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貨物通關自動化之實施

(一)貨物通關自動化

所謂「貨物通關自動化」（Cargo Clearance Automation），係指海

關與所有「相關業者」及「相關單位」辦理貨物通關作業，為加速貨

物通關，利用「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取代傳統「人工

遞送文書」；及以「電腦自動處理」替代「人工作業」。依關稅法第

10條第1項規定：「依本法應辦理之事項、應提出之報單及其他相關

文件，採與海關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辦理，並經海關電腦記

錄有案者，視為已依本法規定辦理或提出。」第3項規定「前二項辦

理連線或傳輸之登記、申請程序、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財政部定之」；財政部已配合發布「貨物通關自動化實施辦法」（下

稱「通自法」）。

(二)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

1. 電腦連線：指與貨物通關有關之機關、機構、業者或個人以電腦主機 

、個人電腦或端末機透過關港貿單一窗口與海關之電腦主機連線，傳

輸電子資料或訊息，以取代書面文件之遞送。

2. 電子資料傳輸：指與貨物通關有關之機關、機構、業者或個人，利用

電腦或其他連線設備，經由通關網路透過關港貿單一窗口相互傳輸訊

息，以取代書面文件之遞送。



連線架構圖如下：

(1)通關網路：指與關港貿單一窗口連線，提供通關電子資料傳輸服務

，經依通關網路經營許可及管理辦法設立供營運之網路。

(2)通關網路每月第2週之週日12:00至 16:00從事例行維護，此外均係

24小時作業。 

(3)通關網路具有傳輸（Transmission）、轉接（Switching）、轉換

（Translation）、存證（Archive）及遠端異地備援等五大功能。

對於通過之資料，原則上並不進行「處理」（Processing）。關稅

法第10條所規定之「電腦記錄有案」， 通關網路之存證功能屬之

，惟電腦記錄之保存期限尚須依同 法第98條規定辦理。 

(4)通關網路係利用電子郵箱（Mail Box）來進行傳輸與轉接，網路中



的每一個使用者都給予一個「電子郵箱」，這個電子郵箱可以接受

訊息，並將訊息存放在輔助儲存體裏。訊息的傳送接收方式有下述

兩種，用戶端（User）應衡量本身業務情況，在兩種方式中選擇一

種： 

A.主動式存送（Store & Forward；S/F。又稱 Outdial） 

接收端（Receiver）與通關網路約定採用S/F者，通關網路會把

傳送端（Sender）送來之訊息置於電子郵箱內，且會立即、或在

固定間隔時段（如每隔 2分鐘、或10分鐘、或30分鐘傳送一次

）、或在指定時段（如每日10時、14時及16時）傳送到接收端

。 

B.被動式存送（Store & Retrieve；S/R。又稱 Indial） 

（a）接收端與通關網路約定採用S/R者，通關網路只是把傳送端

送來之訊息置於電子郵箱內而已，該訊息需靠接收端自行

來擷取。 

（b）如採用個人電腦（Personal Computer；PC）與通關網路連線

者，通關網路僅提供S/R方式。 

（c）「海關」本身係採用S/R方式。

C.海關通關系統（包括關港貿單一窗口）在下述時段進行維護作業，

不接收訊息，亦不回應訊息；

（a）關港貿單一窗口資訊系統每月第2週週日12:00~16:00。

（b）因特殊需要個別通知之停機時間。

(三)貨物通關自動化之作業模式 

1. 為了配合「通關自動化」作業的型態，凡是申報或通知須遞送書面文

件者，設計「表格」（Form）供填報；凡是申報或通知以電腦連線傳

輸者，則設計「訊息」（Message）供傳輸。對「表格」與「訊息」

之使用，務必了解下述特性： 

(1)有的「表格」兼有「訊息」，有的僅有「訊息」或僅有「表格」。 



(2)在內容方面，兩者所含之項目並非完全一致，「訊息」上的項目大

部分比「表格」上的項目多。 

(3)表格列印有使用「套版紙」（經事先印刷表格格式）者，有使用「

空白紙」者。 

(4)有些表格是「海關列印」，有些是「業者自行列印」。 

(5)「訊息」所含之傳輸項目，有些項目是「必要的」（M；

Mandatory），有些項目是「選擇性的」（C；Conditional或 O；

Optional）。如係「必要的」項目，該欄位必須有資料，否則會無

法傳送致造成錯單。 

(6)「訊息」傳送之格式區分為4種： 

A.「EDI」—係採用聯合國電子資料交換標準（UN/EDIFACT—United 

Nations/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For Administration, 

Commerce and Transport）規定之規格、代碼。 

B.「FTP」—FTP為 File Transfer Protocol之縮寫，係依使用者雙

方約定之格式傳輸。

C.「XML」—XML為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之縮寫，稱為可擴

展標示語言，該語言提供標記自定之便利性與可讀性，是一廣泛

應用於網際網路之電子資料交換格式。

D.「HTML」—為 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 之縮寫，稱為超文字

標示語言，是一廣泛應用網際網路瀏灠器(Browser)之電腦語言

，報關人可透過瀏灠器上網連結海關之「網際網路報關」系統，

及完成驗證後，即是以網頁格式（HTML）鍵輸資料。

(7)傳輸訊息之規定及限制 

A.文字—訊息內容應以英文為主，英文以外之外文不可傳輸，因此

，如文件上使用英文以外之外文者（如廠商名稱、貨物名稱、

國外廠商、地址……），應設法自行譯成英文，其無法英譯者

，請主動申請書面審查（即在「申請審驗方式」欄填報代碼

「8」），並遞送書面報單。如需傳輸中文資料，EDI訊息可使



用BIG5碼傳輸，而XML訊息格式則使用UTF-8碼。

B.圖形—貨物外包裝上之標記、商標為圖形者，其圖形不傳輸。惟

貨物標記應於傳輸時，依規定之文字敘明其基本圖形形狀。 

(8)由於圖形傳輸困難，在文件上顯示嘜頭（Shipping Mark）（標記

）方面，呼籲共同響應聯合國所倡導之標準化（台通法第

8480025號函）—在「聯合國貿易文件設計總規範」（United 

Nations Layout Key For Trade Documents）中倡導之「標準嘜

頭」（Standard Shipping Mark），其做法為： 

A.嘜頭由四個因素（可視實際裝貨需要，省略不必要者）構成，如

： 

(A)名稱之簡寫或縮寫，如ABC。

(B)相關號碼，如1234。

(C)目的地，如BOMBAY。

(D)包裝箱號，如1/25。 

B.勿使用幾何圖形（因電腦難以傳輸），如菱形（Diamonds）、三

角形（Triangles）、正方形（Squares）等。 

(9)連線申報傳輸之送達及收受時點：

A.經由通關網路透過關港貿單一窗口與海關電腦主機連線者: 以傳

輸至通關網路之日期視為「申報」或「到達」日期，即業者申

報時，在輸入通關網路經電腦之檔案記錄時，「視為已到達」

海關。而由海關發出之核定通知，於輸入關港貿單一窗口之電

腦檔案時，「推定該通知已到達」應受通知人。

B.透過關港貿單一窗口與海關電腦連線者：經關港貿單一窗口電腦

檔案予以記錄時，視為已到達海關或推定已到達應受通知人。

(通自法第9條)

(10)為便利查閱，避免混淆，將各種訊息、表格均依其性質賦予不同

編號（如 N5110、N5116）。 



(11)表格、訊息之內容、規格，如因業務改變或法令修正而致不符實

際需要時，由權責單位視需要召集會議研議修正後公告。 

2.運送文件（B/L、D/O、AWB、託運單等），除少數情況仍使用正本外，

餘均改繳影本或免繳，海關不再蓋關防，也不發還。 

3.進、出口貨物以自動化連線報關後，海關電腦專家系統按進出口廠商、

貨物來源地、貨物性質及報關業等篩選條件，分別將報單核定為Ｃ

1（免審免驗通關）、Ｃ 2（文件審核通關）、Ｃ 3M（貨物查驗通關

）及C3X(儀器查驗通關)四種通關方式（通自法第13、14條）。

(四)簽審作業模式

簽審主管機關之許可、核准、同意、證明或合格等書面文件，將利用電腦

連線傳輸訊息以取代書面文件，惟各機關可能採行不同之方式：

1. 由主管機關自行審核報單及簽審資料：

主管機關電腦系統自行審核報單及簽審、減免稅等文件資料後，將准

否訊息透過通關網路傳輸至海關（包括關港貿單一窗口）電腦辦理通

關，採用此方法之機關計有：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下稱科管局)、交

通部民用航空局(下稱民航局)。其中「科管局」係自設「園區通關自

動化作業系統」（下稱園區系統），園區內廠商或受託之報關業者透

過「園區系統」進行報關時，需辦理簽證申請者，「科管局」將同時

進行簽審作業。因此，凡是經由「園區系統」送達海關之進、出口案

件，海關將視為業經「科管局」核准進口或出口。

2. 由主管機關透過「關港貿單一窗口」模式辦理：

海關於完成收單、選案(通關方式)及應簽審通關資料篩選後，依簽審

機關需要摘取報單部分資料組成NX801訊息，經由「關港貿單一窗口

」將該訊息傳送簽審單位，以利進行簽審文件與報單資料之比對作業

。簽審機關完成簽審文件與報單資料比對作業後，將比對結果(含二

次比對)NX802訊息，經由「關港貿單一窗口」通知海關。比對相符者

，續由海關進行報單審查、計稅作業以及貨物放行；比對不符者，則

由簽審機關通知申請人。業者依錯誤情形分別向簽審機關或海關辦理

更正。目前簽審連線機關計有16個，包含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下稱貿



易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下稱標檢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

防疫檢疫局(下稱防檢局)、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

等。

3. 相關機關透過「關港貿單一窗口」辦理：

相關機關透過「關港貿單一窗口」調合資料辦理簽審作業，協助申請

人瞭解關港貿 XML訊息使用情境。包括海關、貿易局、標檢局、防檢

局、食藥署及財政部國庫署(下稱國庫署)等。相關作業如下：

(1)簽審訊息申辦作業

申請人(業者)以 XML訊息方式申辦簽審業務，包括：同意文件申辦

作業、進口檢驗申辦作業及醫療器材報驗申辦等作業、進口檢疫申

辦作業、輸入食品查驗申辦作業及酒類進口報驗申辦作業。以上作

業之參與機關、適用業務及使用訊息請參閱【表 1】。

(2)單證合一訊息申辦作業

申請人(報關業者、科管局、民航局)以 XML訊息方式同時向海關、

標檢局、防檢局、食藥署及國庫署進行通關及簽審申辦作業。本作

業之參與機關、適用業務及使用訊息請參閱【表 2】。

(3)各簽審相關作業使用之訊息編號、訊息名稱、發出單位及接收單位

等相關內容請參閱【表 3】，其中「檢驗會辦訊息」、「檢驗結果

通知訊息」為 G2G資料交換訊息，欄位內容請參閱「關港貿單一窗

口訊息欄位與調和欄位對應表」。其他訊息內容請參閱「關港貿

XML訊息建置指引」。



【表 1】簽審訊息申辦作業與使用訊息對照表

作業項目 參與機關 適用業務 使用訊息

同意文件申辦作業 國際貿易局

一般性輸出許可證申辦

一般性輸入許可證申辦

同意文件申辦註銷或展期

NX201_01

NX201_07

NX202

NX901

NX902

NX903

進口檢驗申辦作業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報驗申辦

NX301

NX302

NX901

NX902

NX903

進口檢疫申辦作業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輸入動物檢疫報驗申請

輸入植物檢疫報驗申請

NX401

NX402

NX901

NX902

NX903

輸入食品查驗申辦作業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

報驗申辦 NX601

NX602

NX603

NX901



作業項目 參與機關 適用業務 使用訊息

NX902

NX903

酒類進口報驗申辦作業 財政部國庫署
免驗申辦

查驗申辦

NX301_DN

NX302_DN

NX901

NX902

NX903

G301

G302



【表 2】單證合一訊息申辦作業與使用訊息對照表

作業項目 參與機關 適用業務 使用訊息

單證合一進口申辦作業
海關 進口報關

NX5105

NX5106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報驗申辦

NX301

NX302

NX901

NX902

NX90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輸入動物檢疫報驗申請

輸入植物檢疫報驗申請

NX401

NX402

NX901

NX902

NX903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

報驗申辦 NX601

NX602

NX603

NX901

NX902

NX903



作業項目 參與機關 適用業務 使用訊息

財政部國庫署

免驗申辦

查驗申辦

NX301_DN

NX302_DN

NX901

NX902

NX903

G301

G302



【表 3】簽審相關作業使用訊息彙整表

訊息編號 訊息名稱

進出口

別

發出單位 接收單位
進

口

出

口

轉

口

NX201_01 同意文件申辦訊息 V V 申請人 國際貿易局

NX201_07
同意文件申辦註銷或

展期訊息
V V 申請人 國際貿易局

NX202 同意文件核覆訊息 V V 國際貿易局 申請人

NX301 報驗申辦訊息 V 申請人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NX302 審核結果核覆訊息 V
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
申請人

NX301_DN 酒類查驗申辦訊息 V 申請人 財政部國庫署

NX302_DN 酒類查驗核覆訊息 V
財政部國庫

署
申請人

NX401 檢疫申辦訊息 V V 申請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

疫檢疫局

NX402 檢疫核覆訊息 V V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動植

物防疫檢疫

局

申請人

NX601
輸入食品報驗申辦訊

息
V 申請人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NX602
輸入食品查驗結果回

覆訊息
V

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

理署

申請人

NX603
醫療器材報驗申辦訊

息
V 申請人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訊息編號 訊息名稱

進出口

別

發出單位 接收單位
進

口

出

口

轉

口

NX901 簽審回應訊息 V V 簽審機關 申請人

NX902 簽審通知訊息 V V 簽審機關 申請人

NX903 格式錯誤通知訊息 V V V
原訊息接收

方

原訊息發送方

G301 檢驗會辦訊息 V
財政部國庫

署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G302 檢驗結果通知訊息 V
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

財政部國庫署

ECO01 電子產證接收訊息 V - - 通關網路 海  關

ECO02 電子產證回覆訊息 V - - 海  關 通關網路

報單階段貨櫃(物)儀

檢通知單
海  關 報關業者倉儲業者

艙單階段貨櫃(物)儀

檢通知單
海  關 運輸業者倉儲業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