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部航港局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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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s: 42431 31334 22331 41214 22411
選擇題(單選，每題 4 分，計 100 分)
1. 下列何者非自由港區事業經核准在自由港區內可從事之經營樣態？
(1) 倉儲、物流

(2) 加工、製造

(3) 轉口、轉運

(4) 餐飲、旅館

2. 下列何者為目前經濟部商業司委託自由港區管理機關辦理之管理業務？
(1) 委託加工

(2) 公司登記

(3) 原產地證明核發

(4) 以上皆是

3. 委外加工案件應自核准後幾個月內復運回自由港區，並辦理結案手續；屆期未運回自由港區者，應向海關
申報補繳稅費？
(1) 1 個月內

(2) 2 個月內

(3) 3 個月內

(4) 6 個月內

4. 以下對於自由貿易港區專用運貨工具之敘述，何者正確？
(1) 自由港區事業之貨櫃（物）運至課稅區，應使用專用運貨工具。
(2) 申請經營專用運貨工具者，應填具申請書，向管理機關提出書面申請。
(3) 專用運貨工具核准登記之期限為 2 年，期滿應重新登記。
(4) 專用車隊已取得專用車隊標誌，無須港區通行證即可進出國際商港港區。
5. 下列何者為防止人員墜落最有效方法？
(1) 開口設置護欄或護蓋

(2) 張掛警示帶

(3) 加強勞工教育訓練

(4) 加強警告標示

6. 自由貿易港區事業辦理年度盤點之日期，須距前一次盤點日之期間限制為何？
(1) 不得少於 9 個月或多於 14 個月

(2) 不得少於 8 個月或多於 15 個月

(3) 不得少於 10 個月或多於 14 個月

(4) 不得少於 10 個月或多於 12 個月

7. 下列何種情事，免向海關申報補稅?
(1) 貨物運往自由港區外委託加工，於期限屆滿前運回自由港區
(2) 自行發現存儲貨物遭竊
(3) 辦理年度盤點，自行盤存發現存儲貨物少於帳面結存數
(4) 將運入供營運之貨物變更為非營運目的使用

8. 自由港區門哨對於貨物控管下列敍述何者錯誤？
(1) 核對運送單、放行訊息、特別准單及轉運准單訊息
(2) 查對貨櫃(物)標誌、號碼、封條及專用車隊
(3) 相關電腦資料及單證保管 3 年
(4) 登錄貨櫃(物)動態
9. 自由港區事業貨物輸往國外時，委託報關業者向海關辦理報關者，應向海關辦理何種手續？
(1) 無需辦理任何手續

(2) 應向海關提供輸出許可文件

(3) 委任關係應先向海關辦理長期委任登錄

(4) 應向海關提供輸入許可文件

10. 委託課稅區廠商辦理下列何種案件，經海關核准者，得免提供稅款擔保？
(1) 修理

(2) 檢測

(3) 加工

(4) 以上皆是

11. 自由貿易港區貨物輸往課稅區，自由港區事業應向海關申報何種報單？
(1) F1 報單

(2) F2 報單

(3) F3 報單

(4) F5 報單

12. 港區事業貨物遭受天然災損之處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 向自由港區管理機關申報，並取得證明
(2) 災害事實終止翌日起一個月內申報
(3) 取得證明後得核實除帳
(4) 產生之廢品，依自由貿易港區貨物通關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辦理稅費徵免
13. 自由港區事業委託區外加工者，未能於 6 個月內復運入區，憑申請書及證明文件展延以幾個月為限？
(1) 1 個月

(2) 3 個月

(3) 6 個月

(4) 12 個月

14. 港區事業辦理年度盤點，原則上應於貨物盤點後多久期間內造冊送海關備查？
(1) 1 週

(2) 2 週

(3) 1 個月

(4) 2 個月

15. 自由港區事業辦理年度盤點，至少應於預計盤點之日前多久向海關提出申請？
(1) 2 個星期

(2) 1 個月

(3) 1 個半月

(4) 2 個月

16. 關於單位用料清表的敘述何者為正確?
(1) 委託課稅區或保稅區廠商修理、檢驗、測試、加工等，如改變原貨物名稱、規格、型號、料號者，應
於貨物運出自由港區前依規定編製單位用料清表
(2) 單位用料清表內各項原料號所使用之「單位」，應與報單申報之「單位」一致
(3) 原送之單位用料清表，如有變更，須另造新表送海關備查
(4) 以上皆是
17. 某基隆港自由港區事業申報 F5 報單，其貨櫃（物）如須以內陸運輸送至高雄港裝船出口，應於通報放行
以何種車輛載運？
(1) 自由貿易港區專用車隊(專用運貨工具)

(2) 保稅卡車

(3) 物流中心契約車隊

(4) 一般車輛

18. 自由港區事業提領進口貨櫃，於拆櫃後辦理空貨櫃出港區門哨時，應由運送人？
(1) 因未載運貨物，免憑貨櫃(物)運送單逕行出區
(2) 憑貨櫃(物)運送單並開啟櫃門接受警衛人員檢查確係空貨櫃後，始准放行出區
(3) 憑運送單出區，由警衛人員核對無訛後放行出區
(4) 以上皆是
19. 自由港區貨物輸往課稅區，申報 F2 報單時，應在報單號碼欄之收單關別填報
(1) 賣方自由港區事業所在地關別代碼

(2) 買方課稅區所在地關別代碼

(3) 以上兩者皆可

(4) 免填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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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稅單

(2) 扣押收據

(3) 訪談記錄

(4) 查核不符事項通知單

21. 自由港區事業依第十七條第一項或第三項規定向海關通報，有虛報或不實情事者，由海關按次處新臺幣
元之罰鍰？
(1) 5 萬元以上 50 萬以下

(2) 3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

(3) 30 萬元以下

(4) 50 萬元以下

22. 下列何者為原產地證明書申請、簽發流程之正確流程？
a.簽發產證 b.傳輸出口報單 c.申請產證 d.貨品報關出口 e.比對出口報單 f.提供予產證進口人
(1) e.a.c.f.b.d

(2) d.c.b.e.a.f

(3) a.d.f.b.c.e

(4) d.c.b.a.e.f

23. 哪個不是自動化門哨管制系統所使用的技術？
(1)自動化車道取像

(2) OCR 辨識車牌、櫃號

(3) RFID 取得身份識別

(4)紅外線掃瞄取得櫃號

24. 下列對於運送單作業敘述何者錯誤？
(1) 港區事業於報單放行後新增運送單進入國內
(2) 港區事業申請按月彙報作業進入自貿港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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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港區貨棧申請自貿港貨物運至國內
25. 以下為按月彙報流程，請依先後順序排序？
a. 取得按月彙報資格 b. 以運送單方式出入 c. 申請貨物以按月彙報方式通關 d. 按月彙總申報作業
(1) a.c.b.d

(2) a.b.c.d

(3) c.a.b.d

(4) a.b.d.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