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部航港局 106 年第 3 期自由貿易港區事業專責人員講習考核測驗試題
公司名稱：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選擇題(單選，每題 4 分，計 100 分)
1. 【B】自 101 年 3 月 1 日起，海港自由貿易港區管理機關是下列哪一個機關 ?
(A)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B) 交通部航港局 (C) 財政部關務署 (D)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2. 【C】自由港區事業自國外運入自由港區內之自用機器、設備，於運入後幾年內輸往課稅區者，應依進
口貨物規定補徵相關稅費 ?
(A) 1 年

(B)3 年 (C)5 年 (D)7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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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名

(B)2 名 (C)3 名

(B)4 名。

4. 【C】自由港區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管理機關得廢止該事業之營運許可，並註銷其許可證。下列情
形何者有誤？
(A) 未依營運許可經營業務從事作業者，經通知限期改正而未改正者。
(B) 拒絕管理機關之稽核，或稽核應改正事項經通知限期改正而未改正者。
(C) 自取得許可證之日起 3 個月內未開始營業，或停止營業 3 個月以上者。
(D) 許可證出租或轉移他人使用者。
5. 【D】自由貿易港區事業輸往歐盟之產品需事先取得經濟部之輸出許可為下列何項產品？
(A) 太陽能產品 (B) 鋁製輪胎圈 (C) 自行車 (D) 以上皆是 。
6. 【D】自由港區事業將貨物運往其他自由貿易港區，若發生退貨情事，應以何種報單申報退回？
(A) F1 報單(B) F2 報單(C) F5 報單(D) F4 報單。
7. 【C】基隆港自由港區事業將貨物運至臺北港自由貿易港區，應該使用何種報單？
(A) F1 報單(B) F2 報單(C) F4 報單(D) F5 報單。
8. 【B】按月彙報通關案件，應於次月幾日前向海關申報報單？
(A) 7 日(B) 15 日(C) 30 日(D) 5 日。
9. 【D】辦理委託加工之港區事業，將貨物運往課稅區，應於何時將貨物運回自由貿易港區？
(A) 12 個月內 (B) 無限期 (C) 3 個月內 (D) 6 個月內。
10. 【D】當貨物自國外進儲自由貿易港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運輸業者須傳輸進口艙單給海關。
(B) 貨主得委託報關行將報單傳輸給海關。
(C) 自由港區事業須收到放行訊息，才能提領貨物。
(D) 以上皆是。
11. 【D】以下對 F1 報單與 F5 報單的比較，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 F1 報單是進口報單。
(B) F5 報單是出口報單。
(C) F1 報單申報時，須以自由港區事業為納稅義務人；F5 報單申報時，出口人可以為自由港區事業或
貨主本身。
(D) 以上皆是。
12. 【A】現行自由貿易港區貨櫃（物）運送控管機制，為「貨櫃（物）動態查詢系統」搭配何種車輛載
運？
(A) 自由貿易港區專用車隊 (B) 保稅卡車 (C) 物流中心契約車隊 (D) 一般車輛。
13. 【D】以下對自由港區事業帳務處理的敘述，何者錯誤？
(A) 依海關公告之各項帳表格式，業者可依需要自行整合，設定連結，或設計替代報表，其欄位內容，
不可少於海關規定欄位，並提供操作說明，經海關核可使用。
(B) 按貨物進儲目的，分別辦理通報或通關，分設帳冊登錄。
(C) 相同之貨物，若有外國產製貨物及國產貨物，應編列不同料號，分別登錄貨物帳。
(D) 使用中電腦帳務資料及文件，不必於區內維護、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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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B】自由港區事業依規定辦理盤點之貨物，如少於帳面結存數量，應如何處理？
(A) 應同時於帳冊補登數量。
(B) 向海關補繳稅費。
(C) 不需處理。
(D) 自行銷燬。
15. 【D】自由貿易港區貨物輸往課稅區，下列何種貨物得辦理按月彙報？
(A) 應徵貨物稅貨物 (B) 汽、機車 (C) 自由港區設管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之貨物 (D) 以上皆非。
16. 【D】自由港區事業向有關機關申請以按月彙報方式辦理委外加工獲准後，尚須準備那些文件免稅貨物
始准經港區門哨出區?
(A) 運送單 (B) 交易憑證 (C) 裝箱單 (D) 以上皆是。
17. 【D】海關實施查核時，如發現異常或缺失者，將填具何種單據資料？
(A) 查核事項通知單暨貨物抽核紀錄單。
(B) 扣押收據。
(C) 訪談記錄。
(D) 查核不符事項通知單。
18. 【C】依現行規定，聯合查核小組是由哪個單位所設置？
(A) 主管機關。 (B) 管理機關。 (C) 海關。 (D)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9. 【A】港區門哨對於自由貿易港區貨物，除按月彙報貨物或緊急送修之自用機器設備外，應核對下列何
者無訛後方准貨物運往區外?
(A) 海關放行通知訊息 (B) 出區放行單 (C) 特別准單 (D) 普通准單。
20. 【D】下列何者進出自由貿易港區，應憑相關許可放行文件循管理機關指定之地點入出，並接受警衛人
員所為必要之檢查？
(A) 人員 (B) 車輛 (C) 物品 (D) 以上皆是。
21. 【A】檢勞動查員應必須如何做，才能進入事業單位執行工作場所安全衛生法檢查？
(A) 得隨時進入 (B) 須經雇主同意 (C) 先以公文通知 (D) 以上皆非。
22. 【C】哪個不是自動化門哨管制系統所使用的技術？
(A) OCR 辨識車牌、櫃號。
(B) 自動化車道取像。
(C) eTag 查詢車牌號碼。
(D) RFID 取得身份識別。
23. 【D】通行自動化門哨應注意事項，以下何者為非？
(A) 指示綠燈時維持原車速通過。
(B) 維持適當車距。
(C) 將貨櫃門關緊。
(D) 停在鋼架範圍中待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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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稽銷服務管理

(C) 倉儲通關服務

25. 【D】以下何者為帳冊稽核系統出倉核銷進倉的比對欄位?
(A) 原進倉報單號碼/項次 。
(B) 料號及儲位。
(C) 數量及數量單位。
(D) 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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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以上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