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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9 年 9 月 10 日

財政部關稅總局令

台總局驗字第 09910194471 號

訂定「進口貨物估價預先審核作業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附「進口貨物估價預先審核作業規定」
總 局 長 吳愛國

進口貨物估價預先審核作業規定
一、為執行進口貨物估價預先審核作業及相關程序事項，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進口貨物估價預先審核之申請人，應填具「財政部關稅總局估價預先審核申請書」（格式如
附件），並依據申請預先審核項目檢附所需文件資料，向關稅總局提出申請。
三、申請估價預先審核所需文件資料如下：
(一) 關稅法第二十九條第三項第一款規定應加計費用項目
１、佣金、手續費：
(１) 代理合約書或證明代理關係存在之文件。
(２) 採購訂單、電報、信用狀及往來文件等。
(３) 買賣合約書。
(４) 國外供應商開與代理商之發票或其他文件。
(５) 買方或賣方支付佣金或手續費之付款文件。
(６) 中間商提供服務性質之說明或商業文件。
(７) 其他必要文件。
２、容器及包裝費用：
(１) 由買方負擔之容器及包裝材料、勞務等費用明細。
(２) 買賣合約書。
(３) 商業發票或其他進口文件。
(４) 信用狀、付款證明。
(５) 其他必要文件。
(二) 關稅法第二十九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之產銷協助費等應加計費用項目
１、買方無償或減價提供賣方用於生產或銷售貨物之產銷協助項目及費用明細。
２、買賣合約書。
３、商業發票。
４、產銷協助有關之往來文件。
５、信用狀、付款證明。
６、其他必要文件。
(三) 關稅法第二十九條第三項第三款規定之權利金及報酬等應加計費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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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與交易有關之所有當事人關係之說明。
２、專利權及特許權授權協議書。
３、買賣合約書。
４、訂單、商業發票等進口文件。
５、信用狀、付款證明。
６、其他必要文件。
(四) 關稅法第二十九條第三項第五款、第六款規定之運至輸入口岸之運費、裝卸費、搬運費及
保險費項目
１、運至輸入口岸之運費、裝卸費、搬運費及保險費明細及證明。
２、買賣合約書。
３、商業發票。
４、信用狀、付款證明。
５、其他必要文件。
(五) 關稅法施行細則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貨物進口後之技術協助費等應減費用項目
１、貨物或勞務合約。
２、與進口後所從事之工作或技術協助有關之費用明細。
３、技術協助費用。
４、勞務性質之費用。
５、已含或未含於實付價格之事證。
６、與進口後之技術協助費有關之往來文件。
７、其他必要文件。
(六) 其他屬實付、應付之費用項目
視申請內容提供必要之相關文件。
四、進口貨物估價預先審核之作業程序：
(一) 關稅總局驗估處於收到申請書後，應即鍵入「估價預先審核作業檔」列案管理，並審核申
請書、附件及相關必要文件資料。
(二) 有待補件事項者，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件，其未依期限補件，則不予受理，並於申請書處
理情形「不予受理」欄位處註記。
(三) 申請估價預先審核案件如有特殊原因須儘速核復者，申請人應於申請書上敘明理由。
(四) 對申請估價預先審核之貨物須洽詢國際或國內機構或專家意見，致未能於收到申請書或補
件齊全之翌日起四十五日內答復時，應將延長之事由先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五) 關稅總局驗估處應依審核結果以書面答復申請人，並副知各關稅局。
五、關稅總局於收到申請人不服原估價預先審核結果之覆審申請後，應即由驗估處召集覆審小組
會議審議，並於接到覆審申請書之翌日起二十日內將覆審結果通知申請人。
經覆審認為無理由者，應以書面答復申請人；認為有理由者，應變更原審核結果，以覆
審通知書通知申請人，並副知各關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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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經估價預先審核之案件，關稅總局如須變更預審結果者，應以書面敘明理由通知申請人變更
後之估價預先審核結果，並副知各關稅局。
關稅總局收到申請人延長原預先審核結果適用之申請，應以書面答復申請人並副知各關
稅局。其核准之延長期限以收到變更之書面通知之翌日起九十日為限。
七、申請人於估價預先審核期間進口相同貨物，海關得依關稅法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辦理先行驗
放。
八、進口貨物通關時，海關發現進口人檢附之答復函影本疑有不實者，應於查明後依相關規定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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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關稅總局
估價預先審核申請書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一、申請人：
進口人名稱：
負責人：
聯絡人或代理人（請附委任書）：
電子信箱：
二、交易關係人資料：

受理日期：

年

月

日

公司（身分證）統一編號：
（簽章） 地址：
電話：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賣方名稱：
負責人或連絡人：

編號：

傳真：
□貿易商
□製造商
□其他：

地址：
電話：
其他交易人：
□貿易商
（無其他交易人免填，超過一人時請於第四 傳真：
□製造商
電子信箱：
項中說明）
□其他：
地址：
三、申請事項：（請參考估價預審所需文件一覽表）
□貨物進口後之技術協助等應減費用。
□佣金、手續費、容器及包裝費用。
□其他屬實付、應付之費用。
□產銷協助費。
□權利金或報酬等。
□運至輸入口岸之運費、裝卸費、搬運費及保險
費。
四、貨物描述：

五、交易描述：（含預定出、進口之機場或港口，篇幅不足時，請另紙檢附）

六、申請理由及主張適用法規：
七、資訊公開：□否； □是。（估價預審在刪除商業機密資料或涉及交易之特定團體後，可公布於關稅
總局網頁）
八、其他補充事項：
九、注意事項：
１、貨物已報關進口者，請勿申請估價預先審核。
２、如需儘速核復者，請於「八、其他補充事項」敘明理由，以便優先辦理。
十、處理情形
（由關稅總局填列）

□核發（
年
月
日）
□不予受理（
年
月
日）
□其他情形：

承辦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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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預審所需文件一覽表
◎ 佣金、手續費、容器及包裝費用：
◎ 運至輸入口岸之運費、裝卸費、搬運費及保險
(一) 佣金、手續費：
費：
１、代理合約書（Agency agreement）或證明代理關 １、運至輸入口岸之運費、裝卸費、搬運費及保
係存在之文件。
險費明細及證明。
２、採購訂單、電報、信用狀、往來文件等。
２、買賣合約書。
３、買賣合約書（Contracts of sale）。
３、商業發票。
４、國外供應商開與代理商之發票或其他文件。
４、信用狀、付款證明。
５、買方或賣方支付佣金或手續費之付款文件。
５、其他必要文件。
６、中間商提供服務性質之說明或商業文件。
◎ 貨物進口後之技術協助等應減費用：
７、其他必要文件。
１、貨物或勞務合約（Contract for goods or
(二) 容器及包裝費：
services）。
１、由買方負擔之容器及包裝材料、勞務等費用明 ２、與進口後所從事之工作或技術協助有關之費
細。
用明細。
２、買賣合約書。
３、技術協助費用。
３、商業發票或其他進口文件。
４、勞務性質之費用。
４、信用狀、付款證明。
５、已含或未含於實付價格之事證。
５、其他必要文件。
６、與進口後之技術協助有關之往來文件。
７、其他必要文件。
◎ 其他屬實付、應付之費用：
◎ 產、銷協助費：
１、買方無償或減價提供賣方用於生產或銷售貨物之
產銷協助項目及費用明細。
２、買賣合約書。
３、商業發票。
４、產銷協助有關之往來文件。
５、信用狀、付款證明。
６、其他必要文件。
◎ 權利金或報酬等：
１、與交易有關之所有當事人關係之說明。
２、專利權及特許權授權協議書（Royalty and
Licence agreement）。
３、買賣合約書。
４、訂單、商業發票等進口文件（Import
documents）。
５、信用狀、付款證明。
６、其他必要文件。
注意事項：申請估價預審項目所需文件資料，倘有未列部分，關稅總局將視需要情況，另行通知申請人補
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