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部航港局 106 年第 1 期自由貿易港區事業專責人
員講習考核測驗試題解答
1. 【C】國外貨物進儲自由港區、自由港區貨物輸往國外或轉運至其他自由港
區，自由港區事業均應向海關
；自由港區貨物輸往課稅區、保稅區，或
課稅區、保稅區貨物輸往自由港區，應依貨品輸出入規定辦理，並向海關辦
理
。
(A) 通關；通關 (B) 通關；通報 (C) 通報；通關 (D) 通報；通報。
2. 【B】下列何項業務並非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核准自由港區事業從事
之業務?
(A) 貨櫃(物)集散 (B) 裝卸 (C) 加工 (D) 轉口。
3. 【C】自由港區事業變更組織、名稱、增減資本或其他依法登記事項，應依
法辦理公司變更登記後幾日內，報請該管理機關備查？
(A) 10 日 (B) 20 日 (C) 30 日 (D) 40 日。
4. 【D】外國營利事業將其所有貨物委託自由貿易港區事業於自由貿易港區內
從事下列何種業務，並將該貨物售予國內外客戶者，得申請免徵營利事業所
得稅?
(A) 儲存 (B) 簡易加工 (C) 儲存並簡易加工 (D) 以上皆是。
5. 【A】辦理新雇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時，其訓練時數依職業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規則不得少於多少小時？
(A) 3 小時 (B) 6 小時 (C) 12 小時 (D) 18 小時。
6. 【A】下列何者為原產地標準得認定為實質轉型之條件?
(A) 加工製造後貨品與原材料歸屬之稅則號列前 6 碼相異。
(B) 貨品檢測、簡單之乾燥、稀釋或濃縮作業而未改變其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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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C】貨車行經自動化車道，因自貿按月彙報貨物需海關抽核，導致門哨系
統打△，司機應如何處置?
(A) 再走一次自動化車道 。
(B) 打電話報修系統故障。
(C) 通知海關到場抽核。
(D) 使用刷單系統。
8. 【D】門哨系統目前可達到哪些類型的運送單管理?
(A) 自由貿易港區 (B) 一般貨櫃 (C) 散雜貨 (D)以上皆是。
9. 【A】港區事業自用機器、設備經過幾年後可以進行除帳?
(A) 5 年 (B) 4 年 (C) 3 年 (D) 10 年。

10. 【D】有關港區事業之帳務，以下何項為海關之查核事項?
(A)
(B)
(C)
(D)

單位用料清表之查核。
課稅區修理、測試、檢驗及委託加工貨物之查核。
儲存逾二年貨物之查核。
以上皆是。
11. 【B】按月彙報通關案件，應於次月幾日前彙總向海關申報報單？
(A) 7 日 (B) 15 日(C) 30 日(D) 5 日。
12. 【A】從自由貿易港區將貨物輸往國外，應使用何種報單？
(A) F5 報單 (B) F2 報單 (C) F4 報單 (D) F1 報單。
13. 【C】自國外進儲貨物至自由貿易港區，應以何人之名義為之？
(A) 國外貨主。
(B) 下一個交易的貨主。
(C) 自由港區事業自己名義。
(D) 報關行。
14. 【B】下列報單何者非採通報方式？
(A) F1 （自國外進儲）。
(B) F2 （輸往課稅區、保稅區貨物）。
(C) F5 （自由港區貨物輸往國外）。
(D) F4 （運往其他自由港區貨物之通報）。
15. 【A】自由港區事業依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向海
關辦理通關，有虛報或不實情事者，應依何法規論處？
(A)
(B)
(C)
(D)

海關緝私條例。
關稅法。
自由港區事業貨物通關作業辦法。
關稅法施行細則。
16. 【C】自由港區事業得申請貨物輸往保稅區、課稅區或自保稅區、課稅區輸
入貨物按月彙報。但輸往課稅區之應課
之物品不得辦理?
(A) 關稅 (B) 營業稅 (C) 貨物稅。
17. 【A】以下何項貨物得不進儲港區貨棧，直接進出自由貿易港區事業？
(A) 自由港區事業經核准按月彙報之貨物。
(B) 自由港區事業運往其他自由港區貨物。
(C) 自由港區事業進儲之國外貨物。
18. 【C】以下 F1 申報之納稅辦法何項是錯誤的？
(A) FTZ 事業自國外進儲供營運之貨物為 9A。
(B) FTZ 事業自國外進儲自用機器設備為 9B。
(C) FTZ 事業自國外進儲消耗性物料為 99。

19. 【D】免稅之貨物、機器、設備，因修理、測試、檢驗、委託加工輸往課稅
區，應自核准後幾個月內復運回自由港區，並辦理結案手續?
(A) 三個月
(B) 四個月
(C) 五個月
(D)六個月。
20. 【C】運往課稅區、保稅區或其他自由港區修理、測試、檢驗、加工及展覽
之免稅貨物，仍屬未稅貨物，盤點前應全部運回列盤及銷案，其因故無法運
回者，
(A) 向主管機關報備。
(B) 向海關報備。
(C) 應向海關申請核准於區外辦理年度盤點。
(D) 列冊即可。
21. 【B】港區事業委託區外事業修理、測試、檢驗、加工、製造貨物，於原機
器設備帳或營運貨物帳登錄外，另以 F2、B6 報單貨物明細登錄本紀錄表，
自核准之翌日起幾個月內以 F4、B9 報單復運入區？
(A) 3 個月
(B) 6 個月
(C) 9 個月
(D) 12 個月。
22. 【C】
港區事業其進儲未經公告准許輸入大陸地區貨物，非經哪個機關核准，
不得輸往課稅區?
(A) 海關
(B) 航港局
(C)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D) 港警局。
23. 【D】自由港區事業辦理年度盤點日期，距上年度盤點日最少不得少於十個
月，最多不得超過幾個月? 有特殊情形，經事先報請海關核准，得酌予提前
或延後。
(A) 11 個月
(B) 12 個月
(C) 13 個月
(D) 14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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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以上皆是。
25. 【A】請問下列那個不是 F2 放行比對條件?
(A) 艙單
(B) 報單
(C) 進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