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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基隆關稅局九十六年度研究報告摘要表 

研究單位：基隆關稅局資訊室 

研究人員：周順然、孫漢欽、李貞女、林其明 

陳依財、徐遜志、彭木停 

研究期間：96 年 1 月至 96 年 12 月 

研究報告內容提要： 
一、 緣起 

海關多年來持續重視通關作業透明化工作的推動，亦確

實累積亮麗的成果，但根據基隆關稅局民意調查顯示，在通

關業務中，牽涉商民最主要權益（包括進口稅率高低、應否

徵收貨物稅、菸酒稅、營業稅及應否檢附簽審文件等）的稅

則分類透明化問題，至今仍為業者反應亟須改善的主要課題。 

另就海關工作而言，一向自認為稅則分類是一門專業學

問或技術，無法藉由短期的教育訓練學得此項專長，且與商

民權益關係重大，爭議案件多，無形中已影響關員心理，排

斥分估工作，亦造成分估工作傳承瓶頸。如何快速且有系統

的培養稱職的分估關員，核定正確稅則，擴大儲備分估人力

資源，落實職務輪調，紓解長期擔任分估工作之壓力，亦是

海關長期以來面臨的重要挑戰。 

基於多方不同需求，及長久以來未能有效解決的問題，



 4

引起探討如何尋求整合解決方案的動機，期能達成多嬴目標

。 

二、 研究步驟 

(一) 採用問卷調查方式，擴大瞭解報關業者、進出口人

及海關關員（區分「分估關員」及「非分估關員」）

，稅則分類正確申報及核定所遭遇之問題及確切需

求，以縮小認知的差距。 

(二) 彙整問卷調查結果，歸納出稅則分類問題。 

(三) 蒐集最近有關稅則分類改善之研究報告。 

(四) 由研究小組具資深分估經驗背景成員，研析問題真

正產生的原因。 

(五) 針對問題依研究小組成員不同知識領域背景，採腦

力激盪方式，不斷研討、彙整解決方式，提改善方

案。 

(六) 為確認改善方案之可行性，必要關鍵技術採取模擬

測試驗證。 

(七) 提出研究結論與具體建議。 

三、 結論 

稅則分類申報者與核定者如有足夠的分類知識及經驗

，自然稅則分類的正確性就提高，因此如能提供充實的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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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及知識、經驗內容，建置有系統、易學、易懂、易用的

學習環境，隨時讓需求者參考使用，應對提升稅則分類正確

有莫大的助益。基於此研究結果，研究小組，特委外設計簡

易的資訊系統，將有系統的學習環境具體化呈現，希望藉由

研究報告的提出，使更多分估同仁瞭解改善方案內容，激發

同仁更多改善意見，共同突破海關核心業務的瓶頸。 

稅則分類的知識含括稅則合訂本、稅則分類註解、稅則

預先審核、稅則疑義解答、C2、C3 案件稅則核定之通關資料

及分估工作經驗等，散佈各處，有必要整合運用，否則容易

遺漏且工作效率低落。 

C1 抽核案件、C2、C3 案件稅則核定之通關資料及 C1 通

關案件之申報稅則資料即時公布，可展現海關核定稅則號列

的透明無私。同時藉由公布，在大家都可檢視的監督下，應

有提升申報正確性及稅則核一致性；C1 案件可能申報錯誤稅

則資料，亦容易被發現，對國課或貿易管理落實助益匪淺。

分估關員在稅則核定過程中如發現申報錯誤，亦可用申報之

貨名查詢通關歷史資料，重新檢視以前稅則申報或核定之正

確性。稽核組查案需要，目前採用 U08 調閱統計資料，只能

依廠商、稅則、期間、關別等條件，經常資料過多，須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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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多人力篩選，影響稽核效率，亦可共用本知識庫，增加

以貨名篩選功能大幅縮小查核範圍，提升工作效率。 

四、 建議 

(一) 建置稅則分類知識管理系統 

總局資料處理處已編列 97 年預算（建置進口通關貨名

資料與稅則號別對應輔助系統），建議由總局成立建置稅則

分類知識管理系統專案小組，邀集各領域分估專家、資訊人

員共同組成，以本研究報告為基礎，繼續探討確認需求，俾

儘速委外建置，供各關稅局使用。在不影響通關系統回應速

度之考量下，建議將此系統建置於異地備援系統，充分運用

海關現有硬體資源。 

(二) 開放稅則核定資料供外界參閱 

為落實稅則核定透明化及一致性之政策目標，稅則核定

資料公開提供外界查詢，應是可行方法。藉由利害相關團體

相互檢視，稅則核定如有不一致情形，不利的一方自然會舉

發，經海關覆核程序，研判最後正確的稅則歸列。此項建議

可視第一項建議推動成果再決定開放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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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通關作業透明化一直是海關施政主要目標之一，由於通

關自動化系統的實施，貨物通關的每一步驟，電腦均記載其

處理時間，通關流程已全部上網提供業者查詢，接受業者全

程監督。除此之外，貨物通關相關法規、行政規則、報關手

冊及作業細節等均巨細靡遺的呈現在網際網路上，供業者查

詢運用。對便民服務及海關形象的提升，立下最佳註解。 

儘管海關多年來持續重視通關作業透明化工作的推動

，亦確實累積亮麗的成果，但根據基隆關稅局民意調查顯示

，在通關業務中，牽涉商民最主要權益（包括進口稅率高低

、應否徵收貨物稅、菸酒稅、營業稅及應否檢附簽審文件等

）的稅則分類透明化問題，至今仍為業者反應亟須改善的主

要課題。 

另就海關工作而言，一向自認為稅則分類是一門專業學

問或技術，無法藉由短期的教育訓練學得此項專長，且與商

民權益關係重大，爭議案件多，無形中已影響關員心理，排

斥分估工作，亦造成分估工作傳承瓶頸。如何快速且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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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養稱職的分估關員，核定正確稅則，擴大儲備分估人力

資源，落實職務輪調，紓解長期擔任分估工作之壓力，亦是

海關長期以來面臨的重要挑戰。 

基於多方不同需求，及長久以來未能有效解決的問題，

引起探討如何尋求整合解決方案的動機，期能達成多嬴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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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標 

 

一、 規劃一套稅則分類系統，將海關多年來核定進口貨物歸

屬稅則資訊、知識經驗及稅則類章目註、稅則中文註解

等納入資料庫，配合稅則分類流程、步驟設計，期能建

置該系統，引導海關關員、報關業者、進出口業者及簽

審機關從事進出口貨物管理簽證人員等，學習正確稅則

分類。並運用維基百科建置概念，透過網際網路形成稅

則分類研討社群，引發廣泛研討貨品分類興趣，經過社

群腦力激盪，獲取分類所需資訊，最終回饋海關稅則分

類系統，充實知識庫。 

二、 公開海關多年來核定進口貨物歸屬稅則資訊，除提供稅

則分類學習參考外，展現海關貨物分類工作的透明化，

消除業者對於海關因人而異的分類裁量疑慮。如發現確

有相同貨物歸屬不同稅則的案件，亦可由發現者提交海

關，經海關再次嚴謹審查，判斷何者為正確核定，並作

出改變的決定，達成相同貨物相同分類之公平性目標。 

三、 建立新的稅則分類組織架構，使新進分估關員可隨時掌

握充實分類資訊，在無把握其正確性情況下，亦可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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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規支援管道，重新建立關員對稅則分類工作的信心，

培養更多分估人力，建立確實職務輪調的良性機制，避

免核心業務人力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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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步驟 

 

一、 採用問卷調查方式，擴大瞭解報關業者、進出口人及海

關關員（區分「分估關員」及「非分估關員」），稅則分

類正確申報及核定所遭遇之問題及確切需求，以縮小認

知的差距。 

二、 彙整問卷調查結果，歸納出稅則分類問題。 

三、 蒐集最近有關稅則分類改善之研究報告。 

四、 由研究小組具資深分估經驗背景成員，研析問題真正產

生的原因。 

五、 針對問題依研究小組成員不同知識領域背景，採腦力激

盪方式，不斷研討、彙整解決方式，提改善方案。 

六、 為確認改善方案之可行性，必要關鍵技術採取模擬測試

驗證。 

七、 提出研究結論與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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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問卷調查資料蒐集 

第一節 問卷調查 

 

為確實掌握稅則分類相關問題及需求，採用問卷調查方

式，擴大瞭解報關業者、進出口人及海關關員（區分「分估

關員」及「非分估關員」），稅則分類正確申報及核定所遭遇

之問題及確切需求，以縮小認知的差距。考慮問卷調查對象

不同，需求不同，針對上述四種不同工作類別人員，設計四

種問卷調查表，其問卷結果彙整如下： 

報關業者問卷 

一、 每月平均約申報多少份報單(進出口合計) 

□50 份以內 □51~200 份 □201~500 份 □501 份以上 

5%       47%       32%      15% 
 

二、 申報之進口貨品中屬首次申報者所占比率約多少 

□2%以內 □3~5% □6~10% □10%以上 

64%    22%   11%     2% 
 

三、 貴公司曾經申報進口之貨品所歸屬稅則號別紀錄如何處理?(可複選) 

□用報單單底留存 □製成紀錄卡 □以電子資料保存  

55%            23%        44%       

□其他(請說明：                                           )  

 

四、 貴公司申報進出口貨品時所填列之「稅則號別」，會參考上題之紀錄資料

比率如何？ 

□80%以上 □79~60% □59~40% □39~20% □2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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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10%     3%             3% 

 

五、 首次申報進出口之貨品應歸屬之稅則號列如不能確定時，採何種方法填報

？(可複選)? 

□查進口稅則本 □查海關網站 □向海關申請稅則預先審核 □電詢海關 

   70%          33%           3%                 77% 
關員□其他(請說明：                                       ) 

  9% 

六、 利用海關網站查詢貨品歸屬稅則之心得?  

□很好查 □很好用 □經常查不到 □不知道 

11%      14%      43%     17% 

□不好查(原因：                                           ) 

17% 

七、 最近一年是否有發生過，進口相同貨品被核列不同之稅則號別？ 

□2件以內 □3~5 件 □6 件以上 

61%     15%     6%       

八、 最近一年是否有貨主曾向貴公司反映其他同業進口相同貨品卻適用較低

稅率或不受管制之稅則? 

□是    □否 

39%     59% 
    

九、 海關在保障報關業者及進口廠商隱私權原則下，將所有進口貨品核定稅則

資料公布於網站，供業者查詢，您認為助益如何? 

□很有幫助 □有幫助 □稍有幫助 □無幫助 

39%      45%      9%     6% 

十、 貨品稅則分類是相當專業知識，海關研究將稅則分類知識及核定稅則資料

整合，提供貨品歸屬正確稅則之學習及運用環境，您認為如何？  

□很有需要 □有需要 □稍有需要 □不需要 

57%       39%     4%      1% 

 

進出口人問卷 
一、每月平均約申報多少批進口貨物(以提單數計算) 

□2 批以內□3~5 批□6~10 批□10 批以上 
28%   22%    16%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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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貴公司而言屬首次進口貨物者所占比率約多少 
□2%以內□3~5%□6~10%□10%以上 

59%   18%  6%    12% 

三、進口貨物於申報進口報單時須填報「商品標準分類號列」，貴公司是否瞭解? 
□是     □否 

73%   26%     

四、所填報「商品標準分類號列」，會影嚮稅率及有否進口管制等資訊，貴公司

是否瞭解? 
□是    □否 

73%   26% 

五、進口前會先掌握進口貨物之商品標準分類號列之歸屬? 
□是    □否 

73%   20% 

六、如何掌握進口貨物之稅則貨品分類號列?(可複選) 
□查海關網站□查進口稅則進出口貨品分類表合訂本 

       47%          38% 
□ 交由報關業者處理□向海關申請稅則預先審核□電詢海關關員 

65%                12%               9% 

七、利用海關網站查詢貨物歸屬稅則之心得? 
□很好查□很好用□經常查不到□不知道 

11%   31%   12%      39% 
□不好查(原因：          ) 

八、是否有發生過，進口相同貨品被核列不同之稅則號別？ 
□曾經發生 □不曾發生 

25%     72% 

九、是否擔心同業進口相同貨品適用稅率較低或不受管制? 
□是     □否 

59%   36% 

十、已逾一年未進口之貨品，貴公司可能再進口之比率 
□2%以下□3~5%□6~10%□10%以上 

52%   28%  6%    12% 

十一、海關在保障進口廠商隱私權原則下，將所有進口貨物核定稅則資料公布於

網站，供業者查詢，您認為助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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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幫助 □有幫助 □稍有幫助 □無幫助 
26%     62 %    9%     

十二、貨物稅則分類是相當專業知識，您學習如何將貨物歸屬正確稅則之意願如

何? 
□很有需要□有需要□稍有需要□不需要 

49%     9% 
 

分估關員問卷 
一、您擔任分估工作年資為何？ 

□1年以內 □1～3年 □4年以上 

35%      22%     41%   

二、分估之稅則範圍？(請填寫起訖稅則章別：__________________)  

三、一般您所處理報單的貨物屬新產品者所占比率約多少？ 

□1%以內 □1%～3% □4%～6% □7%以上 

24%     21%    18%     24% 

四、您平均每天約處理 C2、C3 報單有幾份? 

□10 份(含)以下 □11～30 份□31 份(含)以上 

16%          56%      25% 

五、您知道海關的網站可以查詢進口稅則分類之相關資料嗎？ 

□知道 □不知道 

96%   4%       

六、您會不會利用海關的網站查進口稅則分類之相關資料？ 

□會    □不會 

87%   12% 

七、您分估工作之時間分配，請依花費時間長短順序(1.2.3.4.5.6)填列? 

□稅則分類 □估價 □稅則預審 □公文及異議案件處理 □電腦操 

作 □接受各方稅則諮詢  (請估計前三名所占時間比率約為______%) 

問卷結果未依花費時間長短順序填列 

八、您認為分估工作最困難部分為何(可複選) 

□稅則分類 □估價 □異議案件處理 □簽審案件處理 

69%      46%     72%          38%  
□ 電腦操作 □專業不足 

16%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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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當您對稅則分類產生疑義時，如何尋求解決? (可複選) 

□請教同辦公室專家 □請教其他單位專家 □請教總局稅則處 

76%              51%             47%    
□自行查 HS 之資料研究 □查詢海關網站資訊 □不曾發生 

63%                 54%                    

十、您所了解同仁排斥從事分估工作意願程度如何? 

□非常嚴重 □很嚴重 □不嚴重 □很輕微 

47%      38%     6%    4% 

十一、您所了解同仁排斥從事分估工作原因為何?(可複選) 

□工作負荷重 □外界干擾多，壓力大 □無具體可行的學習環境，進 

 87%        66%                  47%                              
入門檻困難 □其他(請敍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調動頻繁，法令規章多如牛毛，無合用資料庫可查 
升遷無禮遇，年紀偏高 
工作範圍項目流程不清 
學校所讀科系與分估工作無關，很難適任 

十二、您認為應如何引導同仁加入分估工作行列? (可複選) 

□建立分估專家諮詢制度，發生疑難問題時得有正式管道諮詢解決  75% 

□建立分估知識庫，能將稅則分類知識及經驗快速分享      75% 

□建立核定稅則紀錄資料庫(含進口紀錄、稅則預審、稅則疑義解答等)，以

供同仁可隨時充分取得參考資料                          76% 

□培訓充裕分估人力，定期輪調非分估工作，調適工作壓力  72% 

□其他(請敍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立學長,分梯受訓 

明訂分估人員才有資格升遷 

計劃性訓練，暢通升遷管道 

獎勵分估人員，鼓舞士氣 

男女關員定期輪調 

分估具專業性不宜調動太頻繁，初任人員應有見習時期 

稅則預核應由總局稅則處統一担任回覆 

十三、貨物稅則分類是相當專業知識，每年舉辦稅則分類研習班供您學習之意願

如何? 

□很有需要 □有需要 □不太需要 □不需要 

40%       43%     7%       4% 

十四、您對稅則分類如有心得，願意跟同仁分享嗎？ 

□很願意 □願意 □有條件的願意 □不願意 

40%    46%      7%    1% 

十五、您希望電腦系統能提供何種有幫助之資訊? (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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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貨名查詢經各關稅局核定之稅則紀錄(含進口紀錄、稅則預審、稅則疑

義解答等)                                  88% 

□以貨名查詢經各關稅局核定之參考價格紀錄檔 78% 

□稅則異議案件處理                         75% 

□其他(請自行敍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定期開班受訓 

選認各章節專業同仁充當老師，將寶貴經驗建置為資料庫並提供

諮詢 

網路查詢稅則分類，能像 GOOGLE 一樣以關鍵字查詢資料庫 

開放大陸貨物網站查詢 

 

非分估關員問卷 

1. 海關年資 

□3年以內 □4～6年 □7～10 年 □10 年以上 

     16%                            74% 

2. 學歷 

□理工科系 □文法商科系 □農醫藥科系 □其他 

     34%         56% 

3. 您是海關的一員，對我國海關進口稅則之分類制度了解程度如何？ 

□完全不了解 □一知半解 □有基本概念 □很了解 

      11%          32%         51%         5% 

4. 您對我國海關進口稅則之分類制度是從何處認識及了解？ 

□進關時職前訓練 □工作上需要 □上電腦網站得知 □自習            

    33%              55%          7%           8% 

5. 國際商品統一分類制度註解您研讀過嗎？ 

□有 □沒有 

36%    63%   

6. 可以查詢進口稅則分類之相關資料嗎？ 

□知道 □不知道 

     76%     24%   

7. 您會不會利用海關的網站查進口稅則分類之相關資料？ 

□會 □不會 

56%    43%   

8. 海關分估、驗貨、查緝業務中您較喜歡何項工作?(可複選) 

□分估 □驗貨 □查緝 □都不排斥 □都不喜歡 

5%      7%     30% 1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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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前題如勾選「都不喜歡」，請問原因為何?（可複選） 

□工作負荷重 □外界干擾多，壓力大 

31%         40%         

□無具體可行的學習環境，進入門檻困難。17% 

□其他(請填寫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風險高， 

能力不足以致缺乏信心 

10.建立分估知識庫、進口貨物核定稅則紀錄資料庫(含進口紀錄、稅則預審、稅

則疑義解答等)，提供同仁便利應用及學習環境，您認為此電腦系統的設計，

對於從事分估意願有無幫助? 

□很有幫助 □有幫助 □有點幫助 □沒有幫助 

23%        38%      24% 7%   

11.建立分估專家諮詢制度，使初任分估工作同仁於發生疑難問題時得有正式管

道諮詢解決 

□很有幫助 □有幫助 □有點幫助 □沒有幫助 

31%        39%      20% 3%  

12.擴大分估關員培訓，儲備充裕分估人力，定期輪調非分估工作，調適工作壓

力，對於您從事分估意願有無幫助? 

□很有幫助 □有幫助 □有點幫助 □沒有幫助 

14%        28%      23% 28%  

13.其他對於提升從事分估工作意願之建議，請敘述：＿＿＿＿＿＿＿ 

升遷考量及獎勵措施 

加強培訓，專才適用，注重經驗傳承 

行政訴訟案件由專案小組辦理，接受調查時希望得到適當的協助 

建議先有驗貨經驗 

彙集歷年分估疑義案例建置資料庫供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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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稅則分類資料蒐集 

 

為瞭解稅則號列申報之正確性，研究小組運用海運通關

報單資料庫，統計基隆關稅局分估關員更改稅則號列比率佔

報單資料更正項目最高， C2、C3 案件約 1.2%項次貨物經分

估員更改稅則；如以報單數計算，約 5%  C2、C3 案件會更

改稅則。由於海運貨物通常為較大宗產品，較無其特殊性，

而空運貨物為小量多樣且高科技產品較多，其稅則分類申報

錯誤率推估應會更高。因此合理推估 C1 案件仍有相當比率

的稅則申報可能錯誤，報關業者申報稅則之正確性應有改進

空間。 

為瞭解分估關員核定稅則的正確性，參考 95 年經建會

法協中心委託李開遠教授之「探討我國海關進口稅則之分類

問題與改進解決之道」研究計畫所提研究報告，其中「復查

案件終結情形分析」統計，90 至 94 年基隆、台北、台中及

高雄四關稅局接受申請稅則復查案件合計 1,615 件，復查結

果：海關接受申請復查之稅號（復查成功案件）及海關接受

復查但變更為原核定稅號及復查申請稅號以外之其他稅號

案件合計，復查成功率約 23%。再以基隆關稅局 95 年稅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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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查案件終結情形統計，累計應辦件數 749 件，復查成功 262

件，復查成功率約 44%。以稅則分類為海關專業性極高之工

作而言，業者對海關核定稅則提出異議，仍分別有 23%、44%

成功率，單就數據解讀，海關稅則核定之正確性仍有待加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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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現狀瞭解 

第一節 稅則分類依據 

 

我國海關進口稅則於 78 年即採行國際商品統一分類制

度（HS），並依照 HS1996 版修正海關進口稅則，於 86 年 6

月 1日實施。HS2002 年修正版公佈後，為使我國商品分類制

度與國際規範接軌，再次修正我國海關進口稅則，並於 92

年 12 月 19 日起實施。 

依據關稅法第三條規定，關稅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依

海關進口稅則徵收之。海關進口稅則，另經立法程序制定公

布之。是以，海關進口稅則規範事項，係經立法院通過，等

同於法律。 

海關進口稅則總則一規定：本稅則各號別品目之劃分，

除依據本稅則類、章及其註，各號別之貨名及解釋準則之規

定外，並得參據關稅合作理事會編纂之「國際商品統一分類

制度（HS）註解」及共他有關文件辦理。總則二規定：關

稅依本稅則由海關從價或從量徵收。本稅則稅率分為三欄。

第一欄之稅率適用於世界貿易組織會員，或與中華民國有互

惠待遇之國家或地區之進口貨物。第二欄之稅率適用於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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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度開發、開發中國家或地區之特定進口貨物，或與我簽署

自由貿易協定之國家或地區之特定進口貨物。不得適用第一

欄及第二欄稅率之進口貨物，應適用第三欄稅率。此外，對

於海關進口稅則遇有修正時，其稅率之適用，關稅法施行細

則第二條規定，進口貨物，以其運輸工具進口日為準。出口

貨物，以海關放行日為準。 

是以，關稅法、關稅法施行細則、海關進口稅則等，均

為我國辦理稅則分類之法定依據。 

我國現行貨品分類結構主要為貨品分類表、解釋準則、

附則、各類各章或各目之註、增註等。 

一、 貨品分類表： 

貨品分類表是構成稅則最主要的部分，即依照順序編排

的貨品項目表，分為 21 類，97 章(其中第 77 章為空章)，1244

節(四位碼)，5224 目(六位碼)，8882 款(八位碼)及 11187

項(十位碼)。其六位碼以前之貨品號列及品目，與關合作理

事會制定之〝國際商品統一分類制度〞完全相同，「款」及

「項」為我國增列，即於六位碼下加二碼（八位碼）稱為「稅

則號別」，進口稅率依八位元碼配置，作為課徵關稅之用；

我國為加入 WTO 後實施關稅配額制度，另增訂第 98 章「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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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配額之貨品」，分為 43 款（八位碼）及 200 項（十位碼）

。統計及貿易管理則採用十位碼，另於十位碼之後加一位檢

查號碼。廠商申請輸出入許可證及報關時，均須在申請書及

報單上填報十一位碼之商品分類號列。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章 節 目 款 項   

0 8 0  9 2 0 0 0 0 0- 9 

Chapter  Heading  Sub-    Division  Item 

                  Heading 

     H S 號別 

     中華民國海關稅則號別 

   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類號列 

檢
查
號
碼 

二、分類原則 

（一）類：  

類為最大的分類，海關進口稅則共分為 21 類。類可

代表一個行業或工業之產品，如此分類可便於各業貿

易商人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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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類前後排列順序依據產業加工程度而定。加工層次

簡單者排列在前，加工層次高者排列在後，保持一定

次序之關聯性。 

其分類的原則： 

 以物質來源為準，即相同的物質所生產或衍生的各種

物品為一類如動物產品、植物產品。 

 以實際內容為準，即以最後完成的商品外觀形態是否

相同而定，相同者為一類，如紙張不論原料為何，凡

一般認為紙張形態者，均列紙類。 

 以貨物用途或目的為準，交通工具之車輛、船舶及飛

機均歸同一類。 

 以加工程度或製造階段層次為準。如第九類之木製品

製成家具則為第二十類之雜項製品；第五類之礦產品

煉製為第十五類之卑金屬製品再加工為第十六類機

、電產品即是。 

（二）章：  

類之下為章。章為第二層次之分類，由類縱分為章，

各類依其包含內容之廣狹分為一側若干章，21 類貨品

共分為 97 章，其中 77 章為空章，保留給未來需要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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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時使用。目前我國另增 98 章供採關稅配合貨品使用

；99 章供雜項貨口使用，例如軍事武器、旅客攜帶雜

項物品及小額貨物不依原歸列稅則統計，改列雜項稅

則。 

貨品分類各章範圍之確定至為重要，章之範圍確定，

則貨品分類已成功一半。章的分類原則及方法大致使

用下列兩種原則： 

1.將使用相同原料之貨品列為同章。 

2.將屬性（或用途）相同之貨物列為同一章：貨品之

性質相同或類似，其用途亦相同或相近，故將性質

相同貨品集合成一類、一章或一節，乃是貨品分類

法上每層分類所須應用之原則。 

HS在分類技術上尚使用類註及章註以強化此兩項原則

之運用，使分類原則更趨明確化，使各章之範圍更為

固定。 

章之排列順序與類所使用之原則並無明顯不同，可歸

納為下列兩項： 

1.依加工層次生產階段先後排列：若干章共為一系列

之貨物，則其章與章之間的貨品製造加工層次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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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場合則依其加工層次先後排列章之順序。 

2.依列舉方式排列：各章之間若無加工層次先後者，

則此等各章係依用途或屬性分類，自可採隨意列舉

方式排列，並無一定之先後順序。 

各類按其貨品內容不同分為一至若干章，21 類貨品共

分為 96 章，將同一類內使用相同原料之貨品列為一章

，或將同一類相同屬性之貨品列為一章。其中 1-24 章

（1-4 類）為農副產品，25-96 章（5-21 類）為工業

產品，第 77 章為空章，第 98、99 保留供特殊目的用

，加入 WTO 後第 98 章為關稅配額之貨品。 

（三）節： 

章之下列節，節為第三層分類，節的號碼由４位數字

構成，前兩位代表節所屬之章別，後二位數字則指明

在該章之次序位置。一章之內應分為多少節，以及節

與節之間之範圍應如何使之劃分明確，實為分類技術

上最為困難之處。 

在分類技術上橫分法較縱分法困難，容易造成劃分界

線不清，而導致重覆與遺漏的缺點。此外為期分類簡

要，應將重要貨品予以列舉，其他不重要之貨品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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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為一項目。節使用之分類方法如下： 

1.主要分類原則 

（1）依屬性或用途區分 

（2）依加工層次區分 

2.次要分類原則 

（1）依貨品製造方法區分 

（2）依貨品規格區分 

（3）依整體貨品或零件區分 

節的排列順序 

1.同一章內之所有節或一組節屬於相同原料者，依貨

品加工層次排列。 

2.同一章貨品使用不同原料者，依列舉方式排列 

節之名稱均為正確之術語，採用嚴格定義的學名，

避免使用俗名或商業名稱。如節的貨名須要較多文

字說明而不便於節的名稱上加註者，即在該章之章

註內予以說明，故章註實為節貨名之補充說明。 

（四）目：  

節下之分類，含第一層目與第二層目；第五位碼代表

第一層目，第六位碼代表第二層目，有三種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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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下未再分類者，第五、六位碼均為 0。 

 節下僅編列第一層目，第五位碼即以 1、2、3 編碼，

第六位碼則為 0。 

 第一、二層目均有分類者，第五、六位碼以 1、2、3 編

碼，其他為 9。 

（五）款、項、檢查號碼 

 款：有些目之下，細分若干款，即增列第七、八位碼

，而為八位碼，亦即為進口稅則，稅率依八位元碼配

置。 

 項：某些款之下，再細分為若干項，即增列第九、十

位碼，成為十位碼，為統計與貿易管理之用。 

 檢查號碼：第十位碼後加一檢查號碼。 

三、類註、章註及目註： 

每類或章大多有註，註具有法定詮釋分類之效力。註的

作用為各類各章及各節之適用及限制劃分確切之範圍，

為達到此種功能，所用方法如下： 

1.以一般性之定義限制劃分節之範圍或解釋特定名詞之

意義。例如第 4章註一。 

2.列舉可以引伸適用之產品。例如第 15 章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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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列舉不可以引伸適用之產品。例如第 41 章註二。 

4.列舉排除適用之貨品。例如第 60 章註三。 

5.以上各種方法混合使用。例如第 12 章註三。 

類及章均由註前導，它與準則一樣，是構成 H.S.不可或

缺的部分，亦具有同樣法定效力，其中有一部分歸入目

註內，僅作為目之解釋之用。 

四、增註： 

我國另於部分章之內列有「增註」，依海關進口稅則附

則三規定對某項貨品或器材，有條件課稅、減稅或免稅

，目前共七十五則。其中大部分規定應由主管機關出具

證明文件，始課免稅或減免；另亦有部分為規定貨名定

義或課稅者等情形。 

 減（免）稅 63 則(依用途、產製、產供不足或品質不符

規定)。 

 規範稅則適用之標準三則(ch.2、23、87)。 

 貨名定義二則(ch.39、72)。 

 季節性關稅二則(ch.7、8)。 

 已稅貨品進口後因特定用途免稅一則(ch.89)。 

 國內產製且品質符合規定增課一則(ch.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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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解釋準則 

健全的稅則貨品分類制度，必須能簡單及一致地將任何

貨品歸入其應歸屬之稅則號別。因此擁有一套分類規則

以確保每一貨品均能歸入唯一正確之節。解釋準則除節

及類章註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外，一律適用於整本稅則

之貨品分類，構成貨品分類及解釋之最基本原則。 

  準則一：類、章及分章之標題，僅為便於查考而設；其

分類之核定，應依照稅則號別所列之名稱及有

關類或章註為之，此等稅則號別或註內未另行

規定者，依照下列各準則規定辦理。 

  準則二：（甲）稅則號別中所列之任何一種貨品，應包

括該貨品之不完整或未完成者在內。惟此類不

完整或未完成之貨品進口時，需具有完整或完

成貨品之主要特性。該稅則號別亦應包括該完

整或完成之貨品（或由於本準則而被列為完整

或完成者），而於進口時未組合或經拆散者。 

           （乙）稅則號別中所列之任何材料或物質，應

包括是項材料或物質與其他材料或物質之混

合物或合成物在內。其所稱以某種材料或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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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之貨品，則應包括由全部或部分是項材料

或物質構成者在內。凡貨品由一種以上材料或

物質構成者，其分類依照準則三各款原則辦理

。 

  準則三：貨品因適用準則二（乙）或因其他原因而表面

上可歸列於兩個以上之稅則號別時，其分類應

依照下列規定辦理： 

（甲）稅則號別所列之貨品名稱說明較具體明

確者，應較一般性說明者為優先適用。當兩個

以上之稅則號別，而每個稅則號別僅述及混合

物或組合物所含材料或物質之部分，或各僅述

及供零售之成套貨物所含部分貨品，則前述之

各稅則號別對該等貨品可認為係具有同等之

具體明確性，縱使其中之一稅則號別較其他稅

則號別所載者更為完備或精確。 

           （乙）混合物、由不同材料或組件組成之組合

物或零售之成套之貨物，其不能依準則三（甲

）歸類者，在本準則可適用之範圍內，應按照

實質上構成該項貨品主要特徵所用之材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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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件分類。 

               （丙）當貨品不能依準則三（甲）或三（乙）

分類時，應歸入可予考慮之稅則號別中，擇其

稅則號別位列最後者為準。 

  準則四：貨品未能依前準則列入任何稅則號別時，應適

用其性質最類似之貨品所屬之稅則號別。 

    準則五：除前各準則外，下列規定應適用於各所規範之

物品： 

           （甲）照相機盒、樂器盒、槍盒、製圖工具盒

、項鍊盒及類似容器，具特殊形狀或適於容納

特定或成套之物品，適於長期使用並與所裝物

品同時進口者，如其於正常情況下係與所裝物

品同時出售，則應與該物品歸列同一稅則號別

，惟此規定不適用其本身已構成整件貨品主要

特質之容器。 

           （乙）基於準則五（甲）之規定，包裝材料或

包裝容器與所包裝之物品同時進口者，如其於

正常情況下係用以包裝該物品，則應與所包裝

之物品歸列同一稅則號別，惟此項規定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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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顯然可重複使用之包裝材料或包裝容器。 

  準則六：基於合法之目的，某一稅則號別之目下物品之

分類應依照該目及相關目註之規定，惟該等規

定之適用僅止於相同層次之比較。為本準則之

適用，除非另有規定，相關類及章之註釋亦可

引用。 

六、輔助文件 

(一)稅則註解（Explanatory Notes to the Harmonized           

System） 

依貨品分類法、類章節目註及解釋準則，研判某些貨物

歸列應屬稅號的知識。 

(二)HS、註、註解所提及之貨名字母索引 

(三)HS 分類意見摘要（Compendium of HS Classification  

Opinions） 

HS 新調和制度委員會比照以往 CCCN 之貨品分類意見彙

編的作法，對有爭議及困難的分類案件，研擬分類意見

，並加以整理，提供配合 HS 註解使用。 

七、統一稅則（海關業務上之俗稱，意指各種不同的進口貨

品，不各按其應歸屬之稅則分類，而統一歸入其中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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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一種貨品之稅則號別，俾按較低之稅率課稅） 

(一)依稅則合訂本總則第五條規定，零星旅客行李、郵包進

口之應稅物品，除另有規定者外，採統一稅則 98990000

課徵 10%關稅。 

(二)關稅法所訂統一稅則 

關稅法第 40、41 條亦涉及稅則規定。 

 

 



 35

第二節  稅則分類教育訓練 

 

「海關驗估人員派用要點」（以下簡稱「派用要點」）業

奉財政部於 94 年 1月 6日台財關字第 09300627450 號函(關

稅總局 94 年 1月 11 日台總政人字第 0946001401 號函轉)核

定自 94 年 1 月 20 日起實施。 

新制「派用要點」最重要的改變，即對分估人員刪除具

備驗貨員等資歷之限制。原舊制對分估（驗估）人員規定必

須曾任驗貨員一年以上，導致部分未具驗貨工作經驗者，雖

學有專精，而不能派任，主管用人選才空間受限。尤以近年

來資深驗貨、分估人員自願退休者眾，更加反映出分估人才

不足之窘境。放寬分估員任用資格的限制，賦予驗估單位主

管較大的選才空間與派免權責，可靈活運用人力，以掌握業

務執行成效。加之，新「派用要點」對分估人員選用亦無男

女性別限制及理工科系限制，分估人員來源不虞匱乏，可達

全員皆估之要求。 

惟新制「派用要點」之實施，放寬分估資格限制，卻衍

生「難培育出專業化分估員」之不良影響。由於分估為一專

業化工作，單一窗口化後，分估更為一全方位的工作，需要



 36

多方面、多層次的工作經驗支援，才能勝任愉快。新「派用

要點」對分估人員任用取消具備驗貨員等資歷之限制，在訓

練方面，新「派用要點」對分估人員既未規範職前訓練，亦

無見習考核之規定，初任分估人員恐有一段艱難的適應時期

。而依照目前關務人員二年一調之調動原則，實難培育出專

業化之分估員。 

分類估價是海關最具專業性、最具代表性的工作，分估

素質的良窳，充分體現海關的形象。現行分估體系中，由於

分估員職司進口通關第一線，與進口人或報關人接觸頻繁，

服務品質與通關效率最為商民重視。海關實施單一窗口作業

後，分估員從進口貨物報關收單、分類估價、計稅、放行、

C1 審核、退運及處分、行政救濟到報單追蹤管理，無所不包

。導致現職分估員壓力過重，工作意願不高，紛紛求去，而

一般關員也將分估工作視為畏途。新「派用要點」固然解決

分估員來源匱乏問題，但卻加深分估員素質差異問題。 

稅則架構下共分 21 類 97 章，包括了所有可見及不可見

、可感覺及不可感覺存在的所有物品，所有物品均僅能適用

一個稅則號別，21 類 97 章中每一類每一章均不同，為避免

一種貨物有相同稅號之分類及避免貨物分類有所遺漏，故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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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稅則解釋準則、類註、章註、目註、增註等分類原則，

每一分類原則雖是專家的智慧結晶，但未深入瞭解之前，總

是非常枯燥無趣。關員若無常常翻閱使用，極易過目即忘，

再讀還是忘，導致關員望之生畏，不願深入研究，故甚少人

員願意自動加入研修。但在通關過程中，稅則分類之正確性

，決定稅率及邊境管理，擔負其責之關員仍應熟悉稅則之分

類，始可成為優秀、適任之關員。 

雖然稅則分類屬海關的專業，且海關人員均應相當瞭解

稅則之分類以利各項業務面之執行，然在多數關員對稅則分

類興趣缺缺的情況下，海關開班訓練的班次也少的可憐。現

行開辦之與稅則分類有關之教育訓練課程大致如下： 

（一）「海關稅則分類研習班」：每年一次，由關稅總局稅則

處委由財政部財稅人員訓練所辦理，時數為 50 小時左

右，訓練對象為關稅總局驗估處、統計室及北部關區

，分估單位、審核單位、事後稽核單位人員。 

（二）「海關驗貨及分估工作訓練班」：每年舉辦一次，由財

政部財稅人員訓練所在各關區開辦，採就地施訓方式

，調訓現職驗貨、分估、稽查、倉棧關員，受訓時數

36 小時。由於係由驗貨及分估相關人員混合參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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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從事分估工作者不足三分之一。在課程方面，對輸

出入規定及稅則分類之講習僅 3小時，對絕大分估人

員收穫不大。 

（三）「進出口通關實務講習班」：係由中華民國貿易教育基

金會主辦，每年約辦 3梯次，對象係國內進出口業者

、報關業者或其他對通關貿易實務有興趣之民間業者

。惟其中對稅則分類之講授也僅 3小時。 

在此等缺乏教育訓練環境之狀況下，且稅則分類又是難以瞭

解之學問，一般人自較無法專精及查考，稅則分類工作的時

效及品質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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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經驗傳承 

 

傳統以來，分估資訊之取得多靠實務經驗老分估員早

期靠「海關進口稅則」及自行整理之「稅則紀錄卡」辦理分

類估價，行有餘力。惟隨著時代進步，國際貿易型態千變萬

化，「稅則紀錄卡」已無法因應產品的日新月異。實施單一

窗口作業後，原稱之「分估單位」更名為「業務單位」，承

辦業務範圍及面向更為擴大。分估員如無驗貨、稽核等資歷

，也沒有類似驗貨員之職前實習訓練，初任分估工作，必須

馬上面對現實之分估環境，容易產生畏懼感，把分估工作視

為畏途。 

海關近年來因退休者眾，調動頻繁，往往一位分估員

尚未徹底瞭解經辦的稅號，就因種種原因調離開原經辦稅號

單位。且一位分估員一旦離開，就相當快的忘掉經辦稅號的

種種規定，所以在海關經驗傳承是相當困難。相關科系畢業

者，或曾經有驗貨經驗者，對分估情況進入尚為容易；非相

關科系畢業，甚而非理工科畢業，本來就對貨品分類未具基

本知識，加上又無驗貨經驗，甚至新進關員，要進入分估狀

況，實在是件相當痛苦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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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通關自動化的實施以及網路電腦的普及化，稅

則稅率查詢、稅則預先審核及稅則疑義解答等資料均已建置

於通關網路，分估關員利用網站查詢，均可獲取相當的有用

資訊。 

一、稅則稅率查詢 

網站稅則稅率查詢系統提供稅則號別、中文貨名、英

文貨名、輸出入規定等四種查詢方向，讓使用者可依現有的

資料選擇查詢方法。例如想要了解生鮮蘋果進口規定，可以

在「中文貨名」欄鍵入「蘋果」，按查詢並點選適當稅則號

別進入，即可知道：生鮮蘋果－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類號

列（C.C.C. Code）0808.10.00.00-2，第一欄（優惠）稅率

二○％，第三欄（非優惠）稅率五○％，輸入簽審規定為

B01（應施檢疫動植物品目）、F01（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申請

辦理輸入查驗）、MW0（大陸物品不准輸入）。 

此外，稅則稅率查詢系統另具有很多其他好用功能，

例如「分章下載」，依海關進口稅則前四碼由 0101 至 9851

，提供分章查詢功能，使用者可依需要點選章節，將海關完

整的、最新的進口稅則資料下載，不必每次稅則修訂即需重

新購買。「稅則預先審核」則提供申請書下載及案例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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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口貨物稅則預先審核答覆函」資料查詢 

廠商對進口貨物歸列稅則有所疑問者，可填列「進口貨

物稅則預先審核申請書」向進口地海關申請稅則預先歸列，

經其他各關區表示意見後，由關稅總局稅則處彙總統一答覆

，答覆函並影送各關區經辦單位存參。另同時，稅則處將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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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來廠商申請之「進口貨物稅則預先審核申請書」相關資料

建置於關務行政系統「稅則作業系統」，分估同仁可經由【Ｂ

】「稅則預先核定作業」→「預先歸列答覆函資料查詢」，以

「廠商統一編號」、「收文編號」或「發文編號」等方式，查

詢相關的稅則預先審核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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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口稅則疑義解答 

各關區分估人員對於進口稅則歸列有所疑問者，均填列

「進口稅則分類疑問及解答」，經其他各關區表示意見後，

由關稅總局稅則處彙總統一答覆，答覆函並影送各關區經辦

單位存參。總局稅則處並將歷年來相關之稅則分類疑義解釋

建置於關務行政系統「稅則作業系統」，分估同仁可經由【Ａ

】「稅則疑義作業」→「稅則疑義查詢索引」，以「稅則號碼

」、「中英文貨名」或「報單號碼」等方式，查詢相關的稅則

分類疑義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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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報關業如何填報 

 

海運進口貨物申報幾乎全部委由報關業者辦理，報關業

者對於曾申報進口貨物經海關核定稅則資料均會予以記錄

。本研究報告問卷調查統計顯示，55％的報關業者用報單單

底留存，44％以電子資料保存，23％會製作成記錄卡。當相

同或類似貨物再次進口時，則依其記錄的稅則申報。 

報關業申報進出口貨品時，如首次申報進出口之貨品應

歸屬之稅則號列不能確定時，採何種方法填報？從調查統計

顯示，70％會查海關進口稅則本；33％查海關網站「稅則號

別查詢」系統；只有 3％會向海關申請稅則預先審核。但也

有 77％會先以電話詢問承辦之海關關員。由此可見，查閱稅

則本或電詢海關關員仍是最常用之方式。 

以下為報關業者常用之稅則號別查詢方式： 

ㄧ、查閱海關進口稅則本 

查閱「中華民國海關進口稅則輸出入貨品分類表合訂本

」（以下簡稱「稅則合訂本」）及參考「國際商品統一分類註

解中文版」（以下簡稱「稅則分類註解」），取得貨物歸屬稅

則號列，予以申報，如沒有把握申報稅則的正確性，則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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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洽分估關員，提供諮詢意見，為報關業者最常用之稅則號

別查詢方式。 

查尋貨品正確的稅則號別及商品標準分類號列，首先要

熟悉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的分類原則，再依照章、節、目

、款、號列之分層順序查詢該貨品之商品標準分類號列。有

關類、章的名稱可在海關進口稅則之目錄中查得。使用者可

以先找出貨品可能歸屬之類及章，然後再於該章內找出適當

的節、目、款、號列。各類、章有其類註及章註，使用者應

予詳閱。有時可從中得知該貨品被排除於該類或章之外，而

應歸入其他類、章，當找到可能適用的款或號列後，仍應再

閱該款、項所屬之類、章、節以及目的特別註釋，這可再一

步確定所選用的號列是否適當。 

一般稅則號別核定程序依前述稅則分類結構由上而下

，綜合研判如下： 

(一)根據稅則類章之標題找出最適合的章。 

(二)在該章下找出節名明確合適之節，如節名均未明確，可

能就屬於「其他」節。在決定節時須同時注意有關之類

章註有無涵蓋或排除規定，如有則須依該註規定辦理。

如依有關節名及相關註規定尚無法分類時，便須經由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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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準則來決定分類；結構、功能、屬性複雜的貨品常須

以解釋準則來判定正確的稅則號別。 

(三)節之下以何目為宜，應注意目註之規定，目確定後再就

其下 8位碼（款）之稅則號別及 10 位碼（項）之貨品

分類號列予以適當歸類。 

(四)分類疑難通常發生在節，不論節、目之歸列如有困難，

可尋求稅則註解（稅則註解可視為國際組織對於稅則疑

義所提供之解答）的說明或海關稅則疑義解答加以確定

。 

(五)統一稅則之適用，最後仍須檢查核定之稅則號別有無牴

觸關稅法及稅則增註之規定。 

以「去漿及染色機器」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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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詢海關網站「稅則號別查詢」系統 

海關網站稅則稅率查詢系統提供稅則號別、中文貨名、

英文貨名、輸出入規定等四種查詢方向，讓使用者可依現有

的資料選擇查詢方法。例如想要了解生鮮蘋果進口規定，可

以在「中文貨名」欄鍵入「蘋果」，按查詢並點選適當稅則

查明「去漿及染色機器」之功能特性 

【去漿係將織造過程中所需漿料去除；染色為紗線或織物之

上色加工】 

 
查閱目錄之類、章名稱，選合適之章 

 
檢查類、章註，及 HS 解釋準則一後段規定，合適之節為第

8451 節：紗線織物或紡織纖維成品之洗滌、…漂白、染色…

機械 

 
檢查目註說明，查核有無排除限制規定 

 
第 8451 節下合適之目有第 8451.40 目洗滌、漂白、染色機

器，第 8451.80 目其他紡織用機器，本項貨品因去漿僅為染

色前的處理（洗滌），其主要功能為染色，故應選第 8451.40

目為合適的目 

 
第 8451.40 目下並無細分，故合適之款為第 8451.40.00 款

(稅則號別) 

 
此款下無細分，其號列為 8451.40.00.00 

 
本項貨品之貨品分類號列為 8451.40.00.00-0 



 49

號別進入，即可知道：生鮮蘋果－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類

號列（C.C.C. Code）0808.10.00.00-2，第一欄（優惠）稅

率二○％，第三欄（非優惠）稅率五○％，輸入簽審規定為

B01（應施檢疫動植物品目）、F01（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申請

辦理輸入查驗）、MW0（大陸物品不准輸入）。 

如果您所有的稅則號別資料並不完整，本系統也提供了

關鍵字查詢，您只需在稅則號別欄位中輸入例如『2620』 ，

按下查詢後，系統將幫您查詢出所有稅則號別以『2620』為

前四碼的資料，您將可在這些資料中找到您想尋找的資料。

相同的方式，如果您知道您所想找的資料的中文貨名中有

『褐煤』這兩個字，請將這兩個字輸入於中文貨名這個欄位

中，則系統將會為您尋找所有中文貨名有『褐煤』這兩個字

的資料。例如：若您想查詢英文貨名中有『fish』的資料，

請將此單字輸入英文貨名欄中，按下確定後可能會出現很多

筆資料，此時您可以輸入更多的關鍵字，例如中文貨名有『冷

凍』兩個字，請在 中文貨名欄中輸入冷凍兩個字，按下查

詢鍵後，系統將為您尋找出英文貨名有 fish 且中文貨名中

有冷凍兩個字 的資料。另外本查詢系統還提供其他具有運

算功能的符號，幫助您更方便查詢。其表示符號為：wide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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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 * 』AND 運算:『 & 』OR 運算:『 | 』NOT 運算:

『 ! 』『 * 』widecard 的功能是讓您查詢到您所輸入的關

鍵字的廣泛資料，例如；也許您想查詢的資料可能是英文貨

名中有 fish 且 fish 後面還有其他字，您可以用『fish*』

這樣的符號輸入於英文貨名欄中，此時系統將為您搜尋出所

有英文 貨名中有關 fish 的所有資料。『 & 』and 的功能是

類似＋號的功能，例如您想找的資料的中文貨名中有鎢礦和

精砂這兩種資料，您可以在中文貨名欄 中輸入『鎢礦&精砂

』，按下查詢後系統將為您找出中文貨名中有這兩樣東西的

資料。『 | 』or 的功能是或者的意思，也許您想查詢的資料

有很多筆，您也可以一次找出，只要將您要找資料的關鍵字

用|連 接起來，例如；輸入『鈾礦|錫礦』於中文貨名欄中

，系統將為您搜尋到中文貨名中有鈾礦或者中文貨名中有錫

礦的資料。『! 』not 的功能是能縮小您的查詢範圍，比如說

；您想查詢資料的英文貨名中有 ores 的資料，而您又確定

不要有 concentrates 的資料，此時只要在英文貨名欄中輸

入『！concentrates』則系統將為您找出您所需要的資料。 

三、申請稅則預先審核 

為加速通關，自 88 年 11 月 16 日起實施「進口貨物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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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預先審核制度」，貨物進口前，進口人或其代理人可檢具

「進口貨物稅則預先審核申請書」及相關資料，向地區關稅

局申請預先審核稅則。海關之答覆函對各關稅局及申請人均

具有拘束力。 

依據財政部 93 年 7 月 20 日台財關字第 0930550401 號

令發布「進口貨物稅則預先審核實施辦法」規定，進口貨物

申請稅則預先審核，應依海關規定格式填具申請書，並檢附

原廠型錄或樣品，向地區關稅局申請，經財政部、關稅總局

覆核地區關稅局審核意見後，由地區關稅局函復之。地區關

稅局應於收到申請書或申請人補件後，翌日起 30 日內答覆

申請人，未能於受理 30 日內答覆時，應先以書面通知申請

人。案件須洽詢國際或國內機構或專家意見時，應於 120 日

內復之。 

進口貨物預先審核之稅則號別，其依文件審核或貨物查

驗通關方式處理者，進口人辦理通關時，應檢附答覆函影本

以供查核；其依免審免驗通關方式處理者，海關得於必要時

要求進口人補送之。進口實到貨物與稅則預先審核之貨物相

符者，海關應按預先審核之稅則號別核定。不符者，改按一

般通關程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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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現狀分析 

第一節  稅則分類的重要性 

 

HS 是海關、國際貿易局、統計單位以及進出口廠商所共

同使用的貨品分類制度。進口稅則區分為貨品分類及稅率訂

定兩大部分；海關的任務便是做好貨品分類，亦即對於通關

貨物核定正確之稅則號別，如此稅率適用方見妥適，稅收才

告切實。貿易管理之輸出入規定所需核准、同意文件亦方能

落實。又貿易統計係依據報單所核定之稅則號別為之，苟如

分類錯誤，必致扭曲貿易統計，故稅則分類之重要性由此可

知。 

為促進國際貿易發展，世界貿易組織（WTO）、關稅合作

理事會（C C C）及亞太經濟合作（APEC）等國際經貿組織

，均致力於建立一個開放、公平與透明之貿易環境；在通關

程序方面，APEC 更進一步揭示便捷化 （Ficilitation）、責

任化（Accountability）、一致化（Consistency）、透明化

（Transparency）及簡單化（ Simplification）等五大目

標。近年來，我國經濟日漸發展，國際貿易亦日趨頻繁，進

口貨物種類、數量逐漸增多且變化極大，進口貨物通關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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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重要業務之一。通關程序如欲達到前述 APEC 揭示之五

大目標，除須改進關務行政、調整關稅稅率與關務制度外，

稅則稅率的核定，可謂進口貨物通關程序中最核心之工作。 

對我國而言，關稅稅率早已符合已開發國家之關稅水準

，關稅徵稅為目的之「財政關稅」功能已日益減少，關係產

業發展之「經濟關稅」功能相對提升，因而負有貨品簽審、

管制、貨品統計、結構合理化等功能的海關進口稅則及其分

類法則之正確性益形重要。在貨物種類繁多，且創新產品不

斷開發，貨品無法完全標準化之情況下，稅則分類日益複雜

。海關等相關單位在改進稅則結構方面，似應加強找出少數

常有爭議之稅號，徹底研究其正確分類，將其稅率列為相同

，或增加稅則細目；達成實施 HS 制度之各項目的：方便徵

收關稅、正確統計國際貿易、促進貿易便捷化、訂定原產地

規則、徵收內地稅、合理計算運費、監督管制性貨品、以及

有效之查緝作業，以國際化、現代化之方法執行關稅課徵、

進出口簽審、管制之經濟政策；充分反映民意及配合經濟政

策，達到合理徵稅及管制並減少行政訴訟之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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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稅則分類的正確性 

 

進口貨品於稅則分類上究應歸屬於何項貨品，乃法規規

範涵攝適用之問題，由於進口物品可能具有不同實體特徵，

在案例中，海關必須考量實物之特徵，決定進口貨物應如何

分類。換言之，貨品特徵認定須具體正確，始能歸列正確之

稅則號別。按物品之特徵，於稅則分類具有意義者，無非以

外觀型態、製造過程、成分構造及用途功能等為主要因素，

至於來貨品質則非考量重點。其中，尤以貨物名稱與貨物外

觀容易辨識，而為稅則歸類之重要準據。然其亦非唯一標準

，若單以貨物名稱與外觀進行稅則歸列，往往產生謬誤，此

因貨物品目繁多，結構成分各異，貨名無法標準化，故「同

物異名」或「同名異物」之情況經常可見。貨物名稱既不可

完全信賴，貨物外觀亦因無法涵蓋貨品之多元性質，故貨物

稅則歸列仍應參酌其他特徵判斷之。 

由於國際商品統一分類制度（ HS）之海關稅則品目（八

位碼）多達八千餘項之貨品分類事宜，進口分類估價人員學

經歷不同，殊難對每一稅則號別專精。又部分進口商及報關

行申報進口貨物分類稅則號別時，當該類之稅則號別有簽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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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或進口稅率較高時，通常會改變進口貨物名稱，俾便適

應其他稅號，逃避簽審規定或降低進口稅率，均會影響稅則

分類之正確性。 

現行實務上，每位關員負責審核之稅則章節範圍甚廣，

規定繁多，經驗知識的傳承有限，易產生遺漏疏忽。另進口

商進口相同貨物，因進口關區不同，經辦關員不同，進口商

需重覆向不同關員說明解釋，不勝其煩。偶而發生稅則分類

不同時，對海關分估關員之權威性及專業性易產生質疑與爭

議。尤以近年來科技發達，部分新技術開發之產品及其衍生

品等未獲合理分類，不只影響廠商權益及國家經濟發展，更

增加海關復查訴願案件之處理業務，有損海關形象及政府施

政品質。 

依據李開遠教授受經建會委託之 95 年度研究計畫「探

討我國海關進口稅則之分類問題與改進之道」之進口稅則申

請復查案件統計資料，申請復查成功案件及變更原核定稅號

為非申請復查稅號案件復查成功比率約 23%，為減低徵納雙

方爭議，提升我國關務行政效率，增進政府行政效能，我國

進口稅則分類正確性問題確有檢討改進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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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常見的錯誤分類 

 

海關業務以稅則分類最具專業性，其困難度也最高，因

此錯誤也就難免。蓋稅則分類之執行，其成敗決定於兩方面

之專業知識；首先為對貨品本身之認知能力，也就是貨品認

定的專業知識，其次為對貨品分類原則及規章的了解。一套

健全的貨品分類制度必須包容世界上所有貨品，而且必須每

一種貨品都只有一個正確的分類號別可以歸屬；也就是說貨

品分類制度必須做到既不遺漏又不重複之目標。為達到此一

目標，設置甚多之繁複規則乃是必要的，則使用這套貨品分

類制度的人員也就需要完全了解這些分類規則，否則一有疏

漏；立即產生錯誤之分類。 

分類規則的了解絕對不是一件容易的事；單就「解釋準

則」而言，使用這套分類制度最多的海關分估人員恐怕三五

年之內都無法完全吸收其完整而正確的含義，更遑論其他機

關及人員了。分估人員實務執行稅則分類時，對於「解釋準

則」的運用，往往因水準不同而產生分歧意見或錯誤分類，

例如「解釋準則」第二條（甲）款所稱之具有完成品主要特

性之未完成品照完成品分類，則此種未完成品如何認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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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準則」第三條（乙）款所稱之混合物以其實質上構成

該貨品主要特徵之材質分類，則何種材質才是構成成品主要

特徵者？又如「解釋準則」第四條所稱依性質最類似之貨品

分類，究竟何種貨品性質最類似？凡此法規已無法再做進一

步說明，只憑執行分類人員之豐富常識來加以正確判斷，因

此執行分類之分估人員必需具有相當高的知識水準，也需要

不斷進修的理由。 

我國海關進口稅則為八位碼，比 HS 多出兩層次「目」

之分類，並於解釋準則第六條規定目分類之使用法。依照準

則之規定，屬於目下之貨品只能與相關之目的貨品去比較，

不得與不同分類層次之目或節或章比較，且應遵照有關之目

註規定辦理。由於目及目註之適用屬高難度之技術規範，海

關分估人員如未能熟悉，將容易犯下分類上的錯誤。例如，

進口貨申報為「鎳線」，含鎳 60％，鈷 0.5％，錳 0.6％，進

行分類時首先依第 15 類註三（甲）規定，以鎳含量最多而

確定應歸入第 75 章，然後再按來貨為「線」確定歸入第 7505

節之第二目。但究竟應歸屬第 7505.21 目之「鎳線」或第

7505.22 目之「鎳合金線」，則須參據該章目註一（甲）及（乙

）之說明，（甲）規定「鎳」係含鎳及鈷總量在 99％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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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需鈷含量不超過 1.5％，且錳不超過 0.3％才行；（二）規

定「鎳合金」除含鎳最多外，尚需含鈷超過 0.5％及含錳超

過 0.3％。根據這兩目有關目註規定比較之後，發現來貨在

含鎳及錳兩種元素符合鎳合金之定義，雖含鈷量不合鎳合金

定義，但與鎳則相去更遠，此時即可再援引解釋準則第四條

規定（歸入最類似貨品的稅則號別），決定應視為「鎳合金

線」歸入第 7505.22 目。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這套貨品分類制度是外國人所編撰

，若干貨品係以他們的習性來認定，執行分類時就不得依照

國人的習性來認定，例如洋人認為動物之腸、胃、膀胱、血

液等均非供食用，而編列在第五章，我們不能因其可供食用

而分類於第二章。同理，若干植物是否為藥用，東西方人士

見解不同，我們也不能因紅棗，黑棗是藥用而予歸入第 1211

節。 

海關網站「稅則稅率查詢系統」中建置有「通關經常申

報錯誤稅則案件宣導案例」，它是關稅總局蒐集過去稅則經

常申報錯誤之案例，彙整後掛於內部網站，供分估同仁參考

。舉 2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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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例   序    號］：（一）92B5－03 

［貨   物   名    稱］：DRIED SEA CUCUMBER （乾

海參） 

［常見錯誤申報商品分類號列］：0307.99.26.10-0 ［其他

乾海參］   

［海關核定正確商品分類號列］：0307.99.24.00-4  ［乾刺

參］         

［說                明］： 

  乾海參現行稅則在 0307.99 目下分別列有： 

                  0307.99.24 …………「乾刺參」 

                  0307.99.25 …………「乾光參」 

                  0307.99.26.…………「其他乾海參」， 

  故進口乾海參應依其種類再根據前列稅則報關，本案貨品

為乾  刺參，卻申報 0307.99.26.10-0「其他乾海參」，則

屬不正確。 

 

［案   例   序    號］：（一）93 B 11 - 01 

［貨   物   名    稱］：Myanmar butter beans  

［常見錯誤申報商品分類號列］：0713.3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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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核定正確商品分類號列］：0713.39.90 

［說                明］： 

依據稅則 0713.33 目適用之學名為「Phaseolus vulgaris

」，而稅則 0713.39 目適用之學名，係指稅則 0713.31 目

「Vigna mungo (L.) Hepper or Vigna radiata (L.) 

Wilczek」、稅則 0713.32 目「Phaseolus or Vigna angularis

」與稅則 0713.33 目「Phaseolus vulgaris」除外之 Vigna 

屬或 Phaseolus 屬其他物種之去殼乾豆類蔬菜。 

經查 Myanmar butter beans 係屬白扁豆（學名：Phaseolus 

lunatus L.），雖係 Phaseolus 屬，但非屬稅則 0713.31

目、0713.32 目、0713.33 目適用之學名物種，故應歸列稅

則第 0713.39.90 號「Other beans (Vigna spp., Phaseolus 

s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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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現階段稅則分類面臨問題 

 

綜合前述問卷調查、資料蒐集及現況瞭解，確認稅則分

類的正確性及一致性尚有相當改善空間，茲就稅則分類問題

產生之原因再深入剖析，俾提出適切的解決方案，提升稅則

分類的正確性。 

一、 稅則分類專業知識，不易暸解： 

在通關業務上，稅則分類屬極專業知識，稅則如何分類

均依據「稅則合訂本」及「稅則分類註解」辦理，此二本書

合計超過 3000 頁，即使從事分估工作多年之關員，對少數

同一貨物亦難免有不同稅則分類之見解，況大部分報關業者

或進出口業者不是專司稅則分類工作，其錯誤更難避免。本

研究報告針對報關業者問卷調查顯示，最近一年內進口相同

貨品被海關核列不同之稅則號別機率， 3 件以上者有 21％

；同時有 39％報關業者表示，最近一年有貨主曾向該公司

反映其他同業進口相同貨品卻適用較低稅率或不受管制，印

證稅則分類工作確實不容易達到盡善盡美，其正確性、一致

性有待提升。 

二、組織人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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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則分類是海關公認最專業性的一項工作，其品質自與

分估關員的專業最直接關連，但分估工作負荷繁重，稅則分

類又與商民權益息息相關，可能改列一個不同款項號列，就

被限制、管制進口或稅率(關稅、貨物稅、反傾銷稅…等)不

同，不免受外界民意代表關切、檢調單位職權干擾，造成雙

重身心極大壓力。該項工作一般海關同仁均避之唯恐不及，

而資深分估關員亦大部分已屆可退休年齡，在從事長久分估

工作，得不到適當工作調整紓解壓力的情況下，紛紛提前退

休，更加劇人力不足及斷層隱憂，分估品質及時效自受影響

。海關在面臨人力斷層的環境下，更使同仁對分估工作失去

信心，儘管海關對從事分估、驗貨工作同仁，有升遷考核績

分的加分激勵，仍難提升同仁從事分估工作願意。 

分估工作與商民利益密不可分，屬海關敏感性工作，為

避免長期於同一單位工作過久，產生官商勾結弊端，海關訂

定相關輪調制度。由於分估工作的專業且一個人的知識有限

，而世界上各類產品千千萬萬種，又隨著流行趨勢，日新月

異，輪調制度對於培養專業稅則分類人員確是一大阻礙。如

何在防弊與培養專業分估關員間取得最佳平衡點，發揮最大

效能，是值得海關探討的重要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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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估專業知識傳承 

以一萬餘項進口稅則/貨品分類表及相關解釋準則、類

章目註、國際商品統一分類制度註解等為依據，將全球商品

(含括未來不可預知的新商品)歸入唯一稅號，本就是一項相

當困難的工作。各關區分估人員對於進口稅則歸列有所疑問

者，均填列「進口稅則分類疑問及解答」，經其他各關區表

示意見後，由關稅總局稅則處彙總統一答覆，答覆函並影送

各關區經辦單位存參。總局稅則處並將歷年來相關之稅則分

類疑義解釋建置於關務行政系統「稅則作業系統」，供同仁

查詢使用。 

業者對進口貨品歸列稅號須先確認者，透過稅則預先審

核機制，向各關稅局提出申請，經核定程序完成稅則預審。

海關除答覆申請者歸列稅則外，並將預審資料公告於稅則稅

率查詢網頁，供查詢參考。 

其他傳統分估資訊之取得多靠實務經驗及自行整理之

「稅則紀錄卡」辦理分類估價。惟隨著輪調制度及人員退休

，這些分估知識大部分未納入傳承而流失。尤其現行國際貿

易型態千變萬化，產品的日新月異，「稅則紀錄卡」已無法

因應。如何蒐集每個分估同仁智慧結晶，有系統、有效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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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同仁參考，落實分估知識傳承，對提升稅則核定之正確

性，應有積極的助益。 

四、輔助工具 

為便利業者及海關同仁查詢運用稅則分類相關資訊，在

總局全球網站稅則稅率查詢網頁提供稅則合訂本全文檢索

功能，稅則合訂本的貨名資料與實際進口申報商品名稱資料

差距甚大，經常無法查出較類似貨名。例如：輸入中文貨名

「綜合維他命」，則查無資料。其他稅則疑義解答、稅則預

先審核資料均無全文檢索功能，而採分章查詢，對查詢者而

言，如不知正確歸屬章別，就很難運用這兩項資料。此外，

相關稅則分類資訊，散佈不同網頁，由使用者逐一查詢，極

為不便，如能整合供需求者一次查詢所有稅則資訊，應可提

升服務品質及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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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解決方案規劃 

 

綜合第四章第四節稅則分類面臨的問題，歸納產生問題

的主因是專業性高，不易瞭解，須花費長時間學習方能勝任

此項工作。又稅則分類與業者利益關係密切，如發生錯誤，

業者利益受損，關員被批評故意刁難並可能產生復查案件，

造成事後答辯更正等繁複工作；如業者得利，則可能遭受檢

調調查圖利廠商，對分估關員造成極大壓力，只好消極迴避

該項工作。 

以往分估工作主要靠個人處理，海運關區由股長全部覆

核，空運關區股長僅抽核。在可能面對全球所有商品的分類

判斷下，個人能力實在有限，造成從事分估工作的心理障礙

。在講求研究創新的風潮下，先進的產業都組成研發團隊或

甚至與其他公司協同合作，解決公司生存及永續經營問題。

同樣海關為解決分估人力、品質問題，有必要拋棄單兵作戰

模式，集所有分估同仁智慧，協同作戰，方能提升稅則分類

的正確性。因此如何集眾人之智協同工作，研究小組認為主

要應建置知識管理系統，蒐集相關分估知識，提供便利運用

介面及構建快速溝通、協調、研討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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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稅則分類知識管理系統規劃 

 

就分估人力的培訓工作而言，由於新制「海關驗估人員

派用要點」對分估人員刪除具備驗貨員等資歷之限制，且對

分估人員既未規範職前訓練，亦無見習考核之規定，初任分

估人員恐有一段艱難的適應時期。如何突破學習困境，應是

系統解決方案的重點。本研究小組根據問卷調查資料估計，

每天進口新商品數量小於 5%，如能運用曾經核定稅則的紀

錄，理論上只要瞭解稅則分類的原則，應可找到接近 95%適

用的稅號。因此將稅則分類原則步驟結合稅則核定紀錄規劃

一套稅則分類作業流程及稅則分類系統設計需求。期能建置

一套標準稅則分類方法，除提供海關同仁利用該系統輔助稅

則分類的核定外，並可隨時利用時間進入該系統學習，縮短

稅則分類學習時程，降低學習困難度，破除從事分估工作的

第一道關卡－心理障礙。 

另外自分估關員問卷調查顯示，86%關員願意無條件與

同仁分享；75%關員認為建置分估知識庫對引導同仁加入分

估工作有所助益（非分估關員問卷調查亦有 61%認為有幫助

），因此對於分估經驗的傳承、知識的累積亦是作好稅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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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工作的重要因素。稅則分類知識來源除稅則合訂本、稅則

分類註解、稅則疑義解答、稅則預先審核及 C2、C3 案件通

關資料外，相當多來自實務經驗，亦應予以納入。惟這些經

驗大部分隱藏於個人的紀錄或記憶中，由於分估關員平時工

作負荷重，雖問卷調查顯示分估關員有極高的經驗分享意願

，要資深關員直接將其龐大經驗知識鍵入電腦，可謂椽木求

魚。如何將個人知識存放知識庫供大家快速分享，必須想辦

法加以突破，否則對稅則分類知識的傳承仍付之闕如，對正

確性的提升將大打折扣。經研究小組研討，可考慮於各分估

股配置年輕資淺分估關員，由各股定期召開經驗分享研討，

一方面資淺同仁可由研討中直接獲取經驗，一方面負責將研

討結論輸入知識管理系統，更廣泛提供同仁及業者分享；另

可採錄音方式，由知識分享關員口述稅則分類知識，再由指

定人員轉成文字輸入知識管理系統，方便使用者搜尋運用。 

在全球商品種類難以計數的現實下，海關雖提升分估品

質，但畢竟核定稅則僅由海關數名關員決定，難免仍會產生

錯誤或不一致情形。在網際網路盛行、資訊開放的時代，已

發展出維基百科模式，集眾人智慧創新編輯百科全書，比著

名大英百科全書內容更豐富、更快速、更正確。研究小組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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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此維基理論，認為稅則分類核定資料，在保護貨物所有人

資訊安全的權益下，可將資料公布於海關外部網站。一方面

展現海關稅則核定的透明化，絕無故意刁難情形，廠商如懷

疑有稅則核定不一致性問題，可自行上網檢索比對；一方面

提供各路稅則分類專家，檢視海關核定稅則的正確性，所謂

真理愈辨愈明，集眾人智慧相互切磋下，更臻使稅則申報及

核定之正確性、一致性幾近完美境界。 

稅則核定資料既已攤在陽光下接受公眾檢視，關員自不

敢公然違法，檢調單位也就可不必因分估關員個人判斷差異

認為關員有圖謀不軌，而行使其調查權，解決關員因稅則核

定失誤所造成之檢調調查壓力。 

進一步 C1 案件未經分估關員審核稅則之報關資料，亦

可在不損及進口人隱私權下，公開於海關外部網站接受公眾

檢視，避免廠商或報關業者利用免審免驗快速通關之門，規

避管制或少繳稅費。分估關員審查 C2、C3 案件發現稅則分

類申報錯誤時，亦可同時查核該進口人最近進口相同貨物所

申報之稅則資料正確，防範業者違法行為。審計部年度查核

各關稅局的稅則分類缺失得有效導正。 

因此將稅則分類原則步驟結合綜上規劃的內容，建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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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標準稅則分類方法，除提供海關同仁利用該系統輔助稅則

分類的核定外，並可隨時利用時間進入該系統學習，縮短稅

則分類學習時程，降低學習困難度，破除從事分估工作的第

一道關卡－心理障礙。分估關員隨時將實際分估案件經驗透

過系統快速分享，充實知識庫，共同造就海關智慧燈塔，永

遠為同仁指引出正確的分類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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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稅則分類系統作業流程及需求 

 

稅則分類原則步驟是依類、章、節、款、項順序由大分

類至小分類逐層次決定，其中並參酌相關類章目註及解釋準

則、稅則分類註解。如依此原則步驟對貨品進行分類均無問

題即完成稅則分類；惟如無法確定，可用「貨名」查詢曾經

進口之稅則分類資料（估計 95%以上應可查到），如已查到資

料，因相同貨名不一定歸列相同稅號，須再依參考資料之稅

則回歸稅則分類原則步驟逐層確認。 

依上述稅則分類原則步驟，規劃作業流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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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名資料
Y es

N o

依類章標示
名稱找出合
適的章別

找到？

以貨名查詢
稅則核定資
料庫紀錄

找到？
N o

在已找出之章
別下找出合適
節名，並檢視
符合類章註及
解釋準則規
定。如歸列仍
有困難，可尋
求稅則註解說
明。

找到？

A

1.詢問專家
2.提疑義解答
3.稅則預審

Y es（註一）

N o

Y es

B

註一：貨品分類最難為前六
    碼，系統可先以前六碼
    歸列，以縮小範圍。如
    查詢到多個稅則，逐一
    依查詢稅則之章、節、
    目、款、項順序核對貨
    名資料，確認適用的稅
    則。如均無適用稅則，
    則依No途徑尋求解決。

（一）

（二）

（三）

（四）

稅則分類作業流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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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找到的節名
下找出適用的
目，並檢視符
合目註及解釋
準則規定。如
仍無法找到適
合的目，可參
考稅則註解。

找到？

Yes
在找到的目下
找出適用的款
項。

找到？ B

依最後找到的
稅則核定

No

Yes

B

No

（五） （六）

（八）

稅則分類作業流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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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稅則分類相關知識除稅則合訂本、稅則分類註解、稅則

疑義解答、稅則預先審核及 C2、C3 案件通關資料外，相當多來自

實務經驗，亦應予以納入。上述相關知識散落各處，運用不便且

效率低落，須予以整合。整合工作相當繁重，尤其稅則分類註解

均為一般文字敘述，必須將其解釋項目作出索引，方便快速查詢

。整合目標應可一次查詢出相關知識，供使用依所需選擇參閱詳

細知識內容。 

依據上述作業流程規劃及知識整合需求，研提稅則分類系統

需求如下： 

（一） 首頁：區分三種選單 1.依稅則合訂本類章節目款項 循序查

詢。2.依已確定之章節目往下查詢。3.依貨名查詢。 
（二） 選擇 1 的查詢方式，先顯示 21 類之中英文說明；再依選擇

之類別顯示該類所有章別之中英文說明；餘此類推。在各

層顯示畫面均應有選擇提供相關類章目註及中文稅則註解

之功能。均找不到合適之稅則分類時，依流程圖尋求其他

解決途徑。 
（三） 選擇 2 的查詢方式，依使用者鍵入稅則 2、4、6 碼往其上

層顯示類、章、節及本身之中英文說明，並帶出下一層 2
位碼之所有中英文說明；再依選擇之下一層 2 位碼稅則顯

示其再下一層 2 位碼之中英文說明；餘此類推。在各層顯

示畫面均應有選擇提供相關類章目註及中文稅則註解之功

能。均找不到合適之稅則分類時，依流程圖尋求其他解決

途徑。 
（四） 選擇 3 的查詢方式，依使用者鍵入英文或中文貨名查詢稅

則資料庫（包括進口通關貨物經分估關員核定稅則資料、

稅則預先審核資料、稅則疑義解答資料），符合鍵入條件者

，顯示所有相同 6 位碼資料筆數；如 6 位碼資料過多，允

許再鍵入第 2 個貨名資料，從第 1 個貨名資料蒐尋出之資

料中再篩選，以縮小範圍。查詢到符合之 6 位碼稅則資料

後，分下列兩種方式繼續查詢： 
1. 依選擇之 6 位碼顯示稅則合訂本章、節、目之中英

文說明，並帶出下一層 2 位碼之所有中英文說明；

再依選擇之下一層 2 位碼稅則顯示其再下一層 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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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之中英文說明。在各層顯示畫面均應有選擇提供

相關類章目註及中文稅則註解之功能。如無符合該

層之稅則分類，再回上層尋找適用之稅則。均找不

到合適之稅則分類時，依流程圖尋求其他解決途徑

。 
2. 依選擇之 6 位碼顯示所有核定稅則資料庫符合貨名

條件相同 11 碼稅則之筆數，再依選擇之 11 碼稅則顯

示資料庫內所有之貨名資料，供使用者參考。如無

符合之稅則分類，再回上層尋找適用之稅則。因影

響稅則之因素很多，相同貨名不一定歸列相同稅則

，故於資料庫中找到符合之稅則分類後，仍應依（四

）１作業程序，查詢稅則合訂本資料，逐步確定分

類的正確性。均找不到合適之稅則分類時，依流程

圖尋求其他解決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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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稅則分類系統芻型設計 
第一節  系統功能展示 

 

為探討本小組研提之「稅則分類查詢系統」其可行性，特委

請廠商依據所提系統需求建置該查詢系統，以供測試。暫時建置

於內網：HTUhttp://10.18.15.221/HS_DB/Default.aspxUTH中，有關操作手冊

資料，詳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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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例使用測試 
 

以「沖繩黑糖調製花生」(休閒零食)為例： 

 
於主畫面點選 1. 依稅則合訂本類章節目款項循序查詢 

 
選擇第四類並開啟其類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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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查核類註後，再點開第四類。 

 
選擇第 20 章並開啟其章註及增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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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查核章註及增註後，再開啟第 20 章。 



 79

 
選擇第 2008 節並開啟其節註 

 
經查核節註後，再開啟第 200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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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第 200811 目並開啟其註釋。 

 
註釋資料係由關員自行填入，目前並無資料可供查閱。 

再開啟第 200811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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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第 20081192 款並其註釋。

 
註釋資料係由關員自行填入，目前並無資料可供查閱。 

再開啟第 2008119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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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得稅則前 10 碼之 2008119200 項資料並開啟其註釋。 

 
註釋資料係由關員自行填入，目前並無資料可供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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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主畫面點選 2. 依已確定之章節目往下查詢 

於二

碼稅則欄填入 20，按查詢鈕。 



 84

 

 
於四碼稅則欄填入 2008，按查詢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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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六碼稅則欄填入 200811，按查詢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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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主畫面點選點選 3. 依貨名查詢 

 
輸入篩選貨名一欄中鍵入花生，按執行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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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篩選貨名二欄中鍵入調製，按執行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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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

200811 之稅則循序查詢 

 
依中文貨名查核，點選稅則 20081192 之稅則資料 

查得 10 碼稅則 2008119200 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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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

200811 之 11 碼稅則報單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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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稅則 11 碼有預審資料，點開預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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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開

20081192004 稅則 11 碼相關報單之申報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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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

980720 之稅則循序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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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則

9807200090 為 2008119200 之關稅配額對應稅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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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 980720 之 11 碼稅則報單數 

 
點開 98072000904 之稅則 11 碼相關報單之申報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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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 980740 之稅則循序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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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中

文所述內容與要查詢資料不符，故不再繼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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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輸出入 

貨品分類號列 

 C.C.C.Code 

則號別 

 

Tariff NO. 

統 

計 

號 

別 

SC 

檢 

查 

號 

碼 

 

 

CD 

貨名 Description of Goods 

20081192 00 4 

其他方式調製或

保藏之去殼花生

，不論是否加糖

或含其他甜味料

或酒者 

Ground-nuts, shelled, otherwise 

prepared or preserved,whether 

or not containing added sugar or 

other sweeteningmatter or 

spirit 

98072000 90 4 

第２００８‧１

１‧９２‧００

號所屬之「其他

方式調製或保藏

之去殼花生，不

論是否加糖或含

其他甜味料或酒

者」 

Ground-nuts, shelled, otherwise 

prepared or preserved,whether 

or not containing added sugar or 

other sweeteningmatter or 

spirit, of Item 2008.11.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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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稅則分類申報者與核定者如有足夠的分類知識及經驗，自然

稅則分類的正確性就提高，因此如能提供充實的分類方法及知識

、經驗內容，建置有系統、易學、易懂、易用的學習環境，隨時

讓需求者參考使用，應對提升稅則分類正確有莫大的助益。基於

此研究結果，研究小組，特委外設計簡易的資訊系統，將有系統

的學習環境具體化呈現，希望藉由研究報告的提出，使更多分估

同仁瞭解改善方案內容，激發同仁更多改善意見，共同突破海關

核心業務的瓶頸。 

稅則分類的知識含括稅則合訂本、稅則分類註解、稅則預先

審核、稅則疑義解答、C2、C3 案件稅則核定之通關資料及分估工

作經驗等，散佈各處，有必要整合運用，否則容易遺漏且工作效

率低落。 

C1 抽核案件、C2、C3 案件稅則核定之通關資料及 C1 通關案

件之申報稅則資料即時公布，可展現海關核定稅則號列的透明無

私。同時藉由公布，在大家都可檢視的監督下，應有提升申報正

確性及稅則核定一致性；C1 案件可能申報錯誤稅則資料，亦容易

被發現，對國課或貿易管理落實助益匪淺。分估關員在稅則核定

過程中如發現申報錯誤，亦可用申報之貨名查詢通關歷史資料，

重新檢視以前稅則申報或核定之正確性。稽核組查案需要，目前

採用 U08 調閱統計資料，只能依廠商、稅則、期間、關別等條件

，經常資料過多，須花費相當多人力篩選，影響稽核效率，亦可

共用本知識庫，增加以貨名篩選功能大幅縮小查核範圍，提升工

作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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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一、 建置稅則分類知識管理系統 

總局資料處理處已編列 97 年預算（建置進口通關貨名資料與

稅則號別對應輔助系統），建議由總局成立建置稅則分類知識管理

系統專案小組，邀集各領域分估專家、資訊人員共同組成，以本

研究報告為基礎，繼續探討確認需求，俾儘速委外建置，供各關

稅局使用。在不影響通關系統回應速度之考量下，建議將此系統

建置於異地備援系統，充分運用海關現有硬體資源。 

二、 開放稅則核定資料供外界參閱 

為落實稅則核定透明化及一致性之政策目標，稅則核定資料

公開提供外界查詢，應是可行方法。藉由利害相關團體相互檢視

，稅則核定如有不一致情形，不利的一方自然會舉發，經海關覆

核程序，研判最後正確的稅則歸列。此項建議可視第一項建議推

動成果再決定開放時程。 

三、 稅則分類組織架構 

稅則分類的問題千頭萬緒，實非研究小組所能全面掌握。由

關員問卷，就是其中相當重要的部分，研究小組本於面對多年未

解決的問題，期望拋磚引玉引發同仁共同面對，藉由腦力激盪，

走向更正確完善的稅則分類之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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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基隆關稅局 

「稅則分類查詢系統」 

 操 作 手 冊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十二月 

 

財政部基隆關稅局 

稅則分類查詢系統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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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錄 
稅則分類查詢系統主畫面…………………………………………………… 1 

稅則依『類』查詢…………………………………………………………… 2 

『類註解』查詢……………………………………………………… 3 

稅則依『章』查詢…………………………………………………………… 4 

『章註解』查詢……………………………………………………… 5 

稅則增註查詢………………………………………………………  6 

稅則依『節』查詢…………………………………………………………… 7 

『節註解』查詢……………………………………………………… 8 

稅則依『目』查詢…………………………………………………………… 9 

稅則依『目註解』查詢………………………………………………………10 

使用者註釋查詢………………………………………………………………11 

稅則依『款』查詢……………………………………………………………12 

稅則依『項』查詢……………………………………………………………13 

『章、節、目』依序查詢主畫面……………………………………………14 

貨名查詢主畫面………………………………………………………………15 

核定稅則預審疑義筆數查詢…………………………………………………16 

預審查詢………………………………………………………………………17 

疑義查詢………………………………………………………………………18 

 



頁面代碼 Default.aspx 頁面名稱 稅則查詢系統主畫面 

 

網頁畫面 

一、功能說明： 稅則查詢系統功能首頁。 

二、使用時機： 隨時。  

三、使用單位： 基隆關稅局相關單位。 

四、前置頁面： 無 

五、操作說明： 

稅則分類系統可依三種方式進行點選查詢: 

 依U稅則合訂本類章節目款U項循序查詢(頁面代碼：HS_CLS.aspx) 

 依已U確定之章節目U往下查詢(頁面代碼：HS_SEARCH.aspx ) 

 依U貨名U查詢(頁面代碼：HS_GOODS_DESC_L6.aspx) 

 

 

 

 

 

頁面代碼 HS_CLS.aspx 頁面名稱 稅則依『類』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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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畫面 

一、功能說明： 查詢稅則類別資料。 

二、使用時機： 隨時。  

三、使用單位： 基隆關稅局相關單位。 

四、前置頁面： 稅則查詢系統功能首頁。 

五、操作說明： 

 點選「類號」，即可依序查詢所屬章號資料 

 點選「註」，即可顯示該類註解資料（詳下頁） 

六、欄位說明： 

    類：各類別序號 
中文說明：各類別中文說明 
英文說明：各類別英文說明 
有顯示「註」即表有類註中英文說明 

 

頁面代碼 
HS_NOTE_CLS.
aspx 

頁面名稱 稅則依『類註解』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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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畫面 

一、功能說明： 顯示『類』之註解資料。 

二、使用時機： 隨時。  

三、使用單位： 基隆關稅局相關單位。 

四、前置頁面： 稅則依『類』查詢(HS_CLS.aspx) 

五、操作說明： 

無 

六、欄位說明： 

顯示該類註中英文說明 
 
 
 

 

頁面代碼 HS_L2.aspx 頁面名稱 稅則依『章』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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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畫面 

一、功能說明： 查詢本類別所屬章別資料。 

二、使用時機： 隨時。  

三、使用單位： 基隆關稅局相關單位。 

四、前置頁面： 稅則依『類』查詢頁面(HS_CLS.aspx) 

五、操作說明： 
 點選該章號，即可依序查詢所屬節號資料 
 點選「註」，即可顯示該章別中英文註解資料（『章註解』查詢） 
 點選「增註」，即可顯示該章增註資料（稅則增註查詢） 
 點選『貨名查詢』進入依U貨名U查詢頁面進行查詢 

六、欄位說明： 

    章：各章別序號 
中文說明：各章別中文說明 
英文說明：各章別英文說明 
「註」：可顯示章註中英文說明 
「增註」：有顯示即表有章別增註中英文說明 

 
 

頁面代碼 
HS_NOTE_L2.as
px 

頁面名稱 『章註解』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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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畫面 

一、功能說明： 顯示『章』之註解資料。 

二、使用時機： 隨時。  

三、使用單位： 基隆關稅局相關單位。 

四、前置頁面： 稅則依『章』查詢(HS_L2.aspx) 

五、操作說明： 

無 

六、欄位說明： 

顯示該章註之中英文說明 

 
 
 
 

頁面代碼 HS_ADD.aspx 頁面名稱 稅則增註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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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畫面 

一、功能說明： 查詢各章別增註資料。 

二、使用時機： 隨時。  

三、使用單位： 基隆關稅局相關單位。 

四、前置頁面： 各『類』、『章』之查詢結果頁面 

五、操作說明： 

無 

六、欄位說明： 

顯示各章別增註中英文說明 

 
 
 
 

頁面代碼 HS_L4.aspx 頁面名稱 稅則依『節』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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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畫面 

一、功能說明： 查詢該章別所屬節別資料 
二、使用時機： 隨時。  

三、使用單位： 基隆關稅局相關單位。 

四、前置頁面： 稅則依『章』查詢(HS_L2.aspx) 

五、操作說明： 

 點選節號，即可查詢所屬目號資料 

 點選「註」，即可顯示該節註解資料（『節註解』查詢） 

 點選『貨名查詢』進入依 U貨名U查詢頁面進行查詢 

六、欄位說明： 

    節：各節別序號 
中文說明：各節別中文說明 
英文說明：各節別英文說明 
「註」：可顯示節註中英文說明 
 

頁面代碼 
HS_NOTE_L4.as
px 

頁面名稱 『節註解』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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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畫面 

一、功能說明： 顯示節別之註解資料。 

二、使用時機： 隨時。  

三、使用單位： 基隆關稅局相關單位。 

四、前置頁面： 稅則依『節』查詢(HS_L4.aspx) 

五、操作說明： 

無 

六、欄位說明： 

顯示該節別註解中文說明 

 

 

 

 

 

頁面代碼 HS_L6.aspx 頁面名稱 稅則依目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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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畫面 

一、功能說明： 查詢本節別所屬目別資料。 
二、二、使用時機： 隨時。  

三、使用單位： 基隆關稅局相關單位。 

四、前置頁面： 稅則依『節』查詢(HS_L4.aspx) 

五、操作說明： 
 點選目號，可依序查詢所屬款號資料 
 點選「註」，可由新開之頁面顯示該目別註解資料（目註解查詢） 
 點選「注釋」，可由新開之頁面進行查詢註釋及補增註釋資料

（使用者註釋查詢） 
 點選『貨名查詢』進入依U貨名U查詢頁面進行查詢 

六、欄位說明： 

    目：各目別序號 
中文說明：各目別中文說明 
英文說明：各目別英文說明 
「註」：可顯示章註中英文說明 
「註釋」：可顯示註釋資料或供分估同仁增補資料 
 

頁面代碼 
HS_NOTE_L6.as
px 

頁面名稱 『目註解』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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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畫面 

一、功能說明： 顯示目別之註解資料。 

二、使用時機： 隨時。  

三、使用單位： 基隆關稅局相關單位。 

四、前置頁面： 稅則依『目』查詢(HS_L6.aspx) 

五、操作說明： 

無 

六、欄位說明： 

顯示該目別註解中文說明 
 
 
 
 
 
 

頁面代碼 
HS_NOTE_USE
R.aspx 

頁面名稱 使用者註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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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畫面 

一、功能說明： 提供顯示及輸入各『目』、『款』、『項』(稅則號別)之個人

注釋資料。 

二、使用時機： 隨時。  

三、使用單位： 基隆關稅局相關單位。 

四、前置頁面： 各『目』、『款』、『項』之查詢結果頁面 

五、操作說明： 

本使用者註釋畫面，可供輸入 4000 字(英文)或 2000 字(中文)，注釋該筆資

料之相關說明，輸入完畢按「儲存更新」即完成。 

六、欄位說明： 

    顯示或供輸入之『目』、『款』、『項』之注釋內容，最大長度為 4000Bytes。 
 

 
 
 

頁面代碼 HS_L8.aspx 頁面名稱 稅則依『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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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畫面 

一、功能說明： 查詢本目別所屬款別資料 
二、使用時機： 隨時。  

三、使用單位： 基隆關稅局相關單位。 

四、前置頁面：稅則依『款』查詢(HS_L6.aspx) 

五、操作說明： 

 點選該款號，即查詢所屬項號資料 

 點選「注釋」，可由新開之頁面進行查詢注釋及補增註釋資料

（使用者註釋查詢） 

 點選『貨名查詢』進入依U貨名U查詢頁面進行查詢 

六、欄位說明： 

    款：各款別序號 
中文說明：各款別中文說明 
英文說明：各款別英文說明 
「註釋」：可顯示註釋資料或供分估同仁增補資料 
 

 

頁面代碼 HS_L10.aspx 頁面名稱 稅則依『項』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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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畫面 

一、功能說明： 查詢稅則號列資料。 
二、使用時機： 隨時。  

三、使用單位： 基隆關稅局相關單位。 

四、前置頁面： 稅則依『款』查詢(HS_L8.aspx) 

五、操作說明： 

 點選「注釋」可由新開之頁面進行查詢注釋及補增註釋資料

（使用者註釋查詢） 

 點選『貨名查詢』進入依U貨名U查詢頁面進行查詢 

六、欄位說明： 

    項：各稅則號別序號 
中文說明：各稅則號別中文說明 
英文說明：各稅則號別英文說明 
「註釋」：可顯示註釋資料或供分估同仁增補資料 

 
 

頁面代碼 
HS_SEARCH.as
px 

頁面名稱 『章、節、目』依序查詢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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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畫面 

一、功能說明： 查詢『兩碼章別』、『四碼節別』及『六碼目別』稅則本中所

標註之中英文說明資料。 

二、使用時機： 隨時。  

三、使用單位： 基隆關稅局相關單位。 

四、前置頁面： 稅則分類系統主畫面 

五、操作說明： 

可依已確定之章、節、目代碼輸入資料查詢 

 

六、欄位說明： 

    二碼稅則：可供查詢章別 
    四碼稅則：可供查詢節別 
    六碼稅則：可供查詢目別 
 
 

頁面代碼 
HS_GOODS_DE
SC_L6.aspx 

頁面名稱 貨名查詢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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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畫面 

一、功能說明： 以貨名至稅則核定資料庫資料，查詢符合條件之核定稅則六碼

資料及報單筆數。 
二、使用時機： 隨時。  

三、使用單位： 基隆關稅局相關單位。 

四、前置頁面： 稅則分類系統主畫面 

五、操作說明： 

可輸入篩選貨名一按「執行查詢」進行查詢，或再利用篩選貨名二進行進階

查詢 

六、欄位說明： 

核定稅則_6 碼：符合該貨名查詢稅則之目別分類 

報單筆數：符合該貨名查詢條件之核定後報單申報筆數 

稅則循序查詢：點選目別可進入查詢符合條件之稅則號別資料 

11 碼稅則報單數：點選可進入查詢該目別之核定報單資料以檢視貨名、預

審資料及稅則疑義 

頁面代碼 
HS_GOODS_DE
SC_L11.aspx 

頁面名稱 核定稅則預審疑義筆數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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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畫面 

一、功能說明： 查詢核定後報單之 11 碼稅則之報單筆數、預審紀錄及稅則疑義

資料。 

二、使用時機： 隨時。  

三、使用單位： 基隆關稅局相關單位。 

四、前置頁面： 貨名查詢主畫面(HS_GOODS_DESC_L6.aspx) 

五、操作說明： 

 可點選 11 碼稅則查詢該稅則所申報之歷史報單申報稅則貨名資料。 

 可點選疑義或預審項目下的’Y’以查詢相關之申請預審紀錄或稅則疑義

紀錄。 

六、欄位說明： 

核定稅則_11 碼：符合條件亡核定之稅則號列 

報單筆數：符合件之報單申報數量 

預審：’Y’表示有相關之稅則申請預審紀錄 

疑義：’Y’表示有相關之稅則疑義紀錄 

 

頁面代碼 
HS_GOODS_DE
SC_L11_PRECL
ARE.aspx 

頁面名稱 預審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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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畫面 

一、功能說明： 查詢與貨名與稅則號列相關之預審資料，並依據發文日期排序

顯示。 

二、使用時機： 隨時。  

三、使用單位： 基隆關稅局相關單位。 

四、前置頁面： 核定稅則預審疑義筆數查詢(HS_GOODS_DESC_L11.aspx) 

五、操作說明： 
 無 

六、欄位說明： 

    無 
 
 
 
 
 

頁面代碼 
HS_GOODS_DE
SC_L11_DOUBT
.aspx 

頁面名稱 疑義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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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畫面 

一、功能說明：查詢與貨名與稅則號列相關之疑義資料，並依據異動日期排序顯

示。 
二、使用時機： 隨時。  

三、使用單位： 基隆關稅局相關單位。 

四、前置頁面： 核定稅則預審疑義筆數查詢(HS_GOODS_DESC_L11.aspx) 

五、操作說明： 

無 

六、欄位說明：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