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八、自由貿易協定國家進口貨品通關作業

一、 中美五國自由貿易協定

(一) 作業依據

1. 台巴（巴拿馬）自由貿易協定、台瓜（瓜地馬拉）自由貿易協定、臺

尼（尼加拉瓜）自由貿易協定暨臺薩宏（薩爾瓦多、宏都拉斯）自由

貿易協定（臺薩部分，自 97 年 3 月 1 日生效實施；臺宏部分，自 97

年 7 月 15 日生效實施）。

2. 「中華民國與巴拿馬共和國自由貿易協定進口貨品通關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與瓜地馬拉共和國自由貿易協定進口貨品通關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臺灣）與尼加拉瓜共和國自由貿易協定進口貨物通關

作業要點」暨「中華民國（臺灣）與薩爾瓦多暨宏都拉斯共和國自由

貿易協定進口貨物通關作業要點（臺薩宏自由貿易協定，臺薩部分，

自 97 年 3 月 1 日生效實施；臺宏部分，自 97 年 7 月 15 日生效實施）

。

3. 財政部 94 年 12 月 30 日台財關字第 09400655530 號公告立法院第 6 屆

第 2 會期第 14 次會議審議通關之「適用海關進口稅則第二欄特定產品

免關稅之低度開發國家認定準則及低度開發國家清單」。

(二) 通關程序

1. 進口人自巴拿馬、瓜地馬拉、尼加拉瓜、薩爾瓦多進口適用優惠關稅

稅率之貨品，或自低度開發國家進口符合低度開發國家進口特定產品

，給予免關稅待遇者，報關時應於進口報單「自由貿易協定優惠關稅



註記」訊息欄(書面報單為貨品分類號列欄附碼）填報「PT」字樣（

優惠關稅待遇 Preferential Tariff, PT），經填報 PT 者視為報明適用優

惠關稅待遇。

2. 檢附該進口貨品出口國合法認證機關簽發之有效原產地證明書，並於

進口報單「產地證明書號碼」及「產地證明書項次」2 訊息欄(書面報

單為「主管機關指定代號」欄)填報該證明書號碼。原產地證明書號碼

之填報方法：(A)符合自由貿易協定，適用優惠關稅待遇之進口貨物或

低度開發國家進口特定產品，給予免關稅待遇者：產地證明書號碼為

文數字 14 碼以內，前 4 碼為西元年度後 10 碼為序號；序號不足 10 碼

者，於序號前以 0 補足至 10 碼。(B)產地證明書電子化作業：文數字

14 碼，填報於第 1 欄。同時填報容器材質及容積之主管機關指定代碼

者，填報於第 2 欄。並自 95 年 9 月 1 日起實施。

3. 台巴自由貿易協定、台瓜自由貿易協定、臺尼自由貿易協定暨臺薩宏

自由貿易協定特殊貨物之通關文件。

(1)申請適用關稅配額所須檢附文件

a.原產於巴拿馬之貨品適用台巴自由貿易協定附件 3.04 關稅調降表

       關稅配額輸入者， 如屬調製雞肉、豬腹脇肉、鳳梨、鯖魚、鰺魚

       、鰮魚須檢附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核配之關稅配額證明書通關

       ；如屬液態乳、香蕉、粗製糖、精製糖須檢附巴國核發之關稅配

       額證明書通關。

b.原產於瓜地馬拉之粗製糖、精製糖適用台瓜自由貿易協定附件

       3.04 關稅調降表關稅配額輸入者， 須檢附瓜國核發之關稅配額證



       明書通關。

c.原產於尼加拉瓜之貨品適用台巴自由貿易協定附件 3.04 關稅調降

       表關稅配額輸入者， 如屬花生須檢附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核配

       之關稅配額證明書通關；如屬粗製糖、精製糖須檢附尼國核發之

       關稅配額證明書通關。

d.原產於薩爾瓦多、宏都拉斯之粗製糖、精製糖適用台薩宏自由貿

       易協定附件 3.04 關稅調降表關稅配額輸入者， 須檢附薩爾瓦多、

       宏都拉斯核發之關稅配額證明書通關。

(2) 巴拿馬產製之進口牛肉適用優惠關稅待遇案件，依台巴自由貿易

      協定第 3.04 條規定之附件 3.04 關稅調降表，我國要求應檢附下列

      額外文件：（a）牛隻的編號（b）牛隻出生之農場（以上文件資

      料自 96 年 1 月 1 日起執行）（c）屠宰前之飼養農場（d）屠宰場

      。（c、d 二項資料自 93 年 1 月 1 日起執行）（關務署 93 年 1 月 5

      日台總局徵字第 0930100022 號函）。進口巴拿馬原產牛肉適用海

      關進口稅則第二欄稅率免關稅者，報運進口時必須額外檢具巴拿

      馬政府農牧部核發之牛隻屠宰前之飼養農場及屠宰場資料證明文

      件，該文件格式、簽發機關章戳及授權簽署人員簽名樣式。（關

      務署 93 年 6 月 3 日台總局徵字第 0931009228 號函及 93 年 8 月 11

      日台總局徵字第 0931014141 號函）

(3) 進口尼加拉瓜原產牛肉適用優惠關稅待遇案件，應符合臺尼自由

      貿易協定第 3.03 條規定之附件 3.03 關稅調降表所列稅則，並應檢

      附尼加拉瓜共和國政府製發之官方證明文件，該文件應包括下列



      資料：（a）牛隻序號（b）牛隻出生之農場（c）牛隻屠宰前之飼

      養農場（d）屠宰場。

二、 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及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1.作業依據 

(1) 臺紐(紐西蘭)經濟合作協定、臺星(新加坡)經濟夥伴協定（臺紐部分，

  自 102 年 12 月 1 日生效實施；臺星部分，自 103 年 4 月 19 日生效實施

  ）。

(2) 「紐西蘭與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個別關稅領域經濟合作協定進口貨物通關

  作業要點」、「新加坡與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個別關稅領域經濟夥伴協定

  進口貨物通關作業要點」。

2. 通關程序

(1) ANZTEC 部分: 

自紐西蘭進口合於本協定第三章第 A節規定之原產貨物，依本協定第十

六條規定申請適用優惠關稅待遇者，進口人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報關：

a.於進口報單「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附碼」（訊息格式：商品分類號列

   附碼）欄填報「ＰＴ」字樣（優惠關稅待遇 Preferential Tariff 

   Treatment, PT），經填報ＰＴ者，視為報明適用國定稅率第二欄稅率。

b.檢附書面之原產地證明書或原產地聲明，並於進口報單「其他申報事

   項」欄填報該證明書或聲明之號碼。

c.進口貨物完稅價格不超過美金一千元者，無須檢附原產地證明書或原

   產地聲明。

d.每一份原產地證明書僅能適用於單一進口報單之單項或多項貨物。

e.如已申請原產地或稅則預先審核者，應檢附海關核發之預先審核決定



   正本，海關於查核後影印留存，正本發還進口人。

f.為證明符合本協定第三章第九條直接運輸規定，納稅義務人得提出相

   關商業貨運文件；如貨物經第三國或地區轉運者，得提出未在該國或

   地區進行後續製程之相關證明文件。

(2) ASTEP 部分:

自新加坡進口合於本協定第四章第一節規定之原產貨物，依本協定第

4.19 條規定申請適用優惠關稅待遇者，進口人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報關：

a. 於進口報單「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附碼」（訊息格式：商品分類號列

    附碼）欄填報「ＰＴ」字樣（優惠關稅待遇 Preferential Tariff 

    Treatment, PT），經填報ＰＴ者，視為報明適用國定稅率第二欄稅率

    。 

b. 檢附書面或電子傳輸之原產地聲明書，並於進口報單「其他申報事項

    」欄填報該聲明書之號碼。

c. 進口貨物完稅價格不超過美金一千元者，無須檢附原產地聲明書。但

    將同批貨物分開申報者，不在此限。

d. 每一份原產地證明書僅能適用於同批進口之單項或多項貨物。

e. 如已申請稅則或價格預先審核者，應檢附海關核發之預先審核決定正

    本，海關於查核後影印留存，正本發還進口人。

f. 如貨物經第三國或地區轉運者，為證明符合本協定第 4.11 條直接運輸

    規定，納稅義務人應提出非締約方海關或主管機關之文件，包括商業

    運送及運費相關文件。

3. 特殊貨物之通關文件

進口合於 ANZTEC 附件一關稅減讓清單附錄規定之原產於紐西蘭之鹿茸及



液態乳申請適用本協定優惠關稅待遇者，應依本協定實施關稅配額，其通

關作業除依前點規定外，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鹿茸：申請適用本協定配額內稅率者，應檢附關稅配額證明書並於進

  口報單「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附碼」（訊息格式：商品分類號列附碼

   ）欄填報「ＰＴ」字樣及該證明書號碼；申請適用本協定配額外稅率

   者，應填報稅則第五章臺紐協定稅率之增註項目(0502)。

(二)液態乳：申請適用本協定配額內稅率者，應於進口報單「輸出入貨品

  分類號列附碼」（訊息格式：商品分類號列附碼）欄填報「ＰＴ」字樣

  ；申請適用本協定配額外稅率者，應填報稅則第四章臺紐協定稅率之增

  註項目 (0402)。

  進口原產於紐西蘭之液態乳申請適用本協定配額內稅率者，海關依所接

  受報關時間先後順序，採先到先配方式核配關稅配額。如貨物報關時之

  當年度進口累計數量在關稅配額內者，適用本協定配額內稅率；如已超

  過配額者，超過配額部分適用本協定配額外稅率。同一時間報關者，其

  報關總數超過配額未使用數量時，按個別報單進口數量比例核配關稅配

  額數量。

  前項液態乳進口累計數量已達關稅配額之百分之九十時，財政部關務署

  將公告相關資訊，並俟海關完成配額核配作業後，再據以徵稅放行；納

  稅義務人如有先行提貨必要者，得按關稅配額外稅率計算應納關稅之金

  額繳納保證金，申請押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