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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拾參拾參拾參、、、、轉運貨物通關作業基本規定轉運貨物通關作業基本規定轉運貨物通關作業基本規定轉運貨物通關作業基本規定    

一一一一、、、、進出口貨物流向與轉運申請書之使用進出口貨物流向與轉運申請書之使用進出口貨物流向與轉運申請書之使用進出口貨物流向與轉運申請書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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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進出口貨物流向與轉運申請書之使用進出口貨物流向與轉運申請書之使用進出口貨物流向與轉運申請書之使用進出口貨物流向與轉運申請書之使用    

(一)  進口貨物    
流               向                別 使   用   文   件 

(到達後留在原 A 船機，未卸船機)，隨船機運離 

(註 1) 

(過境艙單) 

報運進口 (進口報單) 

復運出口或賣至第 3 國 (進口及出口報單) 

(改裝 B 船機) 轉口國外 (註 2) 

 

轉運申請書(海)、進出

口艙單註記(空) 

報運進口(註 3) 

由 

A 

船 

機 

卸 

下 
轉運國內乙

港口、機場

後 (裝 C 船機) 轉口國外 (註 4) 

 

轉運申請書 

轉口國外 (海空或空海聯運) (他關轉運准單) 由他關區轉入之貨物 

報運進口 (進口報單) 

 

 

 

本 

）  
甲 

（  
港 

口 

、 

機

場 

國貨出口後退貨或再進口 (進口報單) 

    (二)  出口貨物 

流               向                別 使   用   文   件 

依原申報裝 A 船機出口 

重報關改裝 B 船機出口 

 

本關區受理報

關出口貨物  

退關 

 
貨物提回 

 

 

(出口報單) 

依原申報裝 A 船機出口 (出口貨櫃清單及貨櫃運送單) 

(註 5) 

申請改裝 B 船機出口 退關貨物轉船清表 

 

他關區代辦出

口作業後轉本

港口、機場出口 

 

 

退關 

 申請轉至乙港口、機場後

出口 

(提領出倉) 

代辦出口作業後運往他關區出口 (出口貨櫃清單及貨櫃運送單) 

 

 

本 

）  
甲 

（  
港 

口 

、 

機

場 

外貨進口後退或再出口 (出口報單) 

 註 1：運輸工具所載國外貨物在本國口岸過境，一般均不卸岸，原船（機）載運離境，稱為通

運貨物或過境貨物(Through Cargo)(申報過境艙單)。 

 註 2：轉口貨物係指國外貨物由「A」運輸工具載運暫時卸存我國碼頭(機坪)、管制區內貨櫃

集散站或貨棧後再經由「B」運輸工具載運出口之貨物(櫃)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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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3：此種情形稱為「轉運貨物」（Transshipment Cargo），依財政部臺財關第 7640483 號

函釋示：轉運貨物，係指國外貨物於運輸工具最初抵達本國口岸「卸貨」後轉往「國內

其他港口」者而言（並不包括轉運其他國家或地區之貨物及「通運貨物」）。 

 註 4：依「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理辦法」第 32 條第 3 項規定，海運轉口貨櫃（物），經由

海運轉運出口者，除其艙單已據實詳細申報貨物名稱，且經海關派員押運或核准加封電

子封條外，不得以內陸運輸方式運送至內陸貨櫃集散站或其他港口辦理出口，並由關稅

總局分期分區公告實施。但以海空聯運或空海聯運方式依海關指定路線辦理轉運或以「海

上走廊」、空運方式辦理轉運者，不受上開規定限制，惟武器、彈藥、毒品、危險品等

轉口貨櫃(物)限由原進口之港口或機場轉運出口。 

 註 5：「海轉海」、「空轉空」系統，由電腦自動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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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轉運之範圍轉運之範圍轉運之範圍轉運之範圍    

 (一)運送文件之目的地非本港口、機場而在本港口、機場卸船機之進口貨物。 

1.在本港口、機場裝另一船機出口。  

2.轉至另一港口、機場後： 

(1)報運進口。  

(2)運往國外。 

3.自由貿易港區事業跨關稅局之貨物運送。 

(二)以「關稅局」為準，區分作業方式 

1.進(轉)口貨物在兩關稅局間移動，一律按轉運處理，使用「轉運申請書」。 

2.同一關稅局內移動，非屬「轉運」，使用「特別准單」即可，不必申報轉運

申請書。但臺北關稅局局本部與科學工業園區間、台中關稅局與科學工業園區

間、高雄關稅局與科學工業園區間、高雄關稅局機場分局轉運至高雄加工區、楠

梓加工區、屏東加工區、屏東科技園區，進口貨物之移動一律使用轉運申請

書為例外。（關稅總局 94.05.25 台總局徵字第 0941009844 號函：進口貨物

由高雄機場轉運至高雄加工區、楠梓加工區所使用之「空運貨物特別准單（代

碼 IT5）」自 94.07.31 起，改以 T1 轉運准單方式辦理並以簡 5301 訊息格式

傳送。） 

(三)因「貨物之特殊性」而予特別列舉 

1.「溢卸貨物」因係裝卸作業極易造成之錯誤，其案件頗多，有獨列一類之必

要。其可能方向有在原港口、機場轉船機出口、完稅進口或由甲港口、機場

轉運至乙港口、機場出口、完稅進口。 

2.「船機用品」係在原港口、機場轉船機或由甲港口、機場轉運至乙港口、機

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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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轉運案件之類別轉運案件之類別轉運案件之類別轉運案件之類別、、、、適用範圍及適用限制適用範圍及適用限制適用範圍及適用限制適用範圍及適用限制 

(一)  海運「轉運」案件區分為7類，其代號、名稱、適用範圍及適用限制如下表：  

代號 名 稱 適 用 範 圍 適 用 限 制 

T1 外貨轉運他關區 

進口貨物不同關稅局間之轉運者（含溢卸貨物

之轉運他關稅局）、自由貿易港區事業貨物

跨關稅局之運送。 

1、7 

T2 外貨轉口 
轉口貨物於本國港口或機場卸下後，轉由其他

相同之運輸工具裝運出口者。 
1、3、4 

T4 船用品轉口 船用品之轉運裝船者。 2、6 

T5 溢卸貨物轉口 溢卸貨物之轉運出口者。 2、7 

T6 海空聯運貨物轉口 海運之轉口貨物由空轉運出口者。 1、4、5 

T7 空海聯運貨物轉口 空運之轉口貨物由海運轉運出口者。 1、5 

L1 外貨進儲物流中心 國外之貨物進儲物流中心 8 

註：「適用限制」代碼之意義 

1.以「連線」或「未連線」方式報關均可(惟 T1 二次轉運者限以未連線方式辦理)。 

2.以「未連線」方式報關為限。 

3.轉口貨櫃(物)跨港口或機場之管制區以內陸運送者，應依照海關公告之「貨櫃(物)運送路

線暨運送時間限制表」辦理，載運途中不得無故逗留或繞道他處，逾時到達者，由海關依

據有關規定處理。 

4.海運轉口貨櫃（物），不得拖至內陸貨櫃集散站或貨棧存放。 

5.武器、彈藥、毒品、危險品等轉口貨櫃(物)限由原進口之港口或機場轉運出口。 

6.「船用品轉口」如屬「申請由空運出口」者，適用「T6」，而不適用「T4」；如屬「空運申

請由海運出口」者，適用「T7」，而不適用「T4」。 

7.「溢卸貨物轉口」如屬下列兩種情形之一者，不適用「T5」： 

(1)如屬轉運他關區(報關進口)者，適用「T1」。 

(2)如屬「申請由空運出口」者，適用「T6」。 

8.需以連線方式向貨物卸載口岸轄區海關報關。 

(二)空運轉運案件，除空海聯運貨物轉口以 T7類別、海空聯運貨物轉口以 T6類別及外貨進儲

物流中心使用「L1 轉運申請書」（L1 轉運准單）辦理外，其餘均使用「T1 轉運申請書」(轉

運准單)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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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轉運轉運轉運轉運、、、、轉口貨物轉口貨物轉口貨物轉口貨物(T1(T1(T1(T1、、、、T2)T2)T2)T2)及海運轉口貨物及海運轉口貨物及海運轉口貨物及海運轉口貨物(T2)(T2)(T2)(T2)跨港口內陸運送跨港口內陸運送跨港口內陸運送跨港口內陸運送    

((((一一一一) ) ) ) 轉運轉運轉運轉運、、、、轉口貨物轉口貨物轉口貨物轉口貨物(T1(T1(T1(T1、、、、T2)T2)T2)T2)通關各步驟與相關業者及機關配合事項通關各步驟與相關業者及機關配合事項通關各步驟與相關業者及機關配合事項通關各步驟與相關業者及機關配合事項    

    

    

    

    

    

    

    

    

    

    

    

    

    

    

    

    

    

    

    

    

    

    

    

    

    

    

    

    

    

    

    

    

    

    

    

1.收單
2.列印轉運申請書、准單及簽放
3.驗貨
4.簽領轉運准單或貨櫃清單
5.出站
6.進站或裝船(機)

C3
申請人(運輸業及報關業) 轉運申請書EDI連線傳輸或非連線傳輸

倉儲業運輸業海關稽查倉棧單位 轉口貨物轉運出口時應列入出口艙單，空運T類轉口航材無託運單者除外(未列入出口艙單)進站案件進倉資料登錄及EDI傳輸辦理進站或監視裝船等手續

(通關前) 運輸業倉儲業 進倉資料登錄及EDI傳輸1.進口艙單EDI連線傳輸或非連線申報2.卸貨准單申請及卸船機進儲

倉儲業運輸業或報關業 1.接收查驗通知，系統需解讀此一訊息2.配合查驗(海運)申請查驗、會同查驗及開箱

運輸業或報關業倉儲業海關稽查倉棧單位
辦理出站申請查詢並開具貨櫃(物)運送單辦理出站手續

通關步驟 相關業者及機關 配合事項

運輸業內陸運送業報關業海關稽查倉棧單位
與內陸運送業者聯名出具承諾書與運輸業者聯名出具承諾書非受運輸業長期委任報關者需出具委任書受理簽領准單或貨櫃清單

1.連線業者接收轉運准單訊息2.查核海關放行訊息運輸業或報關業倉儲業 1.連線業者接收轉運准單訊息2.查核海關放行訊息海關艙單單位 列印轉運申請書、准單及簽收，現行除C3、押運案件外，已不列印轉運申請書、准單及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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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海運轉口貨物海運轉口貨物海運轉口貨物海運轉口貨物(T2)(T2)(T2)(T2)跨港口內陸運送跨港口內陸運送跨港口內陸運送跨港口內陸運送    

通關各步驟與相關業者及機關配合事項通關各步驟與相關業者及機關配合事項通關各步驟與相關業者及機關配合事項通關各步驟與相關業者及機關配合事項    

    

    

    

    

    

    

    

    

    

    

    

    

    

    

    

    

    

    

    

    

    

    

    

    

    

    

    

    

    

    

    

    

    

    

(通關前)1.傳輸簡5301S2.轉運准單核准

5.1押運

6.出站
7.進站或裝船

3.列印轉運准單(簡5302S)4.轉運准單核批

5.2加封電子封條

與內陸運輸業者聯名出具承諾書

運輸業或報關業倉儲業海關稽查倉棧單位 辦理出站申請1.檢查封條固封2.辦理出站手續查詢並開具貨櫃(物)運送單
讀取電子封條進站案件登錄倉儲業運輸業海關稽查倉棧單位 辦理進站或監視裝船轉運出口時應列入出口艙單

申請人(運輸業或報關業) 轉運申請書(T2)詳實申報貨名，EDI連線傳輸
通關步驟 相關業者及機關 配合事項

1.接收轉運准單訊息2.查核海關放行訊息運輸業或報關業倉儲業 1.接收轉運准單訊息2.查核海關放行訊息海關艙單單位 列印轉運准單送貨櫃監理單位海關權責單位或海運通關系統 1.權責單位核批押運或加封電子封條2.電腦系統自動核准押運或加封電子封條運輸業
受理准單或貨櫃清單申請派員押運依申請時段派員押運

內陸運送業報關業海關稽查倉棧單位運輸業或報關業海關押運單位
與運輸業者聯名出具承諾書1.辦理長期委任2.非長期委任出具委任書
辦理領用、加封、核銷電子封條運輸業或倉儲業自主管理專責人員海關稽查或倉棧單位

運輸業倉儲業 1.進口艙單詳實申報貨名，EDI連線傳輸或非連線申報2.卸貨准單申請及卸船機進儲進站資料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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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轉運貨物之報關轉運貨物之報關轉運貨物之報關轉運貨物之報關    

(一)申報人──由運輸業、物流中心、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加工出口區區內事業、自由港

區事業或農業科技園區園區事業或受委託之報關業將「轉運申請書」（Customs 

Declaration： Transit）訊息(簡 5301、5301S)傳輸海關辦理；其以書面申請者，應將

轉運申請書(簡 5301、5301A 關 01003)及轉運准單（簡 5302）套打，一併遞交海關辦理。

外貨進儲物流中心係由連線之物流中心、或受委託之報關業將「轉運申請書」訊息（簡

5105A、簡 5105S）傳輸給貨櫃（物）艙單申報之卸存地或轉運後之轉至地轄區海關辦理。 

(二)報關期限 

進口貨物在報關前，如因誤裝、溢卸或其他特殊原因須退運或轉口者，應於裝載該貨之運

輸工具進口日起 15日內向海關申請核准，90日內原貨退運或轉運出口。其因故不及辦理

者，可於限期屆滿前，依關稅法第 58 條規定，向海關申請存儲保稅倉庫。 

(三)電子傳輸與遞送報單時間之方式與時限──請參閱第參、五節第(三)點。 

(四)申報人遞送書面文件份數（無紙化作業除外） 

轉 運 申 請 書轉運申請書

類別代號 暫行措施 將     來 

轉運准單 備 考 

T1 1(註 1) 1 1(註 3) 

T2 1 1 1(註 3) 

連線報關者申報人免送(由海關列印) 

T4、T5 1 1 1(註 3) 以非連線報關為限 

T6 5 5(註 2) 1(註 3) 

T7 5 5 (註 2) 1(註 3) 

連線報關者申報人免送(由海關列印) 

L1    一律連線報關申報人免送（由海關列印） 

註 1： 轉運案件涉及兩個關稅局，在「貨櫃追蹤系統」尚未能自動註記轉運貨櫃(物)已到達目

的地關稅局前，採行暫行措施，由海關列印 4份。另涉及基隆關稅局花蓮分局者，應另

行加印(附)「郵寄聯」。 

註 2： 由起運地關稅局隨貨送達目的地關稅局。 

註 3：上線關區「未連線報關者」，亦由海關列印。 

 

(五)報關應附文件 

1. 提單（B／L）1份：下列案件應檢附提單(B／L) 

進口艙單未列明轉運他關區、轉運貨物為船用品者──應檢附提單(B／L)、中華民國海關

艙單更正單及轉運申請書(T1 或 T4)辦理。 

2.委任書 1份(辦理長期委任者免附) 

(1)報關業辦理 T1、T2 及 L1 之轉運申請書者應辦理委任，並得辦理長期委任。連線報關

經邏輯檢查無長期委任關係者，即以錯誤訊息駁回，不受理報關，請改以未連線方式辦

理，繕具書面格式併檢具個案委任書遞交海關人工鍵檔。 

(2)報關業受運輸業長期委任連線辦理 T1 或 T2 之轉運申請書時，以該運輸業工具之主體船

公司或聯營船公司為限。 

(3)海運 T1 轉運申請書准由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加工出口區區內事業、自由港區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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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農業科技園區園區事業與報關業辦理委任關係，併應於「統一編號」欄位申報科學工

業園區園區事業、加工出口區區內事業、自由港區事業或農業科技園區園區事業之海關

監管編號。 

(4)運輸業(海運限船舶經營人)之委任書，於申領准單時送稽查或倉棧單位。 

(5)海運案件，於申請書(准單)第(8)欄「船務(航空)公司」欄，以填列「船舶經營人」為

限。 

3.申請書 

溢卸貨物、船機用品海運申請由空運出口或空運申請由海運出口者，應檢附申請書(敘明理

由經海關核准)及 T6(海空聯運貨物轉口)T7(空海聯運)轉運申請書辦理。 

4.裝箱單或發票──轉運貨物如為船用品未按明細項目申報者，應檢附裝箱單或發票憑核。 

(六)海關受理單位 

1.海運： 

(1)艙單單位──受理 T1(外貨轉運他關區)、T2(外貨轉口)、T4(船用品轉口)、T5(溢卸貨

物轉口)、T6(海空聯運貨物轉口)、L1（外貨進儲物流中心）等六類轉運申請書。 

(2)出口業務單位──受理簡 5261(退關貨物轉船出口)、隨空海聯運貨物送達之 T7(空海聯

運貨物轉口)等二類轉運申請書。 

2.空運：艙單單位或出口業務單位。 

(七)承諾書：轉運貨物出站(倉)時，由申請人送交駐庫(站)關員（專責人員）查核(可多批合用

一份) 申請人為運輸業者時，得辦理長期承諾書。 

(八)其他規定 

1. 載運轉口貨物入境之運輸工具負責人或由其委託之運輸工具所屬業者，應於進 

口貨物艙單內申報轉口貨物，並依規定格式報明各欄。申報前項轉口貨物名稱時，除下列各

款貨物仍應據實詳細申報貨物名稱或稅則號別前六碼外，其他貨物得以一般貨物(GENERAL 

CARGO)統稱申報：  

（1） 菸、酒。  

（2） 武器。  

（3） 彈藥。 

（4） 毒品。 

（5） 危險品。  

（6） 中國大陸出產之農漁畜產品、食品。  

（7） 存放於管制區外之轉口貨物。  

（8） 船用品。  

（9） 海空聯運貨物。  

（10）空海聯運貨物。  

（11）空運以內陸運輸方式轉運出口貨物。 

（12）有害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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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輸往北韓、伊朗之特定戰略性高科技貨品。 

（14）放射性物質、放射性物料。(轉口貨物通關及管理作業要點第 3點) 

2.海運轉口貨(櫃)物經由海運轉運出口者，除其艙單已據實詳細申報貨物名稱，且經海

關派員押運或核准加封電子封條外，不得以內陸運輸方式運送至內陸貨櫃集散站、貨棧或

其他港口辦理轉運出口，並由關稅總局分期分區公告；武器、彈藥、毒品、危險品等轉口

貨櫃(物)限由原進口之港口或機場轉運出口。(轉口貨物通關及管理作業要點第 9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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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境外航運中心之通關境外航運中心之通關境外航運中心之通關境外航運中心之通關 

(一)  概念 

1. 交通部為發展臺灣地區成為海運轉運中心，設置「境外航運中心」（Offshore Shipping 

Center; Offshore Shipping Zone），特訂定「境外航運中心設置作業辦法」，於 84

年 5月 5日以交航發字第 8417 號令發布施行在案，並於 86年 10月 21日以交航發字

第 8677 號令、87年 8月 24日交航發字第 8738 號令、90年 8月 3日交航發九十字第

00054 號令、90年 11月 5日交航發九十字第 00071 號令修正部分條文。依據該「辦法」

第 2 條規定：所稱「境外航運中心」，係指在臺灣地區之國際商港相關範圍內，以「不

通關、不入境」之方式，從事大陸地區輸往第三地或第三地輸往大陸地區貨物之「轉

運」及相關之「加工、重整及倉儲作業」之區域。 

2. 財政部亦於 84年 5月 5日以臺財關第 841723694 號函核定「境外航運中心關務作業要

點」一種配合實施。 

(二)  依「境外航運中心設置作業辦法」規定： 

1. 設置地點——境外航運中心由交通部會商有關機關在臺灣地區國際商港相關範圍內指

定適當地點設置之(3)。 

2. 為特別航線——「境外航運中心」與「大陸地區港口」間之航線為特別航線(4)。 

3. 直航於兩岸間之船舶以下列之「外國船舶」為限(5)： 

(1)外國船舶運送業所營運之「外國船舶」。 

(2)中華民國船舶運送業所營運之「外國船舶」。 

(3)大陸船舶運送業所營運之「外國船舶」。     

4. 須經當地航政機關核准—外國船舶轉運大陸地區輸往第三地或第三地輸往大陸地區之

貨物，經當地航政機關核准者，得直接航行境外航運中心與大陸地區港口間(6)。 

5. 不得載運以兩岸為目的地之貨物—經許可直接航行於境外航運中心與大陸地區港口間

之外國船舶，不得載運臺灣地區以大陸地區為目的地或大陸地區以臺灣地區為目的地

之貨物。 

6. 武器及彈藥不得在境外航運中心轉運——大陸地區輸往第三地或第三地輸往大陸地區

之武器及彈藥，不得在境外航運中心進行轉運(9)。 

(三)  依「境外航運中心關務作業要點」規定： 

1. 本要點之作業範圍如下(2)： 

(1) 整裝貨櫃（CY櫃）之轉口。 

(2) 合裝貨櫃（CFS櫃）之加裝、改裝、分裝及併裝作業。此項作業應向關稅局申請

於貨櫃集散站或碼頭轄區內之「轉口倉庫」辦理。 

(3) 大宗貨、雜貨之轉口，應由業者視需要個案向關稅局申請。 

(4) 境外航運中心之貨物以保稅方式運送至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保稅工廠、

保稅倉庫（限自用保稅倉庫經海關核准從事重整業務之保稅倉庫）及物流中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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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關之加工、重整、包裝及倉儲作業後全數出口；其運送與通關作業，各依其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2. 前項各款作業範圍之實施，依各港區及相關地區之特性由交通部會商財政部及經濟部

決定。 

3. 武器及彈藥不得在境外航運中心進行轉運(3)。 

4. 卸岸之轉口貨物如有武器、彈藥、毒品、菸酒、中國大陸出產之農產品及食品，不得

以「一般貨物」統稱申報，經海關查明未據實詳細列入「艙單」申報者，依海關緝私

條例有關規定處罰(3)。 

註（依據財政部 87.5.14 臺財關第 870201524 函示：同意卸貨轉口貨物應於艙單翔實

申報貨名之項目，增列大陸農產品並刪除大陸中藥材） 

5. 轉口貨櫃（物）轉運出口時，應填具「轉運申請書 T2」及「轉運准單」向關稅局申報。

但以電腦連線方式傳輸申報者，「轉運准單」由關稅局列印，並准免補送書面「轉運

申請書」(4)。此類貨物屬三角貿易案件者，得依現行關務作業方式，在「不通關、不

入境」之前提下辦理轉運事宜。 

6. 轉口貨櫃(物）得經由海運轉海運、海運轉空運或空運轉海運轉運出口，與大陸地區之

運輸以海運為限。其作業方式依轉口貨物通關及管理作業規定辦理。 

7. 載有以兩岸為目的之船舶，仍依規定不得直航於兩岸港口間(6)。 

8. 規費之徵收，依海關徵收規費規則辦理(7)。 

9.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相關法令辦理(8)。 

(四)  其他規定： 

  為配合擴大境外航運中心功能，訂定貨物運送及通關作業相關規定。 

1. 境外航運中心權宜輪進口艙單之申報規定： 

（1） 艙單號碼以 9801 至 9997 號範圍內。 

（2） 艙單類別須以「進口」之代碼「1」、「轉運」之代碼「2」、「轉口」之代碼「3」。 

（3） 「轉運」之代碼「2」僅適用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但高雄關稅局轄區之加

工出口區則以「進口」之代碼「1」辦理。 

（4） 其他保稅區域以「進口」之代碼「1」辦理。 

（5） 轉口貨物包括海空聯運以「轉口」之代碼「3」辦理。 

（6） 其他各欄位仍依相關規定辦理。 

2. 由境外航運中心以保稅方式運送至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保稅工廠、保稅倉庫

（限實施帳冊電腦化之自用保稅倉庫經海關核准從事重整業務之保稅倉庫）及物流中

心進行相關作業，不得經由內陸集散站後再行辦理。其運送通關作業： 

（1） 加工出口區設置於高雄港區外者，以普通卸貨准單及特別准單辦理；設置於台中

者，以 T1 轉運申請書或進口報單（B6）直接於境外航運中心辦理。 

（2） 科學工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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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T1 轉運申請書或進口報單（B6）直接於境外航運中心辦理。 

（3） 保稅工廠：直接於境外航運中心以進口報單（B6）辦理。 

（4） 保稅倉庫： 

自用保稅倉庫經海關核准從事重整業務之保稅倉庫均直接於境外航運中心以進口

報單（D8）辦理。 

（5） 物流中心： 

直接於境外航運中心以轉運申請書（L1）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