盤點日幾週前，通知海關並經海關確認。
(A) 盤點日前二週。
(B) 盤點日前一週。
(C) 盤點日前三週。
(D) 盤點日前四週。
11. 【A】年度盤點日期距上年度盤點日期，最少不得少於十個月，最長不得超
過幾個月？或其有特殊情形，經事先報請海關核准者，得酌予提前或延
後。
(A) 十四個月。(B)十五個月。(Ｃ)十六個月。(Ｄ)十三個月。
12. 【D】自由貿易港區事業之貨物運往保稅工廠、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
區、農業科技園區之通關，應使用下列何種報單?
(A) G2 報單。（B）F2 報單。（C）F3 報單。（D）B6 報單。
13. 【C】港區事業申報下列哪種報單之貨物毋須進儲港區貨棧？
(A) D5 報單。（B）B6 報單。（C）F3 報單。（D）F2 報單。
14. 【D】委託課稅區或保稅區廠商修理、檢驗、測試、加工作業過程中產生之
廢料、廢品、下腳，因情況特殊，且區外廠商設有二十四小時監控系統、
專區存放、帳務控管完備者，經
(A) 海關核准得不運回自由港區。
(B) 海關於區外辦理銷毀作業。
(C) 輸往報廢區報廢。
(D) 管理機關核准得不運回自由港區。
15. 【B】歐盟曾對我國太陽能產品展開下列何種調查？
(A) 反傾銷調查。（B）反規避調查。（C）反托拉斯調查。（D）平衡稅調
查。
16. 【B】下列何者為原產地標準得認定為實質轉型之條件？
(A) 貨品檢測、簡單之乾燥、稀釋或濃縮作業而未改變其性質。
(B) 貨品稅則號列前 6 碼變更。
(C) 貨品簡單之切割或簡易之接合、裝配或組裝等加工作業。
(D) 貨品為銷售或裝運所為之分類、分級、分裝、包裝、加作記號或重貼標
籤等作業。
17. 【D】自由港區事業若遇到下列何者情事應即通報海關？
(A) 貨櫃（物）失竊、掉包者。
(B) 發現進出倉貨物與原申報之貨名不符者。
(C) 發現貨櫃（物）有夾藏或夾層者。
(D) 以上情事皆應即通報海關。
18. 【C】海關實施查核方式，下列何者為非?
(A) 遠端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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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實地查核。
(C) 電話查核。
(D) 機動查核。
19. 【C】自由港區事業進儲下列何項貨物前，無須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或檢附其規定之相關文件：
(A) 毒性化學物質。
(B) 事業廢棄物。
(C) 未開放准許輸入之大陸地區貨物。
(D) 輸往歐盟之鋁製輪胎圈。
20. 【B】下列何者為通報案件？
(A) 自由港區事業貨物輸往保稅倉庫。
(B) 自由港區事業自國外進儲貨物。
(C) 自由港區事業貨物輸往課稅區。
(D) 自由港區事業自加工出口區進儲貨物。
21. 【A】現行自由貿易港區貨櫃(物)運送控管機制，為貨櫃（物）動態資料庫
搭配何種車輛載運？
(A) 自由貿易港區專用車隊
(B) 物流中心契約車隊
(C) 一般車輛
(D) 保稅卡車
22. 【C】有關通行車道作業宣導，何者正確?
(A) 車流量大時，緊跟前車通過門哨系統之鋼架，可節省排隊時間
(B) 通行車道前，無須理會通行號誌燈就可加速通過。
(C) 通行車道後，號誌燈顯示綠燈，若無港警攔查，可以免停車遞單。
(D) 自動化車道並無高寬限制，任何類型車輛皆可通行。
23. 【D】請問以下有關通行證在門哨系統運作之敘述，何者正確？
(A) 進出港區時，無申辦人員、車輛通行證也無所謂。
(B) 通行自動化車道時，RFID 人員通行證要藏起來，不可讓港警發現。
(C) 自己的 RFID 人員通行證過期後，可直接拿他人的通行證來使用。
(D) 利用鋼架上之 RFID Reader 讀取 RFID 人員通行證，並進行相關之比
對，作為放行與否之依據之一。
24. 【D】下列那些是自由貿易港區服務平台所提供之功能？
(A) 運送單及按月彙報作業。
(B) 帳冊稽銷服務管理。
(C) 倉儲通關服務。
(D) 以上皆是。
25. 【A】下列對於運送單作業敘述何者錯誤？
(A) 港區事業於報單放行後新增運送單進入國內。
(B) 港區事業申請按月彙報作業進入自貿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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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港區貨棧報單放行後以運送單將貨物出港區門哨運至碼頭邊出口到國
外。
(D) 港區貨棧申請自貿港貨物運至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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