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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計畫緣起計畫緣起計畫緣起計畫緣起 

國際貿易推廣首重行政程序之便捷，因應國際貿易發展趨

勢，行政院持續推動貿易通關便捷化等政策；政策的整體目標在

簡化貿易通關程序，消除各種貿易行政之障礙，以加速貿易之進

行；同時，要協同相關行政部會之措施，提供可供相關業者進行

簽審通關整合服務之平台，使貿易行政之相關業者能不受時間、

地點、數位化程度之限制，大幅縮短廣義通關作業之平均週期，

增進貨物流通，節省業者之存貨積壓及其他相關作業成本，以使

我國之貿易運籌環境更加便利，促使我國成為東亞地區之重要貿

易運籌樞紐。 

貿易便捷本是全球主要貿易國家共同努力之目標，惟隨著全

球恐怖攻擊事件頻仍的發生，國際上一致體認貿易便捷必須建構

在貿易安全基礎之上，因此相關國際經貿組織已採行更為密集且

普遍的關注。今日國際上對於「貿易安全」之關注已不亞於「貿

易便捷」議題，且兩者有合二為一之發展趨勢。 

一、國際發展趨勢 

「911」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美國政府首當其衝，開始

重視貿易安全保障，並積極採取對策，一方面從國內著手建立

安全機制，包括海關貿易夥伴反恐方案(C-TPAT)與貨櫃保全計

畫(CSI)、24小時電子艙單預先申報制度(the Advanc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Rule)、安全港口法案(SAFE Port Act)及 HR1法案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等相關規範及安全準則；另一方面

則透過國際組織的力量，擴散全球各貿易國重視並推動國際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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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運送安全。 

在貿易安全的共識下，世界關務組織(WCO)於 2002 年開

始檢討跨國海關資料交換的模式，積極推動國際關務作業之安

全與便捷；歷經討論，WCO 於 2005 年 6 月通過「全球貿易

安全與便捷標準架構」(Framework of Standards to Secure and 

Facilitate the Global Trade；以下簡稱「WCO SAFE」)，提供

世界各國進行貿易體制改革之參考，以促進貿易安全。另為擴

大此架構之國際合作，2005 年 9月 APEC於韓國舉辦之關務

程序次級委員會(Sub- Committee on Customs Procedures；

SCCP)亦通過美國所提之「Implementation of APEC Framework 

Based on the WCO Framework of Standards to Secure and 

Facilitate the Global Trade」行動方案，我國亦於隔(2006)年的

10 月向 APEC 填送意願書，表達配合推動意願，此亦係我國

對國際的承諾。 

在經貿安全的威脅下，全球貿易國本著平等、互惠原則，

致力於貨物運送與貨櫃安全檢查，以強化貿易便捷與安全合

作。目前，除美國已採取大幅行動外，歐盟亦於 2008年初開

始實施 AEO (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認證作業，並展開

與美國商談 AEO與 C-TPAT相互承認機制，另預計於 2009年

起實施「預報貨物資訊制度」。此外，新加坡於 2006年將 SAFE

的推動納入安全部門，並參考美國、瑞典和紐西蘭等國相關規

定，提出全面供應鏈安全(total supply chain security)準則，澳

洲也已於 2007 年開始進行 UCR 先導測試。其他主要貿易國

家也紛紛跟進、建置推動，包括紐西蘭、韓國、日本、約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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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馬來西亞等，均已逐步發展其貿易安全體系之各項配

合機制，並在國際間尋求相互承認，成為國際貿易合作的新準

則。以上國際對於貿易安全之措施與方向，值得做為我國貿易

行政相關政策之釐定參考。 

二、我國貿易便捷推動現況 

我國推動貿易便捷化之進程始於「挑戰 2008：國家發展

重點計畫」，該計畫之第 7項「營運總部計畫」積極投資國際

運籌基礎建設，以完整的軟、硬體構面強化台灣產業環境，提

供綜合性作業平台，有效率處理物流及資訊流的整合，以爭取

國際企業來台設置營運總部。 

「營運總部計畫」旨在配合 APEC「2005 貿易無紙化目

標」，加強與國際制度之接軌；計畫項下編列「無障礙通關計

畫」，下分為「貿易便捷化網路化計畫」、「改善貨物通關及保

稅作業環境計畫」與「航港資訊系統建置計畫」3項子計畫；

整體目標在簡化通關簽審作業程序，建置航港資訊系統及貿易

資訊交換平台，以線上簽審、比對方式進行簽審通關作業，即

時回應貨主之申請需求，降低貿易成本，強化貿易管理、貨物

通關及國際運輸，以提升運籌作業效率。在貿易簽審通關方

面，已初具以下成效： 

(一) 建置貿易通關服務窗口「便捷貿 e 網」，提供業者一處輸

入，除可有效追蹤政府貿易文件之申辦狀況外，並避免資

料重複輸入，減少可能的錯誤。 

(二) 整併與簡化貿易所需文件、及通關簽審作業程序，朝「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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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無紙化」邁進，除增進各項程序的效率，並降低貿易成

本。 

(三) 完成通關簽審訊息交換系統，線上進行單證比對作業，提

供進口業者一次申報後的全程服務。 

三、加強推動貿易便捷與安全 

行政院 3009 次會議院長指示：台灣靠貿易立國，而貿易

講求的是快速及品質，92年 4月核定的「貿易便捷化計畫」，

原為呼應 APEC「貿易無紙化」之目標，實施 3年以來，由於

全球貿易的發展與變遷，除「便捷」外，更著眼於「安全」問

題，如何儘速建置相關制度及整合不同的貿易介面，以及原有

計畫是否需配合修正，以因應最新的貿易趨勢，請相關機關及

主管政務委員儘速通盤檢討處理，並由經建會彙整後報院。 

馬總統 520 就職演說指出，台灣是一個海島，開放則興

盛、閉鎖則衰敗，所以要開放、鬆綁、釋放民間活力、發揮台

灣的優勢，勇敢地迎接全球化的挑戰；引導企業立足台灣、聯

結亞太、佈局全球。目前全球經濟正處於巨變之中，新興國家

迅速崛起，必須快速提升台灣的國際競爭力，挽回過去流失的

機會。因此，我們要更積極參與亞太區域合作，全面融入東亞

經濟整合，強化與美國貿易夥伴的合作關係，進一步加強與主

要貿易夥伴的經貿關係。 

綜合以上之政策願景，當前我國貿易安全與便捷之發展，

實為目前經貿政策的重要步驟。前階段的工作為「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項下的「無障礙通關計畫」，該計畫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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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底執行完畢，並完成相關檢討，各項作業皆已達成原規

劃目標。為進一步迎向國際貿易「便捷、安全」並重的趨勢，

在前階段貿易便捷化的基礎上，順應國際貿易安全的發展趨

勢，跨部會合作推動「優質經貿網絡計畫」，以達成我國貿易

行政體系的便捷與安全，持續強化我國全球經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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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我國貿易通關我國貿易通關我國貿易通關我國貿易通關現況現況現況現況 

目前我國的貿易作業環境，包括便捷貿 e網(貿易簽審作業)、

通關網路(通關作業)及航港 MTNet 網路(港埠相關作業)等三套網

路系統。「無障礙通關計畫」各子計畫推動至 96年 12月，已獲致

相當成效(具體成效詳附錄一)，以下就我國貿易通關之作業進行成

效檢討，並分析條列後續應強化之事項 

一、「無障礙通關計畫」成效檢視 

(一) 便捷貿 e網推動成效 

1. 建置「便捷貿 e網」，並推動 18個簽審單位介接，至 96

年 12月為止，已有貿易局、標檢局、防檢局、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能源局、國庫署、工業局、屏東農業生技

園區、原能會、(新竹、中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衛生署、環保署、智慧局、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及民航局

等 15個簽審單位上線。 

2. 全國 90%以上之簽審業務，包括：原產地證明文件、輸

出入許可證、進口報驗、進出口檢疫文件、煙酒查驗等

多項同意文件及證明文件，均可經由「便捷貿 e 網」以

電子化方式申辦。 

3. 「便捷貿 e 網」每週平均申辦量為 17,000~18,000 件之

間，約占全部簽審量 69%左右；加上各簽審機關自行建

構網站簽審量約 20%，簽審作業電子化比率已達 89%。 

4. 另進出口報單中需要簽審文件之案件，約有 90%係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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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貿 e 網」進行單證比對，每年減少應審驗報單 22

萬筆，節省進口貨物通關時間約 116萬小時。 

5. 因進出口簽審規定及作業流程的簡化與電子化，使得政

府部門與民間業者減少人力配置、紙張消耗與作業時

間。根據國際貿易局統計，簽審規定簡化帶來約 29.14

億元的效益；簽審作業電子化帶來約 21.31億元的效益。 

(二) 通關電子閘門推動成效 

1.電子閘門連線機關數增加至 96 年之 16 個，提供之通關

資料類別由 8種增至 104種，逐步達成通關資料分享效

益，及奠定電子化網路化政府基礎目標。 

2.建置完成通關簽審訊息交換系統，單證比對作業回歸簽

審機關辦理，進口業者一次申報全程服務，節省連線業

者報驗資料 50%之輸入。 

3.配合實施風險管理與策略聯盟等措施，96 年海空運進口

貨物通關 C1 案件平均比例，分別提升至 55.98%及

80.48%，估算每年可減少 C2及 C3案件約 22萬件，節

省海關須辦理書面審查之通關人力約 73,000 小時(每份

C1簽審案件約可節省書面審核時間約 20分鐘)。 

4.狹義通關時間縮短，目前海、空運進口報單平均通關時

間，分別為 1時 27分及 9.7分，估算每年可節省業者進

口貨物通關時間約 1,146,000時。 

(三) 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台推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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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置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台，整合交通部及各港務局已

上線之 55項航港作業應用系統，如「商港服務費系統」、

「船舶進出港管理系統」、「危險品申報系統」、「港口國

管制系統」、「客戶服務管理系統」等，並導入單一簽入

機制，使業者透過此平台一次簽入後，即可操作其權限

內可用之相關應用系統，減少業者重複登入時間 50%以

上。 

2.建立MTNet使用者自主管理及平台簽入目錄管理機制，

由業者指派管理員進行使用者權限設定及維護，以提升

平台及網路安全機制。 

3.導入憑證驗證功能，並建立平台至各單位間採用政府服

務網路⁄虛擬私有網路(GSN⁄VPN)之技術。 

二、業務與作業程序之檢討 

(一) 作業程序仍有簡化的空間 

目前簽審程序雖已完成電子化作業，惟作業程序仍有

簡化空間，特別是透過政府機關之電子化協同合作機制，

達成跨機關之簽審，提供業者更便捷之服務。 

(二) 政府資訊資料庫共享機制待強化整合 

在貿易程序方面，各環節資訊仍須加強串接，尤以政

府貿易文件申報狀況與貨況運輸資訊結合不足，造成貿易

文件與貨物流通實際情況不易追蹤。基於政府一體，未來

可考量政府機關間資訊的整合，以達成政府資訊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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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簽審文件附件資料需繼續簡化 

目前進口簽審作業檢附之附件多係紙本文件，機關對

於核准案件之附件也多以影印方式存檔處理。若可將相關

附件電子化處理(如掃瞄成影像檔)儲存，並應用電子簽章

機制，除可直接增進電子化應用效益，亦可有效保存，並

提供機關間之交換共用。 

(四) 其他可再改善作業 

電子文件是一系列以電子化方式傳輸和儲存的資

料，並無正本、副本之區分，故對於其適用範圍與作業應

用方法，尚有極大探討空間；此外，尚有部分機關之簽審

電子化作業，所提供之服務僅具備前端之接受申辦與後端

之單證比對功能，對於案件之審核、辦理程序仍採原作業

方式，未來宜從提升廣義簽審作業時效，持續再檢討。 

三、訊息標準之檢討 

(一) 標準與內容調和待加強 

資料整合的目的是減少資料過剩與重複，最終定義出

一組標準資料與訊息，提供貿易商及運輸業者在進出口時

及轉運時向政府申報。無障礙通關計畫推動期間，相關計

畫對於貿易簽審、通關之內容與文件尚未真正達成簡化、

標準化，對於文件的應用亦多著重「訊息發展指引」

(message implementation guide, MIG)，以及介接介面的檢

討，較疏於標準與內容的調和，對於促成整體貿易成本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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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仍有努力空間。 

(二) 統一管理機制亟待建立 

規定、流程及文件標準是貿易作業的 3項主體，任何

一項的調整改變，對於整體貿易環境的影響極大，甚至造

成經濟負擔。「無障礙通關」各子計畫之主政機關多針對

本身業務需求發展各自的應用，當需與其他業務計畫整合

時，就因資料結構的變動，而產生大量的系統增、修需求。

此乃因我國經貿訊息標準欠缺統一管理機制，特別是欠缺

共通資料元件(data element)與跨行業資訊互通之核心組件

(Core Components)。 

四、相關法規等其他措施之檢討 

網際網路普及後，社會開始將文件紙本的訊息或形象轉化

為電磁格式，是為文件電子化。電子文件在國際貿易運用上，

因電子文件製作之成本較低，相對的降低交易成本，並提高外

部交易效率，然電子文件在概念與運作上是否不同，以及與現

行法制環境之落差，則不容忽視。 

(一) 電子文件之證據力需強力支撐 

電 子 文 件 便 捷 的 特 性 ， 須 在 包 括 身 分 鑑 別

(authentication)、資料完整 (integrity)、不可否認性

(non-repudiation)與機密性(confidentiality)等 4 項資訊安全

皆得以兼顧確保的前提下才有意義。目前「憑證搭配電子

簽章」，是國際間普遍認同的方案。推動無障礙通關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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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使用者操作便利性之考量，僅以密碼作為使用者登入

識別，而未採用電子憑證，此一作業機制仍有檢討改善空

間。 

(二) 電子化作業之法制環境建構 

電子傳輸作業，貨物共同訊息資料庫之建置對於貿易

便捷具有相當之重要性。然此一資料庫中之訊息資料與傳

統書面紙本、電子文件，在概念與運作上的差別，以及其

與現行法制環境之落差，如共同訊息資料庫中之訊息，在

製作與法律效果之發生時點上，與傳統電子文件之間有極

大不同，對於此種共同訊息資料庫所衍生之法制問題，目

前尚欠缺進一步之分析研究。 

(三) 國際相互認可機制有待推動 

目前我國簽審、通關業務電子化效益僅及於國內，然

國際貿易涉及國際規範，故電子文件之認證、存證、介接

與交換機制與國際發展密不可分；另因應WCO推動有關

全球貿易安全與便捷架構，對於貨物特有追蹤號碼(unique 

consignment reference, UCR)之應用應儘速推動，同時建立

電子化貿易文件之國際合作查證或雙邊認可機制。 

綜合上述檢討，「無障礙通關計畫」在促進便捷方面已達

成相當成果，尤其在進口管制業務方面，經強化部分進出口邊

境管理業務處理方法的電子化，作業效能確有提升。然無障礙

通關是一個整體環境，通關、簽審等機制只是國際貿易作業環

節的一部分。因此，相關部門對於整體環境之建構改善，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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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的發展空間。後續有關進出口管理部分，可就貿易管制項

目及相關的管理法規與程序進一步檢討，經由經貿訊息的標準

化，加強對進出口管理資訊的共用與分享，使總體作業效率進

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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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計畫計畫計畫計畫綱要綱要綱要綱要架構架構架構架構與與與與推動推動推動推動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優質經貿網絡計畫綱要」係遵循國際經貿安全發展趨勢，

並配合愛台 12建設，發展國際運籌業務，以及物流智慧化與通關

智慧化之環境需求，以「便捷化」、「安全化」、「智慧化」及「國

際化」為核心要素，建構我國優質之經貿環境，逐步達成「便捷

通關、安全把關」的目標。其核心價值是增強邊界管制的整合效

益，提升運籌作業效率，繼而提高港口營運量。 

一、計畫綱要架構 

 貿易便捷 貿易安全 
智慧環境 

進口管理(深化) 
優質經貿網絡 優質企業(AEO)認證及管理機制 

 

出口管理(建置) 預報貨物資訊 

安全智慧化海/空港 
貨物移動安全 查驗技術現代化 
貿易金融 保險與國際再保 
關港貿單一窗口 經貿訊息核心組件文件庫 

電子簽章應用、深化進出口簽審作業電子化 國際雙邊承認 電子化產證/檢驗/檢疫稽核作業機預報資訊及其延申應用 

 

認證、複核、國際承認、互惠 貨櫃監控系統、危險品運輸安全 跨境移動安全 查驗技術與非破壞性檢測設備 
B2G、G2G、中央資料庫(含 UCR與進出轉口商品資料之運用) 資料與核心元件之建立與經常性維護 
B2B、4PL 服務、境內關外 OBU 國際應收帳貸款 貨物/運輸/貿易保險、抵押放匯 

計畫功能架構 子計畫項目 子計畫內涵 

安全智慧化海、空港建設 

註：「貿易金融」及「保險與國際再保」屬後續加值服務項目，以虛線表列，預留未來計畫增補之空間；現階段暫無推動期程，未來則視國際發展趨勢適時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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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策略 

本計畫綱要主要推動策略是在四個核心要素下依序展

開，分別是「便捷化」的貿易程序、「安全化」的運送機制、「智

慧化」的環境設施與「國際化」的合作機制。 

(一) 「便捷化」的貿易程序 

1. 業務程序整合與作業簡化 

� 持續簡化進出口管理作業流程與相關文件，如產業供

應鏈之發票、包裝等商業文件，簽審機關核發之產

證、同意文件，通關所需檢附之文件及報單，航港所

需之艙單文件等；以促進貿易資料共通項目分享、交

換與相互勾稽，減少資料重複登打與多次傳送的情

形，強化貿易流程之便捷。 

� 建立國家經貿訊息核心組件文件庫，俾利深化各項業

務之電子化作業。包括國內經貿相關訊息之資料元

件、核心組件之一致性調和、統一共通資料元件、建

立經貿訊息核心組件管理機制、加強經貿訊息與國際

接軌等，使電子資料交換的環境更為健全，作業更為

便利。 

� 鬆綁經貿法規，排除不合時宜或有礙經貿發展之管制

措施，營造台灣在國際間有利的競爭環境，活絡產業

發展，強化台灣經貿競爭力。 

2. 進出口程序便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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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及建立 AEO 通關便捷機制，重點工作包括建立

AEO資格規範、認證機制、優惠措施、輔導作業以及

AEO跨國相互承認機制。 

� 建立風險管理與廠商分級管理制度，對於符合優良企

業之低風險貨物給予快速通關便利。 

(二) 「安全化」的運送機制 

1. 遵循國際安全標準 

� 在 WCO SAFE 架構下，整合關務、貿易簽審管理、

海(空)港務安全需求，訂定符合我國需求之單一窗口

中央資料庫，由具有邊境管理權責之海關，建立貨物

（含進、出、轉口）資訊共用、共享之連結，以及我

國進出轉口商品之追蹤管理機制。 

� 參加主要國際標準組織活動，並建立我國經貿訊息核

心組件文件庫，使我國經貿訊息得與國際安全供應鏈

訊息互通、接軌。 

� 遵循國際標準修訂相關管理資訊系統，使我國產業與

國際貿易供應鏈之安全與便捷應用介面極大化，推動

我國進出轉口貨物與貨櫃得依循全球貿易體系順暢

聯結，建立國際貿易便捷基礎。 

� 配合 WCO SAFE 準則，並參照歐盟與其他各國海關

因應措施，進行我國相關法規之修訂。 

2. 加強關務風險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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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我國現行風險管理機制，建立與國際水準一致之

風險管理基準與方法。 

� 建立跨國海關合作，經國對國、關對關間之電子資訊

對等交換，提升海關進行風險分析能力，落實風險管

理。 

� 海關運用預報貨物資訊，可藉由安全預判的分級及相

關管控機制，得以在貨物流通於供應鏈之較早階段或

在抵達進口國之港埠前，對於預判高風險之貨物或貨

櫃得加強查驗，確保貨物運送安全。 

3. 改善安全控管方法 

� 海關應用現代化查驗技術，進行出、轉口貨櫃查驗，

提升對貨櫃內容物之查驗效率與保護查驗人員之人

身安全。並藉由封條安全技術之運用，延申海關對查

驗之公信力至相對出口國，促進我國運籌相關產業的

發展。 

� 整合保安控管(Regulated Agent, RA)制度，提升空運倉

儲場地防災保全安全能力，以強化空運貨物包裝、儲

存及裝卸安全。 

� 整合進、出、轉口貨(櫃)物於海關、海(空)港、道路、

儲區櫃場間移動之安全需求，建立貨(櫃)物移動之無

縫式監控機制，運用科技技術安全控管，全程監控貨

櫃在供應鏈上之移動，確保貨櫃與貨物運送之安全。 



- 18 - 

(三) 「智慧化」的環境設施 

1. 建置單一窗口 

� 以積極性的產業支援服務，代替消極性的管理，提升

單一窗口功能；並得以解決網網不相連、政府系統間

介接不足、以及資料需要重覆輸入、登錄之問題。 

� 在 WCO SAFE 架構下，海關就跨國與貨物通關有關

的標準、程序等議題進行國際協同、合作洽談。最終，

讓國際貿易流程所使用之資訊，不論來自國內或國

外、政府或民間均經由單一窗口得以串連整合。 

� 初期單一窗口以 G2G、B2G間之業務處理為主軸，首

先針對海關、貿易簽審、海(空)港等營運管理機關間

之作業需求，整合為管理型之「關港貿單一窗口」；

其中「中央資料庫」涉及進出轉口商品資料之運用，

與WCO SAFE導入運作機制密切相關，應優先建置。 

� 後續則視國際經貿資訊體系的發展趨勢，再行考量是

否納入企業對企業之資訊流通(B2B)，依運籌產業運

作所需功能，逐次納入貿易金融、保險、國際再保等

與國際貿易發展密切相關項目，以擴充、轉型為「經

貿單一窗口」，達成支援產業經貿發展之目的。 

2. 加強安全供應鏈的基礎建設 

� 持續帶動多項經貿體系的基礎建設，如構築國際運籌

服務平台、智慧化港區設施、貨物運送安全與貨況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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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系統等，以強化經貿安全供應鏈的基礎建設。 

� 建置完善智慧化與行動化的通關系統，整合運用衛星

定位、3G 通訊、GIS、光學識別、RFID 等先進智慧

型科技，建立監控系統，提供自動化異常偵測及主動

式通報服務，使各機關能即時掌握各項異常訊息，以

保障貨櫃(物)運送安全。以符合WCO SAFE無縫式的

貨況安全、及建築物與人員的安全管控。 

(四) 「國際化」的合作機制 

1. 建立國際相互承認與合作 

依循WCO SAFE架構，就各類進、出口文件與簽審

文件之國際相互承認，研議建立符合國際安全規範之互

惠合作機制，包括兩岸間之連結，使我國廠商在全球的

貿易環境中，得享有快速、暢通無礙之便利。 

2. 強化國際電子文件之安全查核 

配合國際電子商務發展趨勢，運用電子憑證與簽

章，強化我國簽發證件之正確性與安全性，並經由經貿

單一窗口，與國際介接、交互認證。同時，建立電子文

件真偽之查核功能，使貿易無紙化作業兼具安全與便捷

的效益，強化企業將其營運總部設在台灣之意願。 

3. 法制與國際接軌 

有關簽審法規、貨品稅則號列、經貿作業標準訊息

及電子資料交換法規等制訂、更動與發布，均經由經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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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窗口，與國內外建立透明、順暢的管道。並應掌握

國際發展動態，俾利台灣經貿融入國際環境。 

三、預期效益 

本綱要性計畫係遵循國際經貿安全發展趨勢，旨在建置服

務性之經貿單一窗口，創造與國際接軌的經貿平台，除可加速

貿易、通關及港口作業時效，並可創造台灣運籌產業發展之空

間。預期可達成之效益如下： 

(一) 國際接軌 

WCO SAFE的安全概念，係貨物於跨國境移動時，透

過國與國、關與關之間的協議與相互承認，將過去由進口

國海關所執行的邊境管控向外延伸，提早由出口國海關執

行有關安全的邊境管控。此機制包括優質企業(AEO)制度

的建立及 UCR之應用，再經由預報貨物資訊手段，讓進口

國海關於貨品離開出口國前即可知悉進口商品的主要內容

資訊，進行風險評估與相對的管理。本計畫推動，將促使

我國貿易活動得與國際快速連結。 

(二) 提升轉口貨量與貨物流通 

我國由於產業型態改變，導致「適櫃之出口貨物量」

成長趨緩，未來發展境內關外的國際、區域性倉儲轉運，

將是走向國際供應鏈，提升轉口貨櫃量的主要途徑。目前

包括美國、歐盟與中國大陸等主要經濟體均已規劃實施預

報貨物資訊制度，我國若採行積極作為因應與其接軌，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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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建立迅速安全的貨物轉運環境，吸引更多航商泊靠或將

待運貨物運送我國轉運，以發揮我國港口扮演東亞運籌中

心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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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執行規劃執行規劃執行規劃執行規劃 

推動貿易便捷與安全，已成為全球各主要經濟體貿易發展之

共同趨勢。但由於國際上對於相關措施之釐定尚未臻完備，還在

逐步調整試行階段，爰將本計畫定位為動態性計畫，以確保各項

措施之國際接軌。 

一、執行分工 

「優質經貿網絡計畫綱要」架構經跨部會討論共同研擬，

包括「貿易便捷」、「貿易安全」及「智慧環境」等子計畫。各

主政機關分工原則如下： 

(一) 經濟部主導「貿易便捷」議題及「智慧環境」項下之「經

貿訊息核心組件文件庫」，配合國際貿易便捷化趨勢，繼

續深化貿易便捷化第 2階段計畫。 

(二) 財政部主導「貿易安全」議題及「智慧環境」項下之「關

港貿單一窗口」，配合國際發展進程與我國關務作業，研

議導入WCO SAFE架構，以及整合、建置「單一窗口」。 

(三) 交通部主導「智慧環境」項下之「安全智慧化海港與空

港」；並配合「貨物移動安全」子計畫整體規劃，原航港

資訊系統整體發展仍依 96年院核定內容推動。 

二、實施方式 

本綱要性計畫由經建會報院後，由財政部主政推動。請各

計畫主政機關配合愛台 12 建設作業期程，會同相關單位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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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內研提 98年至 101年，包括具體推動措施之細部執行計

畫報院核定，並依各項具體措施所定之進度推動，及辦理行政

命令、行政措施之修正。推動期間，主政機關應配合國際推動

進程，滾動式檢討調整個別措施之實施期程與執行內容，保持

計畫動態性，以達經貿行政體制與全球接軌之目標。 

「智慧環境」項下之「貿易金融」、「保險及國際再保」屬

後續加值服務項目，暫無推動期程；請財政部視國際經貿資訊

體系的發展趨勢、以及國內運籌相關產業發展需求，適時由銀

行公會及保險公會協助整合金融、保險業界配合辦理。 

三、經費預估 

本計畫綱要跨數個行政部會，各項計畫之執行預算，原則

上依各主政機關所研擬之工作項目，完成分年預算之分項預

編。各年度之經費，依各機關所提計畫內容，由各執行機關分

別在個別年度公務預算項下逐年編列，或依「政府公共建設計

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行政院重要社會發展計畫先期作業實

施要點」等相關規定，於各項計畫經行政院核定後，逐年度提

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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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優質經貿網絡計畫綱要」分工表 

分工項目 主政機關 配合機關 

貿易便捷貿易便捷貿易便捷貿易便捷 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出進口管理 
經濟部 

(貿易局) 

出、進口簽審業務相關之 20 餘機關

(構)、關稅總局 

貿易安全貿易安全貿易安全貿易安全 財政部財政部財政部財政部  

預報貨物資訊 
財政部 

(關稅總局) 

航政司及港務局、民航局及國際航站、

倉儲業者 

優質企業(AEO)認證

及管理機制 

財政部 

(關稅總局) 

財稅資料中心、貿易局、工業局、勞委

會、相關業者 

貨物移動安全 
財政部 

(關稅總局) 

航政司、路政司、民航局、各港務局、

港警局、各國際航站、航警局、國道警

察局、商業司 

查驗技術現代化 
財政部 

(關稅總局) 

航政司、港務局、港警局、民航局、國

際航站、航警局 

智慧智慧智慧智慧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財政部財政部財政部財政部  

關港貿單一窗口 
財政部 

(關稅總局) 

出、進 口簽審及運籌業務相關之公、

民營機關(構) 

安全智慧化海、空港 交通部 
各海、空港營運管理機關，各港區關稅

局與配合機關，民營機關(構) 

經貿訊息核心組件文

件庫 

經濟部 

(標檢局) 

關稅總局、貿易局、航政司、民航局、

各公協會 

貿易金融 

(適時推動) 
銀行公會 各自由貿易港區及相關業者 

保險與國際再保 

(適時推動) 
保險公會 各自由貿易港區及相關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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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一一一一、、、、無障礙通關計畫執行成效無障礙通關計畫執行成效無障礙通關計畫執行成效無障礙通關計畫執行成效 

一、貿易便捷化/網路化 

(一) 建置簽審通關服務窗口 

(二) 簡化或取消輸出入簽審規定及貨品項目 

1.取消/廢止輸出簽審 855 項、輸入簽審 671 項。 

2.修正輸出簽審 127 項、輸入簽審 296 項。 

3.提高輸出簽審符合性聲明 66項、輸入簽審符合性聲明 103項。 

(三) 完成 193 種貿易文件標準化及電子化作業。 

(四) 完成電子化訊息數 38 個。 

(五) 完成貿易簽審 XML 標準訊息建置指引。 

(六) 完成 18 個簽審機關與便捷貿 e 網之電子介接流程。 

二、改善貨物通關及保稅作業環境 

(一) 建置完成通關電子閘門：91 年底完成通關電子閘門建置，連

線機關數由 91 年之 1 個增加至 96 年之 16 個，提供之通關資

料類別由 8 種增至 104 種，達成通關資料分享效益，及奠定

電子化網路化政府基礎目標；每年節省傳輸費用總計達 362

萬元。 

(二) 建置完成通關簽審訊息交換系統：完成通關簽審訊息交換系

統建置，單證比對作業回歸簽審機關辦理，進口業者一次申

報全程服務，節省連線業者報驗資料 50%之輸入，每年可節

省業者進口貨物通關時間約 1,146,000 時。 

(三) 保稅貨物通關作業簡化及系統上線：92 年 7 月完成保稅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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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關作業簡化及系統上線，保稅報單種類由 33 種減至 12 種，

其通關作業程序一併簡化，受益保稅廠及倉庫家數約 1,200

家。 

(四) 提供空、海運網路 ASP 報關及網路稅費繳納服務：提供空、

海運網際網路 ASP 報關及網際網路稅費繳納服務，提供多

元、便捷之網際網路通關作業環境。 

(五) 完成海、空運通關系統異地備援建置：完成空運及海運通關

系統異地備援建置，提供全年無休之通關作業環境；94 年 10

月擴增 XML 系統異地備援，提供更完整更穩定之通關服務。

另利用通關營運系統備援資料庫執行例行性資料庫備份，減

少停機次數與時間，平均每月通關服務時間延長約 52 小時。 

(六) 便捷貿 e 網減少業者檢附書面報單資料：配合貿易局便捷貿 e

網計畫，於 94 年 8 月起提供該局核發原產地證明書查核用之

報單放行資料查詢服務；每月約提供 100 萬筆之查詢服務，

每月可減少業者檢附書面報單資料約 565,000 份。 

三、航港資訊系統建置計畫 

(一) 完成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台之建置：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台

介接整合交通部及各港務局共 7 單位所開發上線之 55 項航港

作業應用系統，包括商港服務費系統、船舶進出港管理系統、

船舶管理系統、危險品申報系統、港口國管制系統、港埠電

子支付暨電子發票系統等，並導入單一簽入機制；可減少業

者重複登入時間 50%以上。 

(二) 改造航政監理流程(BPR)：進行航政監理流程改造工作，檢討

現行 79 項申辦流程簡併為 34 項，完成流程改造後，節省業

者申辦時間 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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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置完成高雄港港區貨櫃自動化門哨管制先導系統：規劃高

雄港港區貨櫃自動化門哨管制系統並完成先導系統建置，改

善每輛貨櫃車輛進出管制站時間由 3-5 分鐘縮短為 10秒。 

(四) 導入憑證驗證功能，提升平台及網路安全機制：建立 MTNet

使用者自主管理及平台簽入目錄管理機制，由業者指派管理

員進行使用者權限設定及維護，另導入憑證驗證功能，並建

立平台至各單位間採用政府服務網路 ⁄虛擬私有網路

(GSN⁄VPN)之技術，提升平台及網路安全機制。 

(五) 建置完成港埠電子支付暨電子發票系統：完成開發港埠電子

支付暨電子發票系統，提供業者線上繳交港埠費用之服務，

基隆、台中、高雄、花蓮港皆已上線使用，繳費時間由臨櫃

方式之 60 分鐘大幅縮減為平均 1-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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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二二二二、、、、名詞索引參照名詞索引參照名詞索引參照名詞索引參照 

簡稱 英文 中文 

3G 3rd Generation 第三代行動通訊 

AEO 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 優質企業 

AFACT 
Asia Pacific Council for Trade Facilitation 

and Electronic Business 

亞太貿易促進及電子商務

理事會 

APEC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SEAN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東南亞國家聯盟 

CSI Container Security Initiative 貨櫃保全計畫 

C-TPAT 
Customs-Trade Partnership Against 

Terrorism 
海關貿易夥伴反恐方案 

FAL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s 

Facilitation 
國際海事組織便利委員會 

GHS Globally Harmonized System 全球調和制度 

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地理資訊系統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SM 
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 
全球行動通信系統 

ICAO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Airport Code 
國際民航組織 

IMO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國際海事組織 

ISPS 
International Ship and Port Facility 

Security Code 
國際港口設施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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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 英文 中文 

ITS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 智慧型運輸系統 

MTNet Maritime Transport Network Portal 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台 

OGA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海關以外之其他政府單位 

OSHMS 
Occupational Safety-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職業安全健康管理體系 

PSC Port State Control 港口國管制 

RFID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無線射頻識別標識 

RKC Revised Kyoto Convention 京都公約修正版 

WCO SAFE 
WCO Framework of Standards to Secure 

and Facilitate the Global Trade 

全球貿易安全與便捷之標

準架構 

SAD Single Administrative Document 單一管理文件 

SCCP Sub-Committee on Customs Procedures 關務程序次級委員會 

TGAP Taiwan Good Agriculture Practice 台灣良好農業規範 

UCR Unique Consignment Reference 貨物特有追蹤號碼 

UN/EDIFACT 

United National/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for Administration, Commerce 

and Transport 

聯合國電子數據交換規則 

WCO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世界關務組織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貿易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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