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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財政部關務會報吳政務次長自心致詞
吳自心  財政部/政務次長

謝署長、本部各單位主管、陳主任檢

一堂的機會，盤點過去1年查緝成果，介

察官、吳副總隊長、曾大隊長、各位貴賓、

紹簡政便民措施，精進通關之各項創新措

各位媒體朋友、各位海關同仁，大家午安

施，讓大家看到海關在查緝走私、打擊跨

大家好。

境犯罪以及執行洗錢防制、防堵豬瘟等

首先感謝各位參加107年財政部關務

政府重大政策的努力，107年海關查獲未

會報，關務會報自81年首次舉辦，迄今已

經檢疫豬肉及含有豬肉製品6千餘件，非

有26年，107年關務會報中心議題為「便

常不容易，可見海關執行邊境防疫的努

捷、數位、安全、廉能」，利用大家齊聚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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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是一個有非常多年輕人的單位，

最後勉勵各位，海關107年查緝毒品7

同仁平均年齡為42.2歲，新進同仁較多，

千餘公斤，較106年成長62.19%，績效非常

好處是年輕、有活力、不受束縛、可打破

顯著。海關肩負維護貿易便捷與安全雙重

傳統框架；但是年輕同仁初入社會，查緝

責任，在無法輕易提高抽檢比率影響通關

經驗不足，面對走私，有賴各位關務長、

速度下，仍須精準執行查緝毒品、槍枝或

各位歷練豐富主管的辛苦帶領，傳承培

管制品等國安任務，關員的工作非常危險

育，使關務工作能順暢進行，各位導師功

辛苦，在此代表財政部感謝各位，期望海

不可沒。

關同仁繼續努力，精益求精，使民眾更加
滿意，再次感謝各位的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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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化退稅，您好！
張錫馨  臺北關/課長

壹、前言
臺灣經濟向以出口貿易為導向，然而
臺灣各項外銷品所需原物料多數仰賴進
口，政府以擴大出口促進國家經濟成長的
同時，為提高廠商外銷品競爭力，於民國

一、紙本退稅
我國政府於44年開始紙本作業之外
銷品退稅制度：
製造商於原料進口後向工業局申請
原料核退標準(下稱核退標準)。

(下同)44年開始實施外銷品沖退稅制度。

出口商於出口前依據核退標準製作

爾後因貿易自由化及進口稅率逐漸調

紙本外銷品使用原料及其供應商資料清

降，外銷品退稅制度對外銷廠商之重要性

表(下稱用料清表)，檢附於出口報單後辦

已逐步減少，為簡化退稅作業，財政部從

理出口通關作業。

73年開始，宣布逐年取消出口退稅。詎料

申請退稅廠商於出口報單審結後，繕

97 年 末 因 全 球 金 融 海 嘯 及 經 濟 情 勢 丕

具外銷品沖退稅申請書表(甲、乙、丙表)，

變，嚴重衝擊我國外銷產業，因而退稅制

並檢具進、出口報單第3聯(退稅用聯)及退

度再度受到青睞，財政部配合國家經濟政

稅同意書等相關資料提出退稅申請，由海

策自98年3月起至102年間，先後3次公告全

關相關人員採人工收單、核算及帳務鍵檔。

面恢復沖退稅。

貳、目前實施情形

從上述紙本退稅作業流程圖來看，紙
本退稅實際執行相當複雜，僅就核算而
言：核算員收到案件後，首先須檢核出口

外銷品沖退稅係指廠商進口原料經

報單、用料清表及進口報單的貨名、規

「加工」後，若符合外銷品沖退稅有關法

格、數/重量、單位是否與工業局核退標

令，即准予退還其所用進口原料稅款。換

準相符。另尚須計算退稅金額及所檢附資

言之，進口原料須取得經濟部工業局(下

料表單是否正確、齊全等相關事項；且所

稱工業局)核定之核退標準並經加工後出

有流程皆需人工作業，耗時費力。尤其審

口者，方可退稅，如未經加工出口，或直

核汽車案件大都為長單，不僅進口原料項

接售予保稅區，則不可退稅。加工原料應

次眾多，出口車款繁多，另不同車款又須

徵稅款若屬繳現者，外銷後准予退現，稱

適用不同核退標準，每種車款動則須核對

之為「退稅」，如屬記帳者，外銷後准予

數百項進口汽車原料，若僅審核1份出口

沖銷，稱之為「沖稅」，目前廠商申請退

報單可能就需1週以上時間，嚴重影響案

稅方式採用紙本與電子化雙軌並行。

件辦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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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外銷品沖退稅紙本作業流程圖
二、電子(E)化退稅

量 保 留 取 消 退 稅 外 )， 造 成 退 稅 案 件 劇

經歷多次降低關稅稅率及取消關稅

增，原有編制的審核人力嚴重不足，遂於

結果，退稅案件減少，海關審核退稅業務

100年開始推動電子化退稅作業，在前輩

的人力由原百人以上降至十多人，後為減

們披荊斬棘的努力，跨部會的溝通協調整

輕全球金融海嘯及他國各項貿易自由協

合建置系統測試，並舉辦多次說明會，終

定對臺灣的衝擊，本應取消的退稅制度，

於101年9月17日電子化沖退稅作業正式

又全面恢復(目前除51項因保育與產業考

實施。廠商得於該系統執行專案原料核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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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之使用授權、進出口報單退稅之授

(製造商與出口商不同，出口商須取得

權、委任關係維護、用料清表製作、沖退

製造商線上標準授權)經與工業局核

稅申請、補沖退稅申請及沖退稅案件查詢

退標準完成電腦比對無訛後，上傳至

等作業。

出口通關系統，經電腦比對無訛，出

(一)製造商於原料進口後向工業局申請可

口放行(出口報單通關流程查詢有沖

與海關電腦比對之核退標準。若製造

退稅電子化註記)。

商與出口商不同，製造商以工商憑證

(三)退稅廠商於出口報單審結後，以工商

登入「關港貿單一窗口－電子化沖退

憑證或經工商憑證委任之自然人憑證

稅系統」(下稱電子化沖退稅系統)進

登入電子化沖退稅系統(若申退廠商

行核退標準授權作業。

非進口、出口及製造商三者相同之廠

(二)出口商於外銷品出口前，以工商憑證

商申請退稅，尚須取得他方報單之線

或經工商憑證委任之自然人憑證登入

上授權)申請退稅作業中鍵入進口報

電子化沖退稅系統，依據工業局核定

單號碼及項次，經電腦審核無訛，完

之原料核退標準資料製作用料清表

成退稅作業申請。

圖 2 外銷品沖退稅電子化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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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紙本退稅與電子(E)化退稅之
比較

理，全程無紙化完成退稅申請，E化

一、對退稅廠商：以電子化申請退稅，無

二、對海關而言：關員無須收件登錄，審

須申請進、出口副報單，影印進、出

核員亦無須逐項檢核出口報單、用料

口報單，填寫或繕打計算繁複的甲、

清表和進口報單的貨名、規格、數/

乙、丙表，及親送或郵寄沖退稅案

重量、單位等資料是否與工業局核退

件。藉由電腦，不分平時、假日，僅

標準相符，而是藉由電腦進行專屬欄

須在退稅平臺上輸入少許資料，退稅

位的比對，減少人為疏失，不僅節省

金額由電腦計算處理；若有錯單，電

人力，更可提高審案效率。

腦系統會即時通知，請廠商迅速處
項目

退稅省錢省力，快速便捷。

三、兩者比較如下：

紙本退稅

電子化退稅

1.用料清表製作

紙本(逐項填報約13個欄位 於系統擷取核退標準資料製作用料清表
資料)
後傳送【僅須登打出口報單號碼、項次、
成品數量(規格)、核退標準文號、製造商、
進口商及使用原料數量(規格)等 7 個欄位
資料，即完成用料清表製作】

2.用料清表比對

人工查核

電子化用料清表成品資料與出口報單資
料【品名/規格(第 33 欄)/數量/單位(第 38
欄)】比對出口通關方式

3.出口通關方式

C2/C3
C2：文件審核通關
C3：貨物查驗通關

用料清表成品資料與該項次出口報單資
料比對相符者，得參加通關方式篩選：
C1/C2/C3，(C1：免審免驗通關)

4.申請書表

進、出口報單副本第 3 聯＋ 由系統擷取用料清表資料，並完成製作申
甲、乙、丙表
退資料後傳送【僅須登打出口報單號碼、
(進口報單第 3 聯影本逐頁 項次、數量(規格)、進口報單號碼、項次、
加蓋公司大小章，逐項填報 數量(規格)等至多 7 個欄位資料，即可辦
約 38 個欄位資料並計算加 理沖退稅；節省廠商進出口報單副本規費
支出】
總)

5.送件方式

臨櫃或郵寄

系統申請(可節省車資或郵寄費用)

6.審核人力

人工審核約 38 個欄位資料

無(由電腦比對)

8.鍵檔人力

專人登打沖退稅資料

無

9.後續補正

紙本作業

線上申請補正及補沖退稅

四、E化退稅實施成效良好(資料截止日期：107年10月31日)

Customs Today 7

E化退稅成果：101年9月17日開始實
施，於107年已邁入第7年，E化沖退稅收

10月E化收件數為8萬6,192件，占總收件數
14萬7,016件之比例約58.63%。

件數也由原來0件慢慢增長，107年1月至

E化退稅憑工商憑證登入，填報7個欄

更省力；既然好處多多，為何紙本申請作

位，單筆申退，無需報單副本，線上申辦

業依然居高不下？原因如下：

在無錯單狀態下，辦結時間僅需4天。107

一、外銷品退稅之代辦業者多是老手，承

年1月至10月E化辦結件數8萬6,012件占總

辦退稅業務超過20年，習慣手寫紙本

辦結件數13萬3,535件之比例約64.41%。

作業，畏懼電腦。又惟恐E化退稅後，

肆、問題剖析
電子化退稅制度的施行，對於廠商和

代辦業務遭客戶收回自行辦理，故意
隱瞞廠商可以用E化申辦退稅的事
實，爰多不願E化申辦。

海關是共創雙贏，以前需人工作業部分皆

二、有規模的退稅廠商，當初申請退稅

由電腦代替，減少人為疏失，省時，省錢，

時，已花錢請資訊工程人員設計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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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專用退稅系統，可控管該公司用

樓)，作一對一電腦教學。另為推展公務行

料，於產品出口後只需少數指令即可

銷，提升行政效能，臺北關松山分關主任

自動產生退稅資料(甲、乙、丙表)，

業於107年10月4日下午率團赴台塑關係企

該公司及承辦人員因安於現狀，無使

業總部進行E化退稅事宜實地宣導，提供

用電子化退稅系統的意願。

到府輔導服務，並獲致良好評價。

三、有些廠商於短期間大量出口貨物時，

二、解決汽車類等長單退稅案件：

該公司承辦人員因為同時申報多張

規劃長單(出口項次或原料項次眾多，

出口報單，恐發生錯誤，(例如：出

容量大於2MG)E化，廠商以XML格式上傳，

口報單號碼鍵錯，導致用料清表無法

產生電子化用料清表及申請沖退稅，退稅

與出口報單碰檔)，影響貨物通關速

課業於107年11月開始進行內部測試，並於

度，造成公司損失，須自行賠償，不

11月下旬開放廠商參與測試，倘實施成

願意使用電子化退稅。

功，對於汽車類案件，進口原料項次眾多、

四、進、出口商及製造商為避免商業機密

或複雜、耗時審核的長單案件，將獲緩解，

洩漏，不願意互相以工商憑證授權，

俾利提升紙本退稅案件之辦結效率。

致無法推動E化退稅。

三、擴大宣導，舉辦座談會：

五、囿於現行電腦沖退稅系統，有些進、
出口數量單位須另外重新計算，無法
直接帶入電子化系統，例如：銅箔基
板和芝麻油等案件，目前僅能以紙本
辦理退稅。

伍、精進措施

為提升行政效率，簡化退稅流程，縮
短商民取得退稅款時間，臺北關預計108
年辦理大型E化退稅宣導座談會，加強溝
通宣導，化解阻力，全面朝E化退稅邁進。

陸、結語
E化退稅在海關前輩們努力下開啟電

101年9月推行電子化沖退稅以來，申

子化、無紙化之便民措施，簡化行政作業

辦電子化退稅逐年增長，為克服上揭所遭

及成本，亦落實政府E化政策目標。目前

遇問題，目前推動重要業務如下：

正透過努力宣傳、輔導，並提供主動式服

一、加強對廠商宣導，持續推廣E化沖
退稅：

務，增加業者對海關之信賴，樂於參與E

臺北關松山分關退稅課(下稱退稅課)

化退稅，以減省人力、物力、時間，共創

的廠商，攜帶相關之進、出口報單和筆記

雙贏。
※參考資料與文獻
1. 外銷品沖退稅電子化經驗分享(財政部
關務署臺北關102年12月編印)。
2. 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外網外銷品沖退稅
專區。

型電腦，親臨退稅課(臺北市塔城街13號8

3. 資料截止日期：107年10月31日。

關員平日接獲商民電話詢問退稅相關事
宜，除解答問題外，亦電話宣導E化退稅；
並請E化小組同仁進行電話教學，帶領廠
商線上同步操作。另邀請有意願E化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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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旅客及航員預報制度(PNR)簡介
鄒永仁  臺北關/課長

and Port Consolidated System, NACCS)」—有

壹、前言
由於2001年美國發生911恐怖攻擊事
件，2010年葉門在空運貨物發現爆炸物，
世界各國海關乃強化其對貨物及旅客等
的恐攻對策，2016年法國及孟加拉又連續
發生恐攻，情勢更加嚴峻。日本海關為因

如我國的關貿網路系統作線上報告。又，
由於2017年3月的關稅法修正，自2018年6
月起日本海關得要求航空公司提供其旅
客的出境PNR報告。

二、接受訊息的方法

應2019年世界杯橄欖球賽、2020年東京奧

航空公司旅客入境之PNR由航空公司

運及殘障奧運在日本舉行，咸認為更加強

透過NACCS，將其於國外出發前72小時前

化在邊境查緝恐攻相關物資有其必要性，

的PNR及出發後的PNR提出報告。旅客出國

為提高國境線的查緝效果及效率，除購置

之PNR則由航空公司以書面提出報告。

X光檢查儀、運用緝毒犬及加強海關查緝

三、使用PNR職員的限定

技能外，事前取得旅客及機組員風險分析

為活用PNR分析、鎖定及資訊的安全，

的情資甚為重要。日本於是在其關稅法第

實施一元化的職員使用方式，對進入建物

15條及第17條等規定，為阻止走私恐怖攻

及事務室的人員作嚴格限制。

擊相關物資或取締毒品走私，海關得運用

四、確保透明性

由航空公司所提出的「乘客預約紀錄
1

可在政府網站(電子政府的總合窗口)

(Passenger Name Record, PNR)」報告 情資。

公布得到的PNR資訊之使用目的及紀錄項

貳、預報制度 PNR

目等。

一、PNR的進化

五、政府機關內的情資共享

隨著2011年3月的關稅法修正，自2011
年10月起，日本海關得要求航空公司提供

依「行政機關の 保有すす 個人情報の
保護 に 關 すす 法律(行政機關保護持有個

其旅客的入境PNR報告；自2015年4月起飛
機旅客入境PNR可透過「日本輸出入・港灣

人情資之相關法律)」，為取締恐怖攻擊相

關連情報處理系統(Nippon Automated Cargo

個別需要，將航空公司報告的PNR情資提

關物資或毒品走私，必要時日本海關得依
供給其他政府機關。

1 參據國際民航機構（ICAO）PNR指南，日本のPNR
內容包含：1.「預約者相關事項：姓名、國籍、
出生年月日等」、2.「預約内容相關事項：包含預
約日、機票號碼、發行年月日等」、3.「預約者携
帶品相關事項：携帶品個数、重量等」等35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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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與外國海關共享情資
根據關稅法第108條之2及「稅關相互
支援協定(Customs Mutual Assistance Agreement,

日本旅客及航員預報制度(PNR)簡介

CMAA)」
，為取締恐怖攻擊相關物資或毒品
走私，必要時日本海關得依個別需要，將航
空公司報告的PNR情資提供給外國海關。
年月
2004 年 4 月
2007 年 2 月
2011 年 10 月
2015 年 4 月

參、日本海關所實施的事前報告制
度主要演進(演進列表詳圖 1)

演進
得要求航空公司提供旅客及機組員出入境之事前旅客情資(Advance
Passenger Information, API)2。
航空公司提出其旅客及機組員的入境 API 報告義務化。
得要求航空公司提供飛機旅客入境 PNR。
已可使用電子方式提供飛機旅客的入境 PNR。

肆、結語

我國應仿效日本，將航空及船運公司提供

由於我國周邊國家對毒品走私採嚴刑

其PNR資訊納入關稅法，課以航運公司對

峻罰，相對地刑罰較輕的臺灣就較易成為

海關提供PNR的義務，以提升海關查緝績

毒品的製造及轉運地，為洗刷這個惡名，

效，完善邊境管理目的。

圖 1 日本事前報告制度之演進列表
(圖片來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Khat)
※參考資料與文獻
1.日本海關官網公布資料。

2.旅客 及び乗 組員に 係す 事前報告制度
の 拡充にににに。

2 旅客的 API 內容包含「姓名、國籍、出生年月日、護照號碼、出發地、最終目的地（飛機旅客則追
加性別）」
，機組員的 API 含「姓名、國籍、出生年月日、性別、護照號碼（船舶組員的情況下須報
組員手冊號碼及職務姓名，無須填性別與護照號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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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貨運船及海關巡緝作業探討
賴昭明  臺中關/股長

壹、前言
水路運輸工具的發明，使人類的視野
得以豁然開朗，人類開始了航海時代，擴
大了人類的活動領域和經濟貿易範圍，船
舶是水面上安全舒適且能移動的承載工
具，而貨運船則是各通商口岸最主要的交

油輪、冷藏船、液化氣體船等；任何的船
型外觀皆有其特殊的地方，如散裝船甲板
較為平坦只有艙口蓋、貨櫃船甲板堆滿貨
櫃、雜貨船甲板上有很多起重機或吊桿、
水泥船甲板上有很多裝卸設備、木材船甲
板上堆滿木材、油輪甲板上佈滿管路及裝

通運輸工具，貨物運輸以貨櫃為主，散貨

卸油管、冷藏船甲板上有裝卸貨櫃的工作

為輔。臺中港的貨運船以承載貨物為主的

間、液化氣體船有球形儲氣槽，而所有船

船舶數量約占總數的90%以上，它的貨運

型其貨艙構造及樣式都不一樣，以下就舉

量大且運費較空運便宜，因此貨運船成為

例臺中港常見之貨運船介紹如下：

水域的主要運輸工具，也是臺中關海關外

一、貨櫃船：貨櫃船通常以其所能裝載的

勤巡緝對象。

20呎標準貨櫃(Twenty- foot Equivalent

貨運輪的發展也帶動了停泊港市周

Unit, TEU)數量，來表示容量大小，航

邊的龐大商機，及相關產業的發展，像是

運市場上從數百TEU到近萬TEU的貨

替海運貨物報關處理貨物進出口的報關

櫃船都有，近洋航線貨櫃船的容量大

行、進口舶來品委託行、服務靠港休憩船

多在2,000 TEU以下，跨大洋的長程航

員的酒吧等，連帶使得相關的產業蓬勃發

線以5,000 TEU以上為主。

展。而海關職司邊境管理，查緝之範圍包

二、汽車船：隨著汽車外銷與進口業務漸

括中華民國通商口岸及依海關緝私條例

漸蓬勃發展，使裝卸車輛更為專業、

或其他法律得為查緝之區域或場所，因此

方便與快速，則發展了駛進駛出型

通商口岸之巡緝作業為海關查緝走私之

(Roll on/off) 之 專 業 汽 車 船 (Pure Car

重點工作。

Carrier, PCC)。汽車船的外觀以高大且

貳、各種船舶的探討

完全密閉的船殼保護車輛，通常有兩
個跳板(Ramp)。汽車船的內部結構均

由於造船技術的進步，為了提升營運

有多層甲板，裡面亦有甲板跟甲板之

的效益及確保貨物品質，進而發展出滿足

間的連接跳板(inter-deck ramp)，可將

特殊用途的專用船，最常見的船型有貨櫃

車輛開至指定位置進行繫固。

船、散裝船、雜貨船、水泥船、木材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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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貨運船及海關巡緝作業探討

三、 液體貨船：此船型多用於載運特定液

萬噸以上者稱極大型油輪（ULCC），

體貨物，如石油相關產品、食用油、

油輪的載重量愈大，運輸成本愈低。

糖漿、橡膠汁及其他化學原料。例如油

由於石油貨源充足，裝卸速度快，所

輪是運送原油或成品油的專用船舶，超

以油輪建造愈大愈合乎經濟效益。

過20萬噸者稱為超級油輪（VLCC）
，30

四、液化氣體船：用以裝運液化瓦斯，將

上機具帶來的重量，一般使用岸上輸

氣體瓦斯溫度降至零下某一水準使成

送設備。裝卸上需要有可抽送穀物之

液化狀態。由於氣體密度低，貯存運

空氣輸送帶(類似吸管狀的管帶)，利

輸時會占較大的容積，因此運輸前先

用真空或壓力等方式將貨物自船艙

作液化處理，以降低氣體的體積，提

輸送至岸邊或倉庫，臺中港第1至4號

升運輸經濟效益；一般可分為液化石

碼頭為穀物專用碼頭。

油氣（Lignified Petroleum Gas, LPG）及

六、木材船：用以運送原木或木材之船

液化天然瓦斯（Liquefied Natural Gas,

舶，該種載運貨物特色為體積較大、

LNG）兩類。

比重較輕裝卸上需要較大的艙口以

五、穀物船：此船型主要用以運送玉米、

利作業。目前各木材產出國嚴格限制

黃豆、小麥、大麥等穀物，以玉米的

原木的輸出故對於該船型的使用需

進口量最大，次為黃豆與小麥，該種

求亦逐漸減少。

載運貨物特色為體積較大，為減少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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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各類散裝船：指專供裝運無包裝大宗

掌握局面，注意自身安全並報告上級請求

散裝貨物之船舶，為不定期航業之主

支援及立即通知關卡攔截。目前的國際貿

要船舶。前2項介紹之木材船及穀物

易以貨櫃運輸為大宗，且因貨櫃裝載具隱

船皆屬散裝船種類，其他尚有載運鐵

密性，故實務上走私型態仍以貨櫃為主。

礦砂、煤炭、成品鋼材、磷石、肥料、

以下謹就查緝應注意事項提供幾點意見，

水泥熟料、廢鐵等大宗貨物之運輸船

以供參考。

舶。因為散裝船的貨物種類較單純，

一、選定可疑船隻：(一)常川行駛臺港航

大都以散裝方式裝載運輸，以方便於

線船隻。(二)前一港口來自高危險地

裝卸，所以主要以單甲板船為主。

區(如香港、大陸、東南亞國家)非屬
全貨櫃輪之船舶，但對來自低危險地
區如有多數華人居住之歐美港口亦
應注意。(三)曾有走私前科或丟包紀
錄之船舶。(四)有走私密報或情資者
(包括漁船、工作船及國內航線船舶)。
惟貨櫃走私並不侷限於小型船公司，
有些大型船公司亦可能因內部不肖
分子勾結私梟而做出調包走私情事，

參、海關船邊巡緝作業應注意事項

仍應小心提防。

海關實施通關自動化後，貨物通關快

二、過濾艙單及鎖定可疑貨櫃：艙單是查

速，當海關發現可疑時，貨物有可能已被

緝人員篩選查緝目標的重要資料。艙

提領，又私梟利用貨櫃調包走私的運作也

單內容有船名、船隻掛號、船從何處

可能早就完成。故海關查緝作業須儘早鎖

來、艙單號碼、提單號碼、貨物件數

定可疑船舶與貨櫃(物)並前往岸邊或貨櫃

及單位、嘜頭、重量、體積、貨名、

場內抽核貨物。而巡緝作業為海關查緝工

貨櫃號碼、收貨人等，可根據其內容

作的第一道防線，須隨時提高警覺注意各

有無異常來選定要抽核之貨櫃。

種突發狀況，如發現走私行為時，應盡力

三、防止貨櫃調包走私：貨櫃調包走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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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必經私梟事先周密安排，選擇能配

中轉港轉口是否合理，例如起運口岸

合之船隻裝載，再勾結櫃場人員與拖

到目的地有直航航線，為何要花更多

車司機配合作業，調包走私方能得

時間辦理轉口？鑑於各關時有破獲

逞。私梟常將裝私貨之貨櫃號碼及封

以轉口貨櫃名義走私洋菸進口案例，

條予以變造為已放行之貨櫃號碼及

故查緝人員對申報疑似洋菸酒之轉

封條，再持放行准單出站，故查緝貨

口貨櫃宜多加注意。

櫃要注意貨櫃號碼有無異狀，櫃內、

七、其他注意事項：鑑於走私技倆不斷翻

櫃外及櫃牌號碼是否一致，貨櫃本身

新，查緝關員應多參考海關查獲之重

顏色新舊與貨櫃號碼是否相稱及封

大走私案例以汲取經驗，掌握情資。

條是否已遭變造。由於近年來私梟以

另外對各關緝獲重大走私簡報、走私

貨櫃調包走私之時間有往前移之趨

節略、情資通報等應予重視，甚至媒

勢，亦即在貨櫃卸下之際即進行調包

體報導亦須加以剖析其走私樣態，並

工作，故加強岸邊抽核貨櫃應為防止

瞭解市場需求，提高警覺以隨時掌握

貨櫃走私之有效方法。

走私動態之最新資訊以防疏漏。

四、防杜幽靈貨櫃闖關：未列艙單之走私

肆、結語

櫃(俗稱幽靈櫃)，如BAY PLAN上列

雖然目前主力運輸貨物的交通工具

有某一櫃號，但進口艙單未列，即應

尚有飛機，但是飛機運送時間較短，而且

向船公司索取運送契約，如查證結果

載重量有限，資金成本也很龐大，所以目

確為幽靈櫃即應予以查扣。

前運輸貨物的主要交通工具還是以貨輪

五、抽核貨櫃(物)作業：檢視貨櫃至少應
3人一組，其中2人進入貨櫃後互為支

居多，透過貨運輪的高承載往來進出口運
輸，增進國際貿易，提升經濟成長。

援，另1人守護在櫃外戒護，以免發

海關職司邊境管理，對於出入境之貨

生意外。而在開櫃查核時，除須注意

物、人員及運輸工具等實具有通關管理的

有否夾藏毒品、槍械、彈藥及季節性

責任，於通商口岸裝卸貨物商船之查緝業

農產品外，應注意艙單申報貨名是否

務，更攸關到保障國家安全、維持社會安

與來貨相符，包裝、重量是否合理，

寧、穩定經濟秩序、維護國民健康及保護

實到貨物是否屬於高稅率之洋菸、酒

生態環境等，可說是一項持續且繁重的工

、電器、食品類貨品；或屬於未開放進

作，目前海關已採行風險管理機制，針對

口之大陸物品；或屬於保育類野生動

高風險廠商、報關業、運輸業、倉儲業、

植物；或屬於破壞臭氧層之氟氯碳化

快遞業、旅客暨毒品、槍械、高稅率、管

物(CFC)；或屬於管制進口之有毒化學

制、保育類及侵害智慧財產權等貨物實施

品；或屬於有害事業廢棄物；或其他

重點查緝，將不斷充實査緝設備，以提升

涉及簽審規定之限制或不得進口貨品。

查緝技巧，並與國內外相關機關保持聯

六、轉口貨櫃之查核：應注意該批貨物由

繫，期能共同合作打擊不法阻絕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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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態毒品「類愷他命」之查緝
林健合  臺北關/股長

壹、前言
行政院於民國(下同)106年5月11日提
出「新世代反毒策略」，將反毒列為重大
政策，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毒品項目當屬新

海關所查獲之相關案例進行分享；最後就
所面臨新型態毒品查緝之困難及挑戰，予
以總結並提出未來展望，俾供海關同仁查
緝新型態毒品之參考。

型態毒品，新型態毒品主要包含新興混合

貳、簡介類愷他命

式毒品及毒品先驅原料2大類，由於列管

一、成分品項及用途

及查緝之困難度高，已逐漸成為毒梟規避

按照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會

查緝之管道，然為強化管制新型態毒品，

同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下稱法醫所)於106

行政院復於106年12月21日院會通過「毒品

年5月31日共同召開記者會指出，近年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修正草案，其中修正該條

吸食前3名，依序為(甲基)安非他命、愷他

例第2條將毒品之定義「成癮性、濫用性

命及海洛因，又時下新興毒品多是屬混合

及對社會危害性」末增加「之虞」文字，

使用，曾有毒癮致死者身上被驗出7到9種

且明定相類似之物質(即新型態毒品)得於

新興毒品成分，驗出比例最高的成分仍是

一次毒品審議程序列管，俟立法院修法三

愷他命。次按，我國海關近來查緝毒品數

讀通過後，我國法定毒品將與先進國家同

量統計顯示，其種類亦是以愷他命及其原

步，更加周延。

料為最大宗。

海關擔任邊境緝毒工作，毒品查緝向

歸功於臺灣高等檢察署統合國內檢

為重大挑戰，為強化並落實「新世代反毒

、警、調、憲、海巡及海關等六大緝毒系

策略」任務，新型態毒品查緝更不容忽

統，發揮團體作戰奏效，愷他命目前在黑

略，然此類毒品可謂是詭譎多變、推陳出

市行情，可說是物以稀為貴，價格持續處

新，海關自當不斷汲取毒品之新知，方得

於高點，毒梟為謀暴利，處心積慮欲以突

以精進查緝技巧，以為因應。是以，為增

破邊境防線，不只走私愷他命成品，更走

進新型態毒品之查緝效能，本文爰以海關

私愷他命衍生物及其毒品先驅原料，作為

緝獲走私量最大之類愷他命(即愷他命相

其替代藥物或再加工製造為愷他命，為利

類似之物質)為主題，依序就類愷他命之

查緝實務就愷他命相類似之物質，泛稱為

成分、品項及用途等，先予以簡要說明；

類愷他命(含愷他命)，將其一網打盡，本

次就海關如何運用現代化科技查緝，並探

文按照海關近期緝獲類愷他命之成分及

究初步辨識類愷他命之方法與技巧；再就

品項，彙總並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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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近期緝獲類愷他命之成分及品項
成分名稱(英文)

品項(備註)

1

愷他命(Ketamine)

第三級毒品
(俗稱 K 他命)

2

苯環利定(Phencyclidine、PCP)

第二級毒品
(俗稱天使塵)

3

2-(3-甲氧基苯基)-2-乙胺環己酮(Methoxetamine)

第三級毒品

4

鹽酸羥亞胺
(HydroxylimineHCl)
鄰-氯苯基環戊基酮
(o-Chlorphenyl cyclopentyl ketone)

第四級毒品
毒品先驅原料
第四級毒品
毒品先驅原料
(俗稱酮體)

6

N 甲酸叔丁基酯去甲基愷他命
(tert-Butyl(1-(2-chloropenyl)-2-oxocyclohexyl)carbamate)

毒品先驅原料

7

2-氟去氯愷他命(2-Fluorodeschloroketamine)

新興影響精神物質

5

二、用途

效果，惟因其安全性並未經任何醫學實

(一)新興混合式毒品

驗，混合吸食極可能會產生嚴重不良反

愷他命過去多以直接吸食，惟邇來毒

應。依據法醫所統計，全臺106年有100人

梟改以咖啡包、奶茶包、香菸等型態，藉

死於新興毒品，死者平均年齡僅28.6歲，

由商業包裝並自創潮系品牌之新興毒品，

107年1月至8月雖已降至28人 ，其危害性仍

諸如：小惡魔毒咖啡包、彩虹菸(圖1)等，

不容小覷。

1

企圖以新穎名稱及包裝降低年輕族群戒
心，以誘騙吸食。不過，因愷他命價格水
漲船高，故毒梟又嘗試以某些「類愷他
命」成分，諸如2-(3-甲氧基苯基)-2-乙胺
環 己酮 (Methoxetamine)、2-氟去氯愷他命
(2-Fluorodeschloro ketamine)等成分，將此類
物質參雜或混合其他各式毒品或濫用物質
(例如：卡西酮)於上開毒咖啡包中，由於
類愷他命在化學上係愷他命類緣物類， 圖 1 小惡魔毒咖啡包(右)、彩虹菸(左)之示意圖
屬於同一化學家族，可預期具有類似愷他
命之藥理作用，讓吸食者達到迷幻或麻醉

1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
20181017003194-26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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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毒品先驅原料

參、初步辨識方法及技巧

毒梟為規避海關查緝，不斷嘗試走私

過去查緝關員緝獲毒品愷他命，往往

各種愷他命之毒品先驅原料，以加工製造

使用打火機點火燃燒少量毒品，藉由其產

為毒品愷他命，某走私集團早於96年，曾

生類似塑膠燃燒氣味，即可初步判斷；如

以化工原料公司名義陸續自中國大陸進

再以毒品試劑，已有足夠初步辨識之證

口 愷 他 命 原 料 鹽 酸 羥 亞 胺 (Hydroxylimine

據，以移由司法警察機關進行確認及偵

HCl) (圖2)，累計走私重量高達2,175公斤，

辦。不過，隨著多種新型態毒品「類愷他

該成分係製造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之先驅

命」的大量出現，單以毒品試劑已無法因

原料，且唯一功用即是製造第三級毒品愷

應，惟毒品初步辨識結果，係後續移送司

他命，法網恢恢疏而不漏！鹽酸羥亞胺經

法警察機關之重要證據，初步辨識毒品儼

行政院96年12月21日公告列管為第四級毒

然已對緝毒關員造成相當大的困擾，毒梟

品先驅原料後不久，此不法集團即遭海關

亦是利用此一困難點，用盡各種方法及管

與法務部調查局(下稱調查局)聯手偵破。

道，以逃避海關查緝。此時，必須仰賴關
員平時對貨物之警覺心，並善用現代化科
技(例如：手持式拉曼毒品鑑定儀)加以查
緝，有時覺得來貨可疑，亦可同時併用多
合一毒品試劑(圖3)。此外，亦可透過海
關 知 識 管 理 系 統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KMS)取得相關知識，臺北關於KMS
開設社群中心「食安挖挖哇」
，主動分享上

圖 2 臺北關查獲走私毒品鹽酸羥亞胺

開現代化科技之查緝技巧與方法，查緝關
員亦得以輸出拉曼光譜圖進行人工比對分

無獨有偶，107年1月內政部警政署刑

析，以補足儀器設備資料庫之不足，力求

事警察局查獲藏身於屏東縣偏僻處之愷他

即時辨識並攔阻是類新型態毒品於關口。

命製毒工廠，該製毒師傅係以另一種俗稱
酮體之類愷他命成分「鄰-氯苯基環戊基酮
(o-Chlorphenyl cyclopentyl ketone)」
，搭配甲
胺、溴水等原料，先製造出鹽酸羥亞胺後，
再進一步加工提煉成愷他命，該名製毒師
傅之製毒技術雖然堪稱非凡，但仍舊是邪
不勝正，只得身陷囹圄，換來牢獄之災，
期能好好地深切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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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多合一毒品試劑
(左為愷他命陰性；右為愷他命陽性)

新型態毒品「類愷他命」之查緝

肆、海關查緝案例
海關近來緝獲大量毒品愷他命及其原
料鹽酸羥亞胺，107年亦創下毒品緝獲量
之歷史新高，基隆關更於107年3月31日發
布與調查局聯手偵破逾2公噸愷他命及原

變種，只須透過簡單製程(例如：甲基化、
去保護及純化等製程)，便可還原出愷他
命。
臺北關於107年5月發現，自中國大陸
進口來貨5大箱化學原料重量約100公斤

料之新聞，除了引發各大媒體爭相報導

(圖4)，原申報為紙漿原料聚丙烯酸而十分

外，卻也顯示愷他命已為國內毒品危害之

可疑，案貨經以毒品試劑檢測為陽性，並

最大宗。此外，值得格外注意的是，臺北

經輸出拉曼圖譜以人工進行分析，初步得

關於107年5月查獲之1起類愷他命案其中

知其拉曼圖譜具有愷他命之主要波峰特

一種毒品先驅原料，成分係尚未列管之N

徵，初步判斷來貨絕非原申報貨名聚丙烯

甲 酸 叔 丁 基 酯 去 甲 基 愷 他 命 (tert- Butyl

酸，有可能為新型態毒品類愷他命，爰將

(1-(2-chloropenyl)-2-oxocyclohexyl)carbamate

全案移請調查局辦理。

)，案經海關通報調查局，進而偵破國內

新型態毒品之鑑驗及偵辦均非易事，

史上最大愷他命毒品工廠，具有緝毒系統

而調查局可謂國內首屈一指之專業機關，

團體合作之指標性意義，本文爰予以簡要

更是偵辦毒品之專責機關，經該局報請檢

說明如下：

察官積極布線溯源，進而偵破國內史上最

由於鹽酸羥亞胺及鄰-氯苯基環戊基

大之愷他命毒品工廠，起出第三級毒品愷

酮皆屬我國法定之第四級毒品，走私危險

他命成品及半成品高達5,268公斤，行政院

性及成本提高，毒梟遂嘗試研究取代方

特於107年9月26日「安居緝毒方案第二波

法，根據調查局指出N甲酸叔丁基酯去甲

成果頒獎典禮」表揚檢調單位緝毒有功，

基愷他命(化學分子式為C17H22CINO3)是

惟同時亦肯定讚揚海關人員之警覺性(圖

前年在歐洲首度被合成，且尚未被聯合國

5)。

或任何國家列為管制的化學原料愷他命之

圖 4 臺北關 107 年 5 月 14 日緝獲 N 甲酸叔丁基酯去甲基愷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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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行政院賴院長清德肯定海關關員警覺性

伍、結語及未來展望
關務署及所屬各關依據臺灣高等檢
察署107年7月17日訂定「安居緝毒方案」，
持續與國內六大緝毒體系及國外執法機
關交流，更新查緝工具之相關軟硬體，擴
充拉曼圖譜資料庫，相互分享國內外情資
等最新毒品相關資訊，共同阻絕毒品來源
並將販毒網絡從社區中清除。此外，關員
應依照關務署106年5月10日台關緝字第
1061009938號函示，厚植風險管理意識，
持續提升查緝專業，厚植「了解貨物，提
高警覺，善用工具，團隊合作」（Know
Your Cargo. Be Vigilant. Utilize Tools. Fight
Together.）之風險意識，以「邊境守護神」
自我期許。
新型態毒品迅速崛起，嚴重戕害年輕
學子健康。對檢、警、調等司法警察機關
而言，因市面上毒咖啡包等「成品」摻雜
新型態毒品成分含量甚低(實際查獲者約
1%上下)且常隨機混合多種毒品或藥物，其
辨識、鑑驗、起訴、定罪及統計均較傳統
毒品龐雜困難，又其分裝製造過程簡易且
無惡臭飄散，亦難以查緝犯罪場所，施用
者尿液檢驗成本高昂，更對基層員警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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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大困擾。是以，如何在邊境及早攔截，
防堵此類新型態毒品伺機闖關走私後在境
內分裝流竄，實為海關等六大緝毒體系首
要任務，在關員方面，必須運用風險管理
集中查核高風險對象，完備查緝工具，提
升專業能力；在司法警察方面，則應著重
追查涉案人員跨境聯絡網，掌握境內「成
品」製造場所及販售通路，縮短鑑識及檢
驗時程，完備法令依據，精進蒐證作證以
提高定罪率，藉由團隊合作打贏這場艱難
戰爭。如同行政院賴院長清德所言：
「毒品
查緝沒有永遠的勝利，只有不斷的努力。」
惟有不斷精益求精，全力以赴掃蕩不法，才
能達成毒品零容忍之終極目標。(本文由臺
北關蔡組長玉梅及關務署曾稽核日新協助
審稿及核稿，特此表示致謝。)
※參考資料與文獻
1. 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前臺北關稅局)98
年1月6日新聞稿。
2. 法務部調查局107年3月31日新聞稿。
3. 法務部調查局107年9月21 日新聞快報
(https://www.mjib.gov.tw/news/Details？
Module=1&id=402)。
4. 內政部警政署107年8月16日警署刑鑑字
第1070004516號函及所附說明資料。

電熱式菸品簡介

電熱式菸品簡介
花起貴  關務署/科員

壹、前言
臺灣每年約2萬7千人死於菸害，吸菸
不僅直接影響吸食者的健康，所造成的二
手菸更可能間接危害他人，菸草燃燒後會
產生超過數千種化學物質及多種致癌
物，人體吸入後會導致呼吸道疾病、心血
管疾病、消化道疾病、免疫系統疾病、皮
膚病、骨質疏鬆、記憶力衰退及注意力不
集中等各種症狀，更會增加罹患各種癌症
的風險。而菸草所含的化學物質中，以尼

電子煙使用液體煙油，製造商雖聲稱其較
傳統紙菸可減少對身體的危害，但香港吸
煙與健康委員會將電子煙化驗，發現煙油
內含甲醛及多環芳香烴等多種致癌物質，
其中甲醛的含量比傳統紙菸高十倍以上，
可能對人體造成更大的危害。
多數國家雖已禁止電子煙，然而菸商
在經過不斷的改良與進化後，近年又研發
出僅加熱菸草而不經過燃燒的電熱式菸
品並掀起一股風潮。

古丁、焦油及一氧化碳對身體的影響最

貳、簡介

大，被稱為香菸三大殺手，尼古丁是香菸

一、種類

的主要致癮成分，會刺激中樞神經並產生

電熱式菸品最初在西元(下同)1988年

興奮的感覺，使人上癮。焦油是一種啡黃

首次上市，但當時並未普及，主要原因是

色的黏性物質，會阻塞與刺激氣管及肺

難以使用及味道不佳，至2014年菲利普莫

部，直接影響肺部功能並導致吸菸者的手

里斯國際推出的電熱式菸品「IQOS」在

指及牙齒變黃。一氧化碳則是一種無色無

日本名古屋及義大利米蘭上市後，電熱

味的有毒氣體，一般正常人血液中的一氧

式菸品才逐漸開始廣泛流行。目前市面

化碳含量在1%以下，而吸菸者卻可高達

上主要的電熱式菸品有菲利普莫里斯國

5%至10%，長期吸菸，血液循環會因此受

際的IQOS、日本國際菸草公司的PLOOM

阻，進而增加罹患心臟病和中風的機會。

TECH、英美菸草公司的GLO及韓國菸草

吸菸對健康的危害甚巨，但菸草中的

與人參公司的LIL，其原理皆是以電子產

尼古丁會讓人成癮，而戒菸所產生煩躁、

品將加工處理過之菸草，以加熱而非燃燒

失眠、厭食等症狀，加上吸菸者認為吸菸

方式供吸食者吸入菸草加熱後所產生的

可以提神及消除疲勞等心理上因素，以致

氣體，此種加熱方式與傳統燃燒方式不

多數人無法輕易戒除，因此，許多主打幫

同，不會產生殘留難聞氣味且不會產生煙

助戒菸與減害之新興菸品進而產生。早期

霧或菸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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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IQOS

圖 2 PLOOM TECH

圖 3 GLO

圖 4 LIL

二、產品組成及使用方式

草製成，與必須使用液體煙油的電子煙不

電熱式菸品主要由電熱式菸草(含菸

同，也與傳統靠燃燒產生煙霧的紙菸不

草及丙二醇等成分且專用於本項產品)、

同，可說是一種介於傳統紙菸與電子煙的

加熱器或支撐器(內含加熱片、溫度控制

新興菸品。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電路及鋰離子蓄電池)及充電器組成，使

Organization, WHO)的定義，電子煙為一種

用時將菸草(俗稱菸彈)放入加熱器吸食，

不燃燒且不含菸草成分的產品，其使用原

每根菸彈加熱後約可抽14口，其原理與電

理是將溶液蒸發，以供使用者吸食的產

子煙相似，均以加熱方式而不經過燃燒，

品。而電熱式菸品含有菸草成分且非溶

但與電子煙最大差別為是否含有菸草，電

液，因此，WHO已表示電熱式菸品並非電

子煙是藉由加熱煙液釋放出煙霧供人吸

子煙，且應受到所有菸草產品之法令與規

食；而電熱式菸品的菸彈則是以天然菸

範限制。

圖 5 IQOS 菸彈加熱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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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IQOS 內部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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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健康影響

用、含用、聞用或以其他方式使用之製

據菸商表示電熱式菸品以加熱不燃

品。若依上開定義，電熱式菸品之菸彈含

燒的方式，較傳統紙菸燃燒所產生之有害

有菸草成分，應符合菸酒管理法及菸害防

物質，平均減少90%至95%，惟相關數據

制法所稱之菸。

皆是由菸商提供且相關實證資料有限，無

(二)稅則歸列

法充分證實該產品確能減少對健康之危

電熱式菸草係含菸草之產品，依海關

害。菸草控制期刊(Tobacco Control)研究報

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一及六之規定，並參酌

告指出，電熱式菸品在加熱至攝氏90度時

歐盟海關(Binding Tariff Information, BTI)

會釋放出毒性物質甲醛氰醇，在低濃度下

相關案例之分類意旨，宜歸列稅則號別第

便具有高度毒性。

2403.99.90號「其他加工菸葉及菸葉代用製

另因電熱式菸品外觀設計新潮，使用

品」：至其加熱器部分，其主要功能是電

亦不會產生類似傳統紙菸般難聞的煙

加熱菸草器具，僅供有菸癮之人使用，非

霧，反而容易吸引年輕人使用，甚至誤認

屬一般家用電熱器具，具獨立功能，依據

為其不會成癮對健康沒有危害，導致吸菸

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一及六之規定，另

人口反而增加。

參據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註解第8543

參、產品屬性及管理方式
一、國際看法不一
目前世界各國對於電熱式菸品之產

節之詮釋及美國、日本、荷蘭相關案例之
分類旨意，宜歸列稅則號別第8543.70.99
號「其他電機及器具」。

三、各機關見解

品屬性尚無一致性意見且管理作法不一，

財政部國庫署(下稱國庫署)認為電熱

澳大利亞、紐西蘭、新加坡、香港及泰國

式菸草產品在國際間屬新興產品，國際間

等皆禁止電熱式菸品，美國食品藥物管理

管理作法不一，我國尚無對此產品進行分

署(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析研究與風險評估之實證資料，於產品屬

已於2018年1月25日否決菸商提出電熱式

性定位未確定前，仍屬未開放進口物品，

菸品可減少菸害之申請，且對於其是否可

尚不宜依菸酒管理法裁處；衛生福利部食

以菸品上市，仍處於審查階段。而英國、

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表示電熱式菸

加拿大、韓國、日本及德國等則開放使用

草產品其本質為「菸草」
，非藥事法第6條

電熱式菸品。

所稱之藥品；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下

二、我國管理法規及稅則歸列

稱國健署)則表示電熱式菸草係部分以菸

(一)相關法規

草製成，應屬菸酒管理法及菸害防制法所

依據菸酒管理法第3條及菸害防制法

稱之菸品，至其支撐器及充電器等零件，

第2條規定，菸品係指全部或部分以菸草

倘組成後可供吸食電子煙之載具使用，核

或其代用品作為原料，製成可供吸用、嚼

屬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4條規定：「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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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製造，輸入或販賣菸品形狀之糖果、

依據國庫署107年2月7日台庫酒字第

點心、玩具或其他任何物品。」綜上，目

10703613120號函表示，電熱式菸品產品屬

前各相關主管機關對於電熱式菸品之產

性定位未確定前，仍屬未開放進口物品，

品屬性及適用法規見解不一，該產品雖然

尚不宜依菸酒管理法裁處，海關依上開函

含尼古丁成分，惟其係以菸草製成，因

示，查獲虛報或匿未申報者，均先予暫

此，食藥署認為其與含尼古丁之煙油不

扣，待主管機關釐清產品屬性及適用法

同，非藥事法所稱之藥品。國健署認為其

規，再據以執行後續處理程序，自105年

含菸草部分應屬菸酒管理法與菸害防制

起至107年11月底止，海關已查獲相關案

法規範之菸品，而國庫署卻又認為尚不宜

件273案，查扣電熱式菸草21,588條、加熱

依菸酒管理法裁處，其究竟應以何種法規

器1,419組及相關零組件524件。查獲態樣

管理尚待釐清，進而衍生後續處理問題。

包含旅客匿不申報或規避檢查、郵包夾

肆、邊境執行情形與遭遇問題

藏、海空運一般及快遞貨物虛報等，其中

一、邊境執行情形

以旅客違規攜帶案件占多數，計250案。

圖 7 查獲旅客攜帶電熱式菸品

圖 8 海運貨物查獲電熱式菸品

二、遭遇問題

依菸酒管理法或菸害防制法裁處併執行沒

(一)產品屬性及適用法規未明

入或要求退運，部分認定與菸害防制法第

目前電熱式菸品之產品屬性及適用法

14條規定之「菸品形狀」要件尚難相符，

規迄今未明，各主管機關仍未有一致性意

造成電熱式菸草之菸彈、加熱器及相關零

見，主要原因在於其菸彈含菸草成分，究

組件等皆成為「無法可管」之情形。

竟應以菸品或何種物品管理，至今仍懸而

(二)管理方式尚待研議

未決。另其加熱器及相關零組件等部分，

考量世界各國對電熱式菸品的看法

若依前述國健署見解，應可適用菸害防制

及管理方式不一，我國或許可從不同層面

法，惟實際上各地方衛生機關認定不一。

思考管理方式，從經濟面來看，若將電熱

故電熱式菸草之菸彈、加熱器及相關零組件

式菸品視為一般菸品管理，只要業者取得

雖經國庫署及國健署函告不得進口，卻未能

國庫署核發之菸進口業許可執照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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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雖會導致開放進口，惟進口時必須

境管理，目前電熱式菸品之主管機關與適

繳納菸品相關稅捐，或可產生以價制量之

用法規仍待釐清，因國庫署表示其屬未開

抑制效果；若從管制面來看，其對健康會

放進口物品，以致海關同仁據此查扣後，

產生危害，要禁止該產品，可從菸害防制

卻產生無法執行後續處理程序的困境，也

方向著手，由主管機關公告或修法明定禁

因此頻遭旅客及業者質疑，並有旅客已提

止輸入。

出聲明異議，如持續懸而未決，不僅影響

(三)海關查扣後續處理困境

商民權益，且菸品有保存期限，將來恐造

海關必須配合主管機關法規執行邊

成產品變質及衍生國家賠償等問題。

圖 9 海關查扣電熱式菸品情形

伍、結論
目前電熱式菸品仍屬未開放進口物
品，惟其適用法規不明且主管機關又未明
確公告，以致多數民眾及業者不清楚相關
規定，外界質疑聲浪不斷，進而造成貨品
卡在海關進退兩難的困境。將來不論電熱
式菸品採何種管理方式，抑或全面禁止，
海關身為國家第一道防線，應全力配合主
管機關執行邊境管理，但可以預見將來新
興菸品的種類會愈來愈多，若僅靠海關一
己之力，恐無法有效管理或禁止。因此，
主管機關應隨時掌握菸品市場最新資
訊，審慎評估各類新興菸品後，儘速公告
相關資訊並及時修訂相關法規，再透過各
機關積極協調與相互合作，才能有效維護
國人身心健康並確保國家稅收。

※參考資料與文獻
1. 圖1引用自
https://thevape.guide/philip-morris-e-cig-review。
2. 圖2引用自
http://ryusei3022.blogspot.com/2016/11/2ploomtech.html。
3. 圖3引用自
https://global.rakuten.com/zh-tw/store/amicoco/it
em/item-00026。
4. 圖4引用自https://www.hkposts.com。
5. 圖5引用自
https://www.douban.com/note/660809223。
6. 圖6引用自
http://reader.roodo.com/masaki70/archives/595
07802.html。
7. 圖7、8引用自海關查獲通報上傳圖片檔。
8. 圖9引用自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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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估價評析
陳俊諺  高雄關/課長
2

臺灣爭取加入GATT 的組織便從善如流而

壹、前言
翻開海關所出版的刊物，諸如各期的
今日海關，常看到討論關稅法第29條至第
35條規定關於核估進口貨物完稅價格的
方法，因為關稅估價是那麼重要，以致於
曾經有一年在財政部財政人員訓練所開
辦的價格調查班上課的講義，不同的授課
講師卻都不約而同的以這幾條條文為出
發點而不斷的重複講授，因此想要不談
論、不了解這些條文的規定都有點難。至
於何以要重視關稅估價？這難免有點牽
涉到歷史。

民國86年4月我國關稅法第29條至第
35條與第36條及第39條係依據WTO規定
而透過立法程序將「關稅估價協定」(下
稱估價協定)國內法化而訂定，此觀諸關
稅法的修訂沿革及立法院議事紀錄即可
略知一二。然而估價協定的條文那麼多
(計有24條及3個附件)，歸結到關稅法及其
施行細則時卻僅僅幾條而已，故在86年至
91年間財政部透過函文的方式，說明遇到
完稅價格相關問題時仍應參酌估價相關
3

關稅估價曾經被許多國家作為實施
貿易保護主義的一項非關稅壁壘措施，
因此在國際上，它成為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重視的課題。我國也曾有一段時日
是採用所謂的「完稅價格表」(如圖1，取
自財政部高雄關民國(下同)77年4月5日政
1

字第 14026號函 )的 制 度 來對進口貨物核
估完稅價格並課徵關稅，而這段歷史隨著

1 民國 80 年 7 月 5 日修正之關稅法第 12 條第 1 項
規定：
「從價課徵關稅之進口貨物，其完稅價格，
以該進口貨物之交易價格作為計算根據。但於實
施交易價格課稅之過渡期間，為簡化關稅課徵，
海關得對部分貨物編製進口貨物完稅價格表，報
經財政部核准，以表列價格為課稅根據。」乃至
於 80 年以前的該條之修正條文均可以看見完稅
價格表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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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改寫。

規定辦理 ，顯示融入結果未盡完整。
本篇主題雖有點生硬，先前已經很多
人談過了，不過還是可以談談一些較少有
人提過的事。
2 於1995年成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總部於日內瓦，以有效管理及執行烏拉圭
回合談判之各項決議，完全取代GATT的功能。經
濟部國際貿易局，GATT/WTO歷史沿革，
https://www.trade.gov.tw/cwto/Pages/Detail.aspx？
nodeID=339&pid=312887
3 財政部 86 年 7 月 14 日台財關字第 860182998 號
函說明「對於核定完稅價格有爭議時，除依關稅
法及其施行細則相關規定認定外，並參考 1994
年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第 7 條執行協定原則
及世界關務組織(WCO)關稅估價技術委員會發
行之相關資料辦理，……」。
財政部91年11月21日台財關字第0911603064
號函說明四「……，請貴總局並轉知各關稅局確
實依據關稅法等相關規定辦理關稅估價之事後
審查及事後稽核工作，……，參考WTO關稅估價
協定及世界關務組織關稅估價技術委員會發布
之諮詢意見、評論、註解及案例等解釋資料辦理
關稅估價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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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完稅價格表

貳、經驗交流
一、目前關稅法自我限縮的情形
前面曾提到，查詢立法院的網站可以

看出關稅法的立法沿革，關稅法的部分條
文雖是由估價協定而來，然而該部分條文
卻有些許部分與估價協定稍有出入，而造
成可能限縮我國海關在該規定的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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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說明，關稅法第29條第3項第2款
規定「由買方無償或減價提供賣方用於生

二、特殊關係廠商間交易所衍生之估
價問題

產或銷售該貨之下列物品或勞務，經合理

跨國性企業間貨物交易占現今國際

攤計之金額……」，限縮產銷協助支付的

貿易進口貨物極大的比重，分估員對於跨

對象為賣方時方可將其價值計入實際交

國性企業進口貨物的申報價格必須有警

易價格中，惟國際上常有賣方並不一定是

覺性地加以審視，審核其申報價格是否為

製造商的情況，而係將製造部分轉包由第

海關可接受之交易價格。

三人承接之情形，故若買方依照賣方指示
或主動將產銷協助提供給製造商之第三
人，該費用若不計入完稅價格則有違估價
原則，而若依據目前的關稅法規定將其計
入完稅價格時，亦會因法條文字適用上的
缺陷而產生爭辯的餘地，若回歸到估價協
定第8條第1項(b)款的原始規定「the value,
apportioned as appropriate, of the following
goods and services where suppli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the buyer free of charge or at
reduced cost for us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duction and sale for export of the imported
goods,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value has not

多數的分估員收到跨國性企業(特殊
關係廠商)之進口報單常存在兩種心理，
一為特殊關係廠商間交易之申報價格必
然為不可信之價格(即必然非屬實際交易
價格)，其次為特殊關係廠商間的申報價
格多存在陷阱，還是少碰、趕緊放行為
妙。然而其實遇到特殊關係廠商間交易之
進口報單大可以平常心視之，因為躲也躲
不掉，畢竟這種特殊關係廠商間交易的進
口報單已極為普遍，且現今的查價機制健
全，只要有價格受影響之具體事證，自然
可依據「進口貨物完稅價格審核作業規
定」第10點第9款所規範的事項送查價。
而所謂價格受影響，係指依據關稅法施行

been included in the price actually paid or

細則第14條第3項規定 ，經過價格測試結

payable」，方可以得到解決。在該段條文

果顯示特殊關係影響交易價格(即申報價

中其字義上並無指明買方提供的產銷協

格與所列三種測試方法經依交易狀態或

助之接受對象必須限定為賣方方可計入，

數量等各種因素調整後所得的價格不相

而是只要與生產有關者之協助均應計入

近)者。

4

實付或應付價格中。在關稅估價技術委員
會所發布之評論24.1(Commentary 24.1)亦
有指明，故實際上相關費用不應受目前的
法條文字限縮而未計入完稅價格。現行法
規與估價協定不一致之情形應回歸國際
規範方為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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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稅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第 3 項：
交易價格與下列價格之ㄧ相近者，視為其特殊關
係不影響交易價格：
一、經海關核定買賣雙方無特殊關係之同樣或類
似貨物之交易價格。
二、經海關核定之同樣或類似貨物之國內銷售價
格。
三、經海關核定之同樣或類似貨物之計算價格。

關稅估價評析

曾有非海關的人提出質疑，關稅法第

測試價格僅用於關係人交易，且只能由進

33條規定之國內銷售價格係依照估價協

口人自己提出。不過詳究其文意應係指

5

定第1條第2項(c)款 規定之價格的測試僅

“關係人之間的交易，其測試價格應使用

可用以測試關係人之間的交易價格，所以

哪一種方法的價格來比較由進口人主動

非關係人間之申報價格海關並不能有測

提出證明”，如此方能符合關稅估價協定

試價格存在(其意思即海關不能隨時隨地

之一般性說明中第2點「……進口人可能

想用就用關稅法第33條來測試進口商之

持有『同樣或類似貨物』之完稅價格資

價格，不想用就不用)。這樣的說法對嗎？

料，但不為輸入國海關當局所及時獲

依據估價協定第1條第2項(c)款規定「本條

知。……」所申明的可能6，因此並未限定

第2項第(b)款所列之測試價格之適用，應

測試價格的使用時機僅能用以測試關係

由進口人主動要求，且僅供比較之用。

人之間的交易價格，因為規定僅說「本條

……」，前開規定乍看之下似乎真的規定

第2項第(b)款所列之測試價格之適用，應
由進口人主動要求，……」，亦即僅限定

5 關稅估價協定第1條第2項
(a)決定交易價格是否可依第1項規定予以接受
時，不得因買賣雙方有第15條規定之特殊關
係，而遽予認定其交易價格不能接受，對此類
案件應調查當時交易情況，如果買賣雙方之特
殊關係並不影響其交易價格，則其交易價格應
予接受。若依據進口人或其他方面所提供之資
料，海關當局有理由認為買賣雙方之關係影響
其交易價格，則海關當局應將其理由告知進口
人，並給予進口人合理申覆機會，若經進口人
請求，則其理由之通知應以書面為之。
(b)具有特殊關係廠商之交易，如買方能舉證其交
易價格非常接近與其同時或相近日期發生之
下列任何一種價格時，則應依本條第1項之規
定接受其交易價格為完稅價格：
(i)銷售至同一輸入國國內無特殊關係買方之
同樣或類似貨物之交易價格；
(ii)依第5條規定核定之同樣或類似貨物之完
稅價格；
(iii)依第6條規定核定之同樣或類似貨物之完
稅價格；
引用上述測試價格時，應考慮交易階段，交易
數量及第8條規定之調整項目其間之差異，以
及買賣雙方無特殊關係時，應由賣方負擔，而
有特殊關係時，賣方不須負擔之費用。
(c)本條第2項第(b)款所列測試價格之適用，應由
進口人主動要求，且僅供比較之用。在上述價
格外第2項(b)之下不得有替代價格。

第1條第2項(b)款的關係存在時，其參考
價格的數額才是由進口人主動提出，其他
無特殊關係廠商間的交易並沒有這樣規
定；此外第1條第1項(d)款亦規定「買方與
賣方無特殊關係……，依本條第2項規
定，其交易價格可以接受為完稅價格
者」，則可做為進口貨物之完稅價格，故
無特殊關係廠商間交易海關亦可進行價
格測試，惟並無課以進口人必須有自清的
義務。

6 1994年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第7條執行協定 概述
2「若依第1條之規定不能核定完稅價格時，通
應由海關當局及進口人雙方協商，以決定按第2
條或第3條之規定作為估價基礎。例如，進口人
可能持有『同樣或類似進口貨物』之完稅價格
資料，但不為輸入國海關當局所及時獲知。另
一方面，海關當局可能持有『同樣或類似進口
貨物』之完稅價格資料，但亦不為進口人所及
時獲知。此時，雙方在商情保密條件下進行商
議，可以促成資料之交換，以決定完稅價格之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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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條規定更明顯的駁斥該質疑者

手交易階段(4)售予無特殊關係者(4)最大

的攻訐想法，亦即第1條註釋第2項規定

銷售數量的單位價格。其中，進口貨物於

「第2項第(a)款及第(b)款之規定係提供各

國內銷售時對象之「特殊關係」並沒有明

種交易價格是否可以接受之認定方法」。

確的界定，致使遇有特殊案件(例如進口

所以，依此註釋可以解釋測試價格並非僅

人與貨物於國內銷售時的買受人具有相

可用於檢驗關係人之間交易價格，一般廠

互投資關係)時並無相關法規可資作為答

商交易之申報價格亦可被海關測試。海關

辯之依據，諸如安○立案(103年度訴字第

所蒐集用以作為風險管控的價格檔，即此

457號)，即透過行政法院的判決來確立何

一目的之實踐。若一般廠商間之申報價格

謂特殊關係 ，該判決的精神亦即將關稅

不能被測試，海關之風險管理機制篩選出

法第30條的法條精神加以援引。據稱案

「價格應審」的提示結果，僅能是一個空

件初始時於行政法院攻防上，法官曾質疑

泛的訊號，分估員後續的審核動作即失去

買賣雙方特殊關係的規範係訂於關稅法

依據與意義。

第30條第2項，而同條第1項則規範進口貨

7

附帶一提，對於查價或稽核人員而

物的交易價格，不似估價協定般地將特殊

言，進口人的交易價格是否受特殊關係的

關係獨立訂於第15條，故而引發法官對於

影響，有一個法規以外的資訊可以運用，

特殊關係的界定標準是否僅適用進口交

即進口人(營業人)的營利事業所得稅結

易時進口人與國外賣方之關係，而不適用

算申報資料。進口人(營業人)向國稅局所

於國內銷售時之進口人與國內買受人之

申報稅務資料中附冊部分之B1~B6表，須

關係？惟經答辯人員鍥而不捨地論述交

揭露關係人之間的狀況，該資料可用以
說明其是否有非常規交易、移轉訂價策
略之情形。而各區國稅局亦對轄管之區
域列有非常規交易的控管名冊，若營業
人有移轉訂價策略執行則可檢視其與進
口貨物的關聯性，進而判定進口交易價
格應否適用。

三、關稅法第30條之特殊關係是否適用
於第33條
關稅法第33條第3項規範以國內銷售
價格來推算完稅價格時，所需具備的相關
條件為(1)待估貨物或同樣或類似貨物(2)
待估貨物進口時或進口日期前後(3)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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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3 年度訴字第 457 號判決意旨：
進口人與國內第一手買方間，存有包括但不限於
關稅法第 30 條第 2 項所列 8 款特殊關係致影響
交易價格者），亦得不按進口人提出國內銷售發
票等資料核估完稅價格（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度
判字第 1085 號及 100 年度判字第 184 號判決意
旨，亦採相同見解）
。況關稅法第 33 條第 3 項所
稱「特殊關係」並未如第 30 條第 2 項對於同條
第 1 項第 4 款之列舉規定，且關稅法並無如關稅
估價協定第 15.4 條「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greement,persons shall be deemed to be related
only if：…」
，將該協定之特殊關係作統一規定。
基於關稅法第 33 條規範目的解釋，該條第 3 項
所稱之「特殊關係」應包括但不限於同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1 至 8 款之情形，以呼應關稅法條文
架構及關稅估價制度，避免買賣雙方因具有特別
之關係而影響其買賣價格致違反課稅公平之立
法精神。

關稅估價評析

易及課稅公平的精神方才獲得法官認

文。解釋上，如果所蒐集之「國內銷售價

同，然而不知事實上國內交易對象之特殊

格」之銷售發票或憑據等，具備客觀合理

關係原來早有規範，卻只因為被遺忘而未

之外觀，即符合(即復查決定)僅因買受人

獲傳承。

為○○○○股份有限公司，與原告為同一

依據80年元月前財政部關稅總局譯

負責人，買賣雙方具特殊關係，並未進一

印之「新關稅估價制度訓練教材」第22課

步敘明，何以具備此等關係即不予適用同

早有所說明為「在輸入國銷售必須雙方無

法第33條之規定，況該等銷售價格之發票

特殊關係，並須注意者，第1條所稱之關

金額為多少？銷售數量多少？是否不夠

係 為出口人 (賣 方)與進 口人 (買方 )之關

客觀合理？均未見原處分交待其理由，其

係，而第5條所指之關係則為均在輸入國

逕以公司負責人同一，即排除以「國內銷

內之賣方與買方。雖然如此，第15條第4

售價格」核估之規定，仍難謂無限縮法條

項所定是為具有特殊關係之各種情況，第

文義解釋之情形，而無足採。……〕，故

5條亦可適用。」所稱之估價協定第5條即

若當時能提出教材內的該段話，結果或許

等同於關稅法第33條。該段話真是「眾裡

會有所不同。

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

四、國外的內地稅(附加稅)不應計入完
稅價格

闌珊處」，該訓練教材係依據關稅合作理
事會編訂之教材所譯印，且其引言即明

進口分估員進行核估或審核價格時，

示：「本教材……係由關稅合作理事會所

經常須透過網際網路查詢並參考那些所

編印，以供訓練海關及其他政府官員之

查得之出口國當地貨品零售行情價格，而

用，使其對『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第7條執

那些網頁所標示的零售價格則大部分包

行協定』有較深入之認識」，故各課內文

含著當地的附加稅在內，在參考該價格時

均出自於關稅合作理事會當然具有公信

是否須扣除該附加稅的金額，曾經莫衷一

力。惟曾經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訴

是，有人主張不應該包含該稅金，然而遍

字 第 000621號 判 決 書 1392行 至 1405行 卻

尋關稅法與關稅法施行細則，甚至關稅估

以〔……原處分固記載「原告雖提供國

價協定，均找不到出口國內地附加稅不可

內銷售發票，惟查其買受人為○○○○股

計入完稅價格的規定，致使在瞭解該貨物

份有限公司，與原告為同一負責人，買賣

行情時，因扣不扣除所附加的內地稅金額

雙方具特殊關係，自無法適用同法第33條

對行情差異頗大，尤其是對附加稅率高的

規定以『國內銷售價格』核估」等文字。

國家更是如此，使得分估員在核估時心裡

惟按，關稅法第33條所稱「國內銷售價

不能踏實。

格」，仍無必然排除銷售價格所據之當事

暫先不談相關規定的條文究竟書寫

人間具備特定利害關係，即不予適用之明

於何處，單就實際交易價格的定義，即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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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就進口貨物為賣方利益所支付之實付

中若列有附加稅的金額，該稅款因為貨物

或應付價格這內容觀之，貨品的附加稅即

出口後可辦理退稅，故該稅款不應計入完

不應計入完稅價格，因為附加稅的給付對

稅價格中。

象為出口國政府，而非賣方，且該附加稅

參、結論

的本身是屬於因出口貨物可退稅的項
目；至於若要真正討論實際條文的出處，
則要回歸關稅估價的最根本協定，即1994
年GATT，及其第7條執行協定。
規範估價協定為「GATT第7條執行
協定」的簡稱，故關稅估價的最根本即為
GATT的第7條。依據該條第3項規定「任
何對輸入產品關稅之估價，應不包括該產
品在生產國或輸出國已經豁免或已退還
或將來得退還之任何內地稅。」故由該條
規定即知若貨品價格包含附加稅(內地

信手分享以上許多估價工作的經驗，
無非是在表達關稅估價自1947年發展至
今的完整性與應用，使同仁瞭解其相關意
涵及可能產生混淆的所在。隨著國際上貿
易狀態的靈活化、複雜化，海關估價時所
面臨的模糊狀況也越發多變，誠如上述
財政部於86年及91年的函文所提，估價作
業必須參考世界關務組織關稅估價技術
委員會發布之諮詢意見、評論、註解及
案例等文件，才能守住基本原則，並與
時俱進的吸收先進國家所發生案例與發

稅)， 而 該 附 加 稅 可 因 貨 品 出 口 而 退 還

表相關估價的見解與文獻，並應用於我國

時，該附加稅即不應計入完稅價格。

狀況。

在實務上有一種情況，常見進口人自
歐洲進口貨品所檢附出口人開立的發票

32 Customs Today

海扇貝及干貝簡介

海扇貝及干貝簡介
廖先鴻  高雄關/簡任稽核

按中華民國海關進口稅則輸出入貨

則以斧足為之，通常稱為蛤、貝(類)或二

品分類表合訂本(下稱稅則本)所載稅則號

枚貝，如鳥蛤、文蛤、海扇貝(蛤)及貽貝

別第0307節貨名欄，係以活、生鮮或冷

等；腹足綱物種具有發達的頭部，且腹面

藏等各種型態之軟體動物(門Mollusca)為

有寬闊肥厚的步足因而得名，並靠它來移

之，其中稅則號別第0307.1目至第0307.8

動身體，通常具有一個鈣質的螺殼，又被

目則分別歸屬於雙殼綱Bivalvia、腹足綱

稱為螺(類)或單枚貝，如鐘螺、鳳凰螺及

Gastropoda、頭足綱Cephalopoda等三綱部

鮑螺等；頭足綱物種外殼則已經消失或內

分物種，未列入上開稅則號別內軟體動物

化，包括有烏賊、魷魚、鎖管及章魚等，

門的其他物種即歸列在稅則號別第0307.9

主要是以頭足游泳方式來移動身體，以下

目。

本文將以稅則號別第0307.2目海扇貝及其
1

一般而言，雙殼綱物種 身體兩側對稱

閉殼肌為介紹主軸。此外，物種分類系統

並呈側扁狀，有2片鈣質的殼瓣，殼內則

概述請參見今日海關第79期拙編「頭足綱

有前、後閉殼肌(adductor muscle；具有強

生物簡介」一文，在此不另贅述。

大拉力)憑以控制兩殼開閉，身體移動

1 本物種具有爬行或挖掘功能的足多呈斧形，又
被稱為斧足綱Pelecypoda，另因行呼吸作用的鰓
呈瓣狀，也有學者以瓣鰓綱Lamellibranchiata稱
之，不過在分類學上仍應以雙殼綱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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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稅則本所載海扇貝及干貝稅則
歸列探討
查「－海扇貝，包括大海扇貝、日月
貝及月貝︰Scallops, including queen scallops,
of the genera Pecten, Chlamys or Placopecten︰」
、「海扇貝，包括大海扇貝、日月貝及月
貝Scallops, including queen scallops」分為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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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本第0307.2目及第1605.52目所載，上開
英文字樣，參據維基百科資料顯示，
Scallop為海扇蛤科Pectinidae貝類之統稱，
2

中文翻譯為海扇貝 ，而Pecten, Chlamys or
2 本文所引用之圖片名稱，如未註明學名者，即是
以科名俗稱來呈現，如｢海扇貝｣即代表其為海扇
蛤科中某物種、｢江珧貝｣則屬江珧蛤科中某物種
及｢簾蛤｣為簾蛤科中某物種，又以上三科貝類均
歸屬於雙殼綱。

海扇貝及干貝簡介

Placopecten等3屬物種在海扇蛤科內均屬於

與第1605.52.90款(第一欄稅率22.5%)所明

體型較大者，故在稅則本貨名欄內以queen

定；若再對比稅則號別第0307.21.00款(第

3

scallops大海扇貝來稱呼 。現以大海扇蛤

一欄稅率新臺幣(下同)17.2元/公斤或10%

Pecten maximus這個物種為例，其生物分

從高徵稅)、第0307.22.00款(第一欄稅率

類位階層如下：動物界Animalia (Kingdom)

17.2元/公斤或10%從高徵稅)、第0307.29.20

、軟體動物門Mollusca (Phylum)、雙殼綱

款(第一欄稅率184元/公斤或12.5%從高徵

Bivalvia(Class)、鶯蛤目Pterioida (Order)、

稅 ) 及 第 0307.29.30 款 ( 第 一 欄 稅 率 18%)

海 扇 蛤 科 Pectinidae (Family) 、 海 扇 蛤 屬

貨名欄內均載有「海扇貝(含全貝及干貝)

Pecten(Genus) 、 大 海 扇 蛤 Pecten maximus

」字樣，顧名思義可知，在稅則本內海扇

(Species)。

貝全貝與干貝的含意是不同的。亦即只有

次 查 「 干 貝 conpoy( 其 中 有 3 個 是 以

取自海扇蛤科貝類閉殼肌經由調製或保

compoy表示)」字樣者，亦僅出現在稅則

藏過程者，才得核列在稅則號別第1605.

本第0307.2目及第1605.52目內，依據海關

52.10款，如係以全貝調製或保藏而成者，

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一、六規定，不論活、

即應核列於稅則號別第1605. 52.90款。惟

生鮮、冷藏、冷凍、乾、鹹或浸鹹、燻製

在通關實務上，仍有不少進口人或報關業

以及已調製或保藏等型態之干貝，均應以

者，基於節省進口稅款之不良意圖，把所

海扇蛤科貝類為之。如是，則通關線上所

報運進口之已調製或保藏海扇貝全貝申

申報各種型態之干貝，似應先以其學名查
詢所屬科別，若非屬海扇蛤科者，即應回

報在稅則號別第1605.52.10款，並會以「全
貝包含有干貝也就是干貝 ｣ 這種似是而

歸該物種所對應之稅則號別，據以正確核

非的理論，企圖來誤導分估或驗貨員，因

列，以免疏漏。

此海關人員在執行相關業務時不可不慎

再查「已調製或保藏之干貝」
、
「其他
已調製或保藏之海扇貝(干貝除外)」分為
稅則號別第1605.52.10款(第一欄稅率18%)
3 依據維基百科所載，干貝conpoy係指海扇蛤科及
江珧蛤科貝類乾燥後的閉殼肌。惟就海關稅則分
類原則(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而言，僅有來自
海扇蛤科貝類的閉殼肌才是干貝，其型態可以為
活、生鮮、冷藏、冷凍、乾、鹹或浸鹹、燻製以
及已調製或保藏等等。但為了配合市場上的稱
呼，在本文二、三段中敘及之干貝一詞，則泛指
雙殼綱貝類閉殼肌，不過在正統上，不論是生鮮
或乾製品，僅有少數幾種大型海扇蛤科貝類(如大
海 扇 蛤 Pecten maximus 、 冰 島 海 扇 蛤 Chlamys
islandica、麥哲倫海扇蛤Placopecten magellanicus
及蝦夷盤扇貝又名帆立貝Patinopecten yessoensis
等)的閉殼肌才夠格被稱為干貝。

查！

貳、干貝來源以及市面販售態樣介紹
參據維基百科：「干貝或作乾貝、甘
貝，又稱玉珧、元貝、珧柱、江珧柱、瑤
柱、江瑤柱、乾瑤柱、帶子，為一種海鮮
1

食品原料，來自瓣鰓綱異柱目扇貝科 (依
現行生物分類稱呼應以雙殼綱鶯蛤目海
扇蛤科為之)和江珧蛤科貝類動物的後閉
殼肌。干貝是特指乾燥後的產品，烹調時
需要先用水漲發。」所載，干貝conpoy係
專指來自海扇蛤科及江珧蛤科貝類乾燥
3

後的閉殼肌而言。在體型上海扇蛤科及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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珧蛤科均屬大型貝類，其閉殼肌肥厚約占

外觀猶如柱子一般，也有人以「肉柱」來

全貝總重的四或三分之一，由於該閉殼肌

稱呼。

36 Customs Today

海扇貝及干貝簡介

雙殼綱貝類均有閉殼肌，一般分有前

海扇蛤科及江珧蛤科這些大型貝類，因為

閉殼肌及後閉殼肌兩條，就像牡蠣、文蛤

閉殼肌較肥厚，通常只有一個(部分學者

及海瓜子等，當我們在吃這些貝類的時

認為江珧蛤科貝類仍有兩條閉殼肌，只是

候，常常會有一塊肉留在牠的殼上不容易

前閉殼肌已萎縮到感覺不到它的存在)，

拔起來，那就是閉殼肌，不過牠們都屬於

也是製作干貝的主要來源。

小型貝類，相對地閉殼肌就比較小，而像

製作干貝的閉殼肌要夠大，否則僅能

成者，又稱為扇貝丁；而江珧蛤科的閉殼

塞牙縫，而且閉殼肌太小生產起來也比較

肌，肉大外觀好，因此將其單列稱為瑤

麻煩(不像蝦皮，是以整尾曬乾，再小也

柱、江瑤柱或帶子，但在食用口感上還是

無所謂)。製作干貝的原料均來自海扇蛤

比不上海扇貝。此外，如以較小型的簾蛤

科、江珧蛤科、簾蛤科以及硨磲蛤科(本

科貝類閉殼肌製作而成的干貝，因為個頭

科野生數量愈來愈少，幾乎已無使用)等

較小，口感及味道也不如海扇貝做成的鮮

貝類，牠們的閉殼肌都可以製作成干貝。

美，價格更可便宜到 2 至 4 倍，其在市場

曬乾的海扇貝閉殼肌就成了干貝的代

上就被以珠貝或小干貝做稱呼(干貝大約

表，如果是以個頭較小的海扇貝閉殼肌製

有 10 或 50 元硬幣大小，珠貝則約為 1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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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元硬幣大小，兩者間肉的厚度也相差許

料的替代來源。不過，頂級的干貝醬還是

多；此時消費者有可能會被誤導，就像在

以海扇貝閉殼肌製成的干貝作為材料，吃

漁市場裡，明明是比目魚卻偏偏要把牠叫

起來味道就是不一樣，相對地價格也就比

作扁鱈一樣)，一般係用來作為干貝醬材

較不親民了。

經由陽光曝曬或機器乾燥的干貝，呈

材料，其尚呈生鮮狀態的閉殼肌而言，

現黃褐色，香氣濃郁，纖維感明顯。使用

一般供作直接食用之生干貝，大都以閉殼

前須先經過泡發，再施以調味加工及精

肌較大的海扇蛤科、江珧蛤科及硨磲蛤科

心烹煮後味道極為鮮美，自古就是與海

貝類為主。來自大型海扇蛤科貝類的生干

參、鮑魚以及魚翅齊名的海味食材，並稱

貝 軟嫩 Q 彈，適合以乾煎或快炒方式來

為「海味四寶」
。古人曾以「食後三日，

直接品嘗牠的美味，保證讓你回味無窮，

猶覺雞蝦乏味」來形容吃過干貝的感覺，

吃了還會想再吃；而其乾燥的干貝，一般

可見牠滋味鮮美非同一般，而且營養價值

都用來煲湯、包粽子或製作干貝醬，所呈

高，富含蛋白質、碳水化合物、核黃素和

現出來的又是不同的風味與美味。此外，

鈣、磷、鋅、鐵等多種營養成分。干貝的

也有商家以硨磲蛤科的硨磲貝或江珧蛤

蛋白質含量高達 61.8%，為雞肉、牛肉、

科的江珧貝(牛角蛤，因其閉殼肌形狀像

鮮蝦的 3 倍，礦物質的含量也遠在魚翅、

似腰子又稱作腰子貝)的閉殼肌當作生干

燕窩之上。另外因為含有較多的牛磺酸，

貝來賣，不過這些生干貝吃起來的口感及

對於心臟、肝臟、腎臟及視力都有保護作

味道與海扇蛤科貝類相差甚遠，經常會讓

用，還具有滋陰補腎、軟化血管及防止動

人產生誤解，認為傳聞中味道鮮美的生干

脈硬化等功效，如能常常食用，更有助於

貝也不過爾爾罷了，所以當我們在餐廳吃

降血壓、降膽固醇及補中益氣強健身體。

到口感如橡皮筋、有靱性以及腥味較重的

參、生干貝消費及可能陷阱

生干貝時，表示你吃到腰子貝的可能性

生干貝係指前面所介紹製作干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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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當大。

海扇貝及干貝簡介

再來就是有些不肖廠商為了偷生干

干貝時，請不要以牠的大小顆或重量等直

貝的重量，會以泡水或包冰(甚至於添加

覺感觀來判斷價格是否合理，相對地應該

藥物來浸泡)等方式來增加重量，所以在

是以您在烹煮後實際可以吃到的肉量做

市面上販售的干貝大都有泡水及包冰的

衡量，這才是判定生干貝價格的主要依

問題。一般消費者很難以肉眼判斷，最簡

據。雖然現在的海扇貝大都來自於人工

單的檢查方式就是直接乾煎，從水分流出

養殖，但不論是用煎的、炒的、烤的或是

量的多寡來判斷，不經包冰的一級生干貝

煮湯，其鮮嫩彈牙的口感，依舊會讓我們

在乾煎時出水很少。經過泡水或包冰的生

口齒留香，回味無窮！然而取自野生海扇

干貝，除了會破壞原有的美味及營養流失

貝的生干貝，因為它是利用捕撈船上先進

外，在烹煮時生干貝也會因大量的水分流

冷凍設備，輔以急速冷凍方式鎖住天然風

出而縮小了，所以聰明的消費者在選購生

味並保留住鮮味，如果有幸吃到的話，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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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鮮美滋味絕對會讓我們認同古人「食後

口平滑、紋路工整以及大小一致時，它鐵

三日，猶覺雞蝦乏味」的說法。

定不是天然的生干貝；天然的表面具有不

肆、結語

規則裂痕，剝開來它的肉是一絲一絲的。

誠如前面所介紹，來自海扇貝閉殼肌
的生干貝可算是高檔食材，所以牠與平價
海鮮應該會有點距離，但為什麼當我們在
吃到飽或平價海鮮餐廳消費時，生干貝卻
還是可以無限量供應呢？事實上那些並
非天然物而都是合成品。食品製造業者用
的是花枝漿或魚漿再加上人工調味劑，做
成條狀後再切成一塊塊圓形的仿生干貝，
因為它必須利用模組合成條狀再切成圓
塊，所以當我們看到所吃的生干貝呈現切

※參考資料與文獻

1. http://digimuse.nmns.edu.tw/Default.aspx？
tabid=271&ObjectId=0b00000180054537&Dom
in=g&Field=fi&ContentType=Specimen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callop
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cten_maximus
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np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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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天然的生干貝入口後的味道鮮甜、口
感紮實，而且肌肉可以抽成很細的絲；而
以魚漿等物合成之仿生干貝，吃起來感覺
不到干貝特有的風味、口感較軟，也找不
到干貝特有的絲質纖維。此外，包括鮑
魚、海參、蟹肉、鮭魚卵等等也都有人工
合成品，這些仿製品為了呈現被模仿對象
的味道，在製造過程中均會額外添加調味
劑，為了避免增加消化系統及身體的負
擔，建議讀者在消費時應多加注意。

美中貿易戰對臺灣的挑戰

美中貿易戰對臺灣的挑戰
楊青霖  關務署/課員

界強權的地位，使得美國於2017年8月18

壹、背景介紹
自川普從美國總統大選勝出，奉行美
國至上、保護主義的川普立即對各個國家
展開貿易救濟調查，尤其是對中國，因為
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不斷增加，再加上

日對中國正式展開301調查，在2018年3月
22日公布調查結果並聲明將對中國實施
一連串的關稅報復，從此美中貿易戰爭正
式開打。

中國提出的「中國製造2025」威脅美國世
表 1、公布課徵期程表(摘自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網站)
美國
2018.7.6

中國

美國自 7 月 6 日起，對原產地為中國 中國大陸自 7 月 6 日起對原產地為美國
大陸之化學品、汽機車、飛機、船 之大豆、農產品、汽車、水產品等 545
舶、面板及光學儀器等 818 項產品加 項商品加徵額外 25%關稅。
徵 25%關稅。

2018.8.23

美國自 8 月 23 日起，對原產地為中 中國大陸自 8 月 23 日起對原產地為美
國大陸之石化材料、鋼鐵製品、機 國之礦物燃料、銅及鋁廢碎料、運輸
械、電子電機產品等 279 項產品加徵 設備等 333 項商品加徵額外 25%關稅。
25%關稅。

2018.9.24

美國自 9 月 24 日起，對原產地為中 中國大陸自 9 月 24 日起對原產地為美
國大陸之農漁畜、加工食品、化學、 國的 5,207 個稅目，加徵額外 10%、5
塑橡膠、機械、電子及其零件、光 ％不等的關稅。
學儀器及其零件、運輸設備等 5,745
項產品加徵 10%關稅。

此外，依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

針對中國的301調查、反傾銷、反補貼調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查外，美國基於國家安全考量啟動232鋼

網站公告，目前美國在2018年已對中國發

鋁調查，並於2018年3月28日開始分別對所

起了反傾銷、反補貼調查共計18案。除了

有進口鋼鐵、鋁，加徵25%、10%之從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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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目前豁免的國家僅有韓國、阿根
廷、澳大利亞及巴西4個國家。
目前美中貿易戰雖對我國的衝擊還
不是很大，但中國透過臺灣轉運的規避關
稅的活動日趨嚴重，此規避活動是如何進
行、美國又如何因應，而我國又採取了哪

參、原產地規則
目前依據我國「進口貨品原產地認定
標準」規定，一般貨物通常以進行完全生
產貨物之國家或地區作為其原產地，若貨
物加工、製造或原材料涉及2個或2個以上
國家或地區者，以使該項貨物產生最終實

些措施避免規避活動的進行，筆者針對此

質轉型之國家或地區為其原產地。實質轉

項規避活動的探討如下。

型係指下列情形：原材料經加工或製造後

貳、規避活動－透過第三國轉運、

所產生之貨物與原材料歸屬之海關進口

變更原產地標籤
過去中國若是被其他國家課徵反傾
銷稅，轉運規避活動就會開始活躍，其中
最著名的例子為美國在2001年對中國蜂
蜜課徵反傾銷稅，課徵的稅率是之前的3
倍。實施後雖然由中國進口的蜂蜜有了顯

稅則(下稱稅則)前6位碼相異者。貨物之
加工或製造雖未造成前款稅則號列改變，
但已完成重要製程或附加價值率超過35%
以上者。自中國進口貨物在臺灣簡易加
工，若並未達到實質轉型的標準就將產地
改為臺灣，此舉為我國法規所不允許。
另外根據我國駐美代表經濟處關於

著的下降，但美國農民發現超市的進口蜂

美國原產地認定規則的文章，文中說明美

蜜價格仍舊賣得比國內自產的蜂蜜還低，

國的非優惠性原產地認定規則，主要用以

為什麼？經過美國海關調查後發現，原來

判定進口產品是否遭受貿易救濟措施(如

中國蜂蜜在澳大利亞、墨西哥、泰國、越

反傾銷稅、301 條款、201 條款)，原則上

南等國港口換船轉運，利用在第三國停留

亦可分為完全取得及最終實質轉型，但實

的時機，貼換產地標籤，使蜂蜜成為了澳

質轉型並無特定法規規範，主要由美國海

大利亞蜂蜜、墨西哥蜂蜜、泰國蜂蜜或者

關暨邊境保護署(U.S. Customs and Border

越南蜂蜜。

Protection)依據法院判決、海關法律及解

目前已知中國利用第三國規避關稅

釋對貨物原產地進行個案判定。是以目前

常見的方式有兩種，其一是將已接近成品

貿易戰所涉及商品均適用美國非優惠性

的貨品進口至第三國，簡易加工後，但並

原產地認定規則，若美國海關對於進口商

未達到原產地認定之標準，違規將產地改

品原產地有所懷疑時，可由其直接認定原

為第三國製造；二是把貨品進口到第三

產地。

國自由貿易港區、物流中心或保稅區，

肆、美國反規避調查

再違規變更原產地標籤，企圖規避海關
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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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除了有非優惠性原產地認定規
定防止規避活動外，為了避免大規模的規

美中貿易戰對臺灣的挑戰

避活動，美國的The Enforceand Protect Act

規避關稅，最終使得越南的鋼鐵也被美國

of 2015(EAPA)法案對於規避行為有立法

以相同的高稅率課徵關稅。

授權相關機關進行專案調查。當美國商務

伍、我國近況及因應措施

部(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接獲國內
產業利害關係人之控訴後啓 動「反規避調
查」，以釐清受調產品是否屬課徵反傾銷
稅或平衡稅所涵蓋的產品範圍。常見的規
避樣態包含：
一、 產品在美國組裝或完成者，在美國加
工屬細微。
二、 產品在第三國組裝或完成者，在第三
國加工屬細微。
三、 產品之形式或外觀僅有細微更改者。
四、 在反傾銷稅課徵後開發之產品，在
本質上與被課徵反傾銷稅產品無不
同。
在2018年5月21日美國商務部的一則
公告，標題為「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Issues

Affirmative

Final

Circumvention

Rulings on Steel from Vietnam」，公布越南
進口的耐腐蝕鋼(Corrosion-resistant steel)
和 特 定 冷 軋 鋼 板 (Certain cold-rolled steel
flat products)課徵與中國相同的反傾銷稅

最近基隆關查獲多起保稅區及自由
港區事業出口報單通報目的地不實、進儲
貨品產地標示不實或中國製產品冒充臺
灣產製之違規轉運案件，業依海關緝私條
例及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裁處，
並移送貿易主管機關究責。財政部關務
署也已展開全面清查相關貨品，並將疑
似轉運的案件，移交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下稱貿易局)做進一步調查。另外我國目
前對此因應措施如下：

一、特定稅則貨物須申報「供外銷」或
「供內銷」
進口申報產地為中國，且申報稅則第
8456 節 至 第 8463 節 、 貨 品 分 類 號 列 第
8711.60.20.00-7號或稅則第8712節者，應
於對應項次之貨名欄前3字申報「供外銷」
或「供內銷」，加強追蹤供外銷貨物的出
口流向。

二、進出口報單比對機制，加強查驗

及平衡稅。內文提到中國的鋼鐵透過越南

海關專家系統比對出口報單出口人

加工後進口美國，報關時將產地報為越

於出口前是否曾自中國輸入受美國課徵

南，藉此規避關稅。美國商務部調查指

額外關稅或反傾銷稅相同或類似的貨

出，在2015年對中國產品徵收初步關稅

品，必要時得對出口貨物加強查驗。

後，從越南到美國的耐腐蝕鋼出口量從

三、加強查核自由貿易港區、物流中心
及保稅倉庫之貨物產地

200萬美元增加到8,000萬美元。同樣，越
南到美國的冷軋鋼板出口量從900萬美元

加強查核保稅業者進儲原產地為中

增加到2.15億美元。以上調查結果使美國

國且受美國課徵額外關稅或反傾銷稅之

合理懷疑中國透過第三國越南轉運的方式

貨物，並將可疑案件通知貿易局。另涉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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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及美國對中國大陸課徵反傾銷稅之產

長久。在美中貿易戰愈打愈激烈的情況

品，於申報出口時，應確實填列該出口貨

下，杜絕中國利用臺灣規避美國關稅對

物生產國別代碼及目的地至產地標示部

臺灣而言將是一項艱鉅的挑戰，除了政府

分，並籲請業者按原產地證明書及加工證

要做好防範措施、加強查緝不法，我國廠

明書管理辦法詳實辦理。

商也不應短視近利，透過不法的手段助長

四、強化產證管理措施

規避活動，此舉不但嚴重傷害臺灣國際形

貿易局依「原產地證明書及加工證明

象，還將導致我國相關業者受到美國的反

書管理辦法」，強化申請產證資格，申請

規避調查。反規避調查並非僅針對個別違

產證須切結為臺灣產製並填寫臺灣產製

法廠商進行調查，而是我國相關產品的所

之認定標準，加強事後稽查；特定商品須

有出口廠商，對於我國合法廠商將徒增行

有製造商工廠登記證明影本與申請人及

政及法律成本，可謂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

製造商共同簽章之切結書，甚至須填列裝

粥。

貨貨櫃之編號以利追蹤。

五、對中國大陸的鋼品進行雙反(反傾
銷及反補貼)案調查
目前已對中國5項鋼品進行雙反案調
查，除了避免中國鋼品因美國高額關稅有
轉移出口至臺灣的可能造成國內產業損
害，也顯示我國政府積極作為，以利爭取
列入美國232條款、鋼鋁進口懲罰性關稅
豁免名單。

陸、結論
從事國際貿易活動本應遵守國際貿
易的遊戲規則，正常的貿易活動才能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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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我國在國際上的商譽需要政府與
產業界相互合作，遏阻不肖廠商之規避行
為，維護我國真正生產廠商之出口利益。
※參考資料與文獻
1. 財政部關務署網站
2.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網站
3. 美 國 商 務 部 網 站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4.美國海關暨邊境保護署網站(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5.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網站(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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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伺服器及負載平衡技術研究簡介
戴志強  基隆關/設計員

壹、前言

那麼依上面的定義，提供代理服務的

現今企業及政府機關的資訊網絡環境

電腦系統或其他類型的網絡終端就被稱

已不再如以往，僅限區域網絡之單純作業

為代理伺服器(Proxy Server，如圖1)，而代

環境，網際網絡(Internet)的發明及大量運用

理伺服器所提供的服務就是在網絡環境

已使世界的資訊化出現更深且廣的變革。

中代替使用者(一般指使用者直接操作的

為了讓企業及政府機關內的使用者得以更

資訊終端設備，如個人電腦等)，與遠端

快速於Internet存取網絡資訊，提高數據線

伺服器進行連線後，並傳回遠端伺服器回

路頻寬的需求也愈來愈強，不過受限於經

應的資料給使用者。在這個過程中，遠端

費，頻寬並無法無限上綱。在這種背景下，

伺服器在連線過程中只會看到代理伺服

可以節省頻寬使用的相關資訊技術被大量

器，代理伺服器之後的使用者，遠端伺服

開發，其中最常被運用的便是代理伺服器。

器是沒有辦法直接接觸到的，如此一來也

貳、何謂代理伺服器

對使用者提供了基礎的隱私及安全保障。

在網絡環境，「代理」這個關鍵字所
代表的意義，依據維基百科中的定義：
「代

代理伺服器的運作流程如圖2所示：

參、代理伺服器運用在大型網絡中

理(英語：Proxy)，也稱網絡代理，是一種

的好處

特殊的網絡服務，允許一個網絡終端(一

既然代理伺服器有上述的這些優點，

般為用戶端)通過這個服務與另一個網絡

那將代理伺服器運用在大型網絡(企業或

終端(一般為伺服器)進行非直接的連線。

政府機關網絡)時，又會有哪些好處呢？

……一般認為代理服務有利於保障網絡

一、數據線路頻寬與成本的節省

1

終端的隱私或安全，防止攻擊。」 上面所
說的是什麼概念呢？舉個例子來說，在真
實世界中，讀者或許會幫忙家人去辦一些
事情，但因為讀者並不是「申請者本人」
而是「受申請者委託辦理事情的人」，這
就是一種代理的概念。

2

1 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代理服務器)
2 鳥哥的 Linux 私房菜
(http://linux.vbird.org/linux_server/0420squid.php)

大型網絡與一般家用網絡在資訊終
端設備的數量規模，有著相當大的差異。
在一般家用網絡環境下，資訊終端設備的
數量通常在十臺以下；大型網絡則不同，
資訊終端設備少則數十臺，多則上千臺。
也因為數量上的差異極大，在數據線路的
頻寬需求及管理上，大型網絡的管理者必
須考量數據線路的服務品質及所需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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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代理伺服器的實機照片(紅框處所示)

圖 2 代理伺服器的運作流程
成本，並取得其中平衡，從而讓使用者得

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價差，其主要的原因在

以在有限費用下卻有最佳的網絡使用品

於，GSN FTTB(企業型)光纖網絡的服務品

質。如此說來可能有點抽象，筆者舉個例

質要求嚴格，即維運商，也就是中華電信

子來說明：目前中華電信一般家用的FTTB

已予承諾的。如果線路發生中斷，依契約

光世代網絡，100M雙向的每月月租費為新

規定中華電信必須在4小時內修復完成。其

臺幣(下同)1,299元(107年5月14日之公告

他與服務品質有關的，還有GSN FTTB(企業

3

牌價 )，但政府機關租用相同速率的100M

型)光纖網絡在進行傳輸的優先順序，是

雙向GSN FTTB(企業型)光纖網絡(目前由

被中華電信設定高於一般線路等，這些都

中華電信維運)，其每月月租費最低價格為

不是一般家用線路所能比擬的服務水準，

4

176,040元 ，二者的價差多達135.5倍！為
3 中華電信牌價資費表
(http://broadband.hinet.net/fee.do)
4 GSN 政府網際服務網 GSN 光纖網路（企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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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費較高亦屬合理。
也因此企業及政府機關囿於經費，但
費率(http://gsn.nat.gov.tw/FiberB_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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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體網絡穩定性優先考量下，所租用的

是 3臺 個 人 電 腦 都 存取 www.yahoo.com.tw

數據線路頻寬可能就沒有辦法像家用網

這個網站，但這次是由代理伺服器進行對

絡一樣高，而在這種較低頻寬的環境下，

www.yahoo.com.tw的連線，代理伺服器在

使用頻寬的節省自然便成為重點，因為頻

第1次連線時會檢查自身的快取，發現快

寬的節省也就代表了經費的節省。

取中並沒有www.yahoo.com.tw的資料，因此
連線至www.yahoo.com.tw，並將取回的資料

省呢？一個沒有設置代理伺服器的網絡

複製1份至自身的快取中；第2、3次連線因

架構，如圖3所示，在這種架構中，3臺個人

為在自身快取已經有www.yahoo.com.tw的

電腦如果都存取www.yahoo.com.tw這個網

資料，因此不須對外連線取得資料，直接

站時，因為是直接連線www.yahoo.com.tw，

就將自身快取中的資料回傳給個人電腦，

所以會產生3次相同的流量，這樣子頻寬

同樣是3臺個人電腦的連線，卻只產生了1

就被同樣的流量給占用了。再看有設置代

次的流量，節省了2/3的頻寬，若個人電腦

理伺服器的網絡架構，如圖4所示，一樣

數量更多時，可節省的頻寬亦將更多。

▲

那麼代理伺服器是如何達成頻寬的節

圖 3 沒有設置代理伺服器

▲

的網絡架構

圖 4 有設置代理伺服器
的網絡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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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絡存取控管及安全性的提升
因為代理伺服器是區域網絡使用者

平衡。接下來筆者將探討多臺代理伺服器
進行簡易負載平衡的技術原理及實作的

存取遠端伺服器的代理，所以只要在代理

方式。

伺服器上進行遠端伺服器的存取控管，便

一、技術原理

可以達成允許或禁止存取特定遠端伺服

多臺代理伺服器在大型網絡中如要

器，進而提升使用網絡的安全性。

達成各代理伺服器的負載平衡，一般是

肆、多臺代理伺服器進行簡易負載
平衡

採用支援WCCP(Web Cache Communication

前面對代理伺服器的說明，可以瞭解

在各代理伺服器及支援WCCP的路由器

到代理伺服器在大型網絡中是一個非常

上進行設定，區域網絡中的個人電腦不

重要的設備，實有使用之必要。但如果代

須再進行與代理伺服器有關的設定，即

理伺服器發生了故障，立刻會影響到網絡

可享受到使用代理伺服器的好處。對於

使用者對遠端伺服器的存取，甚至系統癱

網絡管理上來說，所需的設定成本較低，

瘓。為了避免這種情形發生，最簡單的方

且代理伺服器若發生故障時，支援WCCP

式便是在網絡中建置多臺代理伺服器，如

的路由器會避開故障的代理伺服器，自

圖5，並且在這些代理伺服器間進行負載

動進行負載平衡的重新設定。

Protocal)通訊協定的路由器來達成，只須

圖 5 多台代理伺服器的實機照片(紅框處為 4 台代理伺服器)
雖然有以上的優點，但支援WCCP且

式達成多臺代理伺服器的動態負載平衡

具備良好效能的路由器單價都較高，囿於

時，便只能對區域網絡中的所有個人電腦

預算或其他問題，導致無法採用前述的方

進行代理伺服器的相關設定。但這通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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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到另一個困境，在大型網絡中，個人

～m 的形式(也就是第 1～第 m 臺代理伺服

電腦的數量龐大，若要對每一臺個人電腦

器的意思)，以決定該個人電腦被分配到

手動進行設定，非常浪費時間且容易有設

第幾臺代理伺服器。

定錯誤的情形出現。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二、實作方式

在一般以Windows個人電腦為主的環境中，

討論了技術上的原理後，接下來就要

都會使用Windows Active Directory (Windows

運用此原理來進行實作，實作的方式是撰

AD)伺服器建立內含代理伺服器設定的群

寫使用者登入指令檔，並將這個登入指令

組原則，再將這個群組原則套用到使用者

檔設定到群組原則中，然後再將這個群組

登入帳戶上，以達成集中設定的目的。

原則套用到網域中的所有使用者帳戶。只

不過使用群組原則進行設定的這種

要使用者登入網域，便會依照技術原理一

方式是解決了大量手動設定及容易發生

節中所提的演算法，自動分配使用者登入

設定錯誤的問題，若要進一步達到多臺代

的電腦至對應的代理伺服器，達成簡易的

理伺服器的負載平衡要求，因每一個群組

代理伺服器負載平衡目的。

原則設定只能搭配 1 臺代理伺服器，在這

伍、結語

種限制下只能建立與代理伺服器總數相同

自第三次工業革命後，各行各業以前

的群組原則並各別設定對應到特定的代理

採人工辦理的作業，因資訊化及資通訊科

伺服器，之後再套用到各組織單位(OU)

技的快速發展，多數已轉換至資訊系統，

上，雖然不失為可行之道，但 OU 數量很

甚或是雲端系統進行。而操作資訊系統或

多，或各 OU 內所包含的使用者登入帳戶

雲端系統的終端設備，也由一般的個人電

數量差異很大時，前述的方法要達到各代

腦逐步的向行動裝置推進。但不論系統為

理伺服器的負載平衡就可能力有未逮了。

何種形式，使用者終端設備的體積是大或

對此，本文提出一個簡易的演算法來

小，為二者建立起關連的，始終是基礎網

達成區域網絡內的個人電腦連接至各代

絡建設(不論有線還是無線)，因此網絡傳

理伺服器時，可以平均的進行分配，演算

輸速率與連線環境的良窳，是決定新興資

法如下：

訊服務是否得以快速成長的重要關鍵。惟

n＝[IP

mod

m]＋1

受限於經費成本考量，企業及政府機關僅

解釋一下上面演算法所代表的意義：

能在有限的網絡頻寬，運用網絡管理技術

n 代表分配至第 n 臺代理伺服器

並提升管理技巧，努力使各類資訊系統運

IP 代表個人電腦 IP 位址的最尾碼

行順暢。筆者本次撰寫此文亦是希望能對

m 代表代理伺服器的總數

從事資訊業務或對資訊有興趣的同仁，在

這個演算法簡單來說就是以個人電

網絡管理技巧提升上能有拋磚引玉之效，

腦 IP 位址的最尾碼，以求餘數的方式，

如有錯誤不周之處，還望各位海關先進同

得出 0～m-1 的結果，之後再加 1 調整成 1

仁們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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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體育用品進出口之概況
吳冠樑  關務署/稽核

壹、緣起

聞內容所列之60項體育用品貨品編號(海

近年我國在國際運動賽事，不論是在

關進口稅則8碼稅則號別)為準，並依貨品屬

田徑、體操、跆拳道、舉重、羽球、網

性分類如下：

球、滑輪溜冰或棒球等比賽項目，皆屢創

一、 運動鞋靴：計5項貨品，包括稅則第

佳績並且帶動了國內一股運動風氣。依教

64章各材質之運動鞋。

育部體育署所作調查，我國運動人口比例

二、 運動用品：計31項貨品，包括稅則

從民國(下同)95年的76.9%逐步上升至106

第95章各式球類運動、滑水、滑雪、

年的85.3%，呈微幅增加趨勢，另外規律

溜冰、釣魚及一般體能運動用品。

運動 (7333定義：每週至少運動3次、每

三、 外套、泳裝等服飾：計13項貨品，

次30分鐘、心跳達每分鐘130下或是運動

包括稅則第61及62章之外套及泳裝

強度達到會喘會流汗的程度。) 人口比

等貨品。

1

例 ， 也 從 98 年 的 24.4% 成 長 至 106 年 的

四、 太陽眼鏡、潛水鏡及理療按摩器具

33.2%。有人說，數字會說話，就讓筆者

：計3項貨品，包括稅則第90章貨品。

試著從進出口貿易統計數據中，瞭解目前

五、 其他體育用品：計8項貨品，除上開

體育用品產業發展現況。

4類以外之其他體育用品，例如稅則

貳、研究範圍

第42章運動手套、第63章帳篷、船

體育用品項目包羅萬象，舉凡各類運
動鞋、球類運動用品、室內健身器材、水

帆、充氣墊及救生衣、第89章運動
用船、第94章睡袋等貨品。

上運動、滑雪及溜冰等用品，皆為體育用

參、我國體育用品進出口概況分析3

品之範疇。為貼近本產業所關注之特定體

一、進口

育用品，本研究將以臺灣體育用品工業同

(一) 總體分析

業公會官網所發布「我國2018年1月至6月
2

各項體育用品進出口值及數量比較表」新
1 自發、樂活、愛運動-106 年運動現況調查成果
發表記者會
https://www.sa.gov.tw/wSite/ct?xItem=35921&ct
Node=300&mp=11
2 我國 2018 年 1 月至 6 月各項體育用品進出口值
及數量比較表
http://www.sports.org.tw/c/news.asp?news_no=5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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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102年至106年統計資料，體育用
品進口呈現向上成長趨勢，尤其以103年
至104年以每年2成幅度成長最快，惟105
年以後進口成長逐漸趨緩。
3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
；
102 年為特殊貿易制度，103~106 年為一般貿易
制度 https://portal.sw.nat.gov.tw/APGA/GA01

我國體育用品進出口之概況

(二) 主要生產國
106年我國進口運動用品前4大生產

印尼(6%)及日本(5%)，合計占87%，呈現
高度集中。

國分別為中國大陸(占54%)、越南(占22%)、

3. 主要
要進口貨品
品

(三) 主要進口貨品

運動鞋靴主要為越南、中國大陸及印尼生

1066 年我國進
進口體育
育用品主要
要為運動鞋
鞋靴(占 335%)、外套
套及泳
產；外套與泳裝等服飾為中國大陸及越南
106年我國進口體育用品主要為運動
生產，運動用品則為中國大陸、日本及美
鞋靴(占35%)、外套與泳裝等服飾(占24%)、
裝等
等服飾(占
占 24%)、運
運動用品(24%)及太
太陽眼鏡 、潛水鏡及
及理療
運動用品(占24%)與太陽眼鏡、潛水鏡及

國生產。

按摩
摩器具(14
4%)，合計
計占 97%。
。其中運動
動鞋靴主要
要為越南、中國

理療按摩器具(占14%)，合計占97%。其中

大陸
陸及印尼生
生產；外
外套及泳裝
裝等服飾為
為中國大陸
陸及越南生
生產，
運動
動用品則為
為中國大陸
大陸、日本
本及美國生
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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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
摩器具(14
4%)，合計
計占 97%。
。其中運動
動鞋靴主要
要為越南、中國
大陸
陸及印尼生
生產；外
外套及泳裝
裝等服飾為
為中國大陸
陸及越南生
生產，
運動
動用品則為
為中國大陸
大陸、日本
本及美國生
生產。

4

如就運動用品類別下各貨品分析，可

主要原因係相關零組件進口後再加工為

以觀察各類運動用品皆呈成長趨勢，水上

成品出口所致；網球及羽毛球拍則於97年

運動(含滑水、衝浪等)及滑雪設備97年至

至100年間大幅成長後呈穩定狀態，乒乓

106年進口成長最多，其中滑雪設備成長

球用品及溜冰鞋成長幅度不大。

3

主要原因係相關零組件進口後再加工為

4 滑雪設備(稅則 9506.1 目)、水上運動設備(稅則
9506.2 目) 、乒乓球用品(稅則 9506.4 目)、網球及
羽毛球拍(稅則 9506.5 目)、溜冰鞋(稅則 9506.7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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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口

成長略顯停滯，顯示我國雖在國際市場上
占有一席之地，惟無法成長，未來仍須積

(一) 總體分析
5

觀察102年至106年統計資料 ，整體呈

極拓展海外市場，維持現有優勢。

現微幅向上成長趨勢，惟自104年起出口

2. 主要
要出口國
1066 年我國運
運動用品出
出口前 8 名國家，分別為美
美國(占 41%)、
4
中國
國大陸(占
占 11%)、
、日本(7%
%)、德國
國(4%)、英
英國(4%) 、荷蘭

(4%)、法國(3%)及加拿大(3%)，合計占

(二)主要出口國

(4%%)、法國(3%)、加
加拿大(3%)
)，合計占
占 77%，由
由圖中表示
示我國
77%，由圖中表示我國出口市場遍布全球
106年我國運動用品出口前8名國家，
出口
口市場遍布
布全球各國
各國，且主
主要出口至
至經濟實力
力較佳國家
家。
各國，且主要出口至經濟實力較佳國家。
分別為美國(占41%)、中國大陸(占11%)、
2. 主要
要出口國
日本(7%)、德國(4%)、英國(4%)、荷蘭
1066 年我國運
運動用品出
出口前 8 名國家，分別為美
美國(占 41%)、
4
中國
國大陸(占
占 11%)、
、日本(7%
%)、德國
國(4%)、英
英國(4%) 、荷蘭
(4%%)、法國(3%)、加
加拿大(3%)
)，合計占
占 77%，由
由圖中表示
示我國
出口
口市場遍布
布全球各國
各國，且主
主要出口至
至經濟實力
力較佳國家
家。

5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
；
102 年為特殊貿易制度，103~106 年為一般貿易制
5
度 https://portal.sw.nat.gov.tw/APGA/G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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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要出口貨品
3.3.主要
要出口貨品
品品
106 年我國體
體育用品出
出口，主
主要為運動
動用品(占
占 90%)及太
太陽眼
106
年我國體
體育用品出
出口，主
主要為運動
動用品(占
占 90%)及太
太陽眼
及理療按摩
摩器具(占
占 7%)，合
合計占 977%。其中運
運動用
鏡、潛水鏡及

及理療按摩
摩器具(占
占 7%)，合
合計占 977%。其中運
運動用
鏡、潛水鏡及
動用品主要出口至美國、中國大陸及日
品主
主要出口至
至美國、 中國大陸
陸及日本；
太陽眼鏡
鏡、潛水鏡
鏡及理

(三)主要出口貨品

品主
主要出口至
至美國、 中國大陸
陸及日本；
太陽眼鏡
鏡、潛水鏡
鏡及理
本；太陽眼鏡、潛水鏡與理療按摩器具則
106年我國體育用品出口，主要為運

療按
按摩器具則
則出口至美
美國、法
法國及中國
國大陸。
出口至美國、法國及中國大陸。
動用品(占90%)與太陽眼鏡、潛水鏡與理

療按
按摩器具則
則出口至美
美國、法
法國及中國
國大陸。

療按摩器具(占7%)，合計占97%。其中運

其中
中運動用品
品出口合計
計 502 億元，前
億
5 名貨品分
分別為一般
般體能
球用品(22%)、水上運動設備(4%)、滑雪設
其中運動用品出口合計新臺幣(下同)
運動
動設備(66
6%，主要
要為運動器
器材)、高爾
爾夫球用
用品(22%)、水上

其中
中運動用品
品出口合計
計 502 億元，前
億
5 名貨品分
分別為一般
般體能
6

502億元，前5名貨品分別為一般體能運動

備(2%)及釣魚用具(2%)
。
6

。
運動
動設備(4%
%)、滑雪設
設備(3%)
及釣魚用
用具(2%)
運動
動設備(66
6%，主要
要為運動器
器材)、高爾
爾夫球用
用品(22%)
、水上

設備(66%，主要為運動器材)、高爾夫

6

運動
動設備(4%
%)、滑雪設
設備(3%)及釣魚用
用具(2%) 。

6

6

6 一般體能運動設備(稅則9506.9目)、高爾夫球用品
一般體能
能運動設備(稅
稅則 9506.9 目)、高爾夫球
目
球用品(稅則 9506.3
目) 、水上運動設備
備(稅則 9506.2 目) 、 、
(稅則9506.3目)
、水上運動設備(稅則9506.2目)
滑雪設
設備(稅則 95066.1 目) 、釣魚
魚用具(稅則 99507 節)
滑雪設備(稅則9506.1目) 、釣魚用具(稅則9507節)

6
一般體能
稅則 9506.9 目)、高爾夫球
目
球用品(稅則 9506.3 目) 、水上運動設備
備(稅則 9506.2 目) 、
54 能運動設備(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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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雪設
設備(稅則 95066.1 目) 、釣魚
魚用具(稅則 99507 節)

淺談我國體育用品進出口概況

另觀察97年至106年出口占比較大運

元，10年內成長達3成，年平均成長3.2%；

動用品，其中一般體能運動設備(主要為

另外高爾夫球用品亦呈緩步成長趨勢，惟

運動器材)出口值由250億元成長至330億

仍無法突破103年高點114億元。

肆、結論

育用品進口快速成長，105年後成長略顯

就進出口貨品來看，我國進口之體育
用品主要為勞力密集產品如運動鞋靴等，
而出口體育用品則以技術密集產品為主，
如一般體能運動設備(主要為運動器材)與
高爾夫球用品等；如分別就由進口及出

停滯，而體育用品出口的表現中亦呈成
長趨緩狀態。整體而言，未來我國要在體
育用品國際市場有成長空間，除站穏 腳步
外，仍須持續開拓新市場，並導入科技元
素，作出市場區隔，以增加成長動能。

口統計總體數據觀察，102年至104年間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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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海運貨櫃運輸發展歷程及啟示
陳家翔  臺中關/課員

壹、前言

設計的遠洋輪船，為世界各地的生產商提

臺灣四面環海，位於歐亞大陸東南邊

供更廉價的大量運輸服務。貨物集裝之

緣，擁有亞太樞紐的位置，自古即有發達

後，在轉運的過程中就不須再重新裝箱，

的海上貿易，航海貿易對位居東亞交通要

可以節省貨主和船東的經費及時間。貨櫃

衝上的人民而言，是生存的必要條件之

船的大小一般以能裝載多少20呎的標準

一，因此，海上交通在臺灣經貿發展上扮

貨櫃(Twenty-foot Equivalent Unit, TEU)計

演重要的角色。

算 ， 例 如 能 裝 載 6,000 個 標 準 貨 櫃 的 船

現今世界經濟已邁入「全球化」的浪

隻，便稱為擁有6,000TEU的運載力。

潮，今天在連鎖大賣場中，隨處可見來自

西元(下同)1801年，英國安德生博士

於全世界的貨物，例如:越南製的衣服、德

(Dr. James Anderson)已提出將貨物裝貨櫃

國的啤酒、美國的牛肉等。然而這些景象，

運輸的想法。1845年，英國鐵路開始使用載

在半個世紀之前是不太可能看到的，其中

貨車廂，互相交換，視車廂為貨櫃，一般

一個重要關鍵就是貨櫃運輸，貨櫃運輸不

認為這是貨櫃運輸構想的第一步。接著在

僅讓運費大幅下降，其快速的作業效率使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軍方為能有效

貨物在全球暢通無阻，讓跨國企業產品能

率地把軍事物資運至世界各地，開始採行

夠行銷全球。現在不論在任何一個先進城

貨物包裝單位化的小型貨櫃運送方式。在

市，消費者都能很輕易的購買到世界各地

1956年間正式用於商業用途，由美國海陸

的產品。如今，貨櫃運輸已經成為全球最

運輸公司(Sea-Land Service Inc.)的「Ideal-X」

重要的運輸方式，也改變二十世紀後期人

輪 自 美 國 紐 華 克 港 載 運 了 58 個 貨 櫃 啟

類的生活型態，使世界經濟愈來愈朝向國

航，開啟海運貨櫃運輸的時代，而國際間

際專業分工。

也以這一天做為國際貨櫃運輸誕生之日。

本篇文章將探討貨櫃海運60多年來對
於世界海運與臺灣所造成的改變及影響，
以及現今海運貨櫃運輸將面臨的挑戰。

貳、貨櫃運輸的誕生

參、臺灣貨櫃運輸的起源
臺灣最早的貨櫃船是由雜貨輪改裝的
中國航運公司所屬「東方神駒」號，於1969
年11月由高雄港啟程出發，中國航運公司

貨櫃是一種箱型運輸容器，用來裝運

在貨櫃運輸剛開始發展時，由已故創辦人

貨物。貨櫃最大特色，在於其格式劃一，

董浩雲先生的帶領下，積極協助貨櫃碼頭

並可以層層重疊，所以可大量放置於特別

及內陸貨櫃集散站的建設，並培養許多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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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運輸的人才，因此中國航運公司在臺灣

二十大的航運公司，可見臺灣的海運產業

貨櫃運輸發展的過程中占有極重要的地

規模並不輸給日韓，並在全球海運具有舉

位。臺灣就在1969年間先後完成貨櫃船、

足輕重的地位。

貨櫃碼頭、內陸貨櫃集散站的建置，構成

肆、未來海運貨櫃的發展趨勢

了運輸的聯絡網，並搭配從1966年開始，
政府陸續成立的加工出口區，此後藉由貨
櫃運輸的便利，迅速地將臺灣商品輸往世
界各地，對於臺灣經濟的發展有莫大的貢
獻。
在貨櫃運輸上路後，臺灣本土三大貨
櫃航商：長榮海運、陽明海運、萬海航運
接續成立，其中專攻貨櫃運輸的長榮海運
最具代表性，因為長榮海運已故創辦人張
榮發先生的遠見，在當時一艘全新的雜貨
輪只要3、4百萬美元，但全新的貨櫃船造
價卻要數千萬美元。且國際間各大港口的
配合設施還不齊全，加上臺灣當時的出口
貨物大多是輕工業產品，所以大部分的海
運業者並不以貨櫃輪為其主要運輸工具，
但張榮發先生認為發展遠洋航線才能賦予
公司成長，為了實現貨櫃化，成立了專門
研究部門，並赴世界各大港口考察，憑藉
著對貨櫃化的執著，1975年長榮第一艘貨
櫃船長春號新建完成，正式開啟遠東/美國
東岸的全貨櫃定期航線，之後長榮貨櫃定
期航線，一條接著一條開啟，終於串成環
球航線。隨著臺灣經濟起飛，貿易吞吐量
愈來愈大，長榮海運也曾在1985年登上世

一、船舶大型化
隨著海運業蓬勃發展，船商的船型也
愈來愈大。1990年代的船還是以萬 TEU以
下為主流，但到了2017年，已出現第一艘
20,000 TEU 的巨型船舶，這波船舶大型化
的趨勢主要由大航商主導，因為小公司無
法負擔巨額的建造成本。在船型擴大後可
為航商帶來規模經濟及降低燃油成本的
優勢。根據Alphaliner統計，截至2017年止，
7,500TEU至9,999TEU級的大型船舶占總運
能的20%，10,000TEU級以上的大型船舶則
占總運能的30%；以2018年交付的新船TEU
數比例來看，7,500TEU至9,999TEU級的船
舶僅占5.4%，10,000TEU級以上的大型船舶
則占81%。而根據Alphaliner 提供之新造
船訂單，10,000TEU級以上船舶占83%，與
2017年相比增加了6%，可看出整體萬TEU
級船舶之訂單仍在持續上升。如今船商考
量獲利之前提下，偏好比較大型的船隻，
可以一次運輸更多貨物，有助於壓低成
本，所以海運版的「軍備競賽」正如火如
荼上演，也是新航海時代不可避免的趨勢。

二、航商的整併

界排名第一的貨櫃船公司。根據國際知名

貨櫃航運近來興起整併風潮以對抗景

海運諮詢機構Alphaliner 2018年的最新統

氣寒冷的航運市場，大部分航商也陸續完

計，全球定期航運公司運能排名，長榮海

成整併。馬士基航運(Maersk)於2017年12

運、陽明海運、萬海航運分別是第7、第

月完成對德國漢堡南美船務集團(Hamburg

8、第12名。臺灣國土雖小，面積只有3

Süd)的收購，此次收購也創造了全球最大

萬6千平方公里，但造就出3家名列全球前

的貨櫃運輸公司；赫伯羅特(Hapag-Llo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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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阿拉伯輪船(UASC)於2018年5月正式完

烈的環境之下，未來各家航商生存與否，

成合併，成為全球第五大貨櫃運輸公司；

關鍵在於加入三大海運聯盟或是朝向區域

日本三大航商：川崎汽船(K-Line)、日本郵

性營運發展。唯有持續推動靈活的聯營策

船(NYK)與商船三井(MOL)貨櫃業務也完

略，並擁有較低的營運成本與購船成本的

成合併，成立新公司Ocean Network Express

航商才有機會在國際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

(ONE)，成為全球第六大貨櫃運輸公司；

伍、結語

中遠海運控股(COSCO SHIPPING Holdings)
在2017年12月通過歐盟反壟斷審查，完成
收購香港東方海外貨櫃航運(OOCL)後將
成為僅次於馬士基航運與地中海航運(MSC)
的全球第三大貨櫃船公司。由於大型船商
公司併購風興起，航運市場整併浪潮仍將
持續，使得市場已呈現大者恆大的趨勢，
根據Alphaliner最新統計，目前全球貨櫃運
能約有22,702,158TEU，其中前五大航商占
所有運能的63.6%，前十大航商占所有運能
82.2%，前二十大航商則占89.1%，由以上
數據可知貨櫃航運是一個高度競爭且趨
於寡占的產業。

三、航運聯盟的產生

如果沒有貨櫃運輸的出現就沒有全
球化的產生，如今全球化已從一句高喊的
口號，落實成名符其實的地球村，貨櫃運
輸的影響力不只悄悄的改變了每個人的
生活習慣，更為傳統國際貿易帶來截然不
同的格局。貨櫃運輸讓運費大幅下降，並
提升整體運輸作業的效率，如此一來生產
工廠與終端顧客的距離不再是遙遠的地
球二端，也讓亞洲能夠崛起成為世界的工
廠。全球貨物的暢通，使消費者能夠從世
界各地帶來以前難以想像的各種物美價
廉商品。
隨著現今全球貿易的發展，使得跨國
運輸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海運因為其

航商為了降低經營風險與開航成本，

運量大、運費低、航線四通八達的特性，

並提高艙位使用率，紛紛以組成聯盟或共

成為主要的運輸方式。臺灣因四面環海，

同投船方式來組建航線，維持船型之競爭

在先天上即占有航運地理條件之優勢，而

力及靈活度為立足於各海運聯盟之關鍵要

臺灣身為全球貿易供應鏈重要的一分子，

素，因此，萬TEU級大船成為各遠洋航線

自然在海運運輸這塊大餅中不能缺席。

航商主力布建之船型，且為加入各海運聯

※參考資料與文獻

盟之基本門檻之一。目前海運有三大聯

1. 曾樹銘、陸傳傑著，航向臺灣：海洋臺

盟，根據Alphaliner統計，截至2018年3月
止，三大聯盟運能市占率達80.4%，其中2M+
HMM占35.6%、OCEAN Alliance占28.1%以及

灣舟船志。
2. 李文森著；吳國卿譯，箱子：貨櫃造就
的全球貿易與現代經濟生活。

THE Alliance占16.7%，目前長榮海運是加入

3. 王御風著，波瀾壯闊：臺灣貨櫃運輸史。

OCEAN Alliance陣營，而陽明海運則是加入

4. 戴寶村著，近代臺灣海運發展：戎克船

THE Alliance陣營。在海運產業競爭更加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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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務知識管理系統使用技巧分享
陳曉雲  關務署/專員

世界上只有一種善，那就是知識；
也只有一種惡，那就是無知。
-蘇格拉底

壹、前言

在推動關務知識2.0計畫過程發現有

海關因輪調制度，同仁往往每隔幾年

一些聲音表示，公務機關與一般企業不

即換一個職務，從徵稅、行李檢查、驗貨、

同，公部門應依法行政，既已訂有法規命

分估、儀檢、貨棧監管到事後稽核；貨物

令、行政規則、工作手冊及標準作業流程

種類從生鮮農產品到機械零組件，加以外

等，為何還要花心力建置維護KMS；又有

在環境的快速變遷，業務質量及複雜程度

不同聲音表示，希望KMS能提供作業指引

倍增，如何透過專業訓練及自主學習，協

或是特殊案件處理經過及經驗分享，顯見

助同仁快速熟稔工作內容，維持機關業務

同仁對KMS建置及期望各有不同。

順暢運作，並配合國際經貿潮流轉變，推
動新興業務，是組織的重要工作。

KMS主要發掘隱性知識，透過發表人
蒐集資料，彙整成資訊、轉化為知識，形

關務署(前關稅總局)為縮短人員學習

成實務案例智慧。讓這些知識得以快速移

各項工作期程及強化同仁專業能力，自民

轉、複製及發展，同仁可藉由這些知識文

國(下同)97年底成立關務知識管理推動小

件，學習資深同仁處理公務方式，快速建

組開始規劃及推動關務知識管理系統

立專家的心智模式，增進關務專業知識，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KMS) 建

精進核心知能，加速經驗傳承。

置，100年11月15日系統上線，經全體同仁

參、海關關務知識管理系統功能簡介

努力，累積了大量豐富的知識文件。105
年底以提供新進人員友善的學習環境為
宗旨，推動關務知識2.0計畫，使知識文件
質量同步提升。筆者有幸自104年12月接任
關務知識管理推動小組聯絡人，參與實際
運作及後續推動，在此分享與介紹KMS提
供之服務及實用小工具。

貳、知識管理在行政機關的運用

關務署目前採用KMS主要功能架構
分 為 ： 文 件 中 心 、 常 見 問 題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FAQ)中心、專家黃頁、社
群中心及協同工作。文件中心由同仁分享
所撰寫的知識文件、專家黃頁列示全海關
各領域專家，可供同仁諮詢問題，建立諮
詢與查詢隱性知識的互動橋樑，FAQ中心
可於線上向專家發問，社群中心則集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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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對相同主題感興趣的同仁線上分享經

進海關行政救濟品質，利於各關行政救濟

驗與心得，協同工作提供線上簽核管理作

資源之整合，104年12月規劃於關務知識

業，功能尚屬齊備。近年來在有限維護經

管理系統平臺建置行政救濟專區，依各關

費及既有架構限制下，持續增修改進，提

需求，規劃各類型行政救濟業務資料庫，

供更友善的使用介面。

強化知識傳承，落實適法處分，提升行政

一、文件中心

救濟作業品質。

透過同仁主動分享，或依業務或學習

105年3月行政救濟專區正式上架，可

目的規劃建立，目前超過4,000篇知識文

直接由主功能列「行政救濟」頁籤進入，

件。文件中心分類第1層分別為學習專

專區設有「1.處分之一般原理原則」、「2.

區、關稅法釋義專區、行政救濟專區及業

處分之法令依據」、「3.關稅案件」、「4.緝

務專區4類，各分類文件特性及操作功能

案」、「5.其他案件」、「6.各階段救濟案件

簡介如下：

查詢網站」及「7.復查決定書」等7個子

(一) 學習專區
目前由本署及各關專家編製建立適
合初任驗貨、分估、查緝、事後稽核及國
際關務參考學習之知識文件。另設有實體
課程分類，放置財政人員訓練所、關務署
及各關實體課程講義，讓工作繁忙無法
參與實體課程的同仁，也能有機會獲得授
課老師多年功力的加持。
(二) 關稅法釋義專區
為提升關員認事用法之正確性，105
年成立關稅法相關資料編列彙整特別任
務小組，將依關稅法條文檢索之法規、立
法沿革與緣由、函釋、案例及其他具有參
考價值之資料，彙集編列於各條文之下，
由關務署稅則法制組維護，每半年召集
一次審查會議審定更新內容。
(三) 行政救濟專區

分類。包含法律一般原理原則、相關法規
條文與函釋及各關關務行政救濟被撤銷
案例，系統性建置資料，同時介接本署各
關外網復查決定書查詢系統內容至
KMS，方便同仁參考運用。
(四) 業務專區
依業務性質分類，內容豐富多樣，幾
已涵蓋海關所有業務範圍。106年起請各
單位及各關就所承辦業務中發掘具學習
價值的案件，於結案後撰寫成標竿案例，
作為日後處理案件參考，加速案件處理，
減少錯誤風險。另亦要求各單位及各關，
將業務檢討會重要業務簡報上傳，增進
同仁對整體關務及機關政策方向之瞭解。
(五) 操作功能特色介紹
1. 初任人員適用典範文件
自101年以來，年資10年以下人員
比例由4成上升至5成，30年以上資深

關務行政爭訟攸關民眾權益，且業務

人員則由2成5下降至1成，為便於初

函釋規定繁多，為強化人民權益保障，精

任人員快速上手業務，由各業務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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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務知識管理系統使用技巧分享

專家於KMS現有知識文件中，推薦適

性文件串連在一起，形成知識地圖，

合新任(調任)人員閱讀的典範文件，

知識地圖本身並未包含詳細知識內

並建立「初任人員典範文件」分類樹，

容，其主要功能在於提供指引，可辨

方便初任人員閱讀。

明核心知識的所在位置，並尋得相關

2. 使用搜尋功能

知識文件。點擊文件索引卡的知識地

可利用網頁右上方放大鏡圖示搜

圖按扭，即可顯示與本文相關聯的文

尋功能進行全文檢索，並在原條件下

件，並有可自由調整關聯層級的選項，

縮小搜尋範圍進階查詢，快速搜尋到

有效整合相關知識，擴散知識的運用

目標文件；亦可至文件中心下設之「進

與創新學習。

階查詢」功能，查詢相關標題知識文

7. 分享知識文件注意事項

件；或由文件中心左側多種文件分類

(1) 知識文件是資料經蒐集消化整理

樹，依文件分類、文件型式或發表單

產生智慧之結果，發表人發掘有

位選擇想要研讀的子分類。

價值的資料，應經過消化整理再

3. 建立個人書籤

撰擬成知識文件後分享。

遇到想要珍藏的文章，但受限權

(2) 文件標題應切合知識文件內容，

限不能下載或列印時該怎麼辦呢？點

最好是開門見山即表達出整體文

選文件索引卡上方「加入書籤」
，即完

章重點，較能吸引讀者目光及方

成設定，爾後在首頁/書籤項下即可直

便搜尋。

接連結閱讀，並可在個人設定畫面，

(3) 具關聯性知識建議整合於一份知

建立個人書籤分類樹。

識文件，如分散數篇，操作不

4. 訂閱分類好文不錯失

易，且造成知識文件片斷分散。

如何不錯失與目前業務相關的知

二、專家黃頁與FAQ中心

識文件呢？只要進入該分類，按下訂

專家黃頁即結構化分類專家名冊，方

閱，該分類有新文件上稿時，就能收

便知識需求者查詢到各領域專家，進行

到電子郵件通知。

意見交流，並建立FAQ中心，保存專家黃

5. 文件評分及讀者意見

頁上寶貴的知識交流紀錄。關務知識管理

閱讀完知識文件，可透過讀者意

系統於102年3月啟用專家黃頁及FAQ中

見與發表人進行意見溝通，也別忘了

心，由各單位推薦各領域資深或有專精同

給知識文件評分，給予發表人回饋與

仁列表，同仁可藉由專家黃頁資料，向業

鼓勵。

務熟稔同仁詢問，或線上提問，詢答內容

6. 文件知識地圖指引方向

將記錄在系統上，提供其他同仁參考。

系統以關鍵字為線索，將具相關

Customs Today 61

三、社群中心
社群中心目前有通關服務、調查稽
核、資訊及關務查緝4分類，各分類下有
數個不同討論區，可以具名、化名或不具
名方式參與討論、發表與回應。藉互動討
論，對主題作深入廣泛探討，發展知識交
流，擴散分享文化，凝聚組織學習熱情。

肆、獎勵機制

及營造優質組織學習文化。

伍、結語
為了要留住海關相關專業知識，希望
各領域專家能把知識及經驗傳授給後進，
同仁則能學習專家全面性理解的思考模
式、深層剖析問題，進而面對問題時能快
速連結及反應。KMS在正統法規、命令、
工作手冊外，提供關務人員系統學習的管

為有效鼓勵同仁積極參與、分享知

道，藉由該系統輔助，大幅縮短新人上手

識，特別訂定獎勵機制。依知識文件創造

及學習時間，進而提升工作品質與效率，

量、獲評分數價值、個人閱讀數量、諮詢

提供民眾快速、一致性的服務。KMS提供

回應及互動討論程度，訂定評核項目與權

我們良好的知識管理工具，惟知識的核心

數。依單位、個人、專家與社群專家等，

仍然是「人」，需要成員熱情參與，不吝

辦理年度評比，各組成績前三名，由知識

分享工作心得，一同實踐知識傳承與分

長頒發獎狀，同時於年度知識成果發表會

享，營造組織共學共榮的氛圍。

發表文件或使用心得，發揮樂於分享精神

※參考資料與文獻
1.關務知識管理手冊。
2.經營智慧再現：知識管理企業操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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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2011 年 12 月，中國生產力中心。
3.myMKC.com 管理知識中心網站。

海關辛苦小故事專欄

海關辛苦小故事專欄
編者的話
「汗如雨下揮不盡，力盡精疲累骨

海關同仁實務執行情形能有更深切的同

身」這詩詞或許能形容一線海關同仁的工

理心，這便是廣為向各單位邀稿的緣由。

作辛勞。海關職司邊境管理，看守國家大

以下將同仁踴躍分享的小故事分為

門，同時更肩負促進貿易便捷、提升通關

「通關篇」、「查緝篇」及「驗貨篇」，陸

效能的使命。謝署長心心念念海關基層同

續於本期及接續兩期刊登，透過這些小故

仁的辛苦，更希望藉由同仁分享工作上的

事的分享，除了傳達謝署長一直以來對同

小故事，能提醒自己不忘進入海關服務的

仁的關心，更希望海關這個講求專業、紀

初衷，也讓同仁間的相處，長官對部屬的

律的工作環境，是個有溫度的大家庭，值

指導，甚至是機關擬訂政策方向時，都能

得大家一起來守護。

事事多一分體諒，處處多一分瞭解，對於

辛苦小故事《通關篇》
一、國際郵包通關檢查員的一天
（蔡佩璇 高雄關/課員）

因應跨國郵寄相對簡便及網路線上
購物盛行，每天都有數百件甚至千件的郵

沒在郵局工作過的人聯想到郵局，可

包在郵局等待通關，而國際郵包之處理流

能認為在郵局工作的海關，應該只是查驗

程為：國外郵件收取、快捷或海空運、國

一些體積不大、數量不多且貨品簡單的郵

內郵件轉運、抵目的地郵局、郵局拆包開

件，是一個沒有太多爭議又容易有績效的

箱會同海關查驗、郵局封箱、海關估價、

單位。直到實際到任後才發現跟原來想像

免稅或應稅、放行、郵差投遞至府並代收

的有非常大的不同。隨著網路購物的普及

稅款。為配合郵局業務並顧及時效性，關

與國外代購的價廉簡便，郵包數量驟增，

員早上7點就要至郵局報到，陪同郵包拆

致使須課稅、補輸入許可文件或後續處

封並檢查封條的完整性及核對運送清

理的案件也相對增多，加上現在民意高

單，待郵包前置作業完成後即開始查驗貨

漲，民眾往往在不瞭解相關法令規定下，

物，而緊湊忙碌的過程隨即展開。

就吹鬍子瞪眼睛地來找關員理論，每天都

郵包由輸送帶緩緩送出，因寄送單上

有講不完的爭議電話，真的算是一個相當

所填貨名大多籠統，每位關員必須練就眼

有挑戰性的工作，接下來就介紹一下工作

明手快的敏捷身手，先藉X光檢查儀執行

的內容吧。

可疑貨物影像判讀，同時眼盯郵包發遞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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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載來源國、貨名、價值等資料，憑經

否具敏感性等查緝與課稅作業之能力，如

驗迅速取下郵包查驗，並分辨管制進口、

圖1為當天一早要通關須消化處理的郵包

應稅、免稅貨物，須兼具判別郵包來源是

一角。

圖 1 當天要通關須消化處理的郵包

圖2

留關待辦的郵包

窸窸窣窣，咦！怎麼有東西在動？到

物、活植物、西藥、化妝品、醫療器材、

底是什麼呢？~~是玉米蛇啦！關員是在

菸酒、雪茄、食品、玩具模型甚至高價名

檢查恐怖箱嗎？民眾偶有寄送活蜥蜴、鱷

牌包等，關員檢查郵包得小心翼翼，避免

龜甚至不明的活蛇，檢查的關員得自己小

破壞貨物，拆封時如果不小心造成貨物的

心，不小心被咬到可不是鬧著玩的呢。

毀損還會有賠償的問題，遇到這樣的狀況

郵包內容物千奇百怪，例如活體動

關員就會很緊張了。

圖 3 郵包中的蜥蜴及鱷龜
超量或管制物品皆需主管機關的輸

常因欠缺相關文件造成通關延宕，這時候

入核可文件才能進口，民眾寄送郵包，往

就要留置郵包並輔導民眾向各主管機關

往不會事先探究內容物的相關輸入規定，

申請輸入許可文件，所以待處理貨品室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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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滿的。雖然經過關員委婉的說明，部分

物，海關緝毒犬並配合協助嗅聞查緝。除

民眾還是難以接受，情緒一上來不小心就

徵課稅費外，查驗重點著重槍械、毒品等

可能成為民眾的受氣包。

危安物品、及保育類產品之查緝。另邊境

「為什麼親人寄禮物給我要課稅？
我又沒有商銷營利，為什麼要繳交營業

管理部分，進口郵包通關尚需各簽審機關
之同意文件始准予放行。

稅？」
、
「海關是不是又在搶錢啦~~」
、
「這

自從「郵包物品進出口通關辦法」於

又不是什麼違禁品，而且是我自己要用

103年2月7日開始施行以來，已停止適用

的！為什麼要申請輸入許可？」面對怒氣

「入境旅客攜帶自用農畜水產品、菸酒、

沖沖的民眾和即將失控的場面，無奈的關

大陸地區物品、自用藥物、環境及動物用

員，直接面對面接觸怒氣衝天的民眾，須

藥限量表」規定少量放行，郵包物品若屬

用心聆聽民眾的需求，一邊接受抱怨一邊

應施檢驗、檢疫品目範圍或有其他輸出入

安撫情緒，對關員的EQ來說也是一大考

規定者，皆應依各該輸出入規定辦理，例

驗。民眾因為對相關主管機關的法令不甚

如：B01(動植物產品檢疫規定)、F01(食品

瞭解，關員必須要有耐心的解釋再解釋。

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C01(商品檢驗)、

面對民意高漲的現今社會，也要努力的穩

MP1(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MW0(大

住場面。在合法和非法之間，沉重的工作

陸物品不准輸入)、503(進口人用藥品須衛

內容和特性，維繫著邊境管理的合法與安

福部輸入許可文件)、504(進口人用醫療器

全管控，正是站在第一線的海關同仁。

材須衛福部輸入許可文件)等。是故，郵
務股同仁除了要積極查緝槍械、毒品外，

謝署長的話：

每天都會接到民眾的詢問電話，為什麼我
朋友送給我的包包要課稅？新臺幣2,000

隨著網路購物的蓬勃發展，

元以下才不課稅不合理？健康食品為什

我們在郵局工作的同仁們會更加

麼關稅那麼高？為什麼月餅不能寄？為

辛苦，謝謝你們一直站在第一

什麼大陸茶葉不能領？為什麼我爸爸的

線，用服務的心情面對民眾的需

藥品不能領？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同仁們

求，辛苦你們了!

不僅要細心的向民眾解說相關規定，更要
控制自己的情緒避免與民眾發生衝突，尤
其是民眾因不了解MW0(大陸物品不准輸

二、臺中郵務股同仁工作甘苦談

入)之規定常與郵務股同仁爭執，民眾屢

（吳家慶 臺中關/股長）

屢反應寄送少量大陸地區農產品、餅乾或

臺中關轄下臺中郵務股職司中部地

名產等不准進口沒有彈性、公務員擾民，

區(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進出口郵包

不准少量免證放行不符民情等，有時甚至

之通關業務，以X光檢查儀篩檢抽驗貨

破口大罵或悲從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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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免也有溫馨的小故事。107年6月

氏 11 度，寒冷風大。

中旬時，收件人張ＯＯ自澳洲進口醫療器

地點：臺中國際機場醫療包機停機

材呼吸器1部，經郵務股查驗後，通知收

坪，距離入境室 600 公尺，空曠無

件人提供醫療器材進口許可證，憑以放

遮蔽物。

行。惟收件人張ＯＯ因不諳辦理規定親至

2. 經過：

英才郵局本股洽詢，其說明該呼吸器係其

航空公司通報晚間 10 時 50 分有醫

在澳洲時自己已使用過，因來臺拜訪朋

療包機入境。

友，故請其親友幫忙將呼吸器寄來給其使

帶班人員先確認有無傳染病。

用，後經本股承辦人細心解說，耐心說明

帶班人員指派值勤人員，通常航空

如何辦理及注意事項，並協助拍攝照片，

公司會再通知確定時間，值勤人員

提供須辦理文件及事項說明後，收件人於

於包機抵達前須到達醫療包機停機

同年7月5日收到醫療器材進口同意書，本

坪。

股並於收到進口同意書當日放行，收件人

除海關制服外需自備保暖外套，否

亦來電表達感謝之意。本股同仁有時雖須

則，走往醫療包機停機坪路上不是

承受民眾情緒性的抱怨，但有時感同身受

普通冷。

的去幫助民眾，得到一句真心的謝謝，所

救人如救火，迅速完成機邊查驗通

有不快的心情便煙消雲散，在工作上重新

關，讓病患快速搭救護車去醫院救

獲得了動力，也期望各簽審機關能充分瞭

治。

解一線關員所面臨之壓力。

必須火速走回入境室，機組員要通
關。

謝署長的話：
郵包的寄送對許多民眾而言是
情感的傳遞，更是大家習慣的生活方
式。因為有你們對法規的熟稔，加上
設身處地為人著想的同理心，讓大家
可以在遵守法令的前提下，繼續享有
這樣的生活方式，謝謝你們！

機組員通關完畢終於可以關 X 光機
收拾回家了，入境室時鐘已指向午
夜 12 時。
雖然很累，但有做好事的感覺，祈
禱病患能早日康復。
(二) 颱風天之通關
1. 時間：晚間 9 時 00 分，氣溫：攝氏
33 度，停電、熱。
地點：臺中國際機場入境室。

三、工作甘苦談：檢查課工作花絮
（胡蒨忻 臺中關/股長）

(一) 醫療包機之通關
1. 時間：晚間 10 時 30 分，氣溫：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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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過：
颱風天飛機停止起降，長官突然接
獲航空公司有飛機要從臺中國際機
場降落且航站已同意其降落。

海關辛苦小故事專欄

被通知要到機場值勤，即刻出發。

啊！立榮保稅倉庫也要監視進倉，

風雨之大，雨刷根本沒用，只得小

今天已達三冠王。

心再小心。

3 樓退關！

入境室竟停電，還好託運X光機有不

旅客高額退稅商品監視入管制區。

斷電系統，但手提X光機無法使用。

終於可以去華信倉儲巡倉了！今天

手提行李部分，如須檢查則開箱手

過得很充實！

檢。

時鐘指向下午 1 時 20 分，可以換裝

已陸續下來 3 班了。

回家了。

又來一班，風大到連行李艙打不
開，旅客都到達入境室，開始等待

(四) 檢查課查獲毒品案件歷程。
1. 時間：晚間 21 時 45 分，氣溫：攝

託運行李。

氏 18 度。

等了快一小時，旅客開始不耐，並

地點：臺中國際機場入境檢查室。

向我們抱怨，只能盡力安撫。

2. 經過：

終於行李下來了，處理完這班又來

毒品查獲有幾種狀況：密報或通報、

一班！

情資分析篩選旅客、X 光儀器檢查及

直到最後 1 名旅客順利通關完畢，

現場觀察旅客行為。

級於可以收拾回家了，入境室時鐘

有時候也可能是複合狀況，這次即

已指向午夜 3 時。

為情資分析加現場觀察。

(三) 檢查課特早班(M 班)值勤。
1. 時間：清晨 5 時 20 分，氣溫：攝氏

例行性孤獨地坐在電腦前，比對幾
個畫面，初步篩出名單。

12 度，寒冷。

再排除一些危險程度低的旅客。

地點：臺中國際機場服務檯。

終於留下想看的旅客名單。

2. 經過：

飛機終於到達，3 個目標旅客出現在

醒來，時鐘指示 3 點 40 分，怎麼會

視線中。

在這時候醒來！不敢再睡了，會睡

屏息觀察，指示值勤同仁全部要詳

過頭。

查。

時鐘4點45分出發，5點20分到達，

從綠線通關後先攔下 1 個檢查，即

天都還沒完全亮。

聽到執勤同仁說了 1 聲「有了」！

開機準備工作了。

原來該同仁施展他的拿手絕活「技巧

退稅查驗。

性觸碰」，已摸到腰間有硬物。

昇恆昌保稅倉庫監視進倉20個Pallets

將 3 人全部帶到搜身室，由 3 名男

。

性關員執行搜身、毒品種類測試及秤

華信保稅倉庫監視進倉。

重，並請航警戒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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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是毒品(安非他命)。

院 2 樓第 1 法庭外，坐著一位手捧厚厚卷

接著在訓練有素的同仁通力合作下

宗，正低著頭不斷複習答辯狀的海關人

完成後續工作。

員，對於剛進海關不到 3 年的他，面對待

通知長官。

會要首度獨當一面蒞庭答辯的挑戰，感到

部分同仁繼續執行旅客通關工作。

無比的緊張。但他告訴自己：「開始總是

部分同仁繼續完成查獲毒品三部曲-

辛苦的，這是成為一位適格答辯人的必經

製作筆錄、扣押憑單及移送書。

關卡，必須克服。」除此之外，此時還有

終於完成移送，時鐘指向午夜 12 時

比首次單獨答辯更令他困擾的事，即昨天

20 分，可以換裝回家了。

在辦公室，答辯前輩憂心的問他：「這個

多少天的努力，對這麼多旅客施以

案件，他關相同進口人及案情的案件，在

關愛的眼神，我們錯了嗎？終於逮

法院的一審訴訟判決已經判海關敗訴

到你們，這是一個鼓勵，讓我們重

了，那你明天去開庭，怎麼辦？」是的，

拾信心。

這個案件就像是已經被預判死刑一樣，還

但毒品查緝是一條永遠走不完的路，

沒開始，進口人似乎就已經穩操勝券了。

路上有各種不同的風景，就如毒梟各

煩人的思緒才想到這，此時，一位中

式手法，他們會再出哪一招呢？

年男子滿臉笑容，默默地從法庭外的另一

喜悅及憂慮參半，複雜心情催促我

端走了過來，神情愉悅地詢問：「請問您

們要繼續努力。

是海關人員嗎？」海關人員禮貌性點頭微
笑以對，接著，男子馬上主動自我介紹

謝署長的話：
早出晚歸、日夜顛倒的生活
步驟令人心疼，也因為有你們堅
守國境之門，才能讓民眾安心生
活。謝謝你們，誠如你所說的，
查緝毒品是一條永遠走不完的
路，沒有永久的勝利，只有不斷
的努力。

說：「您好，我是這個案子的公司代表人，
我在他關進口相同貨物的案件，法院已經
判我贏了，我今天只是來交代一下而已！」
顯然本案進口人對於此案未來的判決結
果，非常地有信心，且認為本案會速戰速
決。
不久，書記官便走出法庭外，請他們
進法庭內等候。緊張的時刻到來了，書記
官開始朗讀案由。法官切中要點的問：
「請

四、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求的公平正義！
（許雅華 高雄關/專員）
(一)難題：預見敗訴的行政訴訟案件
那天約莫下午 2 時 30 分，在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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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被告(海關)訴訟代理人，本案原告(進口
人)申報的價格，與發票價格及銀行匯款
水單金額都一樣，被告為何不採認原告所
申報的價格？」海關人員答：「被告對於
原告原申報價格之真實性、正確性，仍存

海關辛苦小故事專欄

有合理懷疑。」然而就海關的主張，此時

而他們共同的目標，就是一起說服法官：

本案法官似乎持保留的態度。

本案原申報價格不是一個合理的價格。

庭末，法官質疑海關的論點，故請海

膠著的訴訟過程開始了，海關人員與

關人員再就關稅法第 29 條所稱之合理懷

進口人雙方開始激烈攻防。海關人員藉由

疑，補陳法院。此時，原告進口人順勢拿

進口人每次庭上的發言、補充訴狀，以及

出他的秘密武器，當庭提出他在他關案件

透過與他關案件承辦人及海關查價單位

一審勝訴之判決，供法官參考。面對這樣

承辦人的橫向聯繫，抽絲剝繭找出進口人

的結果，海關人員並不意外，也是意料之

說詞自相矛盾之處，因為海關人員心中相

中。只是，還是免不了失落與沮喪。這天

信，未說實話的人，說詞一定有漏洞！他

晚上，海關人員又失眠了。

想，只要讓法官意識到進口人所述並非真

(二)奮戰：只要心中那團火還在，就不怕
辛苦！

實，那這個案子就有扭轉局勢的可能，果

隔天上班，海關人員轉念一想，死馬

詞也就漏洞百出，前後說法常常兜不攏且

當活馬醫，最壞的結果就是敗訴。於是馬

自相矛盾。越到案件尾聲，海關人員越覺

上振作起精神，與海關查價單位承辦人聯

得看到勝訴的曙光了！

不其然，隨著訴狀越補越多，進口人的說

繫，雙方一起努力思考本案應如何補強，

堆積如山的卷宗-魔鬼藏在細節裡，海關答辯人員
透過仔細的研讀卷證資料，找出致勝的關鍵！
這個案子，前前後後海關人員總共

中的煎熬與辛苦，不言可喻。每當被壓

寫了 8 份陳報狀，而進口人補充狀的數

力逼迫到快撐不住的時刻，他就鼓勵自

量當然也不遑多讓。每當進口人補狀一

己：「只要心中那團火還在，就不怕辛

次，就令人崩潰一次，感覺本案就像落

苦！」而那團火，在本案代表著公平課

入看不見盡頭似的無限補充訴狀循環。

稅的正義價值！如果明明高度合理懷疑

面對這樣辛苦的一仗，海關答辯人員心

原申報價格之真實性，卻又不能維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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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仗的勝利，那面對誠實申報繳稅的
其他進口人，身為海關，該如何以對。
所以海關人員一定得堅持下去，不管結
果如何，一定都要盡力，問心無愧！
(三)捷報：原告之訴駁回！上訴駁回！海
關逆轉勝！
本案從起訴到宣判，歷經 1 年多，前
後共開了 4 次庭，終於等到一審海關勝訴
的判決：「原告之訴駁回！」進口人在法

謝署長的話：
行政救濟專責答辯人員
除了要有法律素養，清楚的
邏輯思考能力，更要兼具海
關核心業務的專業知能，非
常不容易的一場勝仗，值得
鼓勵！

院吃了敗仗，但他仍不放棄，繼續上訴到
二審法院。海關人員亦繼續戰戰兢兢的答

五、 海關同仁在澎湖

辯，一點都不敢鬆懈大意，約莫在 1 年
後，再度接到二審海關勝訴判決的捷報：
「上訴駁回！」此外，他關的案件也像發
生連鎖效應似的，在更審後逆轉勝，進口
人眼看局勢極為不利，最後也都撤回進行
中的訴訟案件。
本案對海關而言，總算是皇天不負苦

（陳淑琦 高雄關/專員）

「陽光、沙灘、海浪、仙人掌…」，
這是由知名歌手潘安邦傳唱已久的「外婆
的澎湖灣」，在享有「世界最美麗海灣」
美譽之名的澎湖，不只有著陽光、沙灘、
海浪及仙人掌，還有一群盡忠職守的海關
小小兵呢！

心人。因為海關同仁齊心協力的蒐證、討

筆者和同仁們是「財政部關務署高雄

論及思辨，才能突破進口人及海關自己的

關高雄機場分關離島派出課離島四股」的

盲點，一起說服本案法官，海關在做對的

關員，現有股長 1 名及關員同仁們 6 至 7

事，並進而讓法院支持海關所核定的完

名，在澎湖的業務範圍是統籌辦理海關在

稅價格。即便一開始的局勢對海關極為

澎湖的關務業務。筆者的工作包含執行

不利，但只要堅信我們走在正確的道路

陸上的保稅業務、碼頭邊的小三通貨物通

上，堅持下去就會有好的結果！勝利得來

關 及 海 空 運 旅 客 通 關 (含 國 際 郵 輪 、 遊

不易，價值的維持也非易事，海關查價人

艇、小三通包機及國際包機等)，勤務所

員、他關案件承辦人、本案海關的同事、

及之處，橫跨澎湖縣馬公市及湖西鄉，曾

長官，大家缺一不可，即便只是一個剛進

有過早上在龍門尖山港查驗貨物，下午進

關不到 3 年的海關人員，因為背後有海關

行保稅查核業務，傍晚處理旅客通關事

大團隊當他的靠山、有各式各樣的專業

宜，沒錯，都是同一股、同一批人馬呢！

人才當他的諮詢顧問，一樣可以為海關

就海運貨物通關部分，澎湖目前主要

維持住最後的勝利、守護住正義的價值！

進口物品為大陸砂石，供本地基礎建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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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尚有依據「臺灣本島通關之進出口貨

樣，在夏季烈日下揮汗工作，而碼頭的冬

物於金門馬祖澎湖轉運作業規定」辦理小

天總是寒風刺骨，澎湖的東北季風就是個

三通貨物轉運作業，關員同仁們須同時執

「狂」字，夾帶著「鹹水煙」的東北季風

行分估、驗貨及碼頭邊稽查業務，並不定

逆襲下，關員們仍得認真地執行著貨物通

時進行船舶檢查，和多數臺灣海關同仁一

關作業。

澎湖龍門尖山港執行貨物通關業務
澎湖的海關辦公室自日治時期(西元

稀少、東北風強勁背景下，先民發展出依

1906年)始建迄今，已逾百年，業經核定

海生存的智慧，近年來在離島建設條例的

為縣定古蹟，日治時期即為海關辦公室職

助力下，澎湖縣政府以觀光產業為重點施

司媽宮港船舶往來業務，為澎湖第一棟歐

政政策，妝點澎湖嶄新面貌並舉行多元活

式建築，時至1946年2月25日由國民政府

動吸引國內外遊客，在觀光產業中，就旅

接收，設臺南總關馬公支關，承辦海關於

客出入境業務及離島免稅購物商店之保

澎湖業務。整體建築風格屬東、西洋混搭

稅業務，海關扮演著重要角色，關員同仁

風，斜屋頂、日式屋架、圓拱形門廊、巴

們也全力配合著政策推行。

洛克造形窗戶等，雕琢出不凡美感，也成

就旅客出入境業務而言，澎湖地區可

為遊客學子們遊賞及參觀的好去處。公餘

謂是海空運兼具，同時有著澎湖機場及馬

之際，同仁會向前來參訪的遊客學子們，

公港，同時要處理小三通包機、國際包

介紹海關歷史及業務內容，克盡公務行銷

機、國際郵輪、遊艇等旅客出入境通關業

之責；我們因此感到榮耀，因為服務於如

務，出境時關員同仁受理旅客申報、機上

此歷史悠久的海關啊！亦因日益重視文

免稅品業務及免稅商店之保稅業務，入境

化資產保護及傳承之故，於一般的通關業

則須操作 X 光機、行李檢查及船用品申

務外，尚須執行多樣的古蹟管理計畫！

報等；您想的沒錯，跟剛剛貨物通關業務

曾經是窮山惡水的澎湖，在天然資源

執行一樣，還是同一批人馬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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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機場執行旅客通關業務

澎湖馬公港執行旅客通關業務

在澎湖地區還有一項特別的業務，那

而知，就離島免稅購物商店業務，不論在

就是離島免稅購物商店保稅業務，何謂離

法規面或實務面，澎湖關員同仁們勞心勞

島免稅購物商店呢？依據「離島建設條

力面對挑戰並齊心協力開創嶄新一頁。

例」第10條之1規定，為促進離島之觀光，

因為職務內容，我們要同時瞭解並運

在澎湖、金門、馬祖、綠島、蘭嶼及琉球

用廣泛且跨領域的海關法規；因為工作性

地區得設置離島免稅購物商店經營銷售

質，個別關員常須面對多樣的外部單位，

貨物予旅客，供攜出離島地區；旅客在離

如海巡署、港務警察隊、航港局、港務公

島免稅購物商店購置貨物並隨身攜出離

司、航空警察局、航站單位、航空公司、

島地區者，在一定金額或數量範圍內，免

移民署、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疾病管制署

徵關稅、貨物稅、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

等，還有地方政府如澎湖縣政府建設處、

捐等，且離島免稅購物商店銷售貨物，營

文化局、旅遊處及財政處，尚須配合參與

業稅稅率為零，因此，來到離島遊玩的旅

都市更新會議、文化資產審議會議、港區

客都可以像出國一樣提著免稅商品回家。

單位協調會議，還有檢警聯席會議等。

旅遊是澎湖地區近年來主要經濟命
脈，地方政府推展觀光不遺餘力，曾於2011
年獲世界最大旅遊指南出版社—寂寞星
球評選推薦為「非去不可」的地方，名列
全球十大秘密島嶼第七名，又於2013年現
在成為「世界最美麗」海灣組織成員之一，
世界最美的響亮名聲，讓澎湖及臺灣在國
際上知名度大增，隨之而來的遊客人數屢
創新高，也逐年刷新了離島免稅購物商店
銷售業績，充實了地方政府特許費，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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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務署陳副署長善助(時任高雄關關務長)
拜會澎湖縣政府陳縣長光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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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不舍晝夜的快遞通關
（于志安 臺北關/專員）
「本應是夜深人靜、萬籟俱寂的夜晚，
卻有一群背負著邊境管制、查緝走私任務
的關員們正緊盯著電腦螢幕，思量著一件
又一件快遞貨物經過X光掃描出的影像是
否有異，寧靜氛圍中夾雜著些許緊張及不
安，深怕毒品、槍械等違禁物品雖藏匿其
高雄關謝副關務長慧豪視察本股業務
「確保國課，查緝走私」一直是海關

中卻無法使之現形，或是應稅貨物試圖闖
關而侵蝕國家稅基。」

的職責所在，「查緝管制」是海關以往的
角色，而在「開放繁榮」的當前經濟思潮
裡，海關須在促進經濟繁榮與查緝管制間
取得平衡，澎湖關員同仁們同心協力地執
行著廣泛多元的海關業務，奔走於龍門尖
山港、澎湖機場、市區保稅業者處及馬公
商港間，筆者和同仁們肩負著離島澎湖地
區的關務業務重任，著實感恩著來自金門

辦理快遞通關同仁辛勤工作的背影

離島派出課、高雄關本部及其他單位的支
援，有了海關大家庭(金門及臺灣)同仁長

這是快遞關員普遍的小故事及心聲，

官的支持，辛苦之餘，筆者全股同仁齊心

也是臺北關有別於其他關區的特殊通關

感恩。

場景。隨著早晚休三班輪值的步調，關員
除了須調適一早一晚的輪班生活、克服因

謝署長的話：
離島地區人力不多，
「同一
批人馬」東奔西走實在辛苦，
但也讓彼此更凝聚向心力，用
感恩的心情在工作上及生活上
互相照顧，這也是難能可貴的
另一種收穫。

日夜顛倒可能產生的不適，職場上亦不時
面對業者的質疑、挑戰；關員只能在相對
困難的工作環境中成長茁壯，逐漸蛻變成
得以面對業者、委以重任的海關。不論是
毒品、槍械，其他如偽藥、禁藥、醫療器
材、農藥、私菸、私酒、逃避檢疫之動植
物貨品、仿冒品、中國農產品等管制物品，
亦或是化整為零、逃漏稅費的貨物，都是
快遞關員攔查的目標。面對如此龐雜的貨
物通關，又須認真嚴守邊境管制及查緝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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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稅，每一晚值勤下來，回到家洗臉照鏡

源及整合方式，較懶散的保稅人員只

時，鏡中的人宛如貓熊，兩眼深邃的黑輪

單純將廠內保稅系統計算出來的資

歷久彌新；而在短暫的補眠後，還是要儘

料檢附予海關，卻連資料的來源都不

速打起精神，迎接嶄新的明天。輪班的生

清楚，這是讓海關在審核時最為頭痛

活確實時光飛逝，而歲月如梭的快遞生

的，偶會出現整份結算報告被改的密

活，端賴同事間相互鼓舞，以及長官的照

密麻麻，且保稅業者動輒上千項的保

顧支持，才能細水長流繼續堅持下去。

稅原料，在抽核制度下，仍有可能抽
核上百項，審核其相關報表相當費時

謝署長的話：
隨著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
快遞關員的工作量與日俱增，但
在工作環境不是很好的情形下，
同仁更顯辛苦。謝謝你們一直堅
守崗位，不舍晝夜地維護快遞貨
物的通關秩序。

費力。
(三) 然保稅業者盤點大多集中在每年12
月份，依規定應於盤存日翌日起2個
月內檢送結算報告表，是故大部分的
結算報告表都在每年的2至3月份造
送，依規定結算報告表應在6個月內
審結，對海關而言是一大考驗，因為
各份結算的審結日都集中在8至9
月，而6至7月為海關評比保稅工廠等
級期間，3至4月為執照校正期間(2年1

七、 保稅查核人員甘苦談
（蕭巧雯 臺
 北關/專員）

(一) 臺北關業務二組查核人員負責保稅

次)，10月份的保稅工廠表揚大會暨業
務宣導會等，每段期間均有重要業務
須配合辦理，再加上報單修改及監視
報廢等，都讓海關人員疲於奔命。

工廠、保稅倉庫(含自用保稅倉庫)及

(四) 除上述經常性業務外，最讓保稅稽核

物流中心等保稅區之輔導及查核工

人員覺得辛苦仍是每星期1至3天的

作，例行性之工作內容為審核保稅工

出差，眾所周知，海關囿於經費，已

廠產品單位用量清表、報單修改案

取消保稅稽核人員搭乘公務車出差，而

件、查帳作業、受理保稅業者申請案

臺北關所轄保稅區域北自宜蘭，南至

件、監視報廢業務與年度盤點及審核

新竹，幅員廣闊，有同仁自行開車，

結算報告表等。

亦有同仁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除了日

(二) 工作內容中最費心力的便是每年1次

曬雨淋外，交通的不便利及安全更足

的審核結算報告表，每每審核完1份

堪憂慮，所幸海關即將推行「保稅智

結算，都感瀕臨崩潰邊緣，結算報告

慧服務平台」，希望未來能利用網路

之良窳因人而異，認真的保稅人員很

智慧環境，提供業者上傳資料，在兼

清楚自己的報告是如何製作，資料來

顧無紙化並提升行政效率及保障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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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安全等目標的同時，亦能減少查核

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係正常

關員舟車勞頓。

上班時間辦公，無法立即協助鑑定，故僅
能將旅客及查獲之陸龜暫時安置於臺北

謝署長的話：

關入境檢查辦公室。
臺北關於正常上班時間立刻聯繫相

保稅查核業務是海關一大

關單位，經鑑定查獲之陸龜屬二級保育類

核心專業領域，攸關貨物稅負

野生動物，依野生動物保育法規定，野生

的公平性。希望透過電腦系統

動物之活體及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產製品，

的建置與運用，能稍減輕你們

非經中央主管機關之同意，不得輸入或輸

的工作負擔。謝謝你們!

出，又該產製品為瀕臨絕種動植物國際貿
易公約(簡稱CITES)所規範，除輸出入須
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准外，
尚需輸出國政府CITES證及經濟部國際貿

八、 查獲旅客攜帶瀕臨絕種之保育類
麒麟陸龜闖關

易局輸入許可證，始准輸出入。爰依規定
開具臺北關扣押貨物收據及搜索筆錄暫

（溫心萍 臺北關/課員）
106年7月21日凌晨00時30分許，搭乘

予扣押，並製作詢問筆錄，將涉案旅客移

長榮航空公司第BR-761次班機自濟南/遙

於案物，經聯繫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

牆入境之本國籍旅客張○○，未據口頭或

會林務局)，因主管機關無法派員到場處

書面申報，逕擇由綠線(免申報)檯通關，

理，故委請臺北關代為運送至臺北市立動

經執檢關員依據Ｘ光注檢表予以攔檢，並

物園暫養；俟執檢關員完成案物運送，總

改移至紅線(應申報)檯詳查，查驗結果，

算是告一個段落，圓滿的ending，時間已

於渠託運行李內查獲待鑑定疑似保育類

是當日中午時分了。

日

送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繼續偵辦；至

麒麟陸龜5隻，淨重11.69公斤。因鑑定單
位(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附設野
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及保育類動物之主

謝署長的話：
去年入境旅客已達 2,600 萬
人次，同仁面對形形色色的旅客
行李，檢查工作除了需要體力與
耐心，更要具備高度的警覺性與
敏感度，才能在第一線滴水不漏
地把關。最近為了防範非洲豬瘟
疫情入侵，大家肩負的責任又更
重了，辛苦你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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