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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9 年 7 月 1 日

財政部公告

台財關字第 09900158890 號

主

旨：預告「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財政部。
二、修正依據：關稅法第二十條第三項。
三、「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如附件。本
案另載本部全球資訊網站（網址：http://www.mof.gov.tw）「法規預告」網頁。
四、對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14 日內陳述意見
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本部關政司
(二) 地址：台北市愛國西路 2 號 5 樓
(三) 傳真：02-23941479
(四) 電子郵件：doca@mail.mof.gov.tw
部

長 李述德

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六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訂定發布施行
後，歷經十六次修正。本次修正主要係為配合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規劃建
置之「航前旅客審查（APP）系統」將提供入出境旅客資料予海關，供海關查緝作業需要；並為
完整規範海、空運輸業者應向海關申報旅客及運輸工具服務人員等名單，統一其應申報之事項；
另為簡化海運轉口貨櫃（物）通關作業程序（T2），推動海運運輸業者對轉口貨物比照進口艙單
格式申報轉口艙單各欄位及翔實申報貨名，並配合海關主動式及被動式電子封條加封之逐步實
施，爰修正本辦法，計增訂一條、修正十一條，其修正重點如次：
一、除旅客名單外，運輸工具服務人員名單亦應向海關申報。另為簡政便民，增列但書，規定海
關如可由其他機關取得應申報資料者，運輸業者得免向海關申報。（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配合海關主動式及被動式電子封條加封控管機制之逐步實施，並促進港口繁榮，以及創造推
動轉口艙單翔實申報貨名之利基，增訂不同港區間之轉口櫃准以陸路方式轉運。配合上開新
制之實施，並增訂針對貨櫃（物）得經內陸轉運出口之規定，授權海關視實際情形，分期分
區公告實施之配套措施。另增訂武器、彈藥、毒品、危險品等轉口貨物僅限由原進口之港口
或機場轉運出口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
三、配合移民署將提供海關有關入出境旅客名單，增列修正海、空運輸工具入出境時，應向海關
提交過境旅客名單，以及入、出、過境旅客名單應載明事項等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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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條、第四十五條、第七十一條之一、第七十四條及第七十四條之一）
四、鑑於空運實務作業之空運貨物進口係使用提單，而出口則使用貨運託運單，爰將空運進口貨
物艙單應載明貨運託運單號碼中之貨運託運單修正為提單，以符實際。（修正條文第七十三
條）
五、配合本辦法相關條文之增修，並期罰度一致，爰將違規情事相同之第七十一條之一及第七十
四條之一，一併增列於本條中，俾資完備。（修正條文第八十二條）

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運輸工具出入國境，其 第三條 運輸工具出入國境，其 一、按本辦法第三章「運輸
載運之貨物、行李、物品及旅

載運之貨物及旅客暨其行李，

工具通關事項之管理」

客與服務人員名單，應依本辦

應依本辦法之規定，向海關申

第四十三條、第五十六

法之規定，向海關申報。但海

報。

條、第六十二條、第七

關可經由其他機關提供而取得

十一條等，已將隨船

應申報資料者，得免予申報。

（機）服務人員名單及
各類自用物品清單，列
為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
時，應向海關辦理申報
之項目。本條係屬第一
章「總則」之規定，爰
予增訂該等項目，俾資
周延。
二、為簡政便民，並配合移
民署提供「航前旅客審
查（APP）系統」供海
關查緝作業需要，增列
但書規定，明定海關如
由其他機關取得資料，
運輸業者得免向海關申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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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條 運輸工具載運轉口 第三十二條 運輸工具載運轉口 一、為規劃各港間之轉口貨
貨櫃（物），應於進儲貨櫃集

貨櫃（物），應於進儲貨櫃集

櫃在加封電子封條後，

散站（或碼頭專區）或貨棧之

散站（或碼頭專區）或貨棧之

得以陸路方式運送，並

翌日起六十日內轉運出口。如

翌日起六十日內轉運出口。如

有利逐步推動轉口艙單

無船期、班機或有其他原因

無船期、班機或有其他原因

翔實申報貨名之制度，

者，得向海關申請延長三十

者，得向海關申請延長三十

爰於第三項增列除外規

日。

日。

定。

前項轉口貨物未於期限內

前項轉口貨物未於期限內 二、增訂第四項。為配合海

轉運出口，應限期退運，逾期

轉運出口，應限期退運，逾期

關主動式及被動式電子

未退運出口者，海關得準用關

未退運出口者，海關得準用關

封條加封之逐步實施，

稅法第六十二條規定，將貨物

稅法第六十二條規定，將貨物

爰增訂本項規定，針對

變賣之。

變賣之。

貨櫃（物）得經內陸轉

海運轉口貨櫃（物）經由

海運轉口貨櫃（物）經由

運出口之規定，授權關

海運轉運出口者，除其艙單已

海運轉運出口者，不得以內陸

稅總局分期分區公告實

據實詳細申報貨物名稱，且經

運輸方式運送至內陸貨櫃集散

施之。

海關派員押運或核准加封電子

站、貨棧或其他港口辦理轉運 三、增訂第五項。按現行轉

封條外，不得以內陸運輸方式

出口。

口貨物通關及管理作業

運送至內陸貨櫃集散站、貨棧

要點第九點第二項規

或其他港口辦理轉運出口。

定，武器、彈藥、毒

前項貨櫃（物）得經內陸

品、危險品等轉口貨物

轉運出口之規定，由關稅總局

限於原港口或原機場出

分期分區公告實施之。

口，因涉及轉口貨物轉

武器、彈藥、毒品、危險

口運送之限制，與人民

品等轉口貨櫃（物），限由原

權益有關，以法律或法

進口之港口或機場轉運出口。

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規定
為妥，爰增訂第五項，
以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四、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未 修
正。

第三十六條 船舶駛進中華民國 第三十六條 船舶駛進中華民國 為期用語一致，參照現行條
緝私水域內，應在船上備有由

緝私水域內，應在船上備有由 文第六十二條及第七十一條

船長簽字之下列文件，以備隨

船長簽字之下列文件，以備隨 之規定，將船員名單修正為

時交登船關員查驗：

時交登船關員查驗。

一、隨船進口及過境貨物艙

一、隨船進口及過境貨物艙 序言酌作標點符號修正。

單：如屬貨櫃船者，過境

單：如屬貨櫃船者，過境

入境隨船服務人員名單，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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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艙單無法及時提供時

貨物艙單無法及時提供時

得以貨櫃放置艙位配置圖

得以貨櫃放置艙位配置圖

代替。但應於該配置圖加

代替。但應於該配置圖加

註「代替過境貨物艙單」

註「代替過境貨物艙單」

字樣，並由船長簽字。

字樣，並由船長簽字。

二、隨船進口及過境包件清
單。

單。
三、貨物放置艙位配置圖：如

屬貨櫃船者，得以貨櫃放

屬貨櫃船者，得以貨櫃放

置艙位配置圖代替。

置艙位配置圖代替。

四、入境及過境旅客名單，並

四、入境及過境旅客名單，並

註明全部託運行李件數。

註明全部託運行李件數。

五、輪船應用食物及什物清

五、輪船應用食物及什物清

單，如有麻醉藥品、武器

單，如有麻醉藥品、武器

彈藥及外幣者並各附其清

彈藥及外幣者並各附其清

單。

單。

其自用不起岸物品清單。
七、郵件清單。

財政經濟篇

二、隨船進口及過境包件清

三、貨物放置艙位配置圖：如

六、入境隨船服務人員名單及

20100706

六、船員名單及船員自用不起
岸物品清單。
七、郵件清單。

第三十九條 入境及過境旅客名 第三十九條 入境旅客名單應載 一、參照第七十一條之一規
單應載明下列事項：

明下列事項：

定於第一項內將過境旅

一、姓名。

一、姓名。

客名單所應載明事項納

二、性別。

二、性別。

入本條規範。另依移民

三、國籍。

三、國籍。

署「航前旅客審查系

四、出生日期。

四、年齡。

統」所規範之旅客相關

五、入境證或護照號碼。

五、住址。

資料，修正第一項第四

六、護照有效日期。

六、入境證或護照號碼。

款之年齡為出生日期，

入境隨船服務人員名單應

刪除第五款住址規定及

載明下列事項：

將原第六款移列至第五

一、姓名。

款，第六款則增列「護

二、性別。

照有效日期」之文字。

三、國籍。

二、增訂第二項。規定入境

四、出生日期。

隨船服務人員名單應申

五、護照號碼。

報事項。

六、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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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條 船舶出口前，船長 第四十三條 船舶出口前，船長 一、第一項第三款增列過境
或由其委託之船舶所屬業者應

或由其委託之船舶所屬業者應

旅客名單為船舶出口時

檢具下列文件向海關申請結

檢具下列文件向海關申請結

應向海關申報文件之規

關，經核發結關證明書後，船

關，經核發結關證明書後船舶

定，並酌作文字及標點

舶始得出港：

始得出港：

符號修正。

一、結關申請書。

一、結關申請書。

二、出口貨物艙單。

二、出口貨物艙單。

四款船員名單修正為出

三、出境及過境旅客名單。但

三、出境旅客名單。但與進口

境隨船服務人員名單。

二、為期一致，將第一項第

與船舶進口時所送過境旅

時所送過境旅客名單相同 三、第一項第七款及第八款

客名單相同者，免送。

者免送。

四、出境隨船服務人員名單。
但與船舶進口時所送名單

酌作標點符號修正。

四、船員名單但與進口時所送 四、第 二 項 及 第 三 項 未 修
名單相同者免送。

正。

相同者，免送。
五、檢疫准單。

五、檢疫准單。

六、助航服務費繳納證明書。

六、助航服務費繳納證明書。

七、退關貨物清單。無退關貨

七、退關貨物清單，無退關貨

物時，仍應填「無」。
八、註銷貨物清單。無註銷貨
物時，仍應填「無」。
九、出口貨櫃清單。
結關申請書及結關證明書
之格式由海關訂定並公告。

物時仍應填「無」。
八、註銷貨物清單，無註銷貨
物時仍應填「無」。
九、出口貨櫃清單。
結關申請書及結關證明書
之格式由海關訂定並公告。

依第一項規定以連線方式

依第一項規定以連線方式

傳輸艙單者，應於船舶結關後

傳輸艙單者，應於船舶結關後

四十八小時內為之，並免向海

四十八小時內為之，並免向海

關遞送書面艙單。

關遞送書面艙單。

依第一項規定以連線方式

依第一項規定以連線方式

傳輸出口貨櫃清單者，應於結

傳輸出口貨櫃清單者，應於結

關後四十八小時內為之，海關

關後四十八小時內為之，海關

並得視實際傳輸情形核准免送

並得視實際傳輸情形核准免送

書面貨櫃清單。

書面貨櫃清單。

第四十五條 出境及過境旅客名 第四十五條 出境旅客名單應載 一、將過境旅客名單所應載
單應載明下列事項：

明下列事項：

明事項納入第一項規

一、姓名。

一、姓名。

範，並將原第四款之年

二、性別。

二、性別。

齡修正為出生日期、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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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籍。

三、國籍。

除第五款住址規定及將

四、出生日期。

四、年齡。

原第六款移列至第五

五、出境證或護照號碼。

五、住址。

款，第六款則增列「護

六、護照有效日期。

六、出境證或護照號碼。

照有效日期」之文字。
二、增訂第二項。明定出境

出境隨船服務人員名單應
載明下列事項：

隨船服務人員名單應申

一、姓名。

報事項。

二、性別。
三、國籍。
四、出生日期。
五、護照號碼。
六、職位。
第七十一條 飛機抵達本國機場 第七十一條 飛機抵達本國機場 一、為配合實務需要，並期
後，機長或由其委託之飛機所

後，機長或由其委託之飛機所

用語一致，將第一項第

屬業者應檢具下列經其簽章之

屬業者應檢具下列經其簽章之

一款隨機航員名單（綜

文件向海關申報：

文件向海關申報：

合報告表）修正為入境

一、進口及過境貨物艙單各一

一、隨機航員名單（綜合報告

隨機服務人員名單，並

式三份。未載貨者，亦應

表）一份。

移列至第三款。原第二

檢送，並填列「無」。

二、進口及過境貨物艙單各一

款、第三款分別移列至

二、入境及過境旅客名單。

式三份，未載貨者亦應檢

第一款、第二款，原第

三、入境隨機服務人員名單一

送「無」貨艙單。

一款文字，並酌作修

份。
進口貨物艙單所列貨物，

三、入境及過境旅客名單。

正。

進口貨物艙單所列貨物， 二、第二項未修正。

如含有併裝貨物時，除應在艙

如含有併裝貨物時，除應在艙 三、第三項、第四項及第五

單上註明何者為併裝貨物外，

單上註明何者為併裝貨物外，

項酌作文字及標點符號

並須另備分艙單，其申報內容

並須另備分艙單，其申報內容

修正。

同進口貨物艙單。

同進口貨物艙單。

連線申報進口及過境貨物

連線申報進口及過境貨物

艙單者，應於飛機自國外最後

艙單者，應於飛機自國外最後

裝卸貨機場起飛後至抵達本國

裝卸貨機場起飛後至抵達本國

機場後二小時內傳輸海關。但

機場後二小時內傳輸海關。但

有特殊情形經海關核准者，不

特殊情形經海關核准者，不在

在此限。

此限。

依前項連線方式申報者，

依前項連線方式申報者，

仍應於飛機抵達後二十四小時

仍應於飛機抵達後二十四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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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補送書面艙單資料。但海關

內補送書面艙單資料，惟海關

得視實際傳輸情形，公告准免

得視實際傳輸情形，公告准免

遞送書面艙單資料。

遞送書面艙單資料。

連線申報入境及過境旅客

連線申報入境及過境旅客

名單者，應於飛機起飛前，將

名單者，應於飛機起飛前，將

資料傳輸海關；其實施日期，

其資料傳輸海關，實施日期由

由關稅總局另行公告之。

關稅總局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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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條之一 入境及過境旅 第七十一條之一 入境及過境旅 一、依移民署「航前旅客審
客名單應載明下列事項：

客名單應載明下列事項：

查系統」所規範之旅客

一、姓名。

一、姓名。

相關資料，爰將第一項

二、性別。

二、性別。

第四款之出生年、月、

三、國籍。

三、國籍。

日修正為出生日期，並

四、出生日期。

四、出生年、月、日。

於第六款增列「護照有

五、入境證或護照號碼。

五、入境證或護照號碼。

效日期」。

六、護照有效日期。

二、增訂第二項。規定入境

入境隨機服務人員名單應

隨機服務人員名單應申

載明下列事項：

報事項。

一、姓名。
二、性別。
三、國籍。
四、出生日期。
五、護照號碼。
六、職位。
第七十三條 進口貨物艙單應載 第七十三條 進口貨物艙單應載 按諸實務，空運貨物進口使
明下列事項：

明下列事項：

一、飛機隸屬國籍及所屬公

一、飛機隸屬國籍及所屬公 單，爰將第三款中之貨運託

司。

司。

用提單，出口使用貨運託運
運單修正為提單，以符實

二、到達日期及班次。

二、到達日期及班次。

三、所載貨物之提單號碼（包

三、機上所載貨物之貨運託運 修正。

括主號、分號）、貨物名

單號碼（包括主號、分

稱、件數、重量。如遇兩

號）、貨物名稱、件數、

件以上貨物合裝成一件

重量，如遇兩件以上貨物

者，應詳細註明該件內所

合裝成一件者，應詳細註

包含件數。

明該件內所包含件數。

四、裝運及到達地點。

四、裝運及到達地點。

際，並酌作文字及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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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貨物存放處所。

第七十四條 飛機起飛出境前， 第七十四條 飛機起飛出境前， 一、參照第七十一條第一項
其機長或由其委託之飛機所屬

其機長或由其委託之飛機所屬

規定，將原第一項「出

業者應檢具下列經其簽章之文

業者應檢具出口貨物艙單一式

口貨物艙單一式二份」

件向海關申報：

二份向海關申報。

之文字移列至第一項第

一、出口貨物艙單一式二份。

一款。

二、出境及過境旅客名單。但

二、按本辦法未規範空運運

與入境時所送過境旅客名

輸業應向海關申報出

單相同者，免送。

境、過境旅客名單及隨

三、出境隨機服務人員名單。

機服務人員名單，爰於

但與入境時所送名單相同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

者，免送。

增訂出境及過境旅客名

出口貨物艙單所列貨物，

出口貨物艙單所列貨物，

單與隨機服務人員名單

如含有併裝貨物時，除在艙單

如含有併裝貨物時，除在艙單

之規定。另為簡政便

上註明何者為併裝貨物外，並

上註明何者為併裝貨物外，並

民，於第二款及第三款

須另備分艙單，其格式同進口

須另備分艙單，其格式同進口

增列免送該名單之除外

貨物艙單，於飛機起飛前一併

貨物艙單，於飛機起飛前一併

規定。

遞送海關。

遞送海關。

依前二項規定以電腦連線

依前二項規定以電腦連線

方式傳輸艙單訊息者，應於飛

方式傳輸艙單訊息者，應於飛

機起飛後四十八小時內傳輸並

機起飛後四十八小時內傳輸並

免向海關遞送書面艙單。

免向海關遞送書面艙單。

第七十四條之一 出境及過境旅
客名單應載明下列事項：

三、第 二 項 及 第 三 項 未 修
正。

一、本條新增。
二、為配合第七十四條之修

一、姓名。

正，並參照第七十一條

二、性別。

之一規定，於第一項規

三、國籍。

定出境及過境旅客名單

四、出生日期。

應載明事項。另於第二

五、出境證或護照號碼。

項訂定出境隨機服務人

六、護照有效日期。

員名單應載明事項，以

出境隨機服務人員名單應
載明下列事項：
一、姓名。
二、性別。
三、國籍。

資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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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生日期。
五、護照號碼。
六、職位。
第八十二條 運輸業或運輸工具 第八十二條 運輸業或運輸工具 本條將違反第三十九條、第
負責人違反第十五條、第三十

負責人違反第十五條、第三十 四十五條有關海運入、出、

九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七

九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七 過境人員名單應載明事項者

條、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

條、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 納入處罰，為期罰度一致，

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五條、第

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五條、第 並避免加重處分，爰將違規

六十一條、第六十四條、第六

六十一條、第六十四條、第六 情事相同之第七十一條之一

十五條、第六十七條、第六十

十五條、第六十七條、第六十 及第七十四條之一，一併增

八條、第六十九條、第七十一

八條、第六十九條、第七十五 列於本條中，以資完備。

條之一、第七十四條之一、第

條規定者，海關得依關稅法第

七十五條規定者，海關得依關

八十三條規定，予以警告並限

稅法第八十三條規定，予以警

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

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

二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連續處

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罰。

連續處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