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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包及快遞 

壹、問：有關由香港郵遞包裹到台灣之查詢(104-8民意信箱) 

(1)本人想經由香港郵局或速遞一盒雙黃白蓮容月餅及一盒火腿 

(2)若可以，有沒有特別手續費或文件需要填寫? 

(3)需要打稅嗎?費用是多少?如何支付? 

(4)如果想來電查詢，請問查詢電話號碼是什麼? 

答: 

一、查自國外郵遞月餅，歸列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 CCCCode：

1905.90.90.00-6，進口稅率 20%，輸入規定為 F01、MWO。依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公告，輸入食品及相關產品供自用，價值在一千美元以下且重量在六公

斤以內者，免食品檢驗；如所寄食品內含肉類產品，則應向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申請檢疫；另中國大陸產製月餅不准輸入。 

二、另依「郵包物品進出口通關辦法」第 5條進口郵包物品之發票應隨附於郵包

外箱或箱內，供海關查核。未檢附者，經海關認有審核必要時，由郵政機構以書

面通知收件人檢送；另依該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進口郵包物品，完稅價格在新

臺幣三千元以內者，免徵關稅、貨物稅及營業稅。 

三、進口郵包物品，如完稅價格超過新臺幣三千元，按海關進口稅則所規定之稅

率課徵關稅，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完稅價格=貨物離岸價格+運費（郵資）+保險費 

(二)進口稅=完稅價格 X進口稅率 

(三)營業稅=（完稅價格+進口稅）X營業稅率 5% 

(四)應繳稅額總數=進口稅+營業稅 

四、如果您還有其他海關業務方面的問題，歡迎利用本關服務中心免費答詢專線

0800-711-209或歡迎來 07-3479316，本關派駐郵局海關人員將竭誠為您服務。   

 

貳、問：利用國際快捷包裹 EMS寄送活體動物至台灣是否合法?(104-3民意信箱) 

答: 

一、依郵件處理規則第 37條規定，活生動物屬於禁止交寄之物品，應依郵件處

理規則第 38條規定退回原寄郵局，即郵務系統通路（EMS）明訂禁止交寄活體動

物，如有活體動物以空運機場採機邊驗放方式通關為宜。 

二、如果您還有其他海關業務方面的問題，歡迎利用本關服務中心免費答詢專線

0800-711-209或歡迎來 07-3479316，本關派駐郵局海關人員將竭誠為您服務。   

 

叁、問：詢問大陸普洱茶運送到臺灣(少於 6公斤，價值低於 90美元)，請問是

否有違台灣相關法律規定?如果是利用大陸貨運直接寄送到台灣，這樣的話，有

需要辦理其他手續嗎?再請您回覆了，謝謝! (104-1民意信箱)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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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公告，輸入食品及相關產品查驗辦法第四條規定，輸入食

品或相關產品供自用，價值在一千美元以下，且重量在六公斤以內者，免檢驗。 

二、另依「郵包物品進出口通關辦法」第 5條進口郵包物品之發票應隨附於郵包

外箱或箱內，供海關查核。未檢附者，經海關認有審核必要時，由郵政機構以書

面通知收件人檢送；另依該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進口郵包物品，完稅價格在新

臺幣三千元以內者，免徵關稅、貨物稅及營業稅。 

三、進口郵包物品，如完稅價格超過新臺幣三千元，按海關進口稅則所規定之稅

率課徵關稅，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完稅價格=貨物離岸價格+運費（郵資）+保險費 

(二)進口稅=完稅價格 X進口稅率 

(三)營業稅=（完稅價格+進口稅）X營業稅率 5% 

(四)應繳稅額總數=進口稅+營業稅 

四、如果您還有其他海關業務方面的問題，歡迎利用本關服務中心免費答詢專線

0800-711-209或歡迎來 07-3479316，本關派駐郵局海關人員將竭誠為您服務。 

 

肆、問:自美國 amazon 購買血壓計寄回台灣，會被扣關嗎？(103-11民意信箱) 

答: 

關於您來信詢問「自美國購買血壓計寄回臺灣」乙事，本關說明如下： 

一、查自國外進口血壓計，歸列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 CCCCode： 

9018.90.10.90-2，輸入規定為 504：「一、進口人用醫療器材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檢附衛生福利部核發之醫療器材許可證影本或同意文件，並應申報填列

醫療器材許可證號碼（十四碼）。（二）如屬危險性醫療儀器，除應檢附衛生福利

部核發之醫療器材許可證影本，及申報填列醫療器材許可證號碼（十四碼）外，

並須檢附衛生福利部核准醫療機構購置之同意文件。二、非供人用者免依上述規

定辦理。」。準此，進口血壓計進口人應檢附衛生福利部同意文件始得輸入，為

避免輸入後無法取得該部之同意文件，郵購前可先洽詢衛生福利部，該部諮詢電

話 02-2787-8000。 

二、「郵包物品進出口通關辦法」第 5條進口郵包物品之發票應隨附於郵包外箱

或箱內，供海關查核。未檢附者，經海關認有審核必要時，由郵政機構以書面通

知收件人檢送；另依該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進口郵包物品，完稅價格在新臺幣

三千元以內者，免徵關稅、貨物稅及營業稅。 

三、進口郵包物品，如完稅價格超過新臺幣三千元，按海關進口稅則所規定之稅

率課徵關稅，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完稅價格=貨物離岸價格+運費（郵資）+保險費 

(二)進口稅=完稅價格 X進口稅率 

(三)營業稅=（完稅價格+進口稅）X營業稅率 5% 

(四)應繳稅額總數=進口稅+營業稅 

四、如果您還有其他海關業務方面的問題，歡迎利用本關服務中心免費答詢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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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711-209或歡迎來 07-3479316，本關派駐郵局海關人員將竭誠為您服務。 

 

伍、問:因為台灣食安問題，家人從德國寄了 14瓶(每瓶 500cc)的橄欖油回高雄，

金額約 56歐元，還有一個不銹鋼的濾網，運費約 60歐元。請問這樣從德國寄回

高雄要被課大約多少的稅率？(103-10民意信箱) 

答: 

一、自國外進口橄欖油，歸列進口稅則第 1509.90.00.005號，輸入規定 F02：

應依照「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規定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辦理

輸入查驗。【註:相關規定應洽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準此，進口食品及相

關產品如淨重超過 6公斤，須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南區管理中心申請輸

入許可，該中心服務電話 07-2622522。 

二、進口郵包物品，如完稅價格超過新臺幣三千元，按海關進口稅則所規定之稅

率課徵關稅，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完稅價格=貨物離岸價格+運費（郵資）+保險費 

(二)進口稅=完稅價格 X進口稅率 

(三)營業稅=（完稅價格+進口稅）X營業稅率 5% 

(四)應繳稅額總數=進口稅+營業稅 

三、如果您還有其他海關業務方面的問題，歡迎利用本關服務中心免費答詢專線

0800-711-209或歡迎來 07-3479316，本關派駐郵局海關人員將竭誠為您服務。 

 

陸、問：最近政府好像對民眾在大陸淘寶網購物，有一些積極的作為，為了避免

誤觸法律，所以想先問清楚： 

我想要在淘寶網購買--1.LED充電式檯燈 2.音樂播放器 ，這兩者都內附有充電

電池，如果要寄回台灣可以嗎？違不違法呢？購買數量有限制嗎(可能各買 2或

3個，自用及饋贈親友)？是否 3000元以下就可免稅？能否用集運的方式，一個

包裹寄回台灣，以節省運費？  

聽說在淘寶網購物的人相當多，不知道有沒有特定的機關網站，能提供民眾詢

問，或有詳細易懂的資料供民眾查閱，以免民眾誤觸法律？ 

這些問題不知適不適合在這裡問？在網路上搜尋的資訊，多是模稜兩可，無法確

定。謝謝!(102-09民意信箱) 

答： 

一、「郵包物品進出口通關辦法」第 5條規定，進口郵包物品之發票應隨附於郵

包外箱或箱內，供海關查核。未檢附者，經海關認有審核必要時，由郵政機構以

書面通知收件人檢送。按「郵包物品進出口通關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進口

郵包物品應依相關規定徵收關稅、貨物稅、營業稅、菸酒稅、菸品健康福利捐、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及推廣貿易服務費。但完稅價格在新臺幣三千元以內者，免徵

關稅、貨物稅及營業稅；另依同辦法第 11條規定，自國外進口之郵包物品，自



 

 

4 

 

同一寄遞地，同一到達日寄交同一地址或同一收件人，在兩件以上者，合併計算

完稅價格。 

二、進口郵包物品，如完稅價格超過新臺幣三千元，按海關進口稅則所規定之稅

率課徵關稅，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完稅價格=貨物離岸價格+運費（郵資）+保險費 

(二)進口稅=完稅價格 X進口稅率 

(三)營業稅=（完稅價格+進口稅）X營業稅率 5% 

(四)應繳稅額總數=進口稅+營業稅 

三、台端所詢 LED充電式檯燈、音樂播放器等非屬管制物品，無數量限制，可自

國外寄回臺灣。其所附充電電池因涉及飛行安全考量，非屬海關權責，請向主管

機關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洽詢，該局服務電話（03）3983281或高雄分局電

話（07）8011447。  

四、如果您還有其他海關業務方面的問題，歡迎利用本關服務中心免費答詢專線

0800-711-209或歡迎來 07-3479316，本關派駐郵局海關人員將竭誠為您服務。 

 

柒、問：1. 本件自用醫療器材現已有台灣廠商辦理進口，且獲得「行政院衛生

福利部第一等級((★註)醫療器材許可證」。★註: 依據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醫療器

材管理辦法第 2條，醫療器材依據風險程度分為 4個等級，第一等級即為低風險

性。 

2. 惟因該醫療器材之台灣零售價為國外售價之 5倍，故本人想自行向國外原廠

購買並郵寄台灣，經請教律師相關法規後， 鈞署應准免稅、免辦輸入許可證放

行，理由如下: 

(1) 依據藥事法第四條之規定，「所稱藥物，係指藥品及『醫療器材』。」 

(2) 又據行政院衛生福利部規定，郵寄少量自用藥物(★註)應準用「入境旅客攜

帶自用農畜水產品、菸酒、大陸地區物品、自用藥物、環境用藥限量表」之規定

辦理。 

★註:根據上述(1)藥事法所稱，藥物即包括醫療器材。 

故綜上所述，本件自用醫療器材應準用「入境旅客攜帶自用農畜水產品、菸酒、

大陸地區物品、自用藥物、環境用藥限量表」，亦即 鈞署應准免稅、免辦輸入許

可證，惟如 鈞署有不同之法律解釋及理由，尚祈 鈞署回覆指教。(102-08 民意

信箱) 

答： 

一、按「郵包物品進出口通關辦法」第 7條規定，進口郵包物品應依相關規定徵

收關稅、貨物稅、營業稅、菸酒稅、菸品健康福利捐、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及推廣

貿易服務費。但完稅價格在新臺幣三千元以內者，免徵關稅、貨物稅及營業稅。 

二、「入境旅客攜帶自用農畜水產品、菸酒、大陸地區物品、自用藥物、環境用

藥限量表」乃採正面表列，台端網購自用之醫療器材並非該限量表所列品目，應

無該限量表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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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口醫療器材應依輸入規定「504」辦理，即： 「一、進口人用醫療器材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一）應檢附衛生福利部核發之醫療器材許可證影本或同意文

件，並應申報填列醫療器材許可證號碼（十四碼）。（二）如屬危險性醫療儀器，

除應檢附衛生福利部核發之醫療器材許可證影本，及申報填列醫療器材許可證號

碼（十四碼）外，並須檢附衛生福利部核准醫療機構購置之同意文件。二、非供

人用者免依上述規定辦理。」。準此，進口醫療器材，進口人應檢附衛生福利部

同意文件始得輸入，為避免輸入後無法取得該部之同意文件，郵購前可先洽詢衛

生福利部，該部諮詢電話 02-2787-8000。 

四、如果您還有其他海關業務方面的問題，歡迎利用本關服務中心免費答詢專線

0800-711-209或歡迎來 07-3479316，本關派駐郵局海關人員將竭誠為您服務。 

 

捌、問：我們公司有預計要進一批文殊蘭乾燥葉子樣品 23kg，金額約台幣一萬

左右,會以快遞方式進口。請問在海關方面會要求什麼特別文件嗎?我這邊有詢問

過植檢局,並沒有特別要求,只要確認是乾燥即可。因擔心通關會有特殊文件需求,

所以先確認,謝謝!(102-02民意信箱) 

答： 

一、乾燥之文殊蘭葉子，若其用途供中藥使用，其貨品分類號列宜歸列第

1211.90.91.92-3「其他乾燥藥用植物及植物之一部份（包括種子及果實），不論

是否已切割壓碎或製粉」號項下，稅率 0%，簽審規定 502 及 F02，即進口乾品：

（一）應檢附中藥商執照（或衛生福利部核發之藥品製造許可證）影本（二）貨

品名稱應註明中藥材及中文本草名。進口非乾品，不受前述之限制。（三）本項

下商品如屬食品或含有食品，淨重超過 6公斤，應依照「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

驗辦法」規定，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請辦理輸入查驗。 

二、若供其它用途，其貨品分類號列宜歸列第 1404.90.99.90-4「其他未列名植

物產品」號項下，稅率 20%，簽審規定 B01及 MP1，即大陸產乾燥之文殊蘭葉子

不准進口，其他地區乾燥之文殊蘭葉子進口時應依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

疫檢疫局編訂之「應施檢疫動植物品目表」及有關檢疫規定辦理檢疫。 

三、如果您還有其他海關業務方面的問題，歡迎利用本關服務中心免費答詢專線

0800-711-209或歡迎來 07-3479316，本關派駐郵局海關人員將竭誠為您服務。 

 

玖、問：大陸友人想從那邊寄家鄉的餅乾等等食品和一些小東西過來，他說他們

那邊郵政能幫忙寄，怕高雄關食品不准大陸寄送，所以想詢問一下，一個小箱子

2公斤左右，寄包裹這樣可以入關嗎?(102-01民意信箱) 

答： 

一、依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輸入食品及相關產品供自用，價值在一

千美元以下且重量在六公斤以內者，免食品檢驗；如所寄食品內含肉類產品，則

應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申請檢疫。 

二、如果您還有其他海關業務方面的問題，歡迎利用本關服務中心免費答詢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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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711-209或歡迎來 07-3479316，本關派駐郵局海關人員將竭誠為您服務。 

 

拾、問：請問如果從澳門寄一台 IPHONE5 到台灣給朋友請問要課稅多少? 稅金

要怎麼繳 還有其他手續嗎(102-01民意信箱) 

答： 

一、查自國外郵寄一台 IPHONE5，歸列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 CCCCode：  

8517.12.00.00.6-2，輸入規定 602，應檢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核發之電信管

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惟供自用之無線電信終端設備或低功率射頻電機，2部

以內（含）得免請領進口許可證 

二、「郵包物品進出口通關辦法」第 5條進口郵包物品之發票應隨附於郵包外箱

或箱內，供海關查核。未檢附者，經海關認有審核必要時，由郵政機構以書面通

知收件人檢送。 

三、進口郵包物品，如完稅價格超過新臺幣三千元，按海關進口稅則所規定之稅

率課徵關稅，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完稅價格=貨物離岸價格+運費（郵資）+保險費 

(二)進口稅=完稅價格 X進口稅率 

(三)營業稅=（完稅價格+進口稅）X營業稅率 5% 

(四)應繳稅額總數=進口稅+營業稅 

四、如果您還有其他海關業務方面的問題，歡迎利用本關服務中心免費答詢專線

0800-711-209或歡迎來 07-3479316，本關派駐郵局海關人員將竭誠為您服務。 

 

拾壹、問：近日我有一件國際包裹寄來台灣（台南），我收到打開後發現，物品

被拆驗時被工作人員給刮損了，導致物品有些損傷。我可以理解台灣海關怕有任

何不良物品影響台灣及為了國家安全，可以不經任何人同意就拆開包裹，但拆開

時可以請你們小心處理嗎？？我想拆驗可以從封箱處拆開吧，我每次收到的包

裹，一定都被拆開，感覺都是工作人員以自己方便，想從那裡開就開。這樣拆開

方式，感覺不被尊重！(101-11民意信箱) 

答： 

一、 依「國際進口包裹會同查驗投遞須知」第 3條：「凡國際進口包裹，除…收

件人自行到局辦理報驗手續外，一律由郵局會同海關查驗關員拆包查驗（簡稱會

同查驗）後按址投遞或招領…。」及第 5點：「海關人員查驗包裹，應在郵局提

供並經海關核可之地點為之。查驗時包裹之搬移、拆包或開箱暨恢復原狀等事

項，由郵局派員為之。」規定，本關派駐郵局關員於進口郵包通關過程中，僅負

責查緝、驗估及課稅事宜。  

二、 為避免郵寄物品被郵局工作人員刮損，本關已請郵局工作人員於拆包時加

強注意。另台端亦得於國外郵寄包裹時註明「收件人親自辦理報驗手續」，郵局

人員將依規定通知 台端前來會驗。 

三、如果您還有其他海關業務方面的問題，歡迎利用本關服務中心免費答詢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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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711-209或歡迎來 06-2222077，本關派駐郵局海關人員將竭誠為您服務。 

拾貳、問：我只是想寄一盒 4個的奶皇月餅(沒有肉,有蛋黃)去高雄,是否就不用

申報呢?謝謝(101-09 民意信箱) 

答： 

一、依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公告，輸入食品及相關產品查驗辦法第四條規定，輸入

食品或相關產品供自用，價值在一千美元以下，且重量在六公斤以內者，免檢驗。

另所寄食品內含肉類產品，則應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申請檢

疫。 

二、「郵包物品進出口通關辦法」第 5條進口郵包物品之發票應隨附於郵包外箱

或箱內，供海關查核。未檢附者，經海關認有審核必要時，由郵政機構以書面通

知收件人檢送；另依該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進口郵包物品，完稅價格在新臺幣

三千元以內者，免徵關稅、貨物稅及營業稅。 

三、進口郵包物品，如完稅價格超過新臺幣三千元，按海關進口稅則所規定之稅

率課徵關稅，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完稅價格=貨物離岸價格+運費（郵資）+保險費 

(二)進口稅=完稅價格 X進口稅率 

(三)營業稅=（完稅價格+進口稅）X營業稅率 5% 

(四)應繳稅額總數=進口稅+營業稅 

四、如果您還有其他海關業務方面的問題，歡迎利用本關服務中心免費答詢專線

0800-711-209或歡迎來 07-3479316，本關派駐郵局海關人員將竭誠為您服務。 

 

拾叁、問：本日寄達之國際郵包,其中 7件德國瓷偶之中,有兩件破損,本人強烈

懷疑是關務人員缺乏愛民惜物之精神所造成,絲毫不重視及珍惜百姓之財產.不

只是這一次,以前也有前科,希望你們要徹底檢討改善,要是再度發生,定將追究

到底.(101-07民意信箱) 

答： 

一、按「凡國際進口包裹……一律由郵局會同海關查驗關員拆包查驗…。」及「海

關人員查驗包裹，應在郵局提供並經海關核可之地點為之。查驗時包裹之搬移、

拆包或開箱暨恢復原狀等事項，由郵局派員為之。」為「國際進口包裹會同查驗

投遞須知」第 3點及第 5點所規定，合先陳明。  

二、本案經向查驗關員查證：「包裹於查驗時發現內有陶瓷製品，經抽驗未發現

有不符及損壞情事，即告知會同查驗之郵局人員，包裹內有易碎物品，請其搬移、

復原時注意及於外包裝上標示，避免損壞」，並無 台端所懷疑關員缺乏愛民惜

物、不重視百姓財產情事。對於發生此事甚表歉意，本關將督促承辦關員，查驗

進口郵包時應視他人物品如同己物般愛惜，並已知會郵局人員於包裹搬運、拆包

及復原時能留意，避免憾事再發生。此外，國際包裹之破損查詢及其後續理賠之

處理亦可洽高雄郵件中心國際郵件股，聯絡電話：(07)3109699 分機 401、402。 

三、如果您還有其他海關業務方面的問題，歡迎利用本關服務中心免費答詢專線



 

 

8 

 

0800-711-209或歡迎來 07-3479316，本關派駐郵局海關人員將竭誠為您服務。 

 

拾肆、問：你好! 我想請問如果從香港寄包裹內含南北乾貨 --- 海參、花膠、

木耳之類的可行嗎?(101-06民意信箱) 

答： 

一、依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公告，輸入食品及相關產品查驗辦法第四條規定，輸入

食品或相關產品供自用，價值在一千美元以下，且重量在六公斤以內者，免檢驗，

又大陸產製之食米、花生、蒜頭、乾金針、香菇、茶葉及黑木耳各不得進口。  

二、郵寄生鮮產品、新鮮水果或肉類等產品，則應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

疫檢疫局申請檢疫。  

三、「郵包物品進出口通關辦法」第 5條進口郵包物品之發票應隨附於郵包外箱

或箱內，供海關查核。未檢附者，經海關認有審核必要時，由郵政機構以書面通

知收件人檢送；另依該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進口郵包物品，完稅價格在新臺幣

三千元以內者，免徵關稅、貨物稅及營業稅。 

四、進口郵包物品，如完稅價格超過新臺幣三千元，按海關進口稅則所規定之稅

率課徵關稅，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完稅價格=貨物離岸價格+運費（郵資）+保險費 

(二)進口稅=完稅價格 X進口稅率 

(三)營業稅=（完稅價格+進口稅）X營業稅率 5% 

(四)應繳稅額總數=進口稅+營業稅 

五、如果您還有其他海關業務方面的問題，歡迎利用本關服務中心免費答詢專線

0800-711-209或歡迎來 07-3479316，本關派駐郵局海關人員將竭誠為您服務。 

 

拾伍、問：請問海外網購保健食品(1)保健食品單一品項,最多為 2400粒嗎?(2)

同一品牌的不同品項保健食品,顆粒數可另外計算嗎?或是包裹內總顆粒數限制

為 2400粒?(3)金額(含運費),不可超過台幣 3000才免課關稅嗎? 若金額剛好在

3000~3100 (因為匯率變動),也需要課稅嗎?(4)若要課關稅,要前往海關辦理嗎? 

由美國寄送至屏東的包裹,是在高雄海關辦理嗎?(101-06民意信箱) 

答： 

一、依據食品藥物管理署規定，郵寄「錠狀、膠囊狀食品」單項輸入超過 1200

顆，應向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辦輸入手續，海關憑證核稅放行。 

二、同一品牌不同貨物（如 S牌葡萄子、S牌魚油）可分別計算。  

三、「郵包物品進出口通關辦法」第 5條進口郵包物品之發票應隨附於郵包外箱

或箱內，供海關查核。未檢附者，經海關認有審核必要時，由郵政機構以書面通

知收件人檢送；另依該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進口郵包物品，完稅價格在新臺幣

三千元以內者，免徵關稅、貨物稅及營業稅。 

四、進口郵包物品，如完稅價格超過新臺幣三千元，按海關進口稅則所規定之稅

率課徵關稅，其計算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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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稅價格=貨物離岸價格+運費（郵資）+保險費 

(二)進口稅=完稅價格 X進口稅率 

(三)營業稅=（完稅價格+進口稅）X營業稅率 5% 

(四)應繳稅額總數=進口稅+營業稅 

五、若無涉其他應辦事項，需課稅之進口郵包，海關核定稅費後，將「小額郵包

進口稅款繳納證」與郵包，由郵政士將包裹送至府上並收取稅費，毋需前往海關

辦理繳稅。 

六、如果您還有其他海關業務方面的問題，歡迎利用本關服務中心免費答詢專線

0800-711-209或歡迎來 07-3479316，本關派駐郵局海關人員將竭誠為您服務。 

 

拾陸、問：因家中貓咪生病，需要從美國購買特殊的貓罐頭，但不確定是否可以

寄回，以下列出其中幾種罐頭的成分，希望可以回答是否可從美國寄回，因為罐

頭加上運費很貴，不希望寄回以後卻在海關被扣住或銷毀。感謝您的回答。

(101-03民意信箱) 

答： 

一、按 台端所詢含有牛肉、鷃鶉及火雞等口味之貓罐頭，C C C Code應歸列第

2309.10.00.002號，其輸入規定：B01（進口時，應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

防疫檢疫局編訂之「應施檢疫動植物品目表」及有關檢疫規定辦理）、MP1【（一）

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應符合「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項目、輸入管理法

規彙總表」之規定。（二）「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項目、輸入管理法規彙總表」

內列有特別規定「MXX」代號者，應向國際貿易局辦理輸入許可證；未列有特別

規定「MXX」代號者，依一般簽證規定辦理。】。因此本件貓狗食品應符合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 93年 4月 1日所公告修正「犬貓食品之輸入檢疫條件」有關規定，

始得辦理進口。  

二、「犬貓食品之輸入檢疫條件」有關規定，可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

檢疫局首頁＞動物檢疫＞輸出入動物產品檢疫＞輸入檢疫條件項下查得。台端若

對該規定有疑義，請以電話（02）33432063查詢。 

三、如果您還有其他海關業務方面的問題，歡迎利用本關服務中心免費答詢專線

0800-711-209或歡迎來 07-3479316，本關派駐郵局海關人員將竭誠為您服務。 

 

拾柒、問：想請問一下寄綿羊油回台灣的關稅?因為是自己所要用的，沒有要賣

人。所以想請問一下，如果量多，那關稅大約會是多少呢?因為去年寄一點回台

灣，沒想到被收關稅。有一點莫名其妙，所以想請問一下關稅大約是如何收的?

謝謝您的回答。(101-01民意信箱) 

答： 

一、「郵包物品進出口通關辦法」第 5條進口郵包物品之發票應隨附於郵包外箱

或箱內，供海關查核。未檢附者，經海關認有審核必要時，由郵政機構以書面通

知收件人檢送；另依該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進口郵包物品，完稅價格在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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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元以內者，免徵關稅、貨物稅及營業稅。 

二、査「綿羊油」之貨品分類號列為 3304.99.90.90.1 國定稅率為 FREE（免進

口關稅），但如郵寄進口之「綿羊油」其完稅價格超過新台幣 3千元者，仍由海

關代徵營業稅 5%。 

三、如果您還有其他海關業務方面的問題，歡迎利用本關服務中心免費答詢專線

0800-711-209或歡迎來 07-3479316，本關派駐郵局海關人員將竭誠為您服務。 

 

拾捌、問：我在國外旅行時買了一些餐具，因為旅行的關係所以直接寄回國內。

這是第一次沒有自已帶回國而用寄送的方式，這是個人用不是營業銷售用的。請

問一下是否所有從國外買東西寄回國都要另附進口稅（10%）及營業（5%）? 

(100-10民意信箱) 

答： 

一、依中華民國海關進口稅則，「餐具」之稅則號別及稅率按材質分別歸列，塑

膠製者：3924.10.00，稅率 5%；瓷製者：6911.10.00，稅率 10%；不銹鋼製者：

7323.93.00，稅率 6.8%。  

二、「郵包物品進出口通關辦法」第 5條進口郵包物品之發票應隨附於郵包外箱

或箱內，供海關查核。未檢附者，經海關認有審核必要時，由郵政機構以書面通

知收件人檢送；另依該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進口郵包物品，完稅價格在新臺幣

三千元以內者，免徵關稅、貨物稅及營業稅。台端郵寄進口之餐具如完稅價格超

過新台幣 3千元，即應依前揭規定課徵進口關稅及營業稅，並無自用或受贈即得

免稅之規定。 

三、如果您還有其他海關業務方面的問題，歡迎利用本關服務中心免費答詢專線

0800-711-209或歡迎來 07-3479316，本關派駐郵局海關人員將竭誠為您服務。 

 

拾玖、問：我是一個採購員，我現再有一個採購案，因為採購契約明定須檢附進

口報單，而廠商是以郵寄方式(美金 5000元以下)由郵局出據簡易報關證明書與

採購契約不符故我們無法判他文件合格。我想請問的是郵局所出具的那一張報單

可以重新申請正式的海關進口報單嗎?(100-10民意信箱) 

答： 

一、按進口郵包離岸價格（FOB）在美金 5000元以內或等值者，如非屬限制輸入

貨品，免辦報關手續，由海關查驗核估後，開具「小額郵包進口稅費繳納證」完

稅放行。台端如需正式的海關進口報單，應依照關稅法第 16條第 1項：「進口貨

物之申報，由納稅義務人自裝載貨物之運輸工具進口日之翌日起十五日內，向海

關辦理。」之規定向海關辦理，不得以「小額郵包進口稅費繳納證」向海關重新

申請正式的進口報單。 

二、如果您還有其他海關業務方面的問題，歡迎利用本關服務中心免費答詢專線

0800-711-209或歡迎來 07-3479316，本關派駐郵局海關人員將竭誠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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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拾、問：我在網路上買了一罐車臘，價格為 500 元，要從台灣寄快遞到大陸。

請問這樣需要報關嗎？如果要的話那要怎麼報？(100-09民意信箱) 

答： 

台端如要寄一罐價格 500元之車臘至大陸，請逕至各地郵局櫃台填寫國際（地區）

包裹（快捷郵件）五聯單（即簡易報關單）交郵局人員辦理即可；如要以快遞方

式寄送應洽快遞業者辦理。 

二、如果您還有其他海關業務方面的問題，歡迎利用本關服務中心免費答詢專線

0800-711-209或歡迎來 07-3479316，本關派駐郵局海關人員將竭誠為您服務。 

 

貳拾壹、問：我們從香港進口發燒音響等雜誌，每一次一二箱都要被拆封檢查這

我們沒有怨言。但這一次但拆封檢查後，沒有包裝好，造成所有雜誌毀損這就有

怨言了。這一次真的太誇張了(100-08民意信箱) 

答： 

一、依據「國際進口包裹會同查驗投遞須知」第 5 點規定，海關人員查驗包裹，

應在郵局提供並經海關核可之地點為之。查驗時包裹之搬移、拆包或開箱暨恢復

原狀等事項，由郵局派員為之。  

二、本案包裹查驗後投遞至府上未能獲 台端滿意，至感抱歉，本關已知會中華

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高雄郵件處理中心，嗣後將妥善處理國際包裹之拆封及恢復原

狀，以免造成收件人困擾。 

三、如果您還有其他海關業務方面的問題，歡迎利用本關服務中心免費答詢專線

0800-711-209或歡迎來 07-3479316，本關派駐郵局海關人員將竭誠為您服務。 

 

貳拾貳、問：您好,我於 2/22從日本寄了一箱物品回台灣家中,因被海關抽檢課

了稅,但今天和家中妹妹連絡時,妹妹說我寄給他的鞋子有很多污漬,鞋面上像是

有很多黑色印泥或顏料,整雙鞋污穢不堪,但我從日本寄出時是新鞋,請問這種情

形我們該自認倒霉嗎?已經被課了稅還要接受被弄髒的物品嗎?(100-03民意信

箱) 

答： 

一、查進口郵包拆封及運送均由郵局人員全程控管，派駐郵局海關查驗人員僅配

合郵包拆封後之查驗及核估事項。包裹若有髒汙、短缺、損壞的情況，請逕向郵

局反應申訴（06-2411673）。  

二、如果您還有其他海關業務方面的問題，歡迎利用本關服務中心免費答詢專線

0800-711-209或歡迎來 06-2222077，本關派駐郵局海關人員將竭誠為您服務。 

 

貳拾叁、問：澳洲寄酒回台灣(99-12民意信箱) 

答： 

一、自國外郵寄酒類回臺灣，不論其價格多寡均應課徵進口稅款。又其數量若超

過 5 公升，則另應檢附財政部核發之菸酒進口業許可執照影本或財政部同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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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始可通關稅放。  

二、又郵寄酒類物品進口，需繳納進口關稅、菸酒稅及營業稅等三項稅款。又不

同的酒分別適用不同的關稅稅率，您可參閱財政部關稅總局稅則稅率表查詢

(http://web.customs.gov.tw/rate/rate/search.asp) 。關稅之計算方式如下：  

關稅=關稅完稅價格*關稅稅率。  

三、依菸酒稅法第 8 條規定，酒之課稅項目及應徵之菸酒稅稅額如下：  

(一)釀造酒類：  

1、啤酒：每公升徵收新臺幣二十六元。  

2、其他釀造酒：每公升按酒精成分每度徵收新臺幣七元。  

(二)蒸餾酒類：每公升按酒精成分每度徵收新臺幣二點五元。  

(三)再製酒類：酒精成分以容量計算超過百分之二十者，每公升徵收新臺幣一百

八十五元；酒精成分以容量計算在百分之二十以下者，每公升按酒精成分每度徵

收新臺幣七元。  

(四)料理酒：每公升徵收新臺幣九元。  

(五)其他酒類：每公升按酒精成分每度徵收新臺幣七元。  

(六)酒精：每公升徵收新臺幣十五元。  

四、另按「.... 進口貨物，均應依本法規定課徵加值型或非加值型之營業稅。」

為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 條所明定。台端所詢郵寄進口之酒仍應課徵營

業稅，其計算方式如下：  

營業稅=(關稅完稅價格+關稅+菸酒稅)*營業稅稅率 5%  

五、如果您還有其他海關業務方面的問題，歡迎利用本關服務中心免費答詢專線

0800-711-209或歡迎來 07-3479316，本關派駐郵局海關人員將竭誠為您服務。 

 

貳拾肆、問：以個人名義自澳洲郵寄進口銀幣需要繳關稅嗎?（99-02民意信箱） 

答： 

一、「郵包物品進出口通關辦法」第 5條進口郵包物品之發票應隨附於郵包外箱 

或箱內，供海關查核。未檢附者，經海關認有審核必要時，由郵政機構以書面通 

知收件人檢送；另依該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進口郵包物品，完稅價格在新臺幣 

三千元以內者，免徵關稅、貨物稅及營業稅。 

二、査「白銀幣」之貨品分類號列為 7118.90.90，國定稅率為 FREE（免進口關 

稅），如郵寄進口之「白銀幣」其完稅價格超過新台幣 3千元者，仍由海關代徵 

營業稅 5%。 

三、如果您還有其他海關業務方面的問題，歡迎利用本關服務中心免費答詢專線

0800-711-209或歡迎來 07-3479316，本關派駐郵局海關人員將竭誠為您服務。 

 

貳拾伍、問：從美國買保健食品(如:維生素、葉黃素、Q10等)，包裹郵寄到台

灣有什麼限制?從國外郵寄的包裹都需要經過海關嗎?（99-01民意信箱）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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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食品藥物管理署規定，郵寄「錠狀、膠囊狀食品」單項輸入超過 1200

顆，應向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辦輸入手續，海關憑證核稅放行。 

二、「郵包物品進出口通關辦法」第 5條進口郵包物品之發票應隨附於郵包外箱 

或箱內，供海關查核。未檢附者，經海關認有審核必要時，由郵政機構以書面通 

知收件人檢送；另依該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進口郵包物品，完稅價格在新臺幣 

三千元以內者，免徵關稅、貨物稅及營業稅。 

三、自國外郵寄之國際包裹皆經海關查驗，如屬零星物品，應按海關進口稅則總 

則五規定之 5%稅率課徵關稅；如非屬零星物品，則應分別按海關進口稅則所規 

定之稅率課徵之。進口之郵包物品，其任一單項物品完稅價格超過新臺幣 3,000 

元者，即非屬前項所稱之零星物品。  

四、如果您還有其他海關業務方面的問題，歡迎利用本關服務中心免費答詢專線

0800-711-209或歡迎來 07-3479316，本關派駐郵局海關人員將竭誠為您服務。 

 

貳拾陸、問：從大陸運送菸草來台灣，再由台灣以郵包寄送到英國，請問這樣有

違反台灣法律嗎?（99-01民意信箱） 

答： 

一、自國外進口菸草到台灣，海關稅則歸列 2403.9990.002 ，進口稅率 15%營業

稅率 5% 菸酒稅 590元/kgm 健康捐 1000元/kgm，簽審規定 463 (應檢附財政部

核發之菸酒進口業許可執照影本或財政部同意文件。如屬進口供餽贈或自用(含

展覽品)之洋菸酒，其數量不超過下列規定者免附：(一)………..菸絲 5 磅。)，

菸草若以包裹進口限量 5磅。  

二、至於出口菸草到英國有何限制，請向該國海關詢問。  

三、如果您還有其他海關業務方面的問題，歡迎利用本關服務中心免費答詢專線

0800-711-209或歡迎來 07-3479316，本關派駐郵局海關人員將竭誠為您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