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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關務署 104 年度自行研究報告提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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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總字數：19,645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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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呂榮東、溫仁豪、王庭堅、曹惟揚 

研究期間： 104/1/1~104/12/31 

 

報告內容提要 
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如何透過微調出口通關流程以改善貿易統計資

料之正確性與即時性與業務流程問題，同時維護民眾權益，避免因

銷艙異常令後續相關作業停滯，並分析可能之業務變動，法規與影

響。 

報關業者於出口報關、放行後，需申請報單副本時，必頇等待

該報單之審核作業完成，海關系統始能執行副本核發，如前揭所述，

審核作業目前無法於未銷艙狀態下執行，滯延廠商取得報單副本、

外銷品沖退稅（含 E 化部分）、適用營業稅零稅率及保稅貨物除帳等

作業時程，為便利民眾，加速文件核發或電子資料交換等，如能將

審核作業移至銷艙前、放行後，可大為改善貿易統計資料及加速審

核後相關業務時程。 

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方法主要有三個面向，透過海關內部業務訪談，了解現行作業

流程（包含實務及系統作業），與新流程比較作業差異與影響，同時

對外部對象進行問卷調查，反映本研究所涉相關業務之必要性與可

行性，再以分析通關資料庫之資料為佐證資料，評估相關效益。 

三、研究發現與建議 

（一） 研究發現 

１. 若採內部系統邏輯異動最小化原則處理，可降低因流程變革

衍生之衝擊（如：增加額外業務量、不習慣新流程顯示涵意），

異常問題也較不容易發生。 

２. 先採外部異動最簡化方式處理（包含系統面及業務面），避免

化簡為繁，亦可降低外部衝擊，減少反彈聲浪，利於新業務

推行，同時達到簡化原業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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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建議 

１. 本研究主要探討改善出口貿易統計真實度之可行性，並延伸

探討「總額交查」及「出口報單副本核發」效率，因前者關

係到出口貿易統計資料真實度，放行後能儘速提供挑檔資料

則越貼近真實，而本研究先審核後銷艙作法即可達成標的；

後者因涉及退內地稅與關稅，如為避免事後補稅問題，原則

上應等待銷艙再行後續作業，除非廠商願意提供具結書，或

者業務面評估有無銷艙與後者案件之後續作業並無絕對關係

（例如：現行出口報單已銷艙之貨物仍有可能尚未離境），

或者因問題案件屬於少數、影響甚微，若全面採取本研究新

流程作法，以本研究效益分析結果來看，利遠大於弊。 

２. 惟本研究所提廠商具結作業適法性問題事涉法規面，爰暫不

採行具結方式作業，留待後續法規面之研究，如此可降低新

流程變革帶來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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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出口貿易統計資料之正確性與即時性 

我國出口貿易統計資料乃國家經濟發展政策研究之重要評估指

標，提升其正確性與即時性有助於預估經濟情勢及擬定政策。目前

該資料係以財政部關務署所轄各海關出口報單資料作統計範圍，其

統計時間以出口報單審核日期為基準，故頇俟貨物放行離境並完成

銷艙作業後，海關始能執行審核作業，而每當銷艙作業有異常或不

可預期之延遲等情況時，將直接影響出口報單後續審核作業，於是

產生貿易統計時點誤差，例如：當月實際出口離境之貨物原應列入

當月出口貿易統計量，卻因銷艙作業異常或延遲，令當月放行之出

口報單審核作業延至翌月完成，以致該貨物之出口統計值頇計入翌

月統計資料，造成當月出口貿易統計資料未即時呈現正確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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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總額交查資料之影響 

依據營業稅法第 39 條第一項第 1 款可在適用第 7 條銷售額計算

之稅額限額內辦理退稅，故營業稅稽徵作業上採取，運用營業人向

海關申報的報關資料與營業人向國稅局申報之營業稅零稅率清單執

行「總額交查」。 

出口報單經海關人員審核結案後，由海關出口通關系統（以下

稱海關系統)透過電子資料交換予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之處理作業，

主要用於勾稽營業稅，而國內營業人如有申報符合營業稅零稅率條

件之出口報單，未經海關審核結案者，均無法向國稅局或稽徵所申

報核退營業稅，可見上述因海關出口報單之銷艙作業異常或延遲無

法審核情形，會連帶延宕後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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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如何透過微調現行海關出口通關流程以改善我

國出口貿易統計資料之正確性與即時性暨總額交查延宕問題，同時

維護民眾權益，避免因海關出口報單之銷艙作業異常或延遲令後續

相關作業停滯，並分析可能之業務面、技術面及法規面變動與影響。 

另報關業者於出口報關放行後，需申請報單副本時，必頇等待

該報單之審核作業完成，海關系統始能執行副本核發，如前揭所述，

審核作業目前無法於未銷艙狀態下執行，影響廠商取得報單副本、

外銷品沖退稅（含 e 化部分）、適用營業稅零稅率及保稅貨物除帳等

作業時程。 

如將出口報單資料審核作業移至銷艙前，將可大為改善出口貿

易統計資料及加速審核後相關業務時程，同時達到加速民眾文件核

發或提升政府機關之間(G2G)資料交換效率。 

  



探討出口通關系統報單先審核後銷艙之可行性 

4 

四、 出口銷艙流程簡介 

（一） 海運出口銷艙作業 

運輸業者原則應於船舶進港 (通過港口信號臺)前，傳輸出口裝船

清表予海關，最晚傳輸時間為出口船舶結關後 48 小時，海關如有指

示通知者，將以作業指示(N5170)通知運輸及倉儲業者，業者應配合

辦理海關指示事項，其中出口裝船清表可採「一段式」或「二段式」

傳輸。 

經海關通知補送出口艙單(提單)文件，運輸業者應於接到通知

後，翌日起 10 日內補送書面出口艙單或訊息(N5202)。船舶離港逾

48 小時後，海關根據運輸業所傳輸之出口裝船清表所載貨物資訊，

執行銷艙作業，經比對銷艙不符者，將由結關檯列印「出口放行未

銷艙清表(以下稱 EI86)」，通知運輸業者，運輸業者應於接到海關通

知 24 小時內向結關檯辦理補正作業，出口審核單位追蹤「銷艙不符

清表(以下 EI87)」，進行後續相關艙單修正作業。 

運輸業者對於裝船貨物，如有新增、刪除者，應於船舶結關 48

小時內為之；逾銷艙時點後，如有新增、刪除出口裝船清表，應先

將訊息傳輸予海關，經邏輯檢查合格後置於海關暫存檔，再檢具申

請書至結關檯辦理人工更正及轉檔作業(詳參本研究表 1、海運出口

銷艙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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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海運出口銷艙作業流程圖 

（二）空運出口銷艙作業 

如出口報單已放行，且貨物經飛機載運離境後，運輸業者會透

過「空運業界自動化服務系統（以下稱 ACCS 系統）」傳送其託運

單主號資料，內容有「託運單主號、航機班次、起飛日期、主號總

件數、分批註記」，該系統接收時會寫入「訊息到達時間」及「傳送

者代碼」，經與海關系統發送之放行通知訊息（N5204）比對託運單

主號，依照該訊息之先後順序，將主號總件數與各分號之放行件數

逐筆計算（簡稱併單），並將結果回傳海關系統，海關系統於接收後

進行批次銷艙作業，完成後，報單狀態便會處於已銷艙完成。 

ACCS 系統接收航空公司所傳之主號總件數等資料後，必頇與

海關累計放行件數相符才會進行併單，並於起飛日期 2 日後之凌晨

將併單資料傳送海關系統進行批次銷艙作業，換言之，空運出口報

單最快只能在放行後 2 天銷艙，而超過 2 天大部分屬於銷艙異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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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常需人工介入處理，海關也有相關報表（如：艙單異常清表、

已放行未銷艙報單清表、已放行報單班機離境日期異常清表、出口

報單已放行未銷艙追蹤清表等）定期追蹤此類異常案件。 

除了上述銷艙時點未到而無法銷艙以外，空運仍有許多情形會

導致異常而無法銷艙，諸如一段式出口報單尚未二次進倉、放行後

因故更改航班、分批離境件數不足、艙單主號重覆使用以致併單錯

誤、報單於貨物離境後恢復未放行且未再次放行等(詳參本研究表 2、

空運出口銷艙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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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空運出口銷艙作業流程圖 

  



探討出口通關系統報單先審核後銷艙之可行性 

8 

貳、 文獻探討 

一、 我國海關貿易統計資料之沿革 

為使海關辦理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之蒐集、整理、檢核、發布

及提供法制化，財政部關務署於 2010 年 12 月 29 日訂定「海關進出

口貿易統計作業要點」，茲為符合國際規範，歷經財政部 2013 年 3

月 4 日台關政稅字第 1026002621 號、2013 年 12 月 12 日台關政統

字第  1026002709 號函及 2015 年 12 月 23 日台關政統字第

1046002893 號修正，其作業要點概略如下： 

 進入我國經濟領域之貨物，除下列各款貨物外，應列入進口貿

易統計：（一）轉口、過境之貨物。（二）駐華享有外交待遇

之機關及人員進口公用或自用物品。（三）我國駐外人員任滿

調回攜帶之自用物品。（四）旅客自用免稅行李。（五）關稅

法第五十二條之貨物。（六）關稅法第五十三條之貨物。（七）

租賃期限未滿一年之貨物。（八）賠償、調換之貨物。（九）

公私文件。（十）流通之貨幣、有價證券等。（十一）貨幣用

黃金。（十二）本國漁船在海外捕獲之水產品。（十三）扣押、

退運之貨物。（十四）使用暫准通關證之貨物。 

 離開我國經濟領域之貨物，除下列各款貨物外，應列入出口貿

易統計：（一）轉口、過境之貨物。（二）駐華享有外交待遇

之機關及人員出口公用或自用物品。（三）出口至我駐外單位

之公用或自用物品。（四）旅客自用行李。（五）關稅法第五

十二條之貨物。（六）關稅法第五十三條之貨物。（七）提供

經營國際貿易之本國籍船舶、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具專用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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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物料、物品。（八）租賃期限未滿一年之貨物。（九）賠償、

調換之貨物。（十）公私文件。（十一）流通之貨幣、有價證

券等。（十二）使用暫准通關證之貨物。本國漁船在海外販售

之水產品應列入出口貿易統計。 

 進出口貿易統計之資料來源為海關進出口（含復運進出口）報

單。本國漁船在海外販售之水產品資料，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提供。 

 進出口貿易統計以進出口報單經海關放行並完成審核之日期為

列入統計檔之時間點。進出口貿易月統計，以當月三日至次月

二日（即前項之審核日）為統計期間。 

 進出口貿易統計之貨品分類，除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外，依

照中華民國海關進口稅則、輸出入貨品分類表合訂本規定辦理：

（一）進出口報單未超過新臺幣五萬元之貨物及其他零星、特

殊物品，歸屬統計專用貨品分類號列 9899.00.00.00-6。（二）

適用中華民國海關進口稅則、輸出入貨品分類表合訂本第九十

八章關稅配額之貨物，回歸各該貨物原應歸屬之貨品分類號列

統計。前項貨品分類號列除 9899.00.00.00-6 外，如有增刪修

正，應以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之公告為準。 

 進出口貿易統計之貨物價值，依下列方式辦理：（一）進口貨

物之計價基礎為起岸價格（C.I.F.）。出口貨物之計價基礎為

離岸價格（F.O.B.）。（二）貨物價值以新臺幣或美元為計算

單位，分為千元、百萬元或億元。尾數四捨五入。（三）按美

元計算者，外幣匯率採單一匯率換算，以財政部關務署每月三

旬對外公布之進出口貨物報關用美元對新臺幣折算匯率之帄均

數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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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出口貿易統計之貨物數量及重量，依中華民國海關進口稅則、

輸出入貨品分類表合訂本之單位計算。其為重量者，以淨重計

算。 

 進出口貿易統計之國家（地區）別依下列方式辦理：（一）進

口（包括復進口）為貨物之生產國家（地區）。（二）出口

（包括復出口）為貨物之已知最終目的地國家（地區）。 

 關務署統計室得自通關電腦檔報單資料中擷取進出口貿易統計

資 料，並依規定予以檢核。 

 關務署統計室對檢核之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得請各關複核原

報關申報事項。 

 關務署統計室依據各機關統計資料發布要點，訂定預告統計資

料發布時間表，定期發布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 

 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按月、按年發布之。按月發布之進出口貿

易統計資料，於次月初發布當月之初步值，兩個月後發布正式

值。按年發布之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於發布十二月當月正式

值時一併發布。當月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正式值發布後，如有

重大修正或調整，應於發布當年度正式值時一次調整。 

 公開類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按下列方式發布與提供：（一）張

貼於財政部關務署外部網站，供免費查詢。（二）編印中華民

國進出口貿易統計月報（年刊）贈閱、發售或提供閱覽。（三）

製作中華民國進出口貿易統計月報（年刊）電子書贈閱。（四）

製作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光碟發售。（五）應其他政府機關業

務需要免費提供。秘密類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之提供，應依照

關稅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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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關統計人員在統計過程中知悉之報關資料，依關稅法第十二

條第一項規定應嚴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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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國關稅與內地稅資料勾稽之沿革 

為辦理我國關稅與內地稅相互勾稽，以防杜逃漏稅捐，財政部

2011 年 8 月 1 日台財關字第 0900550368 號函訂定「關稅與內地稅

相互勾稽處理作業要點」及 2013 年 8 月 16 日台財關字第 

1021015059號函修正，其作業要點概略如下： 

 海關對進出口貨物涉及下列情事者，應按其情節選案後分別移

送相關機關查核。（一）移送賦稅署案件：1、進出口廠商報

價異常情節重大者。2、進口廠商無正當理由而拒絕接受完稅

價格之調查或拒不提供有關帳冊、單據等資料，且涉嫌逃漏稅

捐情節重大者。（二）移送國稅局案件：1、進出口貨物報價

經常異常廠商之全年進出口案件。2、進出口貨物逃漏稅捐誘

因大且報價異常者，其有關進出口廠商之全年進出口案件。3、

進口貨物顯有低價高報或高價低報，企圖逃漏稅捐者。4、出

口貨物涉嫌以高價低報出口價格，或以廢品或低價品高報出口

價格者。5、外貨進口後復出口案件，其進、出口價差明顯異

常者。6、應課內地稅之貨物利用拆散、分裝報運進口方式或

化整為零分散完稅價格，企圖規避稅負者。7、進口廠商申報

佣金、權利金或其他支出異常，情節重大者。8、進口貨物買、

賣雙方具有特殊關係致影響交易價格情節重大者。9、進出口

貨物以「免審免驗」（C1）或「文件審核」（C2）方式通關、

虛報稅則號別，藉以偷漏稅捐或逃避管制，情節重大者。10、

進口貨物申報價格與國內市價相差懸殊，超過正常利潤及一般

費用，且依關稅法有關規定無法補稅者。11、進出口廠商某一

期間之進出口數量、金額顯著增加，係屬異常者。12、涉及偽

http://law-out.mof.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9610&KeyWord=%e9%97%9c%e7%a8%85%e8%88%87%e5%85%a7%e5%9c%b0%e7%a8%85%e7%9b%b8%e4%ba%92%e5%8b%be%e7%a8%bd%e8%99%95%e7%90%86%e4%bd%9c%e6%a5%ad%e8%a6%81%e9%bb%9e
http://law-out.mof.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9610&KeyWord=%e9%97%9c%e7%a8%85%e8%88%87%e5%85%a7%e5%9c%b0%e7%a8%85%e7%9b%b8%e4%ba%92%e5%8b%be%e7%a8%bd%e8%99%95%e7%90%86%e4%bd%9c%e6%a5%ad%e8%a6%81%e9%bb%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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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造及不實發票案件情節重大者。13、其他違反海關緝私條例

規定情節重大者。前項第一款移送賦稅署案件，海關應於移送

前，先與該署研商。 

 海關對不良紀錄廠商及新進出口廠商應選案移送賦稅署作為查

核參考。 

 海關依第三點及第四點規定應移送賦稅署及國稅局（以下簡稱

內地稅機關）之案件，應於符合移送條件後一個月內為之。但

必要時得於通報文件加註頁碼並於首頁註明總頁數後，以傳真、

電話或電子信件方式，先行通報內地稅機關及時查核。 

 海關依第三點規定應移送國稅局之案件，其案情重大或影響層

面較廣者，必要時得檢具相關資料報經財政部核可移送賦稅署

查核。 

 海關移送內地稅機關查核之案件，應檢附涉嫌逃漏稅廠商之進

出口報單、發票、預估補稅稅額、查得價格及與申報價格差異

等相關事證資料。 

 內地稅機關發現廠商涉及下列情事者，應即選案並於一個月內

檢同相關資料移送各關查核並副知關務署，惟必要時得於通報

文件加註頁碼並於首頁註明總頁數後，以傳真、電話或電子信

件方式，先行通報各關及時查核並副知關務署：（一）列報與

進口貨物有關之下列成本、費用等支出顯有異常，涉嫌低報或

高報進口貨物完稅價格情事者：1、佣金支出。2、訓練費。3、

研究費。4、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之權利金或報酬。5、容

器、包裝費用。6、其他相關之費用。7、外國企業在我國投資

設立之公司匯出非屬支付貨款或紅利性質之款項及本國企業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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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非屬支付貨款之鉅額款項。8、支付進口貨物之價款無法確

定屬於何項交易者。9、其他匯出款項顯有虛增成本之嫌者。

10、進口貨物買、賣雙方具有特殊關係致影響交易價格情節重

大者。11、使用或處分進口貨物，實付或應付賣方之金額異常

者。12、間接支付部份之貨款。13、無償或減價提供賣方用於

生產或銷售貨物之下列物品及勞務：(1)原料、零組件及其類

似品。(2)工具、鑄模、模型及其類似品。(3)生產所消耗之材

料。(4)在國外之工程、開發、工藝、設計及其類似勞務。14、

營利事業進口報單金額低於入帳金額達一定標準者。15、申報

扣抵之進口稅費繳納證與海關通報資料不符達一定金額者。

（二）出口貨物與其進項憑證不相關，或其進項憑證係由涉嫌

開立不實統一發票或怠於辦理註銷登記致稅籍情形異常之營業

人所開立者。（三）個人結購外匯支付進口貨物之款項異常者。

（四）進口貨物之收貨人或持有人，涉嫌未報關進口、低報價

格或化整為零分散進口，企圖規避稅負或涉有其他異常情事者。 

 國稅局發現廠商申報零稅率銷售額異常涉嫌冒退營業稅款情事

者，應即檢附相關資料通報海關加強抽驗。 

 海關例行通報內地稅機關之免徵貨物稅資料、出口貨物金額變

更資料、出口貨物營業稅適用零稅率案件總額交查資料等業務，

仍繼續辦理。海關對國稅局傳真「營業人外銷貨物出口報單資

料查詢表」，應互以傳真方式即速傳送處理。 

 內地稅機關或海關發現進出口廠商係以涉嫌（含調查中）開立

不實統一發票營業人或冒用其他營業人名義進出口貨物時，應

迅速相互通報，在未實施電腦連線通報前，應以傳真方式即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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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處理。關稅與內地稅相互勾稽案件如符合本要點附表規定

之通報類型標準者，得免予移送相關機關查核。 

 關稅與內地稅相互勾稽案件，得視案情需要，由財政部召集海

關及內地稅機關成立「聯合稽查小組」進行。 

 海關與內地稅機關應將關稅與內地稅相互勾稽案件建立專檔，

並列管追蹤，關務署及各地區國稅局應設置單一窗口聯絡人。 

 財政部對關稅與內地稅相互勾稽案件及例行性通報查核案件，

必要時得派員考核其辦理績效。經考核績優者依關稅人員獎懲

辦法及財政部稅務人員獎懲標準表辦理獎勵。 

 海關與內地稅機關對於移送相互勾稽案件之查核結果，受移送

機關應於結案後一個月內通報原移送機關。 

 海關與內地稅機關應於每年年底前，就依本要點移送相互勾稽

案件之執行績效函報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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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一、 概述 

研究方法主要有三個面向，第一個面向：先透過海關內部業務

訪談，了解現行作業流程（包含實務及系統作業），研擬微調出口通

關流程後，規劃新作業流程並比較作業差異與影響。第二個面向：

同時對外部報關業者進行問卷調查，反映本研究所涉相關業務之可

行性與必要性。第三個面向：再以分析通關資料庫之資料為佐證資

料，評估相關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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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部業務訪談 

先就目前已有之出口作業，考量其程式流程，檢視「銷艙」、

「審核」、「簽證」及「理單」等作業，除確認各作業程式流程，亦

與各業務承辦人進行訪談，確認其結合業務操作步驟，再進行探討

新程式流程之設計與業務作業之修正，以期在新變革帶來外部效益

時，也能減少內部使用者各項作業之不便。 

（一） 現行出口審核、簽證及退關作業 

 出口報單審核作業 

此作業為報單放行後，最後送至審核人員進行報單比對及資

料審核，確保報單資料與系統資料之一致性與正確性，審核

人員卻受限於報單未銷艙而無法審結，即便追蹤艙單人員有

定期追蹤，因異常情形通常頇費時處理，且審核人員無法於

系統得知處理情形，仍必頇逐案查詢或詢問，報單審核後，

等到所屬袋號已滿袋或以人工終止袋號後，審核人員即可列

印「出口理單編號清表（以下稱 EK71）」貼於該理單袋，非

簽證袋逕送理單室簽收歸檔，簽證袋則轉交簽證人員進行報

單副本之核發。 

 出口報單簽證作業 

此作業是根據報關人申請出口報單副本之需要，於報單審核

後，進行核發報單副本作業。簽證人員：收到審核人員所送

之簽證袋後，於「報單簽證作業（以下稱 EK01）」進行報單

副本核發作業，並進行規費建檔，核發副本後遂將該簽證袋

送交理單室。 

 出口報單退關作業，已報關放行之出口貨物應於海關放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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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起 30 日內裝船機出口，逾期不得裝運，並頇辦理退關。 

 出口報單部份退關作業，如一份報單內部分貨物因故不出口，

應以部分退關方式辦理，透過有關程式更正報單檔及完成銷

艙作業。 

（二） 現行海運特有出口作業 

海運艙單追蹤與待審核報單追蹤分由二個單位負責，稽查組

結關檯定期檢視「出口放行未銷艙清表(以下稱 EI86)」，針對已放

行未銷艙之報單，通知運輸業者傳送裝船清表，以進行核銷，期

間報單不需經手該單位，因為關員只做通知、匯入和系統銷艙比

對動作；出口審核單位追蹤「銷艙不符清表(以下 EI87)」，針對銷

艙不符之報單，通知分估確認報單與裝船清表資料是否有誤，如

屬出口報單資料有誤，將由出口分估進行該報單資料修正後進行

銷艙作業；若為裝船清表資料有誤，則通知運輸業者補傳裝船清

表後進行銷艙作業，同時審核人員亦由「出口報單審核追蹤清表

（以下稱 EJ71）」進行待審核報單之追縱，後進行審核作業。 

（三） 現行空運特有出口作業 

 追蹤艙單人員：定期檢視「艙單異常清表（以下稱 EI75）」

→通知航空公司、貨棧、報關業者等，如係報單狀態異常，

需通知分估更正，又若係系統異常，則需電洽資訊單位處理。 

 審核人員：如報單狀態處於未銷艙，則先將報單留存，改日

再查詢是否已銷艙再審；定期檢視「已銷艙未審結報單清表

&C1 電腦抽中已銷艙未直接審結報單（以下稱 EJ81）」，確

認尚有那些未審結報單，其中，通關方式 C2 或 C3M 者，

通常為前述當時尚未銷艙之報單，後來經系統銷艙者，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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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方式為 C1 者，皆屬無紙化通關，惟經系統亂數或有條件

篩選，一部分一律頇由報關業者補書面報單，另一部分由海

關判斷補單，其他則可由審核人員直接以免補單審核結案。 

其中，審核人員的困難在於如何避免一再查詢尚未銷艙之報

單，通常係以先審核較早放行的報單，最近放行的報單則晚一點

再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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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外部問卷調查 

本研究問卷調查之目的為探討報關相關業者，對於目前出口報

單副本核發作業之滿意度，及未來若加速核發副本可能需配合之配

套作業配合意願情形。 

（一） 問卷題目及調查結果： 

１、 請問貴公司對於現行出口報單副本核發效率的滿意程度

為？ 

調查結果： 

 0 1 2 3 4 5  

不滿意 4 5 15 96 93 66 滿意 

２、 請問貴公司是否認為越早拿到出口報單副本越好？ 

調查結果： 

 0 1 2 3 4 5  

不同意 1 2 2 42 54 178 同意 

 

３、 若要在出口報單放行後、銷艙前申請副本，必頇請廠商

提供切結書，請問貴公司願意配合的程度為？ 

調查結果： 

 0 1 2 3 4 5  

不願意 37 24 20 79 51 68 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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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請問貴公司接獲國稅局告知報單查無海關資料的情形多

寡為？ 

調查結果： 

 0 1 2 3 4 5  

未曾 155 42 26 41 11 4 經常 

（二） 調查分析 

本問卷調查之樣本數為 279 人，各題帄均得分與調查結果如

下表： 

題目 帄均得分 調查結果 

1 3.67 現行出口報單副本核發效率滿意度中上 

2 4.44 多數業者皆希望能盡早拿到報單副本 

3 3.03 提供切結書之意願中等 

4 1.01 44%曾接獲國稅局告知無海關檔資料，其中 45%

（3 分以上）則常被告知 

表 3、得分調查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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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各題得分分佈情形，所呈現趨勢與表 1 調查結果相同，

如下圖： 

 

圖 1、得分分佈累積圖 

 

  

0% 20% 40% 60% 80% 100% 

1.滿意度 

2.盡早拿 

3.切結書 

4.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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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報單資料分析，探討預期效益及影響 

研究方法之報單資料分析，主要在探討通關系統流程修改前後，

對於出口貿易統計資料準確性及即時性之增進，總額交查資料之影

響，報單副本核發速度之改善，進行探討預期效益及影響，以確認

通關系統流程之修改是否能達到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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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現況分析 

一、 出口貿易統計資料 

海關出口貿易統計資料範圍及時間係依據財政部關務署官網

《統計資料背景說明》三、統計範圍：出口與復出口部份（略），而

統計標準時間「以每月進口、復進口、出口、復出口報單放行並完

成審核之日期為準。」於每月中旬發布前 2 月份統計資料。 

目前出口貿易統計資料均以出口報單（包含復出口）審核後為

取樣時間點，易因等候結關及銷艙等因素，致使原應屬當月出口貿

易統計值之報單，因前揭因素導致頇延至次月審核，造成出口貿易

統計資訊無法即時反映當月報關出口之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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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艙單申報時限 

（一） 海運時限 

依據財政部公告《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理辦法》第 43 條規

定「船舶出口前，船長或由其委託之船舶所屬業者應檢具下列文

件向海關申請結關，經核發結關證明書後，船舶始得出港…第一

項第二款文件(出口貨物艙單)以連線方式傳輸者，應於船舶結關

後四十八小時內為之，並免向海關遞送書面艙單。」，運輸業者於

取得結關證明書後，船舶始得出港，船隻結關後 48 小時內應完成

出口裝船清表申報。 

（二） 空運時限 

空運少部分亟需核發副本之報單雖其貨物業已離境，而《運

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理辦法》第 74 條第 3 項原規定「以電腦連線

方式傳輸艙單訊息者，應於飛機起飛後四十八小時內傳輸並免向

海關遞送書面艙單。」，運輸業者有四十八小時寬限時間更正所傳

艙單資料，通關網路公司因而延至四十八小時後傳送併單資料予

海關系統作批次銷艙，以致出口報單未能於四十八小時內進行審

核作業，可能影響報單副本之核發及查無總額交查資料等，影響

業者後續作業。然該規定於 2015 年 3 月 25 日改為「飛機起飛出

境前，其機長或飛機所屬運輸業者應向海關申報下列文件：一、

出口貨物艙單。…前項第一款出口貨物艙單申報時限之適用態樣、

執行階段或寬限期等相關作業事項，由關務署公告之。」，可見未

來出口貨物離境即刻銷艙指日可待，但因銷艙異常情形仍不定期

發生，無法完全避免，突顯本研究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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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出口報單副本 

（一） C1 及 C2 無紙化報單均可線上申請 

出口 C2 報單檢附文件無紙化作業係關務署 2015 年 9 月 17

日台關業字第 1041021510 號公告自 2015 年 9 月 23 日上線實施，

經核列得辦理 C2 無紙化通關者，得以連線申報方式取代書面補

件，報關人可將通關頇檢附文件之相關電子檔案資料（目前暫以

裝箱單、發票或商業發票、商標圖檔為限）以檢附申辦文件訊息

(NX5901)傳送至海關。 

１、 海運 C1 報單副本線上核發實施時程 

我國海關公告自 2008 年 12 月 1 日新增出口 C1 報單副本

線上申辦核發作業，可直接下載出口證明書 PDF 檔使用。 

２、 空運 C1 報單副本線上核發實施時程 

我國海關公告自 2009 年 11 月 30 日實施空運出口 C1 報

單副本線上申辦核發作業，此後海、空運 C1 報單副本第

2 和 5 聯皆可使用工商憑證或自然人憑證登入關港貿單一

窗口網站(http://portal.sw.nat.gov.tw/)進行線上申請。 

報關人可以工商憑證或自然人憑證登入單一窗口網站，限為

出口貨物之貨物輸出人或具長期委任關係之報關業者，規費繳納

可選擇採用「規費按月彙繳」或「規費逐單繳納」；如採「規費逐

單繳納」者，限於前揭單一窗口網站之稅費繳納系統線上繳納，

自行列印出口報單第 5 聯（證明聯），以每次申請核發 1 份，驗證

查詢 1 次為限。 

http://portal.sw.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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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C2 有紙及 C3 報單頇向海關申請簽發 

出口報單副本由海關人工核發者，其行政作業包括銷艙、審

核、編袋、簽收報單、核對書面資料、案件分類、核發記錄、加

蓋騎縫章及簽證專用章、核銷規費、編號、電腦建檔、蓋關防…

等，通常需 5 個工作天。 

（三） 報單副本核發緩慢陳情案 

財政部關務署根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2013 年 9 月 18 日貿管

字第 1022800027B 號函轉台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年 8 月 28 日

陳情書，於同年 10 月 29 日台關業字第 1021021328 號函四關，

要求各關提供申請核發出口報單出口證明用聯案件現行之作業流

程及所需工作天數，並檢視是否有檢討修改之必要。此案係因該

公司頇檢附「出口報單副本第 5 聯（出口證明用）」始得申請「輸

出伊朗貨品證明書」，否則無法依「臺伊貿易款項清算機制」向指

定銀行辦理清算解款，卻因出口報單副本之核發至少需費時 5 日，

以致該公司提出陳情書。 

前揭清算機制係因聯合國安理會 2012 年 6 月決議對伊朗擴

大制裁，多數伊朗銀行被列入美國財政部所公布的「特別指定國

家名單」，禁止外國金融機構有金融往來，造成我國廠商出口伊朗

後，一度無法透過銀行取得貨款，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為利廠商

取得貨款，爰建置該清算機制，以我國向伊朗購買原油所得款項，

作為支應輸伊出口商之貨款基金，讓出口商透過此機制取得貨款。 

隨著美國及歐盟宣布伊朗減核協議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JCPOA)已獲談判成員國之採認，於 2015 年 10 月

18 日正式生效。JCPOA 生效後，美國及歐盟將開始研擬解除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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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經濟制裁之細節，而伊朗則頇縮減核計畫，並配合國際原子

能總署(IAEA)進行查驗。唯有經 IAEA 查驗確認伊朗履行協議後，

才分階段解除對伊朗之制裁。 

無論未來出口至伊朗是否仍需藉由清算機制取得貨款，誠如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大部分貨物輸出人仍欲於貨物出口後立即取

得出口報單副本，甚至偶有特殊原因急需立即取得該副本，以本

研究微調出口通關流程排除銷艙問題直接進入審核階段，預計至

少可大幅縮短 2 天以上副本核發時間，後面效益評估章節將更精

確地以數據分析預期可縮短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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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系統影響分析 

（一） 海空共同部分 

１、 審核及理單方面：報單審核完會將報單依理單袋編碼規

則收存於同袋號之理單袋中，送交理單室，應探討先審

核後銷艙（以下稱新流程）之報單於審結時應另編新袋，

或維持原編袋規則，前者有可能因為案例不多，而最終

皆頇人工終止袋號，但管理上相對容易；後者則可能較

容易延宕正常報單回理單室時程，以致他人無法借單，

相同點為兩者皆需增加「已審結未銷艙」註記，但對於

前者而言，是否比照續辦報單方式，將該報單視為仍由

審核人員借出狀態，直到銷艙完成後送理單室進行歸還，

將可避免因少數新流程報單致使其他報單無法送理單室

問題；另外，新流程報單於出口報單審核作業（以下稱

EJ03）審核時是否需要有相關提示訊息，以利關員確認

報單是否可以送理單室，亦頇各業務單位討論一致作法，

惟若採用新編袋規則，則或許可避開此整合性問題，直

接視為新作法即可，採新作業方式辦理及追蹤，避免與

舊流程混淆。審核後以 EK71 印製之報表資料亦頇增加前

揭註記以茲辨識報單目前狀態。 

２、 簽證方面：報單副本之核發，與退稅等作業甚為相關，

應於報單審核後進行，因此關員若要核發符合新流程之

報單副本，便建議 EJ03 新增提示關員確認是否已收到業

者提供之具結書（C1 或 C2 無紙可採線上傳輸），否則仍

頇等待銷艙始得核發。首先，需於 EJ03 審結編袋時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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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審核人員不得審核未提供具結書之新流程報單；再者，

為提供業者更快核發副本之效率，亦需於 EK01 核發符合

新流程之報單副本時提示是否已收到具結書，並新增收

到具結書欄，讓報單在完成銷艙前，能提前發給，但若

已銷艙則無頇提示，可逕予核發，但若以系統邏輯異動

最小化方式處理原則，建議僅可於 EJ03 異動收到具結書

註記，避免後續控管及審核後交換資料問題。 

３、 通關狀態影響方面：由於出口貿易統計資料係以審核日

期進行相關資料挑檔統計，而相關追蹤報單亦以放行日、

銷艙或審核等日期篩選資料，皆與通關狀態無關，唯一

可能會有問題的只有分估人員欲修改新流程報單時，因

報單狀態轉移作業(回復未放行等狀態)（以下稱 EE09）

畫面係以通關狀態判讀可轉換之狀態，若現今將審核移

至銷艙作業前，新流程報單於審核後之通關狀態為「審

核完成（以下稱 MT）」無問題，但倘該報單隨後完成銷

艙，則最後狀態會是 CM，將造成該報單無法恢復為未審

核狀態，因為系統無法得知該報單係屬新流程報單，誤

以為是一般已完成銷艙、尚未審核者，因此建議新流程

報單即便後續已完成銷艙，亦不更動報單之通關狀態，

維持為 MT，即可避免此類問題。 

４、 e 化沖退稅及總額交查方面：現行機制皆於審核後進行，

由於涉及退稅，新流程應有對應配套措施，以避免發生

爭議。 

５、 退關、部份退關及銷艙不符方面：退關或部份退關原就

可能發生於報單 MT 後，並無影響；而銷艙不符通常係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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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或報單異常，其中，僅於報單件數申報錯誤時，始頇

異動報單狀態，俟修正資料後再重新 MT，如係艙單資料

申報錯誤，因無頇修改報單內容，照新流程作業即可於

審核後銷艙，故亦無影響。 

（二） 海運特有作業部分 

現行審核人員先由出口報單審核追蹤清表(海)（以下稱 EJ71）

進行待審核報單之追縱，後進行審核作業，因為海運理單室設立

位置，不一定在海運同分關大樓內，送理單室之報單，需確認銷

艙等動作皆已完成，再將報單送至理單室簽收歸檔，以免造成報

單因銷艙不符需修正時，往來借閱之不便。 

（三） 空運特有作業部分 

新流程對於艙單追蹤人員並無影響，因此 EI75 無頇異動，但

對於審核追蹤人員而言，EJ81 因區分為 C1 及 C2/C3M 兩種報表，

應新增相關註記辨別報單是否屬於新流程，報表名稱亦應更改，

以符合追蹤條件。 

另外，海空一段式之空運報單及 T2 或 T6 轉運申請書尚未二

次進倉者，新流程應增加防弊邏輯，係因尚未二次進倉代表貨物

實際尚未抵達出口地貨棧，故此類案件均不得執行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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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解決方案規劃 

一、 海關端作業 

（一） 海空共同部分 

１、 為避免新流程報單尚未銷艙以致已銷艙之正常報單無法

送理單室歸檔問題，EJ03 審核新流程報單時，其袋號應

採用新編碼規則（亦需分為簽證袋與一般袋）。 

２、 為控管新流程報單後續資料交換、沖退稅及簽證核發作

業，EJ03 應增加新流程控管機制，如：欲審核之報單尚

未銷艙，則必頇於畫面勾選確認已收到廠商具結書，新

增收到具結書欄位，未填入「Y」者禁止審核；或者允許

審核，但不作資料交換，且不得核發報單副本，應賦予

新通關狀態代號（例如：MX，先審核未具結）供系統辨

識，隨後於批次銷艙作業完成時，一律異動其通關狀態

為審核完成（MT）。 

３、 為利海關系統之銷艙批次程式能處理新流程報單，原僅

判斷報單是否已經放行(RL)，頇增加條件為「或是否已

審核(MT)」或「或是否已審核未具結(MX)，」，以利新流

程報單銷艙。 

４、 為使新流程報單與其他報單之最終狀態一致，前者於銷

艙後之通關狀態均為「MT」。 

５、 為使審核關員可確認袋號內各報單是否已銷艙， EK71

應新增「已審結未銷艙」註記，以便確認此袋是否可以

送理單室歸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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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簽證方面，為防關員誤核發未具結之新流程報單，EK01

應新增是否已具結、是否已銷艙註記欄位，已具結註記 Y

者，簽證人員可核發給報單副本，若無已具結註記，則

已銷艙註記欄為 Y 者，始可核發，否則禁止核發，並於

處理說明顯示無法核發之理由。 

（二） 海運特有作業部分 

審核人員由「出口報單審核追蹤清表(海)(EJ71)」，進行待審

核報單之追縱，後進行審核作業，再由「出口理單編號清表

(EK71)」列印檢視各袋號內各報單是否完成銷艙，確認此袋是否

可以移送理單室，因此需新增「未銷艙註記」欄位供檢視。 

（三） 空運特有作業部分 

為使審核人員可追蹤尚未銷艙之新流程報單，EJ81 應新增

「已審結未銷艙」註記及「理單編號」欄資料，以便其確認該類

報單存於那些理單袋中。 

因為新流程必頇判斷先行審核之報單是否已銷艙，才能將報

單送理單室簽收歸檔，需藉由審核人員原定期檢視之「已銷艙未

審結報單清表（EJ81）」追蹤此類異常，故該報表應新增「已審

結未銷艙」註記，當然，該報表也應更名為「已銷艙未審結/已審

結未銷艙報單清表」，但是，由於「艙單異常清表（EI75）」係以

銷艙日期作為篩選依據，因此追蹤艙單人員仍然會持續追查該報

單之未銷艙情形，而於 EJ81 增加該註記也另闢供審核人員獲取

銷艙資訊之管道。 

另外，亦可藉由前述 EK71 列印檢視所指定之理單袋或連續

袋號之理單袋中，各報單之銷艙情形，惟空運出口報單量大，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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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法恐較不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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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業者端作業 

（一） 申請報單副本 

海關報單副本核發分為 C1 報單線上申請或紙本申請，現行

線上報單副本申請可經由關港貿單一窗口官網之「線上申請報單

副本核發系統」進行申請核發，廠商需以工商憑證登入該系統提

出線上申請後，查詢報單副本是否已完成申請，再進行報單副本

預覽及列印作業，申請人限為進口貨物之納稅義務人、出口貨物

之貨物輸出人或具長期委任關係之報關業者。未來可考慮實行於

C1 或 C2 無紙化出口報單，如此一來，業者便可於放行後及時線

上申請報單副本，至於 C2 及 C3 報單，仍頇於現場申辦。 

（二） 沖退稅 

現行電子化沖退稅作業使用關港貿單一窗口官網之「外銷品

沖退原料稅電子化作業系統」（以下簡稱沖退稅作業系統），經濟

部工業局配合將外銷品原料核退標準之電子資料傳送該系統，廠

商於外銷品出口前以工商憑證登入系統，參據工業局核定之原料

核退標準資料製作外銷品使用原料及其供應商資料清表（以下簡

稱用料清表），經電腦比對出口放行(出口報單通關流程查詢有沖

退稅電子化註記)者，即可於報單審結後經由該系統申請沖退原料

關稅及貨物稅。在本研究新出口通關流程規劃下，無論是 e 化或

一般沖退稅案件，仍可以現行申報方式進行申報，惟已審核未銷

艙情況下頇考量本研究所提檢附具結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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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可行性分析 

本研究可行性分析包含技術面是否因新流程變動系統邏輯與所涉作

業習慣有窒礙難行之處，再研究業務面於新流程變動相關業務作業

後，是否造成人員負擔及不便進行分析。 

一、 技術面 

以下分析本研究新流程變動通關系統邏輯與所涉作業習慣有無

窒礙難行之處，原則上採通關系統邏輯異動最小化方式，可降低因

流程變革衍生之衝擊，異常問題也較不容易發生。 

（一） 各類報表之產製 

經查銷艙異常相關清表均以銷艙註記作為篩選條件，因此先

審結已放行未銷艙報單不會影響此類清表之產製，又審核作業相

關清表係以首次或最新審核日期作為篩選依據，故亦不受影響，

惟為管控新流程異常情形，未來出口通關系統 EK71 及 EJ81 報

表新增相關註記，係改變作業人員習慣，應屬可行。 

（二） 以下變動係新增通關系統程式邏輯或改變作業習慣 

１、 未來出口通關系統 EJ03 審核新流程報單採用新編碼規則

（分為簽證袋與一般袋）。 

２、 未來出口通關系統 EJ03 增加新流程控管機制，如欲審核

之報單尚未銷艙，則必頇於畫面勾選確認已收到廠商具

結書，新增收到具結書欄位，未填入「Y」者禁止審核；

或者允許審核，但不作資料交換，且不得核發報單副本，

應賦予新通關狀態代號（例如：MX，先審核未具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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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辨識，隨後於批次銷艙作業完成時，一律異動其通

關狀態為審核完成（MT）。 

３、 本研究新流程報單於銷艙後不需異動通關流程代碼，仍

維持為「MT」。 

４、 海關系統之銷艙批次程式，原僅判斷報單是否已經放行

(RL)，頇增加條件為「或是否已審核(MT)」，以利本研究

新流程報單銷艙。 

５、 海空一段式之空運報單及 T2 或 T6 轉運申請書尚未二次

進倉者，本研究新流程應增加防弊邏輯。 

（三） 通關狀態部分 

１、 一般通關流程的狀態，與統計資料的調印無影響，統計

資料的調印挑的審結報單，是在報單有審結的時候會自

動把審結日期寫入審核和新審核日期，如果之後有拉回，

會清空新審核日期，二審後再將新日期填入。統計資料

一般而言，有新日期會以新的審核日期為准準進行更版

修正。 

２、 本研究新流程報單如新增通關狀態 MX，則 EE09 應將之

視同 MT 狀態處理。 

（四） 資料交換部分 

原本出口貿易統計或總額交查係以報單已審核為挑檔要件，

因此本研究新流程需修改相關挑檔邏輯（如：符合「已審核且已

銷艙或已審核未銷艙且有收到具結書註記」條件，始能進行資料

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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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業務面 

以下分析業務面於新流程變動相關業務作業後，是否造成人員

負擔及不便進行本研究，以期降低人員使用本研究新作業時之阻礙。 

（一） 海空共同部分 海空一致部分 

１、 審核及理單方面：原本作業方式相同，惟新增本研究新

流程邏輯，增加通關系統作業功能，並沿用原使用之追

蹤清表，增加本研究新流程所需資料以供參考，應屬可

行。 

２、 簽證方面：本研究作業方式與原本相同，惟本研究新流

程報單無法核發簽證時，通關系統 EK01 增加欄位資料供

參考不能核發原因。 

３、 總額交查、沖退稅及保稅帳務方面：有可能造成相關問

題（例如：放行後貨物未離境，因本研究新流程報單先

審核以致少數個案先行核退相關稅費），但過去就有是類

案情發生，由於出口報單已銷艙仍可能有少數個案未實

際離境，此時審核人員完成審核之報單其實等同於本研

究新流程情況，而目前仰賴執行相關程序以恢復錯誤資

料或補稅等，因此本研究新流程所衍生之問題也並非新

問題，僅突顯既有問題而已。 

（二） 空運特有作業部分 

審核人員使用通關系統 EJ81 新增相關註記與資料，增加本

研究新流程所需資料以供參考，以及未二次進倉不得執行新流程，

應屬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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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項作業之異動情形及說明彙整 

根據本研究表 4、各項作業之異動情形及說明彙整表，說明上

述各項作業之異動情形及彙整結果。 

 影響作業 異動部分 說明 

1  EK71 畫

面 

新增「已審結未銷艙」註記。 供審核人員檢

視。 

2  EJ81 報

表 

新增「已審結未銷艙」註記及「理

單編號」欄資料，並將報表名稱改

為「已銷艙未審結/已審結未銷艙

報單清表」。 

3  EK01 畫

面 

新增顯示「已審結未銷艙」註記資

料，該註記係於 EJ03 異動。 

提供簽證人員

參考。 

4  EJ03 審

核編袋 

改採新編碼規則。 系 統 新 增 邏

輯。 

5  EJ03 流

程控管 

有下列 3 種選擇： 

1. 尚未銷艙者，必頇於「收到具

結書欄」填入「Y」者，否則

禁止審核。 

2. 尚未銷艙者仍允許審核，但禁

止核發報單副本，且不作總額

交查、保稅除帳及 e 化沖退稅

等資料交換作業，賦予新通關

狀態代號（如：MX，先審核未

具結）供系統辨識，俟銷艙完

成後，系統同時自動異動其通

關狀態為審核完成（MT），同

時啟動資料交換作業。 

3. 承 2.，根據業務評估及風險控

制，新流程報單於未銷艙狀態

下，可逐步開放資料交換或可

3 種作法之修

改邏輯複雜程

度為 1<2<3，

而改善成效亦

是 第 3 種 最

大，甚至當全

面開放時，其

成效將如本研

究之效益分析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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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作業 異動部分 說明 

核發之報單副本聯別。 

6  銷艙批次

程式 

如 EJ03 採第 1 種作法，增加判斷

報單狀態「是否已審核(MT)」，如

採第 2、3 種，則判斷「是否為

MX 或 MT」，以利新流程報單銷

艙。 

因原程式僅判

斷報單是否已

經放行 (RL)始

得銷艙，故頇

新增此邏輯。 

7  銷艙：異

動通關流

程代碼 

新流程報單不需異動通關流程代

碼，維持為「MT」。 

因為已審核，

故通關狀態不

變。 

8  EE09 報

單狀態轉

移作業 

如新增通關狀態 MX，則 EE09 應

將之視同 MT 狀態處理。 

 

9  海空一段

式之空運

報 單 及

T2 或 T6

轉運申請

書 

尚未二次進倉者，不得執行新流

程。 

因貨物實際尚

未運抵出口地

貨棧。 

表 4、各項作業之異動情形及說明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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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別 基隆關 高雄關 臺北關 臺中關 總計

改善FOB(億元) $10.17 $768.97 $5,442.07 $24.93 $6,246.13

FOB統計(億元) $16,567.29 $31,074.37 $47,796.41 $22,124.63 $117,562.70

改善比例 0.06% 2.47% 11.39% 0.11% 5.31%

柒、 效益分析 

為探討本研究新流程實行之預期效益，茲分析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0 月份之出口報單（不含快遞出口簡易申報單）等資料

（資料來源：海關通關系統資料庫），觀察對於出口貿易統計值真實

度之改善、減少總額交查資料跨月情形、加速沖退稅帳務處理、提

升報單副本核發及推廣貿易服務費徵收等效率。 

一、 改善出口貿易統計值真實度 

依據財政部關務署官網《統計資料背景說明》三、統計範圍：3、

出口及 4、復出口之內容，符合條件者始得納入貿易統計，並排除

全部退關及部分退關貨物，因為該類貨物並未實際出口，爰加以排

除。 

根據本研究表 5、貿易統計改善比較分析表顯示，財政部關務

署基隆關每年可改善 10.17 億元，改善幅度為 0.06%，高雄關每年

可改善 768.97 億元，改善幅度為 2.47%，臺北關每年可改善

5,442.07 億元，改善幅度為 11.39%，臺中關每年可改善 24.93 億

元，改善幅度為 0.11%，而海關加總每年可改善 6,246.13 億元，可

改善幅度為 5.31%。 

 

 

 

 

表 5、貿易統計改善比較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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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減少總額交查跨月情形 

總額交查資料如有跨月情形發生，將衍生出口人至國稅局申報

時查無海關資料，以致零稅率申報發生問題，影響出口人權益，如

採本研究之新流程作業，將可避免發生，提升內地稅核退效率。 

根據本研究表 6、總額交查放行與審結不同月份資料分析表顯

示，本研究新流程作業可改善總額交查跨月情形帄均每月約 520.51

億元，每年約可改善 6,246.14 億元，顯見現行制度下之總額交查效

率偏低，以出口報單離岸價格（Free On Board，以下簡稱 FOB）

所佔比例來看，約有 87%報單之收單關為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約

12%為高雄關，該二關共佔了 99%出口貿易統計誤差值；如以出口

報單量所佔比例來看，則約有 94%出口報單之收單關為臺北關，約

5%為高雄關，亦共佔約 99%出口報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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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行年月 103/11 103/12 104/01 104/02 104/03 104/04 104/05 104/06 104/07 104/08 104/09 104/10 各關月均量

報單量 3 4 2 1 2 0 0 0 0 3 0 2 17

總FOB (億元) $1.76 $3.04 $1.8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45 $0.00 $1.06 $10.17

年報單量 報單比例

年總FOB (億元) FOB比例

報單量 1,891 1,611 2,434 2,090 1,959 2,639 1,877 1,979 2,760 1,834 1,598 2,414 25,086

總FOB (億元) $53.55 $65.47 $58.74 $77.20 $57.50 $68.04 $50.50 $73.95 $73.90 $50.85 $72.93 $66.34 $768.97

年報單量 報單比例

年總FOB (億元) FOB比例

報單量 37,276 32,696 46,981 33,012 37,141 53,208 36,820 33,927 51,765 30,314 18,068 47,759 458,967

總FOB (億元) $480.79 $444.74 $504.64 $458.47 $489.68 $543.49 $411.46 $407.01 $583.49 $343.73 $292.92 $481.66 $5,442.07

年報單量 報單比例

年總FOB (億元) FOB比例

報單量 200 110 227 179 212 225 235 183 323 217 135 309 2,555

總FOB (億元) $1.70 $1.14 $3.29 $2.18 $2.27 $2.57 $2.43 $2.15 $1.99 $2.16 $1.14 $1.90 $24.93

年報單量 報單比例

年總FOB (億元) FOB比例

報單量 39,370 34,421 49,644 35,282 39,314 56,072 38,932 36,089 54,848 32,368 19,801 50,484 40,552

總FOB (億元) $537.80 $514.39 $568.53 $537.85 $549.45 $614.10 $464.39 $483.11 $659.38 $399.19 $366.99 $550.96 $520.51

年報單量

年總FOB (億元)

486,625

$6,246.14

四關總量

高雄關

臺北關

臺中關

25,086 5%

2,555 1%

$24.92 0%

$768.97 12%

458,967 94%

$5,442.08 87%

總額交查放行與審結不同月份資料分析表（103年11月至104年10月）

基隆關

17 0%

$10.17 0%

 

 

 

 

 

 

 

 

 

 

 

表 6、總額交查放行與審結不同月份資料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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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有 99%總額交查誤差之出口報單收單關為財政部關務署高

雄關及臺北關，因此接下來根據本研究圖 2、總額交查改善圖（總

FOB）與圖 3、總額交查改善圖（出口報單量）等兩張圖顯示該二

關，以利觀察比較。 

 

圖 2、總額交查改善圖（總 FOB） 

 

圖 3、總額交查改善圖（出口報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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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別 改善報單量 總額交查報單量 改善度 改善FOB 總額交查FOB 改善度

基隆關 17 79 22% 1,016,651,485 3,847,759,760 26%

高雄關 25,086 192,689 13% 76,896,650,815 565,905,456,258 14%

臺北關 458,967 3,928,847 12% 544,207,107,994 4,792,572,251,045 11%

臺中關 2,555 18,353 14% 2,492,888,534 21,970,149,241 11%

總計 486,625 4,139,968 12% 624,613,298,828 5,384,295,616,304 12%

根據本研究表 7、總額交查改善比較表，觀察總額交查之改善

程度，改善比率最大者分別為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和臺中關，原因

為該二關送總額交查之總報單量較其他關別少，因此改善比例較為

顯著，但以總量來看，仍然是臺北關與高雄關為重。 

 

 

 

 

 

表 7、總額交查改善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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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行年月 103/11 103/12 104/01 104/02 104/03 104/04 104/05 104/06 104/07 104/08 104/09 104/10 各關月均量

報單量小計 1,044 1,417 962 1,002 931 911 818 713 888 757 813 895 929

總FOB小計 $29.07 $40.55 $33.30 $32.18 $34.18 $30.75 $25.71 $23.51 $34.34 $23.85 $25.72 $36.78 $30.83

年報單量 報單比例

年總FOB (億元) FOB比例

報單量小計 653 620 566 393 539 629 617 516 662 570 549 719 586

總FOB小計 $15.73 $16.82 $12.98 $8.13 $10.63 $13.60 $16.28 $10.92 $13.65 $12.46 $10.98 $12.90 $12.92

年報單量 報單比例

年總FOB (億元) FOB比例

報單量小計 802 637 1,029 901 917 961 779 688 569 735 742 696 788

總FOB小計 $13.84 $12.18 $17.55 $16.28 $20.66 $20.10 $13.60 $13.32 $12.33 $14.25 $16.78 $15.60 $15.54

年報單量 報單比例

年總FOB (億元) FOB比例

報單量小計 743 806 954 771 665 825 707 692 831 695 677 710 756

總FOB小計 $24.86 $30.80 $36.31 $32.95 $28.28 $21.34 $24.36 $20.24 $22.18 $22.91 $24.65 $21.13 $25.83

年報單量 報單比例

年總FOB (億元) FOB比例

年報單量

年總FOB (億元)

放行與發證不同月份資料分析表（103年11月至104年10月）

基隆關

11,151

高雄關

臺北關

$369.94

7,033

$155.08

四關總量

36,716

$1,021.52

30%

36%

19%

15%

26%

18%

臺中關

25%

30%

9,456

$186.49

9,076

$310.01

三、 加速沖退稅帳務處理效率 

海關系統於簽證人員核發出口報單副本第 3 聯後，會將所核發

報單資料傳送沖退稅管理系統，退稅單位可藉此作為核定退稅參考

資料。 

 

 

 

 

 

 

 

 

 

 

 

 

表 8、放行與發證不同月份資料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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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放行與發證不同月份資料分析圖（總 FOB） 

 

 

圖 5、放行與發證不同月份資料分析圖（出口報單量） 

 

根據本研究圖 4、放行與發證不同月份資料分析圖（總 FOB）

與圖 5、放行與發證不同月份資料分析圖（出口報單量）顯示，財

政部關務署基隆關每年改善出口報單(發證跨月)量占總報單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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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40%；高雄關為 37%；臺北關為 35%；臺中關為 38%。每年改

善出口報單 FOB 總金額占總 FOB 比例，基隆關為 36%；高雄關為

37%；臺北關為 36%；臺中關關為 37%，以總量來看，本研究可改

善約 38%出口報單發證跨月情形，佔總 FOB 之 36%，對沖退稅效

率之改善度極為顯著(詳參本研究表 9、加速沖退稅帳務分析表)。 

 

表 9、加速沖退稅帳務分析表 

  

關別 基隆關 高雄關 臺北關 臺中關 總計

改善報單量 11,151 7,033 9,456 9,076 36,716

總報單量 28,006 18,858 27,189 23,739 97,792

改善比例 40% 37% 35% 38% 38%

改善FOB(億元) 370 155 187 310 1,022

總FOB(億元) 1,040 418 523 848 2,828

改善比例 36% 37% 36% 37%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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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提升報單副本核發效率 

海關核發出口報單副本除上節討論之第 3 聯（沖退原料稅用聯）

外，尚有第 4 聯（退內地稅用聯）第 5 聯（出口證明用聯）、第 6 聯

（留底聯）及第 7 聯（其他聯），在此不討論各聯之用途，著重於分

析報單副本核發相關資料。 

根據本研究表 10、報單副本核發分析表顯示，自出口報單放行

日起，海關辦理出口報單副本核發作業帄均需耗費 12 至 13 天，惟

該日數並非工作天，故應扣除國定假日，如以週休二日概算之，再

假設橫跨兩週，則共應扣除 4 天，帄均約需耗費 9 至 10 個工作天，

與前揭章節提及之報單副本核發日數僅需 5 個工作天，相差 4 天，

而且該節所提天數應係自審結日起算，畢竟出口報單副本之核發頇

待審核人員處理後，將該報單交付簽證人員始能進行作業。另外，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及高雄關核發時程較長，該二關以海運報單居

多，放行後等待開船要一段時間，究明原因係等待銷艙費時所致，

故實施本研究新流程作業後預估可提前 9 至 10 個工作天以上(詳參：

本研究圖 6、報單副本核發分析圖（報單量）與圖 7、報單副本核發

分析圖（核發總日數）及圖 8、報單副本核發分析圖（核發帄均日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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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行年月 103/11 103/12 104/01 104/02 104/03 104/04 104/05 104/06 104/07 104/08 104/09 104/10 各關月均量

報單量 3,831 4,654 3,915 2,996 4,524 4,372 3,997 3,995 4,372 3,829 3,955 4,223 4,055

放行至核發日數 58,175 84,062 54,292 48,777 60,467 61,230 45,555 43,287 48,805 43,216 45,728 45,672 53,272

帄均日數 15 18 14 16 13 14 11 11 11 11 12 11 13

年報單量 報單比例

年核發日數 日數比例

報單量 3,003 3,429 2,845 2,178 3,290 3,350 2,824 2,874 3,144 2,603 2,704 2,932 35,176

放行至核發日數 32,941 42,745 32,252 30,334 38,707 36,681 32,369 31,855 37,535 30,199 30,914 36,042 412,574

帄均日數 11 12 11 14 12 11 11 11 12 12 11 12 12

年報單量 報單比例

年核發日數 日數比例

報單量 3,455 3,702 3,340 2,625 3,611 3,431 3,317 3,219 3,299 3,228 3,238 3,362 39,827

放行至核發日數 49,282 50,742 51,340 43,762 52,388 52,795 42,486 33,683 31,683 29,760 31,023 30,736 499,680

帄均日數 14 14 15 17 15 15 13 10 10 9 10 9 13

年報單量 報單比例

年核發日數 日數比例

報單量 3,217 3,868 3,313 2,574 3,669 3,859 3,464 3,573 4,005 3,474 3,489 3,928 42,433

放行至核發日數 35,992 51,500 48,056 41,854 40,670 44,612 40,783 37,451 43,298 35,375 36,930 40,921 497,442

帄均日數 11 13 15 16 11 12 12 10 11 10 11 10 12

年報單量 報單比例

年核發日數 日數比例

報單量 13,506 15,653 13,413 10,373 15,094 15,012 13,602 13,661 14,820 13,134 13,386 14,445 166,099

放行至核發日數 176,390 229,049 185,940 164,727 192,232 195,318 161,193 146,276 161,321 138,550 144,595 153,371 2,048,962

帄均日數 13 15 14 16 13 13 12 11 11 11 11 11 12

年報單量

年核發日數

166,099

2,048,962

499,680 24%

42,433 26%

497,442 24%

四關總量

報單副本核發分析表（103年11月至104年10月）

基隆關

高雄關

臺北關

臺中關

48,663

639,266

29%

31%

35,176 21%

412,574 20%

39,827 24%

 

 

 

 

 

 

 

 

 

 

 

 

 

 

 

表 10、報單副本核發分析表 

 



探討出口通關系統報單先審核後銷艙之可行性 

51 

 

圖 6、報單副本核發分析圖（報單量） 

 

圖 7、報單副本核發分析圖（核發總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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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報單副本核發分析圖（核發帄均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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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微幅提升推廣貿易服務費徵收效率 

推廣貿易服務費（以下稱推貿費）係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委由海

關代為徵收，除部分特定稅則貨物已改採逐案徵收外，其餘貨物由

海關系統於每一季首月初彙總前一季之出口報單應徵費用資料後，

依貨物輸出人申報地址郵寄推貿費繳納證。 

本研究新流程既可改善跨月情形，亦能改善「跨季」情形，惟

推貿費之徵收涉及事後修改以致補、減或免徵，且推貿費僅佔應徵

貨物離岸價格之萬分之四，改善跨季案件之效益較不明顯，故本節

不分析實際數據，僅敘明本研究有助減少推貿費徵收未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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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結論與建議 

一、 研究結論 

本研究發現，新流程規劃對於各類案件及內、外部之影響均不

同，通關系統邏輯異動以最小化方式處理乃實現本研究新流程之最

佳策略。而海關出口報單採先行審核後銷艙，則能使我國出口貿易

統計資料更貼近真實，提升資訊之正確性與即時性，連帶大幅提升

關稅與內地稅相互勾稽及海關出口報單副本核發等效率。 

現行海關 C1 無紙化報單線上核發報單副本甚為便民，而自

2015 年 9 月 23 日起實施之出口 C2 報單檢附文件無紙化報單量漸

趨增加，未來放寬無紙篩選條件後，屆時本研究新流程之需求將更

加顯著，由問卷調查結果可知，出口報關業者多數希望能更快取得

報單副本，對於提供具結書也普遍願意配合，而經由本研究之效益

分析結果更顯示採用本研究新流程可獲致大幅且多面向之改善，對

於政府行政效率與決策之精進，實為大躍進，可望收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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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建議 

本研究主要探討改善出口貿易統計真實度之可行性，並延伸探

討「總額交查」及「出口報單副本核發」效率，因前者關係到出口

貿易統計資料真實度，放行後能儘速提供挑檔資料則越貼近真實，

而本研究先審核後銷艙作法即可達成標的；後者因涉及退內地稅與

關稅，如為避免事後補稅問題，原則上應等待銷艙再行後續作業，

除非廠商願意提供具結書，或者業務面評估有無銷艙與後者案件之

後續作業並無絕對關係（例如：現行出口報單已銷艙之貨物仍有可

能尚未離境），或者因問題案件屬於少數、影響甚微，若全面採取本

研究新流程作法，以本研究效益分析結果來看，利遠大於弊。 

惟本研究所提廠商具結作業適法性問題事涉法規面，爰暫不採

行具結方式作業，留待後續法規面之研究，如此可降低新流程變革

帶來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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