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三十四條    報關業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第九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第二項、第十五條、第十八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八

條、第三十一條規定者，海關得依關稅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視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

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

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之報關業務或廢止其報關業務證

照。

第三十五條    報關業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十五條、第三十條規定

者，海關得依關稅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視其情節輕

重，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

罰鍰。

              報關業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二款、第三款、第三十條規定

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

成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之報關業務；其負責人或授權

掌理報關業務之經理人因而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宣告確定

者，廢止其報關業務證照，不受處罰三次之限制。

第三十六條    報關業違反第十七條第三項、第十九條、第二十四條、第

二十七條規定者，海關得依關稅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視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

二萬元以下罰鍰。

第三十七條    專責報關人員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十條第五項、第

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規定者，海關得依關稅法第八十四條

第二項規定，視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

幣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

              專責報關人員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三款規定者，除依前項

規定處罰外，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

停止六個月以下之報關審核簽證業務或廢止其登記。

第三十八條    專責報關人員違反第二十條第三項、第四項規定或當月

份執行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簽證業務發生錯單六次以上

且其錯單率達百分之一者，海關得依關稅法第八十四條第二

項規定，視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二

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

成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之報關審核簽證業務。

第三十九條    報關業以偽造、變造或其他不實之文件，取得報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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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經查明屬實者，海關得依關稅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規

定，廢止其報關業務證照。

              報關業辦理報關有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偽造委任書、

詐欺或其他不法情事者，海關得依關稅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

六個月以下之報關業務或廢止其報關業務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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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五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訂

定發布，迄今歷經二十五次修正。為配合一百零五年十一月九日修正公

布關稅法第八十四條規定，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本次修正六條，其

修正要點如下：

一、關稅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分別規定報關業者及專責報關人

員之處罰要件，為使本辦法之處罰依據明確，爰酌作文字修正。(修

正條文第三十四條至第三十八條)

二、將「連續」處罰用語修正為「按次」處罰。(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第三十

五條、第三十七條至第三十九條)

三、現行條文第三十七條「對該人員」四字係屬贅語，爰予刪除。(修正條

文第三十七條)

四、修正前關稅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但書規定，報關業者違規情節重

大，海關得廢止其報關業務證照，不受處罰三次之限制；該條項修

正後，但書規定已併入本文後段，爰配合刪除現行條文第三十九條

「但書」文字。(修正條文第三十九條)

3



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四條  報關業違反第

五條第二項、第九條、第十

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

第二項、第十五條、第十八

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八

條、第三十一條規定者，

海關得依關稅法第八十四

條第一項規定，視其情節

輕重，予以警告並限期改

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

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

成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

以下之報關業務或廢止其

報關業務證照。

第三十四條  報關業違反第

五條第二項、第九條、第十

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

第二項、第十五條、第十八

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八

條、第三十一條規定者，

海關得依關稅法第八十四

條規定，視其情節輕重，

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

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連續處

罰；連續處罰三次仍未完

成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

以下之報關業務或廢止其

報關業務證照。

為使處罰依據明確，酌修文

字；一百零五年十一月九日

修正公布關稅法第八十四條

規定，將「連續」處罰用語修

正為「按次」處罰，爰配合修

正相關文字。

第三十五條  報關業違反第

十三條第一項、第二十五

條、第三十條規定者，海

關得依關稅法第八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視其情節輕

重，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

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

萬元以下罰鍰。

      報關業違反第二十五

條第二款、第三款、第三十

條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

處罰外，並得按次處罰；

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

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之

報關業務；其負責人或授

第三十五條  報關業違反第

十三條第一項、第二十五

條、第三十條規定者，海

關得依關稅法第八十四條

規定，視其情節輕重，予

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

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

      報關業違反第二十五

條第二款、第三款、第三十

條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

處罰外，並得連續處罰；

連續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

正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

之報關業務；其負責人或

一、為使處罰依據明確，第

一項酌修文字。

二、一百零五年十一月九日

修正公布關稅法第八十

四條規定，將「連續」處

罰用語修正為「按次」處

罰，爰配合修正第二項

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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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掌理報關業務之經理人

因而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

宣告確定者，廢止其報關

業務證照，不受處罰三次

之限制。

授權掌理報關業務之經理

人因而受有期徒刑一年以

上宣告確定者，廢止其報

關業務證照，不受連續處

罰三次之限制。

第三十六條  報關業違反第

十七條第三項、第十九條、

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七條

規定者，海關得依關稅法

第八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視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

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

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

鍰。

第三十六條  報關業違反第

十七條第三項、第十九條、

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七條

規定者，海關得依關稅法

第八十四條規定，視其情

節輕重，予以警告並限期

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

上二萬元以下罰鍰。

為使處罰依據明確，酌修文

字。

第三十七條  專責報關人員

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二十條第五項、第二十一

條、第二十二條規定者，

海關得依關稅法第八十四

條第二項規定，視其情節

輕重，予以警告並限期改

正或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

五千元以下罰鍰。

      專責報關人員違反第

二十一條第三款規定者，

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並

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

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六

個月以下之報關審核簽證

業務或廢止其登記。

第三十七條  專責報關人員

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二十條第五項、第二十一

條、第二十二條規定者，

海關得依關稅法第八十四

條規定，視其情節輕重，

對該人員予以警告並限期

改正或處新臺幣二千元以

上五千元以下罰鍰。

      專責報關人員違反第

二十一條第三款規定者，

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並

得連續處罰；連續處罰三

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

止六個月以下之報關審核

簽證業務或廢止其登記。

一、為使處罰依據明確，第

一項酌修文字；另「對

該人員」四字係屬贅

語，爰予刪除。

二、一百零五年十一月九日

修正公布關稅法第八十

四條規定，將「連續」處

罰用語修正為「按次」處

罰，爰配合修正第二項

相關文字。

第三十八條  專責報關人員

違反第二十條第三項、第

四項規定或當月份執行第

二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簽

第三十八條  專責報關人員

違反第二十條第三項、第

四項規定或當月份執行第

二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簽

為使處罰依據明確，酌修文

字；一百零五年十一月九日

修正公布關稅法第八十四條

規定，將「連續」處罰用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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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業務發生錯單六次以上

且其錯單率達百分之一

者，海關得依關稅法第八

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視其

情節輕重，予以警告並限

期改正或處新臺幣二千元

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

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六

個月以下之報關審核簽證

業務。

證業務發生錯單六次以上

且其錯單率達百分之一

者，海關得依關稅法第八

十四條規定，視其情節輕

重，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

或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五

千元以下罰鍰；並得連續

處罰；連續處罰三次仍未

完成改正者，得停止六個

月以下之報關審核簽證業

務。

正為「按次」處罰，爰配合修

正相關文字。

第三十九條  報關業以偽

造、變造或其他不實之文

件，取得報關業務證照，

經查明屬實者，海關得依

關稅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廢止其報關業務證

照。

      報關業辦理報關有冒

用進出口人名義申報、偽

造委任書、詐欺或其他不

法情事者，海關得依關稅

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規

定，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

或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三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

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以

下之報關業務或廢止其報

關業務證照。

第三十九條  報關業以偽

造、變造或其他不實之文

件，取得報關業務證照，

經查明屬實者，海關得依

關稅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

但書規定，廢止其報關業

務證照。

      報關業辦理報關，如

有冒用進出口人名義申

報、偽造委任書、詐欺或其

他不法情事者，海關得依

關稅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予以警告並限期改

正或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連

續處罰；連續處罰三次仍

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六

個月以下之報關業務或廢

止其報關業務證照。

一、配合一百零五年十一月

九日修正公布關稅法第

八十四條規定，刪除現

行條文第一項「但書」文

字。

二、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

另一百零五年十一月九

日修正公布關稅法第八

十四條規定，將「連續」

處罰用語修正為「按次」

處罰，爰配合修正第二

項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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