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通關自動化法據

(一) 關稅法

1.第 10 條：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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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

(2)海關得依貨物通關自動化實施情形，要求經營報關、運輸、倉儲、貨

  櫃集散站及其他與通關有關業務之業者，以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傳輸

  方式處理業務。（第 2 項）

(3)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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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項）

2.第 10-1 條：

(1)依關務、航港、貿易簽審、檢驗及檢疫相關規定提出之資料，採與相

  關機關或其受託機構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辦理者，得經由海

  關建置之關港貿單一窗口為之。(第 1 項)

(2)關務人員對於經由前項關港貿單一窗口傳輸之資料，應嚴守秘密。但

  本法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第 2 項)

(3)第 1 項關港貿單一窗口之營運、管理、收費基準與資料之拆封、蒐集

  、處理、利用及其他相關實施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會商有關機關定

  之。(第 3 項)

(二)貨物通關自動化實施辦法： 

1.電子資料輸入通關網路之相關規定：

(1)連線業者之連線申報，依第 7 條第 1 款辦理者，於輸入單一窗口之電



   腦記錄有案時，視為已到達海關；連線核定依通關資料庫記錄核定

   時點，推定已到達應受通知之人；依第 7 條第 2 款辦理者，在輸入通

   關網路，經電腦之檔案予以記錄時，視為已到達海關；連線核定於

   輸入單一窗口之電腦記錄有案時，推定已到達應受通知之人，並適

   用關稅法規有關規定辦理。(第 9 條第 1 項)

(2).前項連線申報，其適用關稅法規基準日之認定，與未連線業者發生

 差異時，得適用最有利於連線業者之基準日。(第 9 條第 2 項)

(3)第 1 項依第 7 條第 2 款辦理者，其傳輸時間及內容，當事人得向經營

通關網路之事業申請證明，經營通關網路之事業不得拒絕。(第 9 條第

 3 項)

(4)連線申報及未連線申報之收單時間，得由海關另行分別訂定公告之。

  (第 9 條第 4 項)

2.進口艙單之申報採預報制度：

   運輸工具載運進口貨物抵達本國港口(機場)前，已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傳

   輸艙單者，納稅義務人得以連線申報方式預先申報進口，由海關即時辦

   理通關手續。其作業規定，由海關訂定公告之。(第 10 條)

3.正確申報及傳送：

   連線業者辦理連線申報時，應依據原始真實發票、提單或其他有關資料

   文件，依規定正確申報貨名、稅則號別或其他應行申報事項，製作進出

   口報單、艙單或其他報關文件。(第 11 條)

4.連線報關注意事項：

(1)報關業者受委託辦理連線申報時，其「電腦申報資料」與「報關有關

  文件」之內容必須一致。其申報內容應先由專責報關人員進行審查無



  訛，並以經海關認可之密碼或其他適當方法簽證後輸入。(第 12 條第

  1 項)

(2)前項申報，報關業者應先取得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之委任授權，

  始得辦理，並依海關通知檢具委任書。(第 12 條第 2 項) 

5.通關方式： (第 13 條)

   海關對於連線通關之報單實施電腦審核及抽驗，其通關方式分為下列三

   種：

(1)免審免驗通關(C1)：免審書面文件免驗貨物放行。

(2)文件審核通關(C2)：審核書面文件免驗貨物放行。

(3)貨物查驗通關(C3)：查驗貨物及審核書面文件放行。

6.補送書面文件時限：

(1)C1 通關案件原則上免補送：

核列為免審免驗通關方式處理之貨物，於完成繳納稅費手續後，海關

應以連線核定方式將放行通知傳送報關人及貨棧，報關人憑電腦放行

通知及有關單證前往貨棧提領。其報關有關文件，應由報關人依關務

法規規定之期限妥為保管；經海關通知補送資料者，報關人應於接到

通知後 3 日內補送之。(第 14 條第 1 項)

(2) C2 及 C3 通關案件於核列之翌日辦公時間終了以前補送： 

A. 經核列按文件審核通關方式處理之貨物，報關人應於接獲海關連線

     核定通知之翌日辦公時間終了前，補送書面報單及其他有關文件以

     供查核。但經海關公告得傳送文件電子檔之文件，得以連線申報方

     式取代書面補件。(第 14 條第 2 項)

B. 經核列按貨物查驗通關方式處理之貨物，報關人應於接獲海關連線



     核定通知之翌日辦公時間終了前，補送書面報單及其他有關文件以

     供查驗貨物，海關並得通知貨棧配合查驗。但經海關公告得傳送文

     件電子檔之文件，得以連線申報方式取代書面補件。(第 14 條第 3

     項)

C. C2 及 C3 通關案件得採無紙化作業：

     文件審核及貨物查驗通關之繳納稅費、放行及提領之作業方式與第

     一項同。其備供查核之文件如採連線申報方式辦理，並經海關電腦

     核銷、比對相符者，得准免予補送書面文件。(第 14 條第 4 項)

7.繳納方式：

(1)連線通關之納稅義務人得選擇下列各款規定方式之一繳納稅費、保

證金或其他款項：(第 15 條第 1 項)

A. 線上扣繳。

B. 依進口貨物先放後稅實施辦法規定提供擔保，辦理先放

     後稅。

C. 以匯款方式由往來銀行透過指定連線金融機構分別匯入國庫存款戶

     或海關專戶。

D. 以現金向駐當地海關之代庫銀行收稅處繳納。

(2)納稅義務人選擇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4 款規定方式繳納者，應依連線 

定所傳輸之稅費、保證金或其他款項應行繳納訊息，列印海關進出口

貨物稅費繳納證或國庫專戶存款放款書，持憑繳納。(第 15 條第 2 項)

8.未連線之報關作業： 

(1)未連線業者所遞送書面報單、艙單或其他報關文件，由海關代為輸入

者，依海關徵收規費規則有關規定徵收費用。



(2)報關業者尚未完成連線作業之期間，得暫准以提供媒體方式代替輸入

，不適用前項之規定。至其提供之期間以六個月為限，必要時得申 

請延長之。(第 16 條第 2 項)

(3)連線業者除具有正當理由經海關核准者外，其所遞送書面報單、艙單

或其他報關文件，由海關代為輸入者，依海關徵收規費規則有關規定

徵收費用。(第 16 條第 3 項)。

9.電腦檔案保存 ：

(1)通關網路或單一窗口記錄於電腦之報單及其相關檔案應自進出口貨物

放行之翌日起保存五年，期滿予以銷毀。(第 17 條第 1 項)

(2)通關網路記錄於電腦之艙單、出口裝船清表檔案，應自進出口貨物放

行之翌日起保存五年，期滿除另有約定外予以銷毀。(第 17 條第 2 項)

10.終止契約 ：

(1)連線業者因違反契約條款或滯欠使用費致終止或解除契約者，經營通

關網路之事業應於 30 日前通知海關配合註銷其連線登記。(第 22 條第

1 項) 

(2)情節輕微，僅暫時停止使用而不終止或解除契約者，經營通關網路之

事業應於 3 日前通知海關。(第 22 條第 2 項)

11.備援措施：

     連線通關因電信線路或電腦故障，致未能開始或繼續進行者，得改以書

     面人工作業方式辦理。其作業方式及通關程序，由海關另行訂定公告之

     。(第 23 條)〔前關稅總局已以台總局徵字第 85102379 號公告發布；請

     參閱第拾伍、四、(三)節〕。

12.貨物通關自動化作業範圍：



     進出口貨物之電腦連線通關作業，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但專屬於進口

     貨物之特別規定及機邊驗放之出口生鮮動、植物經海關核准得事後傳輸

     者，不在此限。(第 25 條)

13.實施「貨物通關自動化實施辦法」之作業程序及報關手冊，由關務署訂

     定並公告之。(第 26 條)

(三)其他法令釋示規定

1.相關業者應設置電腦連線設備：

(1)運輸業者：

運輸業/承攬業應設置電腦及相關連線設備，以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傳

輸方式處理業務。但情形特殊經海關核准者不在此限。其作業規定，

由海關訂定並公告。(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2 項及海

關管理承攬業辦法第 11 條規定)

(2)貨棧業者：

貨棧業者應設置電腦及相關連線設備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處理業務。

但倉儲業務量少者，不在此限。其作業規定，由海關訂定公告之。(海

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第 5 條第 3 項)

(3)集散站業者：

集散站應設置電腦及相關連線設備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處理業務。其

作業規定，由海關訂定並公告。(海關管理貨櫃集散站辦法第 5 條第 2

項)

(4)報關業者：

報關業應設置電腦及相關連線設備處理報關業務。但情形特殊之地區

，經海關核准者不在此限。(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5 項)

2.快遞貨物通關作業：「快遞貨物通關辦法」

(1)快遞貨物專區通關：



 快遞業者之進口貨物，未依第十六條第二項、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

 理辦法第七十條之一規定申報進口艙單者，不得在快遞貨物專區或航

 空貨物轉運中心辦理通關。(第 6 條)

(2)電腦連線申報：(第 11 條)

A.快遞貨物進出口應以電腦連線方式透過通關網路向海關申報。(第 1 

  項)

B.轉口快遞貨物應以電腦連線方式透過通關網路向海關申報進口艙單

  ，並免補送書面艙單。轉運出口時應填送書面出口艙單，海關並得

  依貨物通關自動化實施情形，公告改採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辦理。(第

  4 項)

(3) 以艙轉報：

  進口快遞貨物以艙單與報單合一之簡易申報單辦理通關者，除已依

          規定預先申報進口艙單資料者外，應於飛機抵達前完成申報。(第 16

  條第 2 項) 

3.海運貨物通關自動化實施後，海運關區與倉儲業之來往文件將以訊息替 

  代，不再接受書面文件。(前關稅總局（83）台總局徵字第 00784 號函)

4.「關港貿單一窗口運作實施辦法」相關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