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關配合進出口貿易管理作業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為配合貨物通關自動化 一、為配合貨物通關自動化 為符法制用語，酌修文字。
之作業特性，釐清海關
之作業特性，釐清海關
與各主管機關間對貨物
與各主管機關間對貨物
輸出入管理之作業權責
輸出入管理之作業權責
，並使海關進出口通關
，並使海關進出口通關
作業能兼顧便民及防弊
作業能兼顧便民與防弊
，達到快速通關之目的
，達到快速通關之目的
，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貨物運達我國通商口岸 二、貨物運達我國口岸後， 海關係配合各主管機關執行
後，於海關放行前，應
需辦理報關、納稅等手 邊境管制，爰增訂適用主管
依據關務法規及各主管
續，在處理過程中有可 機關法規，以資完備，並為
機關之進出口或貿易管
能處分沒入、責令退運 使用語簡潔，酌修文字。
理法規處理。
或放行等不同情況，其
中經海關放行進口者始
進入國內市面。在海關
放行進口流入國內前，
尚在海關控管處理過程
中，處於邊界未稅狀態
，應由海關依據關稅法
規及本作業規定處理。
三、各主管機關進出口貿易 三、各主管機關進出口貿易 一、為符現行查核實務，酌
管理須由海關配合查核
管理需由海關配合查核
修第一項第一款。
事項，以下列範圍為限
事項，以下列範圍為限 二、為使規範用語簡潔，刪
：
：
除現行第一項第二款序
（一）依經濟部國際貿
（一）經經濟部國際貿
文、第二款第一目之１
易局(以下簡稱
易局傳輸具有出
及之２。
貿易局)傳輸之
進口廠商資格之 三、現行第一項第二款第二
出進口廠商資格
名單。
目移列至第三款，並配
名單，檢核出進
（二）列入中華民國海
合主管機關法規用語酌
口人資格。
關進口稅則（暨
作文字修正。
（二）貿易局公告列入
）輸出入貨品分 四、現行第一項第二款第三
限制輸出（入）
類表合訂本（簡
目至第六目為各該主管
貨品表及海關協
稱合訂本）之貨
機關定有輸出入規定或
助查核輸出（入
品及輸出入規定
公告應施檢驗、查驗或
）貨品表之貨品
：
檢疫之貨品，為免列舉
及輸出入規定。
１、經經濟部國際貿
規定有缺漏之虞，爰刪
（三）不准輸入及貿易
易局公告列入限
除之，並增訂第四款概
局公告列入「大
制輸出（入）貨
括性規定，以資周全。

陸物品有條件准
許輸入項目、輸
入管理法規彙總
表」之大陸物品
及輸入規定。
（四） 主管機關公告屬
應施檢驗、查驗
或檢疫之貨品及
輸出入規定。
（五）貿易局輸出(入)
行政規定彙編之
相關規定。
（六）經濟部公告禁止
、管制或暫停特
定國家或地區或
特定貨品輸出入
或採取必要措施
之項目。

品表及海關協助 五、現行第一項第三款移列
查核輸出（入）
為第五款，並酌作文字
貨品表合訂本（
修正。
彙總表）者：
六、現行第一項第四款移列
（１）列入限制輸出
第六款，並配合貿易法
（入）貨品表
第五條規定，增訂禁止
應簽發輸出（
或管制特定國家或地區
入）許可證或
之貿易。
應另行查核辦 七、現行第二項未符實際，
理之貨品及輸
爰予刪除。
出入規定。
（２）列入海關協助
查核輸出（入
）貨品表，免
辦簽證但應由
海關核憑主管
機關文件或應
查核辦理後放
行之貨品及輸
出入規定。
２、不准輸入及經經
濟部（國際貿易
局）公告列入大
陸物品有條件准
許輸入項目及輸
入管理法規（彙
總表）之大陸物
品。
３、經通訊傳播主管
機關公告列入電
信管制射頻器材
應經許可之項目
之貨品。
４、經衛生福利部公
告列入輸入食品
及相關產品查驗
辦法查驗範圍應
向衛生福利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申
請辦理查驗之貨
品。
５、經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公告列
入輸出入應施檢
驗商品品目之貨
品。
６、經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動植物防
疫檢疫局）公告
列入輸出入應施
檢疫動植物品目
之貨品。
（三）經濟部國際貿局
輸出(入)行政規
定彙編之相關規
定。
（四）經經濟部公告暫
停特定國家或地
區或特定貨品輸
出入或採取必要
措施之項目。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
第四款之輸出入規定事
項如有變更，主管機關
應儘速編印修正或增訂
活頁，以供抽換，抑或
刊登於網站以供下載。
變更之內容如建置有電
腦檔，主管機關應於施
行日更新。
四、海關配合各主管機關實 四、海關配合各主管機關對 一、前點第一款非以貨品分
施進出口貨物貿易管理
進出口貨物之管理事項
類號列管理，為符實際
者，除前點第一款、第
，除第三點第一項第二
，於修正第一項增列。
五款及第六款外，以貿
款第二目、第三款及第
另現行前點第一項第二
易局傳輸之中華民國輸
四款外，以中華民國輸
款第二目之公告項目已
出入貨品分類號列（以
出入貨品分類號列（簡
納入貨品分類號列管理
下簡稱為ＣＣＣ號列）
稱為ＣＣＣ號列）為作
，爰刪除之，並配合前
及輸出入規定為準。
業基準，並列入合訂本
點款次變更，修正引用
應實施進出口貿易管理
內規範者為限。
法據；現行應實施進出
貨品之ＣＣＣ號列，除
（一） 應實施進出口貿
口貿易管理貨品之ＣＣ
主管機關已透過關港貿
易管理貨品之Ｃ
Ｃ號列及輸出入規定，
單一窗口與海關連線並
ＣＣ號列及輸出
皆由貿易局傳輸予海關
核銷有關文件者，得先
入規定，海關係
，爰刪除現行第一款所

行通關放行外，於通關
時均由電腦自動列入文
件審 核通 關（ C2 ） 或
貨物 查驗 通關 （ C3 ）
方式。
同一稅則號別（前八碼
）之下，主管機關依照
貨物之性質、成分、用
途等區分其ＣＣＣ號列
（十碼），採行不同之
貿易管理方式者；或同
一ＣＣＣ號列之下，部
分列入查核，部分免予
查核者，如海關在實務
上對該區分條件判定有
特殊困難時，得要求主
管機關對免予繳驗簽審
文件者，一併出具證明
函。
各主管機關輸出（入）
許可證或同意文件所列
ＣＣＣ號列，如與海關
所核列不一致時，以海
關就實到貨物所核列者
為準。但配合貿易管理
部分，應洽商主管機關
同意後據以辦理。

以經濟部國際貿
定其他機關，並將現行
易局、衛生福利
序文及第一款整併為第
部、經濟部標準
一項。
檢驗局及行政院 二、為符現行實務作業，刪
農業委員會動植
除現行第二款第二目，
物防疫檢疫局等
並將現行第一目移列至
主管機關所傳輸
第二項。
之資料為準。
三、為符現行實務作業，刪
（二）海關在通關時配
除現行第三款後段規定
合作業如下：
，移列至第三項，並酌
１、應實施進出口貿
作文字修正。
易管理貨品之Ｃ 四、現行第四款移列至第四
ＣＣ號列，除主
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管機關已透過關
以求明確。
港貿單一窗口與
海關連線並核銷
有關文件者，得
先行通關放行外
，於通關時均由
電腦自動列入文
件 審 核 通 關
（C2）或貨物查
驗通關（C3）方
式。
２、 前目先行通關放
行案件，其書面
之報單及有關文
件依下列方式處
理：
（１）限量使用之書
面有關文件除
已透過關港貿
單一窗口核銷
先行通關放行
案件或經主管
機關與海關共
同決議免檢附
者外，報關人
應主動在放行
之翌日起三日
內（如係多次
使用，則於最

後一次使用時
）補送。
（２）其餘非屬前子
目應補送者，
由報關人依關
務法規之規定
，自行列管保
存。其經海關
通知補送資料
者，報關人應
於接到通知後
三日內補送。
（三）同一稅則號別（
前八碼）之下，
主管機關依照貨
物之性質、成分
、用途區分其Ｃ
ＣＣ號列（十碼
），採行不同之
貿易管理方式者
；或同一ＣＣＣ
號列之下，部分
列入查核，部分
免予查核者，如
海關在實務上對
該區分條件判定
有特殊困難時，
得要求主管機關
對免予繳驗簽審
文件者，一併出
具證明函。海關
實務上判定有特
殊困難之商品號
列，另由海關洽
商主管機關訂定
之。
（四）各主管機關所列
ＣＣＣ號列，如
與海關所核列不
一致時，以海關
就實到貨物所核
列者為準。惟配

合貿易管理部分
，經洽商主管機
關同意後據以辦
理。
五、主管機關公告應實施進 五、主管機關公告應實施進 為求文義明確並使用語一致
出口貿易管理之貨品，
出口貿易管理之貨品， ，酌作文字調整。
如未轉化為ＣＣＣ號列
如未轉化為ＣＣＣ號列
或僅作概括性或宣示性
或僅作概括性或宣示性
規範而無法列出ＣＣＣ
規範而無法列出ＣＣＣ
號列者，應由各主管機
號列者，應由各主管機
關責成出進口人或其委
關責成進出口人或其委
託之報關業者，於通關
託之報關人，於通關時
時自行報明並檢附規定
自行報明並檢附規定文
文件，由海關依其申請
件，由海關依其申請，
，列入文件審核通關
列入文件審核通關
（ C2 ）或 貨物 查驗 通
（C2 ） 或貨 物查 驗通
關（ C3 ）。 未依 規定
關 （ C3 ） 。未 依規 定
報明者，出進口人應自
報明者，廠商應自行負
行負法律責任。
法律責任。
六、貨物通關時，海關核憑 六、海關審核文件，除法令 酌作文字調整以符實際及法
輸出（入）許可或同意
另有規定外，以一證不 制體例。
文件通關，不得要求查
二核為原則。亦即凡屬
核發證機關應行查核之
簽證機關在簽證時應行
其他主管機關文件。但
查核之主管機關之許可
法令另有規定者，不在
或同意文件，通關時海
此限。
關核憑輸出（入）許可
證通關，不得要求查核
原主管機關之許可或同
意文件。
七、進出口貨物涉及違反輸 七、廠商報運進出口貨物， 依現行實務作業，海關於通
出入規定或主管機關規
違反主管機關規定，除 關遇有疑義時應即通知主管
定查核事項者，應將涉
涉及智慧財產權之案件 機關，且海關係配合各主管
及違反規定情事通知主
，另依有關規定辦理外 機關執行邊境管制，為避免
管機關。但法令另有規
，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架空主管機關權限並明確規
定者，從其規定。
，海關於處分確定後應 範，爰修正現行規定，定明
通知主管機關。但如另 海關應將涉及違反輸出入規
有其他規定或案件將逾 定情事通知該主管機關，以
時效期間，或情事顯著 利主管機關依其規定辦理，
者，應先行通知。
並增列但書規定，以資周全
（一）經海關依據海關 ；智慧財產權邊境措施已明
緝私條例之規定 定於海關執行商標權益保護

處分者。
措施實施辦法，爰刪除之。
（二）因虛報ＣＣＣ號
列而規避輸出（
入）規定，但未
經依海關緝私條
例之規定處分者
。
（三）違反第三點貿易
管理事項，經洽
主管機關列表須
通報者。
八、已放行進口貨物查獲不
符輸入規定，該貨物之
處理經主管機關確認不
適用其主管法規或無貨
物處理規定，且未經依
海關緝私條例裁處沒入
時，除該主管機關明示
不予事後補正外，海關
應通知進口人限期補正
輸入許可文件。
前項貨物經主管機關明
示不予事後補正或屆期
未補正輸入許可文件，
且無財政部一百零八年
五月二十四日台財關字
第一○七一○二六○六
二號令信賴保護原則之
適用者，應依關稅法第
九十六條規定辦理。

一、本點新增。
二、為明確已放行貨物查獲
不符輸入規定之貨物處
理原則，爰增訂本點規
定，第一項定明海關應
通知補正之情形；第二
項定明未補正輸入許可
文件之貨物處理方式，
並納入信賴保護原則之
適用，以為衡平。

八、各主管機關要求海關配 一、本點刪除。
合事項，應循本作業規 二、海關配合各主管機關查
定所列途徑，函請經濟
核事項之範圍已列明於
部國際貿易局列入輸出
第三點，本作業規定係
入規定後，海關始予配
規範海關業務處理方式
合。
之行政規則，為符法制
，刪除本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