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MCC多國集併貨櫃(物)轉運申請書（N5303）

MCC 多國集併貨櫃(物)轉運申請書（N5303）作業說明及需求報告書

名    

稱

作
業
項
目

多國集併貨櫃(物)轉運申請書

(Multi-country Cargo 

Consolidation Transshipment 

Application)

代
　 

號
N5303

進
出
口
別

£進口

£出口

R 轉口

文件種類：R訊息 R表格 業者列印表格紙張格式：R套版紙 R空白紙

本

項

作

業

說

明

一、本通知適用於海運多國集併貨櫃(物)轉口作業。

二、本通知包括訊息及表格，訊息適用於 T3 多國集併貨櫃(物)轉運申請

書，表格格式請參閱本項附件 A：T3 轉運申請書(N5303)表格格式

，填報說明請參閱附件 B：T3 轉運申請書各欄位填報說明。訊息格

式請參閱「關港貿 XML 訊息建置指引」之轉運申請書(N5303)訊息

說明表。本項訊息(N5303)由「連線」之 MCC 資訊平臺、運輸業者

、承攬運送業者傳輸給海關，不必另行遞送書面文件。

三、本通知之轉運申請書類別代碼請參閱「關港貿作業代碼」四十二、

轉運申請書類別。

四、MCC 多國集併貨櫃(物)之進(轉)口艙單申報時，艙單類別3，卸存地

點必須為海關核准之MCC貨物倉儲。

五、MCC 貨物，憑進口貨物艙單及特別准單進儲經海關核准之 MCC 貨

物倉儲，倉儲業者確認點收貨物無訛後，傳輸進口貨物進倉訊息

(N5102)予海關。

六、MCC 貨物進倉訊息與進口艙單比對完成後，於進口艙單註記，始得

受理申報T3轉運申請書。若轉運申請書經海關系統檢核無訛後，以

出口貨物放行通知訊息（N5204）通知申請人、MCC 資訊平臺、起

運地點及運往地點倉儲業者、出口運輸(承攬)業者；若轉運申請書

經邏輯檢查不合格者，以單證合一核覆訊息(NX5106)回覆申請人補

正。



七、T3 轉運申請書以連線方式申報時，以無紙化作業為原則。以未連線

方式申報時，應檢附轉運申請書 1 式 2 份、提單、出口訂艙文件、

相關文件資料，遞送海關以人工鍵檔，再予列印出口貨物放行通知

(N5204)予申請人辦理後續 MCC 貨物裝櫃申請作業。（依規定應徵

收鍵輸費）。

八、經海關核准出口之 MCC 貨物，業者應另申報轉口貨物裝櫃(盤)申請

書兼計畫表(N5305)予海關(含出口貨物及加裝註記)，經海關回覆核

准訊息(N5108)或另加發作業指示通知訊息(N5170)，始得辦理裝櫃

及出口作業。

九、運輸業者應列入海運出口裝船清表(N5262)內申報(艙單類別 2)，以

備海關銷艙。

十、申請轉運（口）案件，如逾報關期限，並無徵收滯報費之規定〔關

務署 83.1.10（83）台總局徵字第 00061 號函〕。

十一、T3 轉運申請書之貨物，因故退關之處理：

(一)由申請人檢具註明作業理由之申請文件，向貨物存放地點之進口

艙單(准單)單位申請。

(二)海關受理後，以 T3 轉運申請書之退關作業辦理，需同時更正艙

單者，如貨物仍在原進口關區者，由受理艙單單位直接辦理更

正或分割進口貨物艙單；如貨物已運抵目的地關區時，由受理

單位通知原起運地關區艙單單位辦理進口貨物艙單更正或分割

。

(三)進口貨物艙單更正或分割完成後，得由受理單位辦理原 T3 轉運

申請書更正及補放行作業。

十二、轉口貨物跨管制區及內陸運送，應依照海關公告之「貨櫃(物)運

送路線暨運送時間限制表」辦理，載運途中不得無故逗留或繞道



他處，逾時到達者，由海關依照有關規定處理，如涉及安全事故

應立即通報海關。

十三、海運轉口(MCC)貨物未經海關公告許可，不得進儲內陸貨櫃集散

站、貨棧或跨港口內陸運送。

十四、本作業暫不適用於離島關區，N5303、N5305 之收單關別及出口

關別不得申報離島關區代碼，亦不受理申報離島出口船舶之海關通

關號碼。

十五、預報貨物進口系統上線前申報作業：

1. 運輸業申報進(轉)口艙單(簡 5101S)：艙單類別 3、受通知人

第 3 欄前 8 碼申報承攬運送業者統一編號、卸存地為 MCC 之貨

櫃集散站代碼、轉至地申報國外 5 碼。

2. MCC 倉儲業傳輸進倉訊息（簡 5102S）：船舶編號欄位前 3 碼

申報 MCC，「貨櫃(物)存放位置」欄位前8碼，申報承攬運送

業者統一編號。



附件 A：多國集併貨櫃(物)轉運申請書(N5303)表格格式

  T3 轉運申請書  轉運申請書編號（33）：

出口海關通關號碼(1) 裝貨單號碼(2) 託運單主號(3) 託運單分號(4)

報關業者箱號/附碼/專責人
員（5）

申請人英文名稱(6) 申請人代碼(7)

轉運申請書類別(8) 海空運別(9)  收單日期(10)(民國)     年    月   日

裝貨港代碼(11) 起運地點代碼(12) 運往地點代碼(13)

出口船舶名
稱(14)

出口船(機)
代碼(14)

出口船舶航次(16)

出口總件數(PCE)(17) 出口總毛重(公斤)(18)

MCC 貨物進口明細資料

項次
(19)

進口海關通
關號碼(20)

艙單號碼
(21)

主提單號碼
(22)

分提單號碼
(23)

貨名
(24)

件數、單位
(25)

總毛重
(公斤)(26)

其他記載事項(27)

（31）

海關處理紀錄(28) 收件（單）
(29)

申請人或其
委託人簽章
(30)



附件 B：T3 轉運申請書各欄位填報說明

項次 欄位名稱 填報說明 備註

1 出口海關通

關號碼(1)

填列海運 MCC 貨物出口訂艙船隻之海關

通關號碼

2 裝貨單號碼

(2)

填列海運出口 MCC 貨物出口訂艙船隻之

裝貨單號碼

3 託運單主號

(3)

填列出口航商所發放之出口託運單主號

(Master B/L No)。

4 託運單分號

(4)

填列出口貨物承攬業者所發放之出口託運

單分號(House B/L No)。

5 報關業箱號/

附碼/專責人

員（5）

報關行箱號：
（1）填列報關人向海關借用之候單箱號

（三位數）
（2）運輸業/承攬業自行報關者，應向進

口地海關申請自行報關箱號。

報關行箱號附碼：有申請附碼者應填報。

專責報關人員：
（1）專責人員之填報參照進口報單各欄

位填報說明項次 3專責人員姓名、
簽章之填報說明。

（2）運輸業/承攬業自行報關者應填報專
責代號。

6 申請人英文

名稱(6)

(1)運輸業者申報時，此欄位填列運輸業名

稱。

(2)承攬業者申報時，此欄位填列承攬業名

稱。

7 申請人代碼

(7)

(1)運輸業者申報時，此欄位填列運輸業代

碼。

(2)承攬業者申報時，此欄位填列承攬業統

一編號。



項次 欄位名稱 填報說明 備註

8 轉運申請書

類別 (8)

限填列 T3 

9 海空運別(9) 填列進口運輸方式：

海運填列 1

空運填列 4

10 收單日期(10) (1)係供海關收單關員簽蓋收單日期，並予

編號之用。

(2)「連線者」以訊息傳輸送達通關網路之

日期為準。

11 裝貨港代碼

(11)

填報港口代碼

12 起運地點代

碼(12)

填列原進口貨物艙單申報之卸存地點代碼

。

參照「關港貿作業代碼」四十三、貨物卸

存地點（含保稅倉庫或物流中心海關監管

編號）。

13 運往地點代

碼(13)

(1)填列貨物進儲運輸業者指定貨物結關卸

存地點代碼。參照「關港貿作業代碼」

四十三、貨物卸存地點（含保稅倉庫或

物流中心海關監管編號）。

(2)如 MCC 貨物起運地點即為運輸業者指

定貨物結關卸存地點代碼者，仍應申報

。

14 出口船舶名

稱(14)

填列預定載運 MCC 貨物之出口船(機)名

稱。



項次 欄位名稱 填報說明 備註

15 出口船(機)代

碼(15)

填列預定載運 MCC 貨物之出口船（機）

代碼。以船舶 IMO 代碼填列。

16 船舶航次(16) 填列船舶之出口航次。

17 總件數 (17) 填列 MCC 貨物之加總件數，單位免申報

，海關一律以 PCE 認定。

18 總毛重 (18) 填列 MCC 貨物之出口加總重量，請以公

斤(KGM)為單位申報。

MCC 貨物進

口明細資料

(1) 逐筆申報 MCC 貨物之進口貨物艙單明

細內容。

(2) 欄位不足時，請於背頁或次一頁連續

填報。

19 項次(19) (1) 本欄用阿拉伯數字依序逐項填列 MCC
進口貨物明細之順序。

(2) 請依序號連續填報，不可跳號。

20 進口海關通

關號碼(20)

填列載運 MCC 貨物進口船隻之海關通關

號碼。

21 艙單號碼(21) 填列載運 MCC 貨物進口船隻之進口貨物

艙單申報之艙單號碼。

22 主提單號碼

(22)

填列載運 MCC 貨物進口船隻之進口貨物

艙單申報之主提單號碼。(Master B/L 

No)。

23 分提單號碼

(23)

填列載運 MCC 貨物進口船隻之進口貨物

艙單申報之分提單號碼。(House B/L 

No)。

24 貨名(24) 填列原進口貨物艙單所載貨物名稱。

25 件數、單位)

(25)

(1) 填列原進口貨物艙單所載數量及單位

。

(2) 單位請參照「關港貿作業代碼」六、



項次 欄位名稱 填報說明 備註

計量單位。

26 總毛重(公斤)

(26)

(1) 填列原進口貨物艙單所載毛重，並以

公斤為計量單位。

(2)「小數點」以下取 6 位數(不四捨五入)
。

27 其他記載事

項(27)

係供對本申請書記載事項另行補充、提示

海關承辦關員注意特別處理事項、或依有

關法令規定應報明之事項，如無適當欄位

填報時，應於本欄中填報。

28 海關處理記

錄(28)

(1) 供海關承辦關員簽註處理情形或加註

必要之文字（如須押運、儀檢、加封電子

封條等）。

(2) 供核定通關方式列印或加蓋章戳之用

。

29 收件（單）

(29)

係以未連線方式申報者，海關以人工方式

收單作業加蓋章戳之用。

30 申請人簽章

(30)

(1) 填列申請人之中文名稱，傳輸時本欄

免傳。

(2) 申請人可為船務（航空）公司或承攬

業者，其所蓋之公司行號章、負責人章，

以業向海關登記之印鑑為限。

31 條碼(31) 轉運申請書編號

32 轉運申請書

編號(32)

(1) 預報貨物進口系統上線前，編碼方式

如下：

收單關別(2 碼)+轉至關別(2 碼)+年度碼

(2 碼)+進口海關通關號碼(4 碼)+艙單號

碼(4 碼)。
(2) 預報貨物進口系統上線後，編碼方式

如下：



項次 欄位名稱 填報說明 備註

收單關別(2 碼)+轉至關別(2 碼)+年度碼

(2 碼)+報關業箱號/運輸業、承攬業者

箱號、MCC 平臺箱號(3 碼)+業者自編

流水號(5 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