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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簡 5301S 轉運申請書 

編 
 
號 

簡 5301S 
作業 
項目 
名稱 

轉運申請書 
（Customs Declaration： Transit）

進 
出 
口 
別 

（ ）進口 
（ ）出口 
（V）轉運／轉口

文件種類（用途）：訊息（海） 
         □表格（併） 

業者列印表格紙張格式：□套版紙 
           □空白紙 

一、 「轉運申請書」僅有「訊息」（「表格」併入 5301；格式請參閱貳拾壹附件），
屬「海運專用」。填報說明請參閱拾肆、六節。 
(一) 本項訊息（5301S）由「連線」之「船公司」、「報關業」傳輸給「海

關」（不必另行遞送書面文件）。 
(二) 「未連線」之「船公司」、「報關業」應繕具書面格式遞交海關人工鍵

檔。  
(三) 「標誌」超過 385Byte 或「貨物名稱」超過 390Btye 時，應補送書面

文件，列印全部內容。 
二、 有關新增項目其使用欄位於人工鍵檔及電腦列印，應予區分設計。 
三、 進口貨物申請轉運經核准後，其艙單資料自動轉入他關區艙單檔時間，即作為該

批貨物在他關之報關起算時間；如發生納稅義務人對滯報費不服情事，再由其提
供進站（倉）時間憑辦。 

四、 「海上走廊」〔國內兩國際港口間藉由航行國際航線之船舶運送保稅貨物（貨櫃）
之轉運方式〕之轉運，「T1 外貨轉運他關區」時，由人工審核出口轉運是否為
本國籍或外國籍權宜輪。 

五、 T1、T2(目前 T1、T2 已無紙化僅列印 C1 押運及 C3) 、T6、T7 連線轉運申請書由
海關列印，「連線業者」用電腦傳輸申請書訊息後，不必再補送轉運申請書之書
面文件。 

六、 T4、T5 轉運申請書一律以「未連線方式」辦理，即由申請人遞送書面文件後，
再由海關用人工鍵檔處理，T4、T5 轉運申請書、轉運准單應各繕具 1聯。 

七、 T2、T4、T5、T7 內容均應列入各該出口船隻掛號之結關用「出口報單放行清表」
及「出口艙單」。 

八、 用連線傳輸 T1、T2經完成收單後，如有更正、註銷者，應以書面申請辦理。 
九、 他關區代辦出口通關案件，如有部分退關者，不得以退關貨物轉船清表（簡 5261）

辦理轉船。須先辦理退關後，再以一般出口報單申報出口。 
十、 海空聯運貨物之轉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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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申請轉運（口）案件，如逾報關期限，並無徵收滯報費之規定〔關稅總局 83.1.10

（83）台總局徵字第 00061 號函〕。 
十二、 「海運運輸業使用自備貨櫃封條應行注意事項」之規定，轉口貨物一併適用

（通關小組第 162 次業務諮詢會議結論）。 
十三、 T1、T2 轉運申請書將不比對「進口日期」（通關小組第 248 次業務諮詢會議

結論），而以進口艙單主檔之進口日期為準。 
十四、 進口貨櫃提單載明卸貨港為基隆等，並卸存基隆關稅局轄區貨櫃集散站後，

貨主要求轉運各加工出口區或新竹科學園區案件處理（關稅總局 84.9.19 台
總局徵字第 84106881 號函）： 
(一) 進口貨櫃載運之目的地，為各加工出口區或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則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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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及艙單上「目的地」及「轉至地點」欄位應據實填載為該地。至若提
單及艙單所載者為基隆等，即與事實不符，依章應由貨主洽輪船公司向
海關申請更正艙單，再由輪船公司負責載運至目的地。 

(二) 此類案件，若輪船公司不同意申請更正艙單及出具承諾書，因貨櫃拖車
公司並非海關管理範疇，自不宜由其拖運，而應將櫃裝貨物改以保稅卡
車（貨箱）裝載轉運，由貨主出具委任書，並另由受委託之報關業及保
稅卡車（貨箱）公司出具承諾書，以符規定。 

十五、 T1 轉運貨物運抵目的地關稅局發現短溢卸、收貨人轉讓或因其他需要分割艙
單之處理（關稅總局 84.9.30 台總局徵字第 84107240 號函）： 
(一) 純為收貨人轉讓或因其他需要之分割艙單案件：運輸業者所提出分割艙

單之申請，經目的地關稅局核准後，由其艙單單位逕行辦理艙單資料更
檔作業，運輸業者免補辦 T1 轉運申請手續。 

(二) T1 轉運貨物，如純屬短溢卸案件：經倉儲業及運輸業者提出短溢卸報告，
目的地關稅局於核准後由其艙單單位以IB24畫面更改艙單資料檔之件數
（含重量）。 

(三) 同一櫃內有已辦 T1 轉運貨物、有未辦 T1 轉運貨物案件：運輸業者提
出補辦轉運手續，經目的地關稅局核准後，由其艙單單位逕行辦理艙單
資料檔追加手續，並由目的地運輸業者自行通知起運地運輸業者辦理 T1
轉運申請手續。  

十六、 轉口冷凍貨櫃封條之處理（關稅總局 84.12.15 台總局徵字第 84109934 號
函）：轉口冷凍貨櫃，因卸櫃、儲存、裝船之碼頭不同而需出站者，原則上
仍應加封電子封條或鋼纜一般封條，惟對於無法加封電子封條或鋼纜一般封
條者，各關稅局得視實際情形如右側櫃門內桿已加封國外原始封條，則改以
加封於右櫃門外桿泰登封條或派員押運，並且不予切斷原封條。 

十七、 T2（轉口貨櫃）之投單日不受出口船隻截止收貨日之限制（通關小組航運業
連線第 13 次會議結論）。 

十八、 T1 案件，艙單資料已轉至他關區並辦理進口報單稅放後，該批貨物仍應依規
定進站後始辦理提領手續。如有逾時進站或未進站之情事，倉儲業者及駐庫
關員應依規定處理。 

十九、 加工出口區一段式出口通關，其退關及退關轉船之處理（通關小組第 56 次整
合會議結論）： 
(一) 如貨物仍存在加工區倉庫者，由加工區分（支）局按一般退關手續辦理。
(二) 如貨物在轉至關區者，船公司應向轉至關稅局之出口業務單位申辦（如

轉至關別為 AW 向 AW 申辦）。 
(三) 如貨已運至碼頭者，船公司應向裝船關稅局出口業務單位（如：AA、DA、

BA、BC、BE）申辦。 
二十、 T4 船用品轉口，其進口及出口均應列入進出口艙單，其轉運申請書之申請人

限船公司或其委任之報關人（通關小組第 5 次整合會議結論）；惟核屬修理
船隻所需之船舶設備、船舶備件或船用物料，且其艙單收貨人載明「由國內
廠商轉交出口船船長」者，得由該廠商或其委任之報關人申請。(關稅總局
93 年 12 月 15 日台總局徵字第 0931023072 號公告) 

二十一、 T4 船用品轉口，因出口船隻未進港，致無船號，其船號以 9999 處理（通
關小組第 56 次整合會議結論）或報關業箱號 3碼 + 關別第一碼。 

二十二、 船用品誤以轉運進口貨物轉運案件，如經關稅局查明該批貨物性質確屬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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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者，准予使用 T4 轉運申請書申報出口〔關稅總局 84.2.25(84)台總局
徵字第 00543 號函〕。並由報關人填具申請書向目的地海關申辦，並依台
總局徵字第 84107240 號函核示原則辦理，即通知起運地海關原經辦單位，
將「T1」更正為「T4」重新傳輸後准予轉運出口(通關小組第 64 次整合會
議結論)。 

二十三、 「船用品」與「轉運貨物」併裝一櫃，該船用品且係需轉他關區再裝船出
口者，為簡化作業起見，得免在起運拆櫃分別裝運，惟須以「T4」申報船
用品，以「T1」申報內陸轉運貨物，俟到達目的地關區再行拆櫃，分別辦
理後續作業。 

二十四、 二次轉運案件，應以未連線方式申報，應免收「鍵輸費」（通關小組台通
秘第 8580235 號）。 

二十五、 轉運申請書 L1 外貨進儲物流中心其訊息為簡 5105S（比照進口報單），填
報說明參閱拾肆、七節，其相關作業如下： 

(一) 本項訊息（簡 5105S）由連線之「物流中心」或「報關業」傳輸向「貨物
卸載口岸轄區海關」報關（不必另行遞送書面文件）。 

(二) 轉運申請書L1一律以電腦連線傳輸，轉運申請書及轉運准單由海關列印。
(三) L1 轉運申請書採一段式通關，經完成銷艙通關放行後即不再將艙單資料

轉至物流中心轄區海關。 
(四) 連線傳輸之轉運申請書 L1 經完成收單後，如有更正、註銷者，應以書面

申請辦理。 
(五) 海關電腦故障以書面報關時，L1 轉運申請書以進口報單格式簡 5105S 替

代，請參閱貳拾參附件。「物流中心」或「報關業」並於海關電腦恢復
運作後，立即傳輸前項報單訊息至進口地海關。 

(六) 本項作業第 12 點之規定適用於 L1 轉運作業。 
(七) 貨櫃（物）出站（棧）地之倉儲業人員，於核對載運之車輛係屬經海關

備查之物流中心自營或契約車隊無訛後，始准提貨。 
二十六、 科學工業園區事業進口保稅貨物採 T1 轉運方式，由進口地加封轉運至科學

園區辦理通關時，如欲以廠驗方式通關者，其作業方式如下：（關稅總局
95.2.13 台總局保字第 0951003104 號函） 

(一) 須先以 T1 轉運申請書向貨物卸存地點海關申請轉運，於取得 T1 轉運准
單後，再向園區海關傳輸 B6 進口報單，並於報單之「申請審驗方式」欄
申報代碼 3（廠驗），由電腦篩選為 C2 或 C3 通關，園區海關依「科學工
業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第 15 條規定審核，符合規定者，始准依申請
之通關方式驗放。爰此，該轉運申請書申報時，其目的地欄申報科園區
「廠驗」貨物存放處所（即經駐區海關勘查核可之園區事業貨物查驗區
域），貨物毋須進儲園區內海關監管聯鎖倉庫或貨櫃集中查驗區，而直
接運入該核准區域辦理相關廠驗事宜。 

(二) 前開「廠驗」之申請，園區海關經審核不符規定者，園區事業則應將貨
物運往區內海關監管聯鎖倉庫或貨櫃集中查驗區後依有關規定辦理通關
作業。 

(三) 園區事業對經海關核准「廠驗」之貨物，應辦理貨物控管如下，海關負
有監督管理之責。 
1、 C2 通關案件，具有自行點驗按月彙報資格之園區事業，須於取得海

關放行通知後，始得拆封點貨進廠；未具有自行點驗按月彙報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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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除須取得海關放行通知外，並經園區海關派員拆封後，始得點貨
進廠。 

2、 C3 通關案件，須經驗貨關員到場核對拆封後，始得卸貨查驗。 
3、 以貨櫃裝運者，於貨櫃進儲時，應依「進口貨櫃(物)動態查核系統傳

輸作業規定」將貨櫃動態訊息（FG 進站）傳輸櫃動庫。 
4、 以保稅卡車（保稅貨箱）裝運者，C2 通關案件，具有自行點驗按月

彙報資格之園區事業保稅業務人員於點收貨物後，將運送單回傳起運
地海關。 

二十七、 轉運至科學工業園區、加工出口區、自由貿易港區或農業科技園區之貨物
准由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加工出口區區內事業、自由港區事業或農業
科技園區園區事業委任報關業申報 T1 轉運申請書，報關業傳輸轉運申請書
時，於 T1 轉運申請書統一編號欄位，填報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加工出
口區區內事業、自由港區事業或農業科技園區園區事業監管編號，藉此資
料與報關業箱號比對其委任關係。 

二十八、 船用品轉口案件，其轉運申請書之申請人原則上限船公司或其委任之報關
人，惟核屬修理船隻所需之船舶設備、船舶備件或船用物料，且其艙單收
貨人載明「由國內廠商轉交出口船船長」之特殊案件，同意由該廠商或其
委任之報關人申辦，以利通關。    

二十九、海運轉口貨櫃(物)得於不同港口間以海上走廊或內陸運輸方式運送，其填
列代碼及作業方式如下： 

（一） 簡 5301S「受通知人」之「住址」欄及「是否申請海上走廊之轉運」
欄，申報「跨港區運送方式」如下：  

1. 海走：「是否申請海上走廊之轉運」欄，填列「Y」。 
2. 陸拖：「受通知人」之「住址」欄，前 6碼填列為「Byland」。 
3. 凡簡 5301S 之跨港口之轉口（T2），「是否申請海上走廊之轉運」

欄，填列「空白」及「受通知人」之「住址」欄之前 6碼未填列「Byland」；
或「是否申請海上走廊之轉運」欄，填列「Y」及「受通知人」之「住
址」欄之前 6碼填列「Byland」者，一律以「不受理報關原因」 (簡
5106) 回覆「T2 跨港區運送案件，運送方式未正確填列」。 

4. T2 案件如係於同一港口出口者，則「是否申請海上走廊之轉運」欄
應為空白及「受通知人」之「住址」欄之前 6碼不能填列為「Byland」，
否則以「不受理報關原因」 (簡 5106) 回覆「非跨港口出口之轉口
櫃，『是否申請海上走廊之轉運』欄，請保持空白，及『受通知人』
之『住址』欄之前 6碼不能填列為『Byland』」。 

（二） 轉運申請書之「收單關別」與「進口關別」填報說明，請參閱第貳、
九，如填列未開放之港口，將以「不受理報關原因」 (簡 5106) 回
覆「二港之間之轉口櫃尚未開放陸拖」。 

（三） 轉口貨櫃(物)得以內陸運送方式運至不同港口出口之作業，採分期
分區實施，並另行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