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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自 1987年，台灣開放對大陸探親以來，海峽兩岸之間的互動與交流開始呈

現快速成長的趨勢。但不可否認的是，兩岸之間的互動，在過去 20 餘年來，一
直受到政治和經濟因素的相互影響。在 1990 年代初期，雖然兩岸之間的經貿關
係受到自由市場經濟的影響，出現了快速發展的局面，但到了 1993 年和 1994
年之間，台灣當局宣佈了南向政策，試圖避免台商的經貿投資過於集中在中國大

陸。但南向政策的成效不彰，迫使台灣再提出建構亞太營運中心的構想，試圖以

中國大陸為腹地，建構台灣成為區域性的發展中心。但隨著北京的不滿李前總統

的訪問美國，以及隨後在台灣海峽所發生的軍事危機，此乃使得台灣對中國大陸

的經貿政策，在 1997 年之後，邁入了所謂戒急用忍的階段。此再次突顯了在海
峽經貿互動中，政治因素所扮演的重要角色。1999 年，台灣方面的重新界定兩
岸關係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更使得兩岸之間的政治對立更趨激烈。值得注

意的是，西元 2000民進黨陳水扁先生的當選總統，以及其在 2002年的公開主張
「一邊一國」，再次使得兩岸關係陷入了最低潮。北京不但持續在國際社會與台

灣進行外交上的零和遊戲，並嚴厲阻撓台灣的加入聯合國和世界衛生組織。 
2004年 3月 20日的台灣總統大選，陳水扁總統的獲得連任，使得兩岸之間

在過去四年來的互不信任與緊張關係，再一次到達了最高點。就在同年 5 月 20
日陳總統就職的前幾天，中共國台辦發表了所謂的「五一七聲明」，其中指出「五

個決不」和「七個前景」。「五個決不」包括了北京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決不

妥協；爭取和平談判的努力決不放棄；與台灣同胞共謀兩岸和平發展的誠意決不

改變；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意志決不動搖；以及對台獨決不容忍。至

於「七個前景」則包括了(一)恢復兩岸對話與談判，平等協商，正式結束敵對狀
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共同構造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框架；(二)以適當方
式保持兩岸密切聯繫，及時磋商解決兩岸關係中衍生的問題；(三)實現全面、直
接、雙向三通，以利兩岸同胞便捷地進行經貿、交流、旅行和觀光等活動。(四)
建立緊密的兩岸經濟合作安排，互利互惠；(五)進一步密切兩岸同胞各種交流，
消弭隔閡，增進互信，累積共識。(六)在兩岸關係的祥和氣氛中，台灣同胞追求
兩岸和平、渴望社會穩定、謀求經濟發展的願望將得以實現；(七)透過協商，妥
善解決台灣地區在國際上與其身份相適應的活動空間問題。毫無疑問的是，北京

堅持實現這七個前景的最重要前提，就是台灣必須要停止台獨分裂活動，並遵守

一個中國的原則。 
陳總統在 5月 20日的就職演說中，在針對兩岸關係上，強調兩岸的進一步

合作互惠關係，並指出只要台灣人民同意，兩岸之間可發展任何形式的關係。此

外，陳總統亦主張透過協商建立一個動態的和平穩定架構，成立兩岸和平發展委

員會，共同推動兩岸和平穩定、永續發展的新關係。其次，在涉及制憲的問題上，

為消除北京和國際社會的疑慮，陳總統宣稱將不把涉及國家主權、領土和統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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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列入未來憲改的範疇圍內。陳總統的就職演說，試圖對北京和美國表達出

一種善意的回應。但基本上，北京方面依然認為陳總統的 5月 20日演說，仍然
未能承認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北京仍持續懷疑演說中充滿了台灣是一個獨

立國家的意涵，並質疑陳總統並沒有放棄台獨的分裂立場。此外，再加上北京不

斷在國際社會上擠壓台灣政府和民間團體的生存和參與空間，並奪取台灣的邦交

國等，凡此均可看出北京的對台政策由愈來愈緊縮之趨勢。 
    毫無疑問的是，自 2004年 3月，陳水扁總統獲得連任以來，海峽兩岸關係
顯然經歷了重大的變化與轉折。因此，在與過去幾年來的兩岸關係發展相比較

下，近年來臺北與北京的互動，呈現出一種難以掌握、解釋與預測的特色。由於

民進黨政府持續主張正名和制憲等運動，北京方面對民進黨政府的言行，愈來愈

無法信任。同時，北京在沿海各省的對台部署飛彈，以及民進黨政府所提出的軍

購案，更使兩岸的情勢劍拔弩張。由於臺北方面的一再挑戰中國大陸對台的政治

立場，再加上北京方面的不願意放棄武力犯台，亦使得海峽兩岸陷入極端互不信

任的狀態中。此一互不信任的狀態，進而延伸到兩岸在國際社會的競逐，以及外

交上的零和遊戲。 

    但亦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 12月的台灣立委選舉，泛藍立委的席位超過了
泛綠，不但使得民進黨所積極推動的正名和制憲等運動受到挫折，而且亦促成政

府的推動政治和解；謝長廷市長的接任行政院長，其所強調的藍綠和解，即是此

一情勢下的產物。令人不解的是，儘管泛藍在立委選舉上獲得了勝利，但在同月

下旬北京卻釋放出欲制訂反分裂國家法的訊息，此乃使得兩岸關係陷入了緊張的

情勢。雖然 2005年初，兩岸春節包機的通航，使得國際社會認為兩岸關係似將
有所改善與突破，但北京在 3月的通過反分裂法，不但再次引起台灣朝野民間的
強烈抗議，更使得海峽兩岸關係陷入了有史以來的最低潮。今年春節期間，台灣

當局的再提及廢除國統會的想法，更是引起北京方面的抗議與不滿，使得兩岸關

係依然低迷不振。 

    基本上，海峽兩岸經過數十年的分隔，由於歷史發展背景的不同，造成無論
是在政治、經濟，或社會體制方面，均產生了重大的差異。因此，臺北和北京在

處理兩岸議題時，都是採取不同的邏輯思維方式。對中共而言，其對中國統一的

問題，是從民族主義的角度出發。易言之，繼香港和澳門的先後回歸「祖國」之

後，台灣何時納入「祖國」的統一，則是中共當局所最關切者。因此，中共不斷

重述一個中國的原則，以及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和大陸同屬於一個中國的

論調。這種民族性的思考模式，由於具有強烈的排他性，故很容易漠視台灣在過

去數十年來的自由與民主發展。最近胡錦濤的五一七聲明，以及歷次國台辦的重

要言論，均反映出此一發展趨勢。 
    但就台灣民眾而言，在面對兩岸議題時，卻與中國大陸有認知上的重大差
異。當在思考兩岸統一的議題時，我們都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切入。易言之，

台灣與中國大陸統一的利弊何在？在統一之後，我們的經濟發展與生活水準，是

否會變得更好？兩岸在政治體制、生活方式和思考模式上的差異，是否會產生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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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性的效果？因此，台灣民眾在看待兩岸議題時，由於受到自 1949 年以來兩岸
分治的事實，使得我們較能從務實與經濟發展的觀點來思考。這種思考模式所造

成的結果，乃是絕大部份的台灣民眾，依然傾向於維持現狀，並反對一國兩制。

因此，北京的強力促銷一個中國與一國兩制，不但引起絕大多數台灣民眾的反

感，更強化了台灣意識的高漲。因此，北京方面無法正視兩岸發展的現實性與差

異性，也無法瞭解台灣人民的真正想法與需要，遂造成兩岸關係停滯不前的主

因。這種矛盾的對立與衝突，於此次台灣總統大選的過程中，可謂一覽無遺。此

一錯綜複雜的兩岸關係，在可預見的未來仍難以獲得重大突破。 
    儘管兩岸關係的發展，一直無法獲得重大的突破，但民間交流和經貿互動的
日趨熱絡，卻儼然不受到政治因素的干預。例如，根據經濟投資審議委員會的統

計，從 1991 年到 2005 年為止，台商對中國大陸的投資件數，已然高達 34,452
件之多；整體投資金額更累積到 47,256,185,000美元。1同時，在投資帶動進出口

貿易的情況下，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進出口貿易亦呈現大幅度的成長。在台灣對中

國大陸的出口方面，1991年約為 69億美元。到 2004年，已增加到 44,096,000,000
美元之多。在與 2003年相比較下，成長了 27.2 %。在來自中國大陸的進口貿易
方面，1991年的金額約為 1,126,000,000美元；2004年激增到 16,678,000,000美
元，比 2003年更增加了 52.2 %。2 
    在兩岸政治持續處於對立關係的情勢下，除了經貿投資依然呈現熱絡之外，
在兩岸交流方面，另外一項出現大幅度成長的因素，即在於兩岸社會民間交流的

加強。根據中國大陸國家旅遊局的統計資料，台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的人

次，在 1988年僅約有 437,700人次；到了 2004年時，已激增到 3,685,300人次。
從 1987年到 2004年為止，總計共累積了 37,390,000人次。在 2005年的 1月到
10月，進入大陸地區的台灣民眾，總數已達 3,513,900人次。3此外，在中國大陸

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人次統計方面，1989年僅有 1,261人次；但到了 2005年，
人數已增加到 186,544 人次之多。從 1989 年到 2005 年，總計累積約 1,560,766
人次。就 2005年的人次而言，在與 2004年相比較下，約增加了 39 %。由此可
見，在未受到任何政治對立因素的影響下，兩岸人民互訪人次增長的幅度相當驚

人。4 
    兩岸經貿投資關係的日愈緊密，再加上兩岸民間互訪人次的日增，皆使得兩
岸海關在貨物通關和旅客出入境等業務方面，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更值得注

意的是，海關業務的推動，並未受到太多兩岸政治因素的影響。因此，在兩岸政

治對立難以獲得重要突破，以及雙方在國際社會外交競逐的白熱化等情況下，海

峽兩岸經濟和社會關係的密切發展，卻反而提供雙方海關更多合作的空間，並可

藉此開啟兩岸良性互動的契機。有鑑於此，本計畫首先乃試圖從兩岸海關關務合

作與交流的角度，進行系統性的研究與分析。然而，由於兩岸之間的官方合作與

                                                 
1 請參見 http://www.moeaic.gov.tw; 2006年 2月 11日。 
2 請參見 http://www.seftb.org/download/164,統計 3.pdf; 2006年 2月 11日。 
3 請參見 http://www.sef.org.tw/xls/statist/st3.xls; 2006年 2月 11日。 
4 請參見 http://www.sef.org.tw/xls/statist/st17.xls; 2006年 2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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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一向極為敏感。因此，為避免在推動兩岸海關的交流與互動方面，受到不

必要的阻礙與困擾，現階段本計畫將僅從民間非政府組織的觀點，試圖透過兩岸

的民間組織，如中華民國關稅協會，以及中國海關總署所隸屬的四個社會民間團

體，如中國海關學會、中國口岸協會、中國報關協會，以及中國保稅區出口加工

區協會等，共同建立推動兩岸海關業務合作的民間架構。而在未來的研究中，則

將在此一民間非政府組織的合作機制上，積極拓展二軌外交，進一步建構兩岸海

關之間的民間關務交流與合作機制。 
    值得注意的是，選擇從民間非政府組織的觀點，試圖建構兩岸海關合作的機
制，有其理論上的重大意涵。首先，自 1950 年代以來，中共不斷透過對城市國
有企業的行政、生產與經營管理的監督，全面直接控制了城市的所有勞工。在農

村地區，中共亦透過集體的人民公社，對廣大的農民進行政治、經濟和社會上的

全面控制。這種國家對社會的嚴格監控機制，界定了在中共威權主義下的一種特

殊國家與社會關係(state-society relations)。易言之，在 1978年以前，所謂自由流
動的社會並不存在於中國大陸。國家或黨嚴密的控制了整個社會，同時社會與國

家的機能亦是相互重疊的。此遂實現了中共完全控制社會的目標。然而中國大陸

自 1978年以後，其所推動的農村和城市改革，卻對上述傳統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形成了重大的衝擊。國家對社會的控制逐漸發生鬆動，不但造成了國家與社會之

間的界線愈來愈明顯，更使得黨和群眾關係的漸行漸遠。 
    但在 1978年中國大陸推動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伴隨著國有企業和人民公社
等單位機制的解體與轉型，並面對著市場經濟的興起，以及社會發展進程的需

要，乃造成各種相關民間團體的大量興起。在改革進程中所創造出來的廣大社會

空間，以及國家的無法繼續提供傳統的社會服務和功能，不但造成了社會民間團

體的普遍興起，而且更在中共一黨專政的結構下，獲得了相當程度的自主性。這

些社會民間組織不但獲得中共的同意而設立，且亦創造了屬於本身所擁有的組織

範圍和社會空間；這些民間團體亦代表了廣大的社會利益(social interest)，並將
這些社會利益傳送到政府的決策過程中。因此，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些民間

組織不僅在國家和社會之間扮演橋樑的角色，而且也代替了國家實行許多重要的

社會福利功能。 
    此一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新互動模式，是否隱含著中共一黨專政對社會的全面
控制，已然消失殆盡？同時，這些民間非政府組織的快速興起，是否亦已成為觀

察中共一黨專政權力轉移的重要指標？毫無疑問的是，民間非政府組織的興起與

設立，代表了中國大陸自 1980年代以來的一項重大改變。此一重大的轉變，使
得中共在 1980年代已然認知到，在推動經濟發展的進程中，以及在提供所有必
要的社會服務上，其內在能力已經受到愈來愈大的限制。因此，黨和政府乃必須

要將許多經濟和社會責任，轉移到相關的社會團體之上。自 1990年代中期以後，
「小政府和大社會」一詞的出現，說明了北京政府的試圖鼓勵以民間的力量，來

對民眾提供社會服務和社會福利。 
但從中共的角度來看，由於其亦認知到這些社會民間團體的出現，可能會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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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其會員的衷心支持，並對國家產生有效的政策要求，因此一黨專政的中共乃亦

尋求以嚴厲的方式，來控制與重新塑造國家與社會的新關係。1998 年，中共強
化了對民間團體的控制。許多登記為非政府組織的基金會、工會和專業機構等，

實際上皆是由政府所組織而成的非政府組織。根據 1996年的一項資料指出，低
於 50 %的社會組織屬於民間的自主性組織。同時，多數的社會團體亦屬於半官
方性質。5就中國大陸而言，官方對非政府組織的強烈影響，以及在國家和許多

民間團體之間的密切關係，已然引起了人們質疑這些民間團體，是否真正屬於所

謂非政府組織的範疇與意涵。6然而，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不同

的政治體制，對非政府組織的概念皆有所不同。由於中共的一黨專政本質，因此

根據中國大陸的官方資料，其乃將所有社會實體區分為兩種：即社會團體和民辦

非企業單位等。社會團體包含了許多不同的行業協會、基金會、貿易局和聯盟等。

民辦非企業單位則是一種創收單位，但卻不進行生產，僅提供社會和專業服務。 
在 1949年以前，雖然中國大陸存在著許多從事政治、社會或文化活動的 

民間性協會和組織；但在 1949年和 1978年之間，中共的一黨專政體制，卻嚴厲
鎮壓了包括宗教團體在內的許多獨立民間組織，並亦不允許這些社會團體具有自

主的空間。同時，中共亦嚴密控制了許多名為非政府組織的單位，如紅十字會和

中國婦女聯盟等。1978年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共在面臨改革的壓力下，開始強
調只有透過改革和發展，才可重新獲取社會大眾的信任，以及重建其政權統治的

合法性。7因此，自 1980年代以降，我們可以看到國家和社會事實上享有共同的
利益目標；再者，當國家在對社會進行控制力時，基本上亦在相當大的程度內，

必須要遵照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進程。雖然中共所採取的是一種由國家所領導的政

治和經濟改革模式，但是當國家和社會發生衝突之際，中共依然相信其仍可掌控

情勢，並認為改革的進程亦必須要符合黨的最佳利益。舉例言之，在 1990年代，
除了法輪功之外，中國大陸亦有一些民間環保團體在抗議長江三峽大壩的興建之

際，遭到了中共當局的嚴厲鎮壓。 
    整體言之，中國大陸非政府組織的興起，不僅象徵著國家與社會關係的逐漸
脫離，更代表了群眾和黨的距離更形疏遠。中國大陸社會民間團體的發展與成

長，儘管仍與中共保持密切的關係，同時亦有許多民間組織保有準官方關係，然

而這些民間組織的興起，卻是代表了中國大陸基層民主的成長與茁壯。從台灣的

立場與觀點而言，加強與中國大陸這些民間非政府組織的交流與議題合作，將可

將台灣民間團體所享有的自由民主觀念，傳播到中國大陸的民間社會組織之中；

此將有助於進一步推動這些組織的更為民主化，使其逐漸產生一種獨立自主的力

量，並可擺脫對中共的傳統依賴性。再者，藉著兩岸關係的陷入膠著狀態，經由

兩岸民間團體的互訪與交流，確實可打破此一僵局。因此，進行本研究計畫的一

                                                 
5 李凡，《靜悄悄的革命：中國當代市民社會》(香港：鏡報出版社，1998), 頁 264-267. 
6 J. Fisher, Nongovernment: NGOs and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World (West Hartford: 
Kumarian 1998), p.24. 
7 Xiaonong Cheng, “Breaking the Social Contract,” in Andrew J. Nathan, Zhaohui Hong and Steven R. 
Smith, ed., Dilemmas of Reform in Jiang Zemin’s China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pp. 
10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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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重要假定(assumption)，即在於兩岸民間社會團體的交流愈深，實愈有助於中
國大陸基層民主化的深化；而中國大陸基層民主的日益深化，亦代表著社會自主

性的提升，以及中共統治權合法性與正當性的衰微。是故，從建立中華民國關稅

協會和中國海關學會、中國口岸協會、中國報關協會，以及中國保稅區出口加工

區協會的合作互動機制的過程中，台灣民間社會團體亦可在無形中，扮演一股重

要的引導力量，深化對方的民主化與自主化之程度。有鑑於此，本計畫的研究目

的與意涵，計有如下 7點： 
    (一)透過本計畫的研究，試圖發現如何有系統的透過中華民國關稅協會，以
及其他相關的學術與社會團體，與中國大陸的中國海關學會、中國口岸協會、中

國報關協會，以及中國保稅區出口加工區協會，建立緊密的倡議網絡關係。從理

論的角度來看，此一倡議網絡關係，將可強化了中國大陸海關總署的四個社會民

間團體的內在能力建構。這種社會內在能力的強化，必將使該些社會團體邁向更

深化的民主與自主，此亦將對其與官方的威權體制，產生更重大的制衡與衝擊，

並亦有助於海峽兩岸的民間社會交流。 
    (二)中國大陸傳統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演變，多係從內部的觀點來研究。但
是本研究計畫所探討的跨國倡議網絡，提供了一項外力因素，並結合中國大陸內

部的民間團體，試圖建立共同議題與理念架構。如此一來，可逐漸推動在中國大

陸國家與社會互動的新模式。由於此一觀點正是目前國內外學術界，依然未能深

入研究的課題，因此本研究的完成，必將在理論和實證上有其學術與實務貢獻。 
    (三)對中國大陸而言，這種國家與社會互動新模式的產生，代表了民間組織
社會力量的日漸強大，並進一步威脅到中共的專制威權體系。這股社會力量的成

長，亦代表了基層民主力量的發展與成長。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行業協會

的發展與成長，皆與政府部門具有密切的行政關係，中國海關總署所下屬的四個

社會團體即是很好的例子。由於研究上述四個社會團體的組織與功能，除有助於

我們瞭解渠等之業務特色外，亦可探討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何在。因此，透

過第二軌道外交的推動，我們亦可將民主的意涵，傳遞到中國大陸的社會民間團

體。 
    (四)國際社會對於中國大陸民間非政府組織與公民社會的發展，一向極具關
注與興趣。對台灣而言，如何善用與支持中國大陸社會民間團體力量的興起，已

然成為我們必須思考的重要課題。對海峽兩岸海關協會與社會團體互動機制的研

究，無疑即時反映了此一需要。 
    (五)針對中國海關總署所隸屬的四個社會團體，就其組織結構和功能的分別
深入探討與分析，無論是在學術或實務上，必然有助於建構兩岸民間關務交流的

基石，並釐清雙方可以加強交流、討論與合作的議題。 
    (六)海關具有無國界的職能性質，即有主權觀念，又利於全球經濟的交流與
互動，因此在海峽兩岸政治關係依然處於對立的情況下，海關可說是兩岸最能排

除政治歧異，建立互動機制的最適合之機構。透過本研究計畫的探討，期望能在

民間學術和實務界，開展出具體與務實的交流合作機制，並為海峽兩岸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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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良性發展的基礎。 
    (七)儘管海峽兩岸的政治議題僵持難解，但在兩岸經貿互動愈來愈密切的情
況下，以及共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兩岸未來海關的交流與合作已然成為無

可避免之事。為了要達到上述之目的與意涵，本研究在探討以第二軌道推動兩岸

關務合作方作，主要將從議題倡導與聯結的角度切入，強化與中國大陸海關所關

切的議題結合度。因此，本計畫將首先在內在層面上，探討中國海關總署的組織

特色與功能，進而研擬出兩岸民間組織共同推動海關業務之合作與交流的架構與

機制。 
    (八)於外在的層面上，在受到經濟全球化，以及國內經貿的快速發展之影響
下，中國海關的組織與功能亦必須進行相應的調整；例如，現代海關制度的建立，

推動了中國海關的開啟通關作業改革，以及風險管理機制的設立等。因此，中國

海關在拓展其與國際、區域與雙邊等層面的交流合作時，亦突顯了貿易便利化、

海關情報交流、原產地規則、商品歸類、知識產權保護，海關行政互助與合作等

議題的重要性。針對這些議題的討論與分析，必然有效的提供兩岸民間組織，就

兩岸未來關務的交流與合作，建構出一個互動的平台與機制。 
 
第二節 研究架構 

    (一)國家與社會關係 
國家代表了政府的觀點，社會代表了社會民間團體和民眾的看法，有系統的

觀察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不但可以分析國家對社會控制能力的大小，亦可探討

一個國家公民社會發展的歷程。基本上，國家與社會力量的互動與消長，反映了

一個特定國家的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進程。值得注意的是，關於國家對社會

的控制力，在不同的國家之間，亦出現了相當程度的差異性。許多第三世界國家，

在過去數十年來的發展，雖然皆曾歷經重大的社會結構改變，然而這些社會的轉

型，並非必然源之於國家所規劃的政策藍圖。例如，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政府，

雖然建立了強大的軍隊、員警和官僚體系，同時亦擁有大量的財政資源可資運

用；但何以仍有為數眾多的第三世界國家政府，卻依然無法按照其領導者的旨

意，隨心所欲的改變傳統的社會結構？此外，何以一如中國大陸的威權體制國

家，卻有能力引導社會的重新建構？由此可知，比較國與國之間的特殊歷史，尤

其是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環境之異同，必將有助於解釋該國國家和社會的獨特

互動模式。 

    自 1980年代以來，從國家與社會的觀點來研究中國大陸，一直是學術界所
注意的焦點。此一研究架構之所以重要，主要在於中國大陸的特殊歷史發展背

景。因此，在 1949年以後，中共的堅持一黨專政和意識形態，乃建構了中國大
陸獨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結構。作為威權體制的中國共產黨而言，其在計

畫經濟的運作下，已然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中共亦不斷透過政治組織

動員的方式，控制了各種社會民間團體，以及不同的社會階層和群眾。因此，由

中共所發起的革命，不但是一場全國性的政治運動，更帶來了一場全面社會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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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 
    在這一場全面性的社會革命中，使得中國大陸在 1949年以後，重新界定了
國家和社會的關係。首先，國家擴大與加強了對民眾的直接政治動員，如土地改

革、三面紅旗和文化大革命等；這些群眾動員的方式，不但引導了社會結構的重

大轉變，更帶來了人際關係的重新調整。於此之際，城市國有企業和農村人民公

社等工作單位的設置，反映了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特殊互動關係。國家透

過這些單位機制，嚴密的控制了所有的勞工和農民，同時也使得社會缺乏自主生

存與發展的空間。因此，透過國家與社會關係的互動與界定，亦可以使我們深入

瞭解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特色。 
    首先，在計畫經濟體下的中國大陸，其國家與社會關係呈現的是一黨獨大的
局面。在一黨專政的原則下，中共透過了國有企業和人民公社等單位機制，完全

控制了勞工和農民。在計畫經濟體制下的中國大陸，民眾的社會生活和人際關

係，主要發生在這些城市和農村的單位體制中。因此，當時的中國大陸實無獨立

自主的社會可言。國家完全控制了這些小社會，同時社會亦完全重疊在國家的威

權統治下。社會民眾與國家的日常政治互動關係，即是發生在這些工作單位內部。 
    然而，僅從一個威權體制的角度，來解釋在 1978年以前中國大陸的國家與
社會關係，仍忽略了中國大陸的特殊歷史發展背景。因此，華爾德亦從一個新傳

統主義的觀點，詮釋了國有企業職工和企業幹部之間的一種交換與互惠的關係。

易言之，儘管黨嚴密控制了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與管理，但不可否認的是，黨

亦透過單位機制，對職工提供了經濟必需品，以及各項社會保險和福利，以交換

職工對黨領導的服從。此一有組織的依賴關係，亦建構了國有企業與職工的特殊

互動模式。因此，儘管國有企業和人民公社乃是社會的縮影，但其國家與社會互

動的特點，從比較的觀點來看，卻是其他國家所未曾經歷過的經驗。 
    1978 年中國大陸的推動改革開放，不但帶來了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變遷，
更進一步影響到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根據傳統的西方發展理論，當一個國家

邁向市場化以後，必然有助於經濟的發展，並影響到社會結構的變革。易言之，

根據西方國家的經驗，經濟的發展與成長，可能會帶來個人主義的強化、民主意

識的提升，以及社會的明確分工。質言之，伴隨著經濟發展，亦可能建構出一個

有利於公民社會發展的環境。從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角度來看，此即是代表了社會

力量的興起，對突顯了社會對國家的抗衡與挑戰。但顯而易見的是，這些發展的

結果，並未完全見諸於 1980年代以後的中國大陸社會。 
    中國大陸在 1978 年以後的走向市場化，並未帶來一如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
經驗。北京宣稱其推動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種在傳統社會主義和現代市場

經濟之間的混合體。易言之，其所追求的發展路線，亦可視為一種傳統與現代的

結合。從此一觀點視之，中國大陸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亦並未發生重大的體制變

革。儘管為因應時代的需要，許多的社會民間團體已告興起，但中共卻又透過正

式的管理機制，嚴密的控制這些團體。只有遵循黨政策的領導，這些民間團體才

可獲得正式的立案與合法經營。因此，在 1980年代以後的中國大陸，國家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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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關係的互動，有其持續，也有其轉變之處。雖然公民社會已在逐漸的成形與發

展，但其卻又是在國家領導下的一種公民社會。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公民社會，

十足反映了組合主義的理論意涵。 
然而在全球化的架構下，僅從內在層面的觀點來探討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

係的演變模式，已然無法獲得充份的解釋。在區域化與國際化的進程中，一個國

家的發展實已無法脫離國際社會而自行存在。例如，環保議題的國際化，說明瞭

社會與社會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已成為重要的發展趨勢。在環保議題的訴求下，

國際非政府組織相信透過跨國倡議網絡，可以逐漸引起各國社會對該些議題的重

視，並有助於創造人類更美好的未來。從傳統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角度來看，環保

的議題已然提供我們利用來自國際社會的外在因素，來觀察一股來自社會的新動

力，如何對國家形成了另一波的新挑戰。易言之，來自國際民間組織，或是所謂

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其與中國大陸民間社會團體的交流與合作，已然逐漸對北京

政府形成一股壓力。此一發展趨勢，乃建構了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係互動的新

模式。 
就本計畫而言，中國海關總署所隸屬的四個社會團體，即不僅代表了中國大

陸行業協會的興起，更反映了國家和社會關係的轉變，也突顯了這些社會團體與

政府之間的一種特殊關係。再者，海峽兩岸民間組織的共同推動關務合作，從某

種程度來看，亦代表了一股外來的力量。在理論的層面上，此一股外來的力量，

勢將影響到中國大陸社會團體的更民主與更獨立自主化。 
    (二)國際體制 
    根據奎斯納(Stephen D. Krasner)的定義，國際體制(international regime)乃是
一種在單一議題上，所呈現出的原則(principles)、規範(norms)、規則(rules)和決
策程式(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8根據新現實主義的觀點，國際體制代表了

一種國際結構(international structure)，對特定國家政府的行為產生了影響力。易
言之，在一個國際體制下，正如同一種國際規範，在各國政府的同意就特定議題

進行合作時，這些國家即在此一國際體制的規範之下。由於此一國際體制提供了

共同利益的保障，因此也同時使這些國家政府願意受到體制的規範。因此，儘管

新現實主義不否認國與國之間衝突的可能性，但其更強調除了衝突之外，國與國

之間亦有追求國際合作的動機。國際體系概念的存在，有助於說明國家政府之間

的國際合作動機。 
    就本計畫而言，世界海關組織與世界貿易組織皆代表了一種國際體系，也代
表了一種國際規範(international norms)。對海峽兩岸而言，此一國際體制同時規
範到了雙方的關務發展，更促成了雙方在關務推動上的許多交流與合作空間。再

者，兩岸經貿投資，以及民間社會交流的日益頻繁，更使得雙方的推動關務交流

與合作，成為刻不容緩的重要議題。 
 
                                                 
8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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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在從事社會科學的研究方面，資料的蒐集是最困難的部份。在與自然科學的
相比較之下，社會科學的研究與資料蒐集，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社會科學

在資料的蒐集時，必須要依賴我們看到的是什麼(what we see)、聽到的是什麼
(what we hear)，以及我們所閱讀的是什麼(what we read)。由於此種資料蒐集的方
法，不可避免會遭遇到重大的限制，因此我們在選擇資料蒐集的方法時，必須要

特別重視下列三點：第一，我們所要採訪的對象，必須在最大可能限度內，是最

佳的資料與訊息之來源；第二，對於所蒐集到的資料或數據，必須要有相當大的

可信度；第三，應儘可能的減少錯誤的發生。由於社會科學領域龐雜，因此在資

料的蒐集方面，必須僅限於與研究主題相關的資料和數據。 
    在從事社會科學研究時，主要採取的資料蒐集方式，多是採取田野調查(field 
research)為主。田野調查的方式，包括了問卷(survey)、菁英訪談(elite interviews)、
以及文獻研究(documentary research)等。9雖然問卷方式有助於我們蒐集到特定的

資訊，但由於經費昂貴、時間的耗費，以及在中國大陸實行問卷的政治敏感性，

皆使得本研究在問卷的資料蒐集方面，無法採行此一方式。因此，本計畫的研究，

主要仍依賴訪談和文獻分析。 
    (一)本研究所採用田野調查法，主要以菁英訪談為主。菁英訪談的對象，主
要在於那些重要領導者或決策者。透過訪談的方式，有助於我們針對特定的議

題，獲得一般書面文獻所缺乏的資料。更重要的是，透過菁英訪談的方式，亦有

助於了解這些重要幹部，對特定議題的認知與看法。為此，筆者曾於 2006 年 7
月 31日到 8月 7日之間，實地訪問中國大陸北京、上海，以及廣州等地的海關
與海關學會。透過與中國海關學會、上海海關學會，以廣州海關學會的直接訪問

與意見交流，有助於本計畫獲得相關有助於推動兩岸關務交流與合作的訊息，並

實際了解中國海關學會的運作模式。 
    (二)本研究亦採用了文獻分析法，針對書面資料和數據進行蒐集和檢閱。這
些資料來自於政府部門、各大圖書館、個人文件、政府聲明、檔案，以及各期刊

報紙等。為此，計畫主持人於 2006年 9月 4日至 10日間，前往香港中文大學「中
國研究服務中心」，進行為期 7天的短期研究。該中心蒐集了全世界研究中國大
陸最完備的第一手資料，以及各省區和地方縣市的期刊和報紙。對於相關民間組

織的發展，以及中國大陸海關的業務和資訊等，該中心皆有所蒐藏。由於有關中

國大陸海關關務，以及其隸屬的四個社會團體的資料有限，因此計畫主持人於

2006年 10月 7日至 11日，再次前往中國海關學會上海分會訪問，並進行專書、
期刊等相關資料之蒐集。 

                                                 
9 Elliot J. Feldman, A Practical Guide to the Conduct of Field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1), pp.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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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分析架構 

第一節 前言 
從國際政治經濟的觀點來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社會已然歷經了

許多重大的轉變。從冷戰體系下東西集團的對立，到 1990年蘇聯等共黨國家的
解體，使國際政治產生了重大的變化。首先，以國家為主要行為角色的國際關係，

自 1980年代以後，逐漸面臨來自民間社會的競爭。傳統政府所推動的政治、軍
事和外交，已然無法滿足與因應國際社會的轉變。國際議題多元化，以及軍事和

政治不再是國與國之間互動的唯一焦點，造成了民間團體行為角色的興起。此

外，亦無任何的單一議題，可以主導與壟斷整個國際社會。 
由於議題的多元化與多樣化，故亦逐漸形成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賴

(interdependence)。由於人類的日益重視環保、臭氧層、人權、保育、愛滋病、
發展，以及醫療衛生等方面，此乃造成具有專業分工的民間非政府組織興起。因

此，在國際社會的活動中，政府與民間角色如何建立合作夥伴關係，遂愈來愈受

到重視。易言之，政府不再是解決各種國際議題的主要行為者，其唯有與民間團

體合作，才能在國際社會繼續發揮其角色與功能。此外，許多議題的國際化，亦

造成許多民間團體的國際化，如國際非政府組織在人權和環保等議題的倡導與推

動，此更使得政府的角色與功能受到相當的侷限。本章即試圖從內在和外在的層

面，探討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發展與演變，以及政府和民間組織的互動模式。其次，

本章亦試圖進一步分析在國際政經環境的發展與變化下，何以非政府組織所扮演

的角色愈來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非政府組織之間亦傾向於採取議題合作的方

式。透過議題合作所建立的倡議網絡或合作夥伴關係，皆有助於非政府組織之間

合作關係的強化。 
 
第二節 國家與社會關係：內在層面的分析 
傳統上，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研究，主要皆從國家的層面切入，以觀察國家對

社會所展現的控制力。因此，以國家為中心的觀點，強調國家是否有足夠的能力，

運用其組織機構或各種資源，促使社會民眾去做符合國家所期望之事。10以此而

論，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基本意涵，主要仍著重於探討政府如何改變社會的能力。

依據此一觀點，國家有相當的自主權力，將其所喜好的政策，無論是否面對來自

社會層面的挑戰或抗衡，皆可轉換成為權威式的公共政策，並進而付諸實行之。
11然不可否認的是，在制訂或修正公共政策時，來自社會支持或抗衡力量的大小，

亦可能成為影響國家自主程度的重要指標。 

根據諾林傑(Eric A. Nordlinger)教授的研究，12其發現對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

                                                 
10 Badie and Birnbaum, The Sociology of the Stat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 
35. 
11 Eric A. Nordlinger, “Taking the State Seriously,” in Myron Weiner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ed.,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7), p.355. 
12 Ibid., 373-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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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討，亦即是研究一個國家的領導者，如何透過國家的總體計畫 (state 
planning)、政策(policies)和行動 (actions)，對社會的轉型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

從方法學的角度來看，觀察這種國家影響社會改變的能力，主要指標包含了對社

會的滲透力(capacities to penetrate society)、對社會關係的規範 (regulate social 
relationships)、資源的徵集(extract resources)，以及對於社會資源的分配與使用

等。因此，米格達(Joel S. Migdal)教授認為，就一個國家內部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而言，一個強勢的國家，即意指其具有貫澈上述目標之能力；反之，缺少任何改

變社會的能力，即是屬於一種較弱勢國家。13但有些主張強勢國家論點的學者，

亦重視國家滲透社會和運用社會資源的能力，如政府的制訂國家總體政策，以及

對外商企業徵稅的能力等。14 

    基本上，一個國家欲維持對社會的強大控制力，則必須要建立在國家領導者

的組織能力、人口的多寡、可資運用的自然和人力資源，以及國際形象等因素之

上。但對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言，表現其強勢政府的指標，則主要體現在對社會

人口的動員能力方面。動員(mobilization)意指將人民分別納入特殊的組織架構

中，而使得國家領導者得以建立更強大的軍隊、徵收更多的稅收，或完成其他艱

钜的發展任務等。此亦正如庫格勒(Jack Kugler)和唐克(William Domke)教授所

言，政府透過對人民和資源的動員，作為政治影響力的工具，而達到國家行動的

最終目標。15此一國家動員群眾的能力，正是國家展現社會控制力的一種重要表

徵。 

    國家與社會是否經常處於相互衝突的態勢，主要仍端賴著國家能夠擁有多少

對社會的控制力而定。國家在服從、參與和合法性方面，倘能具有較多的優勢，

則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力就會提高，對政策目標的追求亦較易達成。但值得注意的

是，若缺乏動員群眾的力量，以及對社會組織機構控制能力的不足，亦將會使得

國家在推動各項政策方面，遭遇到相當困難。易言之，國家領導者可能會發現，

儘管其擁有相當多的資源可供支配，但國家本身卻經常缺乏必要的手段，去動員

社會群眾共同追求政府所期望的目標。因此，一旦國家喪失對群眾的動員能力，

則國家將面對兩項難題。第一，國家將缺乏一個有效且強大的基層政治基礎，去

抗衡那些存在於社會不同部門的反動力量。第二，倘國家缺乏一個強大的基層權

力基礎，則將迫使國家對那些擁有社會實力者，採取一種懷柔與妥協的方式。由

於缺乏動員與組織群眾的力量，這些弱勢國家的領導者，乃必須時時要保護本身

的政權，惟恐遭到政變推翻。16因此，當一個集權國家需要不斷去收買社會支持，

以維繫政治穩定時，則這個國家就會變得更為弱勢。17 

                                                 
13 Joel S. Migdal,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4-5. 
14 James M. Malloy, “Authoritarianism and Corporatism in Latin America: The Modal Pattern,” in 
James M. Malloy, ed., Authoritarianism and Corporatism in Latin Americ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7), p.4.  
15 Jack Kugler and William Domke, “Comparing the Strength of Na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no. 19, April 1986, p.40. 
16 Ibid., 52. 
17 Xiaonong Cheng, “Breaking the Social Contract,” 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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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理論上而言，社會也會影響國家。換言之，一個獨特的社會背景，亦可以

塑造一個國家政策的形成。因此，探討社會結構如何影響國家動員社會的能力，

必然有其理論與實證上的意涵。就西方國家而言，對公民社會的強調與重視，即

是以社會為中心的觀點，來探討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根據哥登(White Gordon)
教授的研究，公民社會係獨立於國家體制之外，享有相當的自主性與獨立性，旨

在保護社會成員的利益與價值。18此外，哥登教授亦強調公民社會的內涵，主要

是探討在國家和個人之間的關係；並進而引導民眾關注在國家和社會之間的一種

權力均衡，以及社會成員如何透過個人自由權利的制定，以保護自己免於集權國

家的迫害。19 
    從政治發展的觀點來看，公民社會代表了一種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轉型。因
此，於政治現代化的過程中，在一個改變中的國家和社會之間，需要有一個重要

中介面的存在，而個人於此一介面中必須要界定本身和政治的關係。公民社會即

是此一介面的呈現，而其功能則是要調整與修正政治參與的模式。就中國大陸而

言，我們可以觀察在公民社會的緣起，及其與經濟現代化之間，是否具有關聯性

存在。基本上，在一個快速多元化的社會中，市場經濟已經創造了一個新的經濟

和社會空間，此時若缺乏社會仲介組織機構的出現，則政府必然無法繼續維繫其

對社會的控制；而公民社會則是推動這些社會仲介組織發展的最重要機制。因

此，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中，政府即可以透過這種公民社會的機制，來對社會做

更有效的治理(governance)。 
    然而根據佛羅利克(B. Michael Frolic)教授的看法，目前的中國大陸存在著兩
種不同的公民社會概念。20一種是強調政治制度的開放、國家權力的限制，以及

自治社會團體和個人權利的進展。但在中國大陸，這種公民社會概念，仍未普遍

根植於人民內心之中。另一種則是將國家的影響力，繼續擴展到中國大陸的各種

經濟和社會領域上。換言之，此即是一種由國家所領導的公民社會(State-led Civil 
Society)。這種公民社會是由國家所建立，其中亦包括社會中的許多組織和團體
在內。因此，這些社會民間組織，即被視為是一種支持國家的機制。因此，國家

透過對社會組織的控制，有助於國家的推展其意識形態或特定政策。同時，這些

社會組織可以在國有企業和私有經濟之間、集體和個人利益之間，以及在一個變

動的經濟和社會中，扮演一個仍具相當效能的仲介角色。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由

於這些社會組織提供了一種重要的協調和參與機制，故乃因而擴展了國家的勢力

範圍。由此觀之，與西方國家公民社會不同的是，在中國大陸的這些社會組織機

構，大都是附屬於國家的行政架構內，僅是政府的代理者，而不是獨立自主的社

會實體。因此，張伯倫(Heath B. Chamberlain) 教授強調，在公民社會的塑造過

                                                 
18 Gordon White, “Civil Society, Democratization and Development,” Democratization, Vol. 32, no. 3, 
Autumn 1994, pp.375-390. 
19 Gordon White, “The Dynamics of Civil Society in Post-Mao China,” in Brian Hook, ed.,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tate in Chin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197. 
20 David Kelly and He Baogang, “Emergent Civil Society and the Intellectuals in China,” in Robert 
Miller, e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in Communist Systems (Sydney: Allen and Unwin, 1992), 
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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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事實上，國家也可以扮演一個正面的角色。21 
    根據上述之分析，這種由國家所領導的公民社會，並非在追求國家和公民社
會之間的衝突；相反的，對中國大陸而言，此一概念的出現，主要乃在於國家認

知到一種經濟和社會轉型的必要性，而社會組織不但可於其中扮演重要的功能，

但卻又不會挑戰與侵犯到國家的權威。同理，對這些社會組織而言，由於皆期望

在穩定的社會環境中，追求其經濟利益，因此一個弱勢政府的存在，必然無法維

繫社會的整體利益。是故，這些社會組織亦不期望國家與政府的分崩離析。再者，

從傳統的歷史文化背景來看，儒家思想排斥了個人主義，並要求對國家的效忠，

此乃使得在 1949年以後的中國大陸的發展，有利於國家的集權中央，而不利於
一個公民社會的自發性興起。22但有些學者認為，在 1980 年代非國有經濟部門
的興起，可以說是一種公民社會的出現。當國有企業逐漸擺脫國家的行政幹預和

社會功能時，其不但自主能力增加，而且也強化了各種不同社會經濟組織之間的

橫面聯繫與統合。因此，在經濟領域上的一種公民社會，乃告逐漸脫離國家而出

現。23 
但以六四天安門事件為例，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的出現與遭到鎮壓，，除了因

為缺乏公民社會的歷史傳統外，中國大陸缺乏一群知識份子，願意出面挑戰政府

權威，也是另外一項必須要考慮的因素。基本上，許多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皆

試圖說服國家去改變體制，而不是透過一種公民社會的機制去推翻政府。此一消

極的策略，主要是受到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以及長久以來受到共產黨集權統治

的結果。因此，在 1980年代後期，中國大陸知識份子主張的是一種修正的威權
主義，而不是尋求民主政治的真正建立。因此，在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認知中，

未來公民社會的產生，必然來自中共的同意或允諾，而不是以推翻集權國家為目

標的一種自發性機制。 
以國家為中心的觀點，來進行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係研究的學者，主要包

括了威克門(Frederic Wakeman Jr.)、菲力黃(Philip Huang)，以及索林格(Dorothy 
Slinger, Jr.)等教授。這三位教授皆指出公民社會在中國大陸尚未興起。儘管自

1990 年以來，公領域呈現持續性的擴張，但是此並未強化市民抗衡政府的權力。
24相反的，國家威嚇的權力依然持續不斷的成長；多數人民認知到社會的存在，

主要在於義務和相互依賴的意識，而非權力與責任。25這些學者認為中國大陸的

人民，並未瞭解他們的社會責任為何，也不明瞭他們自己的責任和權利，因此公

                                                 
21 Heath B. Chamberlain, “On the Search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 Modern China, Vol. 19, no. 2, 
April 1993, p.209. 
22 Lucian W. Pye, “The State and Individual: An Overview Interpretation,” in Brian Hook, ed.,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tate in Chin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16.  
23 Frederic Wakeman, Jr., “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 Western Reflections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Modern China, Vol. 19, no. 2, April 1993, p.110. 
24 Philip Huang, “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 Paradox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Modern China, Vol. 17, no. 3, 1991, p.321; Frederic Wakeman, “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 Western Reflections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Modern China, Vol. 19, 1993, 
p.133. 
25 Frederic Wakeman, “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 Western Reflections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p.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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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會尚未出現在中國大陸。相反的，公部門的擴展，反而造成了國家擁有更多

的權力。此外，索林格教授也不同意一個公民社會，已然出現在中國大陸的論點。

其注意到中國的城市經濟改革，仍未帶來所謂公民社會的出現。因此，改革不僅

沒有導致國家和社會的分離，卻反而更模糊了兩者之間的界線。26 
在與上述學者的論點相對照下，弗利克(B. Michael Frolic)和霍威爾(Jude 

Howell)等教授，則強調權力和控制雖然仍掌握在國家的手中，但他們卻接受了

一個公民社會已然在中國大陸興起的論點。弗利克教授指出政府透過公民社會，

得以更有效的控制社會。27至於霍威爾教授則認為，一個公民社會正處於抗衡與

挑戰國家權力的情況中。28賽契(Tony Saich)教授也指出，許多分析家避談了關於

在中國一個公民社會的概念，並轉而採用組合主義(corporatism)來解釋國家和社

會關係。組合主義試圖解釋受到市場改革所引起的多元社會經濟變革，及其如何

與一黨專政的持續優勢，維持並存的態勢。然而，賽契教授亦提及民間非政府組

織的重要性。雖然其強調在國家與社會關係中，國家依然扮演獨佔的角色，但其

承認國家對社會和社會組織的控制，仍有其侷限性；同時，在有效的執行政策方

面，國家亦欠缺充份的財政和人力資源。因此，政府必須要體認到，有些不適合

政府所推動或執行的功能，應委由社區或民間組織負責之；此乃造成社會仲介團

體，如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大陸的普遍興起。29 
    以社會為中心的觀點，強調公民社會的重要性，主要可見諸於懷特(Gordon 
White)和米達爾(Joel S. Migdal)等教授的研究中。懷特教授樂觀的認為，中國大

陸在邁向民主方面，已出現了重大的轉變；其亦指出一個強化的社會，可以破壞

與挑戰國家的權威。30米達爾教授亦指出，倘一個國家無法遂行其責任，則社會

必須起而承擔這些責任。31由於民間非政府組織行為者，係屬於以社會為中心觀

點的範疇，其具有影響國家政策的能力，以及獨立自主運作的功能。雖然北京政

府在相當程度上對社會組織進行了鎮壓，然此並非意味著一黨專政即無容忍不同

意見，或志願性組織的空間。32 
    儘管以社會為中心的觀點，提供了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中國大陸的國家與社
會關係，然而其卻忽略了國家亦可扮演影響與引導社會發展的角色。因此，很顯

然的，以社會或以國家為中心的觀點，皆有其不足之處。使用其中一種觀點，必

將以另一種觀點為攜牲。在類如中國這樣的一個國家，學者很少使用全然以社會

                                                 
26 Dorothy Solinger, Jr., China’s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Statist Legacies and Marketing Reforms 
(Armonk: M. E. Sharpe, 1993), p.256. 
27 B. Michael Frolic, “State-Led Civil Society,” in Timothy Brook and B. Michael Frolic, eds., Civil 
Society in China (New York: M. E. Sharpe, 1997). 
28 Jude Howell, “Striking a New Balance: New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Post-Mao China,” Capital & 
Class, Vol. 54, 1996, p.107. 
29 Tony Saich, “Negotiating the State: Th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no. 161, March 2000, pp.124-141. 
30 Gordon White, Riding the Tige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99. 
31 Joel S. Migdal,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32 Peter Ho, “Greening without Conflict? Environmentalism, NGOs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32, 2001, pp.893-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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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心的觀點，來分析中國大陸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相反的，在近幾年來，在社

會中的一個國家(a state in society)，33抑或一種國家和社會互動等理論，已變得愈

來愈受到重視。因此，同時結合國家和社會的觀點，實有助於更進一步瞭解國家

與社會的互動本質。基本上，同時思考這兩種觀點，必然更有助於解釋中國大陸

國家和社會的內部架構(domestic structure)。 
就觀察大多數國家的國家與社會關係而言，無論是一個強勢的國家，抑或一

個強勢的社會，在政治發展的變遷與持續方面，最常見的一種模式，應該是在國

家和社會之間的一種互動。於此，組合主義(corporatism)即試圖解釋在國家和社

會團體之間的一種互動關係。基本上，組合主義隱含著一種合作與交換的本質，

其描繪了在社會利益組織和政府之間的互動模式。此一交換關係的內涵，界定了

社會團體和國家的相對權力，以及兩者自主的程度，並經由法律明定了雙方的互

動架構。基本上，組合主義並不太重視利益團體間的互動關係。對組合主義而言，

這些團體間的合作與衝突，皆受到法律的規範。同時，這些團體的日常行為，亦

受到其與國家交換關係的影響。此一關係決定了國家控制社會團體的權力，以及

團體運用其被賦與的特權，與國家進行交換，以謀取組織利益的能力。34  
由此觀之，在組合主義的分析架構下，國家可以決定那些組織是合法的，並

與之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同時，國家在直接控制這些社會組織的架構下，仍然留

給這些組織一些自主性空間。在中共一黨專政的結構下，組合主義乃反映了國家

在意識形態和組織上對社會控制的侷限性。由於此一組合主義的觀念，乃是經由

政策、法律和規章的內建網絡，正式認可各種社會團體在屬於中央的行政架構

下，依然擁有相當的自主能力；因此，組合主義研究架構的出現，主要乃是反映

出國家控制經濟能力的受到限制，以及社會團體自主權力的強化。 
一般對中國大陸的國家和社會關係之研究，多強調黨和國家機構對社會的控 

制能力。此一研究途徑，由於強調國家由上而下對各種不同社會團體的控制，因 
此更忽略了民間團體的多元發展趨勢。然而，無論是從以國家為主的觀點，或是

從以社會為主的觀點來探討中國大陸非政府組織的發展模式，皆有其不足之處。

因為此兩種不同的理論觀點，皆無法瞭解中國大陸的改變動力，亦難以理解社會

團體對政府決策的影響，以及這些社會團體如何追求其會員的利益。首先，儘管

國家仍能運用相當的控制力，但其實現此一控制力的能力，已然逐漸受到限制。

其次，僅強調國家的角色，將會造成對民間團體及其會員利益的忽略；第三，政

府和社會團體的關係應該是相互依賴的，因為社會團體發展出與國家談判的策

略，以追求其會員的利益，並防範國家的可能不當幹預。對中國大陸非政府組織

發展的研究，不但有助於闡釋上述的觀點，並將突顯出在中共一黨專政和社會之

間的複雜互動模式。儘管國家以控制社會團體的結構和規範，來監控這些民間團

                                                 
33 Joel S. Migdal, “Introduction: Developing a State-in-Society Perspective,” in Joel S. Migdal, Atul 
Kohli, Vivienne Shue, eds.,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34 Douglas A. Chalmers, “Corporatism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Howard J. Wiarda, ed., New 
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5), 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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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活動，但是社會團體同時也發展出一種談判的模式，以弱化國家的滲透和幹

預，並使得這些民間團體得以重新塑造出和國家的新關係，並獲得影響決策、追

求會員利益和團體目標的權力。35 
為此，有些學者乃採用了組合主義(corporatism)的觀點，來解釋中國大陸的

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組合主義的觀點，主要是強調因市場改革所引起的社會經

濟多元變動，乃係與中共的一黨專政架構共同存在。易言之，在探討社會空間的

擴大，以及民間組織的興起過程中，同時亦解釋中共如何透過直接或間接協調和

收編(co-optation)等機制，以強化建立與社會團體的特殊關係，此必然有助於我
們瞭解中國大陸非政府組織的特殊發展模式。 

就觀察大多數國家的國家與社會關係而言，無論是一個強勢的國家，或一個

強勢的社會，在政治發展的變遷與持續方面，最常見的一種模式，反而是在國家

和社會之間的一種妥協。於此一思考下，組合主義試圖解釋在國家和社會團體之

間的一種互動關係。基本上，組合主義隱含著一種合作與交換的關係，其描繪了

在社會利益組織和政府之間的相互依賴模式。這種交換關係的內涵，界定了社會

團體和國家的相對權力，以及兩者自主的程度，並經由法律明定了雙方的互動模

式。因此，在與多元主義相比較下，組合主義的特色乃在於強調社會團體與國家

的關係，而多元主義則強調在許多不同社會團體之間的衝突、妥協與討價還價的

過程。基本上，組合主義並不太重視利益團體間的互動關係。對組合主義論者而

言，這些團體間的合作與衝突，都是受到法律的規範。同時，這些團體的日常行

為，亦受到其與國家交換關係的影響。此一關係決定了國家控制團體的權力，以

及團體運用其被賦與的特權，與國家進行交換，以謀取團體利益的能力。36因此，

就理論上而言，在研究國家和社會關係上，組合主義不僅可以強調國家的利益所

在，而且也可以引導吾人注意在不同利益團體與政府之間的結構關係。再者，組

合主義也可以指引研究者，不但去思考社會利益團體的相對權力，而且也可以注

意到這些團體在國家內部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影響國家資源分配的方式。 
在組合主義的架構下，其所強調的社會團體，是一種由上而下，而非強調會員由

下而上的領導模式。易言之，這種社會團體具有官僚體系的特性，但卻未具有民

主的色彩。事實上，組合主義的中心意旨，即在於社會團體並不是要反映出其會

員的利益，而是要在這些利益的決策過程中，扮演重要的決定性角色。37 
    1)有限的利益表達管道(restricting the channels of representation) 
    在相同的利益目標下，只能有一種社會團體代表此一利益。因此，在每一個
社會團體所擁有的特定勢力範圍間，並未面對著來自其他社會團體的挑戰與競

爭。由於社會團體內的會員，缺乏對其領導者的制衡和影響力，因此會員實難以

由下而上表達出他們的不滿。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社會利益團體所代表

                                                 
35 Tony Saich, “Negotiating the S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p.124. 
36 Douglas A. Chalmers, “Corporatism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Howard J. Wiarda, ed., New 
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5), p.59. 
37 A. Cawson, “Varieties of Corporatism: The Importance of the Meso-level of Interest 
Intermediation,” in A. Cawson, ed., Organized Interests and the State (London: Sage, 1985),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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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種在經濟和社會上的分工(social and economic division of labor)；其會員在社
會和經濟上所扮演的功能與特性，亦決定了該團體的實際內涵。38 
    2)社會利益團體的官僚體系 
    社會利益團體的高低階級區分(hierarchical order)，主要係指其工作高度專業
化的程度而定。社會團體的工作人員，必須具有專業知識，運用特殊技術，並且

掌握相當資訊，以有效的代表該組織與國家的政府官員進行協商與談判。與政府

具有密切關係的社會利益團體，皆試圖模彷國家機構的內在階級結構。因此，為

了要顯示社會利益團體之間的相互競爭，以爭取國家的重視和經費補助，則必須

要建立一支專業技術隊伍，以推動在國家和該組織之間的對話。值得注意的是，

當這些社會利益團體與國家官僚體系發展出密切的關係時，則該團體內部所建立

的官僚體系，必將與其會員逐漸產生疏離感(detachment)。儘管此一疏離感意味
著這些會員將被排除在組織的決策體系之外，但亦值得注意的是，在會員的缺乏

直接參與決策下，這些社會利益團體如何要求其會員服從其政策。因此，社會團

體的領導者如何透過其權威的運用，來獲得會員對其政策的服從性，亦已成為不

可忽視的課題。 
    3)社會利益團體與國家授權(interest association and state licensing) 
    在組合主義下的社會利益團體，實與國傢俱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基本上，這
些社會利益團體在獲得國家的承認(recognized)，或是由國家頒給執照後，即在其
相關領域內獲得了審議性的代表權利(deliberate representational monopoly)。39在

國家和社會利益團體之間的關係，歐菲(Claus Offe)教授指出了下列四種可供觀察
的指標：40 
      (1)資源地位(resource status)：國家所提供給社會利益團體的資源，如經費
補貼和免稅等，其程度為何？ 
      (2)代表地位(representation status)：國家所授與社會利益團體及其會員的活
動範圍，其程度為何？ 
      (3)組織地位(organization status)：社會利益團體之會員和幹部之間的關
係，被國家所規範的程度為何？ 
      (4)程式地位(procedural status)：社會利益團體被承認或邀請參與立法、司
法體系、政策計畫和執行的程度為何？ 
    歐菲教授所提出的四項指標，其重要性在於指出了政府所授予社會利益團體
的特權種類。於此些委託關係的建立下，可以觀察社會團體對國家的更具依賴

性。易言之，此亦造成該社會團體的減少對其會員之依賴。 
    其次，在組合主義下的社會團體，主要亦在於強調與觀察這些團體的內在結

                                                 
38 A. Cawson, Corporatism and Welfare (London: Heinemann, 1982), p.38. 
39 P. C. Schmitter,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in P. C. Schmitter and G. Lehmbruch, 
eds.,Trends Toward Corporatist Intermediation (London: Sage, 1979), p.13. 
40 Claus Offe, “The Attribution of Public Status to Interest Groups: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West 
German Case,” in S. Berger, ed., Organizing Interests in Western Europe (Lexington: Heath, 1981), 
pp.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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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如何扭曲其會員所代表的利益。41此一現象的發生，主要是因為這些社會利

益團體，由於來自國家的頒予執照，因此並不太依賴其會員的支持。此外，這些

社會團體所扮演的規範本質(regulatory nature)，以及對其會員強化紀律的角色，
亦值得注意。基本上，任何志願性的社會團體，皆具有其合法制訂其政策，並將

此一政策付諸實行的手段。由此觀之，此一社會團體必須擁有其官僚體系來行使

其對會員的權威，以確保其會員的遵行組織決策。 
    對組合主義模式下的社會團體而言，其主要是代表國家將外在的規範
(external regulations)應用在該團體之上。當社會團體的領導者與國家達成協議
時，其乃要求會員必須遵守這些協定。42易言之，該社會團體實同時具有代表性

(representative role)和規範性等雙重角色(regulatory role)。首先，社會團體不僅代
表其會員與政府協商利益，同時亦將其所獲致的協定內容加諸在其會員之上。如

此一來，該社會團體即在國家和個別會員之間，扮演了一個重要的仲介角色。由

於這些社會團體不但能實際參與公共政策的制訂，並亦將政府的規範功能擴展到

民間團體的領域內，此即代表著社會團體在政府和民間之間所扮演的仲介角色。 
    最後，組合主義在探討國家和社會團體的互動時，主要著重於國家對社會團
體的幹預政策和程度何在。在組合主義的意涵下，社會團體和國家的互動關係，

不但是協商的、讓步的，而且也是相互妥協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政體，

所塑造出來的非政府組織發展環境，亦必然有所差異。換言之，國與國之間政治

環境的差異，亦直接或間接地決定了一個國家的非政府組織發展政策。 
 
第三節 國家與社會關係：外在層面的分析 
基本上，上述各節所討論到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演變，僅著重於內在

層面的分析。易言之，這些國內因素乃是影響國家與社會關係變遷的最主要動

力，而且也是傳統學術所重視的焦點。但自 1980年代和 1990年代以來，當國際
社會已逐步邁向全球化之際，中國大陸不但開始學習與認知到相互依賴

(interdependence)的重要性，而且許多來自於國際層面的因素，亦開始衝擊與影
響到中國大陸內在的國家和社會關係。 
在全球化的架構下，當中國大陸與國際社會加強接觸時，傳統的國家與社會

關係，亦開始面臨轉變。基本上，傳統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內在觀點，已不足以解

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更進一步變動。國際非政府組織的透過跨國倡議網絡，與國

內非政府組織進行交流與合作，乃為中國大陸社會注入了一股新的動力。這股新

動力的產生，勢將更進一步的削弱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力。同時，國際非政府組織

亦聯合國際社會的力量，共同對國家政府形成某種程度的壓力，使後者產生政策

上的修訂與變更。因此，目前中國大陸的國家和社會關係，不再僅是一種內在雙

向關係。我們必須開始思考在國家、社會，以及國際非政府組織之間的三角互動

                                                 
41 Peter J. Williamson, Corporatism in Perspective: 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Corporatist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89), p.98. 
42 C. Crouch, “Pluralism and the New Corporatism: A Rejoinder,” Political Studies, no. 31, 1983, 
pp.45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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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十餘年來，國際社會的重視與強調環保、人權，以及水
庫興建等議題，已然逐漸形成一種國際規範(international norms)與國際體制
(international regime)。在對這些規範或體制的追求上，國際非政府組織亦已成為
最重要的國際行為者之一。根據溫特(Alexander Wendt)教授的研究，一個國際制
度的充滿衝突或和平，其原因不在於無政府狀態和權力，也不在於受到外在結構

的影響，而是在於透過社會互動，所創造而出的特有文化差異。對建構主義而言，

國際政治是受到行為者所共有的理念、規範和價值觀等所引導。易言之，建構主

義者強調人類所共同享有的理念，乃是一種限制或產生行為的觀念結構。43其

次，此一觀念結構除可對行為者的行為，產生具有規範性的效果外，而且也具有

一種產生新行動的效力。此一結構引導行為者在互動的過程中，重新界定他們的

利益和認同。此亦即是一種社會化的過程。由此觀之，行為者不僅決定了觀念架

構，同時觀念架構亦塑造了行為者的新行為。結構塑造了行為者的利益和實體，

但是結構也因為在行為者之間的互動，而被製造、再製造，以及被改變。此意謂

著，透過社會意識的互動與交流，行為者也可改變結構。是故，結構不再僅是對

行為者的行為形成制約與規範。44 
    在溫特教授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一書中，45其論點主要在於建構一個簡約的系統理論(parsimonious systemic 
theory)，以突顯約束和塑造結構(structure)的力量何在。對溫特教授而言，其強調
國家乃是國際政治的主要行為者，並透過個人和社會團體的互動所建構而成。溫

特教授認為，國與國之間的互動，可以引導行為者的重新界定自我。在互動的過

程中，國家所扮演的角色，受到其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所影響，進而導致下列兩種

行為之一：重新產生最初的自我概念；抑或將所共同享有的觀念結構，轉變成更

集體的、更關切對方的思考方式。46溫特教授強調結構之所以存在、發揮影響力，

以及歷經轉變，主要乃在於行為者的不斷互動。一旦視其他行為者為非自我利益

者，則該行為者將開始建立集體的認同概念，進行強化彼此之間的良性互動關

係。47因此，新現實主義最大的缺點在於，由於其無法考慮到國家的不同類型，

故無法解釋國際結果(international outcomes)的差異性。例如，有些國家所追求的

                                                 
43 Dale C. Copel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 A Review Essay,” in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3. 
44 Emanuel Adler, “Seizing the Middle Ground: Constructivism in Worl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3, 1997, pp.319-363; Mar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1998, 
pp.171-200; Bradley S. Klein, Strategic Studies and World Order: The Global Politics of Deterr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ristian Reus-Smit, “The Co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Nature of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4, 1997, pp.555-589. 
45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46 Ibid., pp.327-336. 
47 Ibid., pp.336-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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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維持現狀；有些國家則是尋求透過武力來改變制度。溫特教授認為主張維持現

狀的國家，具有和平的傾向；而欲使用武力的國家，則傾向於衝突。此一論點顯

示出，無政府狀態並非僅有一種邏輯的存在。相反的，不同類型無政府狀態的存

在，端賴於制度內利益的分佈而定，即國家所需要的是什麼？溫特教授強調此即

為新現實主義所無法解釋之處。 
對此，溫特教授稱之為無政府文化(cultures of anarchy)。在所謂的霍布斯文

化(Hobbesian culture)中，國與國之間使用武力和暴力，追求生存和國家利益。在
洛克文化(Lockean culture)中，國與國之間是競爭者，他們可使用武力來追求利
益，但也可進行國際合作。在所謂的康得文化(Kantian culture)中，國家扮演朋友
的角色，且不使用武力來解決爭端，並共同合作對抗安全威脅。48每一種文化所

隱含的行為規範，皆為各行為者所瞭解，並在最小的程度內共同遵守之。然而，

這些規範內化的程度，可分為三種。第一種程度，與新現實主義一致，即對規範

的遵守，僅是源自於威嚇。換言之，行為者的服從，主要來自其他強權的威脅。

第二種程度，符合新自由主義，即行為者遵守規範，並不是因為他們視其為合法

正當，而僅是因為其符合本身的自我利益。在第三種層面上，國家內化了行為規

範。其與對方的期望相符合，並將對方的想法，納入本身所認知的領域內。值得

注意的是，只有於此一層面，規範才真正建構了國家，並重新塑造了國家的核心

利益。49關於那一種目標值得追求，那一種目標應該避免之，這種社會化的信念，

將有助於重新塑造每一個國家的實際利益。 
    根據上述之分析，建構主義描述的是一個社會世界(social world)的動力、偶
然性(contingent)，以及文化狀況。易言之，建構主義將世界視為是一項正在興建
中的工程計畫，強調世界的轉變，而非僅對其現狀的解釋。50因此，建構主義強

調在自然和人類知識之間的互惠關係。同時，社會世界是一種具有集體和多數人

能瞭解的結構和過程。在這個世界上，主觀是由社會結構所組成。只有透過共有

知識的結構，人類的互動才會有其意義。51 
    對溫特教授而言，結構之所以存在、發揮影響力，以及歷經轉變，主要乃在
於行為者的不斷互動，並進而強化彼此之間的良性互動關係。52因此，建構主義

將世界視為是一項正在興建中的工程計畫，強調世界的轉變，而非僅對其現狀的

解釋。53同時，社會世界(social world)是一種具有集體和多數人能瞭解的結構和
過程，只有透過共有知識的結構，人類的互動才會有其意義。54是故，只有經由

                                                 
48 Ibid., pp.258, 260-262. 
49 Ibid., p.250. 
50 Emanuel Adler, Communitar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Epistemic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5), p.11. 
51 Alexander 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1995, 
p.73. 
52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336-342. 
53 Emanuel Adler, Communitar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Epistemic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5), p.11. 
54 Alexander 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1995, 
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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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同意，社會事實才是真正的客觀事實。55對建構主義而言，結構可以說是

一種影響人類發展的前提條件(precondition)，但亦可視為是人類互動下的一種結
果。56 
    雖然建構主義在方法學上面臨諸多的缺失，57但其強調行為者在互動過程中

所共用的理念，可以形成一種特有的結構，進而強化彼此間的良性合作關係，依

然有其主觀價值的存在。由於每一個國際非政府組織，以及國內非政府組織皆有

其專業與特殊理念，因此在跨國非政府組織之間的互動，實有助於彼此理念的強

化，以及合作程度的深化。質言之，建構主義提供了國際非政府組織之間，推動

議題合作，並試圖追求人類更美好未來的一項理論基礎。例如，由全球草根團體、

社會運動和非政府組織等共同呈現的跨國動力，其所含蓋的議題，包含了安全、

貿易、民主化、人權、原住民、性別平等，以及環保等，已然成為國際政治的主

流價值58  
因此，在廿世紀後期，國際政治所呈現的重大特色之一，即在於國際非政府

組織和跨國社會運動的普遍興起。由於這些非國家行為者，開始與國家、國際組

織產生互動關係，彼此之間乃逐漸形成了所謂的跨國集體行動(transnational 
collective action)。非政府組織由於在經濟、資訊和智識上的優勢，使其在許多政
府難以處理的重大國際議題上，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59再加上國際制度並非

全然建立在國家和政府之上，故非政府組織已然成為不可忽視的國際行為者。60 
在國際集體行動中，國際非政府組織和國內非政府組織，所共同表現出來的

行為，主要是以跨國網絡(transnational networks)為主。跨國網絡係指一些跨國的
行為者，擁有共同關切的議題和理念，並進行資訊和服務的交流。跨國網絡的形

成，基本上是以志願、互利和橫向交流為基礎的一種組織形式。值得注意的是，

由於這些網絡關係，主要係以非國家行為所共用的道德理念或價值觀為核心，並

透過彼此間資訊的交流，對特定的議題表達其看法與立場，故亦可稱之為跨國倡

議網絡(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s)。61由於此一網絡的出現，改變了國內社

會與國際社會的互動方式，因此政府與其國民之間關係的界線，乃變得愈來愈模

糊。跨國倡議網絡的主要行為者，首先指出特定議題的重要性，並使此一議題能

為更多的社會大眾所瞭解、接受與支持，並透過民眾參與行動的方式，推動特定

國家政府或國際組織行為或政策的改變。因此，跨國倡議的主要目標，乃是要創

                                                 
55 John R. Searl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56 Patrick Baert, Social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04. 
57 此一方法學上的缺點，主要在於難以進行周延與確切的實證研究。 
58 Sanjeev Khagram et al., eds., Restructuring World Politics: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Networks and Norm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59 Ann Marie Clark,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 no. 2, Winter 1995, p.508. 
60 James N. Rosenau, Along the Domestic-Foreign Frontier: Exploring Governance in a Turbul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39. 
61 Robert Keohane, ed.,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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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加強、執行，以及監督國際規範(international norms)。62在國際社會的層面

上，我們可以觀察到人權、婦女和環保等議題，經常係透過此種跨國倡議網絡的

方式進行之。 
    然而，由於許多跨國非政府組織的力量相當薄弱，制約了影響國際政治的能
力，因此這些組織經常得訴諸於資訊、說服(persuasion)和道德壓力(moral pressure)
的使用，俾引導國際組織和政府政策的改變。由於非政府組織代表了在國家和企

業之外的第三部門，其所汲汲追求的是理念與存在的意義。因此，屬於第三部門

的個人和團體，其動機皆在於秉持其所懷有的原則和理念，來影響和重新建構國

際社會。63由此觀之，在建構主義的架構下，相同理念的結合，乃成為跨國非政

府組織合作的重要基礎。換言之，當地方上的非政府組織，在推動有關人權或環

保議題時，即經常與國際非政府組織建立倡議網絡，以加強對政府的壓力，尋求

既有政策的修訂與改變。 
    至於跨國倡議網絡應透過那些方式，才可發揮其預期的作用？根據凱克和西
欽(Kathryn Sikkink)教授的研究，主要係透過四種不同的方式，即資訊政治
(information politics)、象徵政治(symbolic politics)、槓桿政治(leverage politics)，
以及負責政治(accountability politics)。64資訊政治意味著網絡內部行為者之間的

資訊交流與分享，使此一網絡得以發揮最大的影響力。此一資訊的交流和分享，

主要是採取非正式的方式，如電話、電子郵件、傳真，以及小冊子的散播等。象

徵政治指出了利用實際的運動，以及對於現象和事實的描述和解說，有助於強化

社會大眾對於對特定議題的瞭解與支持，從而強化了該網絡的影響力。至於槓桿

政治，則係強調跨國行為者建立跨國倡議網絡的最終目標，在於遊說或影響目標

行為者(target actors)的政策改變。最後，負責政治則意指網絡內具有影響力的行
為者，必須利用其所掌握的立場和訊息，促使目標行為者在言論和政策的實際執

行之間，必須言行一致。 
    在特定議題領域上的規範和原則(norms and principles)程度之高低、全球擴散
的程度，以及在國家、多邊機構和跨國企業的程式和結構、制度化程度的高低，

皆影響了跨國倡議網絡在改變發展動力上的有效性。65但值得注意的是，跨國倡

議行動的成長，再加上國際規範的全球性散播，雖然有助於形成對政府的壓力，

但其並非必然可以獲得其所預期的結果。基本上，一個國家內部的政體結構，以

及民主化的程度等，皆制約了跨國倡議組織的行動與效力。雖然非政府組織、人

民團體和社會動員，有能力組織和動員龐大數目的人民進行多層面的倡議，但是

類如興建大型水庫的活動，若發生在一個專制威權的政體，以及內部行為者無能

                                                 
62 Sanjeev Khagram, James V. Riker and Kathryn Sikkink, “From Santiago to Seattle: Transnational 
Advocacy Groups Restructuring World Politics,” in Sanjeev Khagram, James V. Riker and Kathryn 
Sikkink, eds., Restructuring World Politics: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Networks and Norm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p.4. 
63 Ibid., p.11. 
64 Margaret E. Keck and Kathryn 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6-25. 
65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1998, p.24. 



 24

力動員草根人民的反抗運動時，則這種跨國倡議網絡，改變興建水庫既定政策的

能力，必將大為降低。但重要的是，透過對建構主義和跨國倡議網絡關係等理論

意涵的瞭解，在全球化的架構下，國與國之間的社會交流不但已日漸加強，而且

一些有系統的議題交流與合作，亦已逐漸形成。此些跨國議題合作，如人權、環

保、婦女、教育和醫療等，透過國際非政府組織與本土非政府組織的網絡合作，

已然影響一個國家內部民間社會意識的興起，更進而直接衝擊到民間與政府的傳

統互動關係。 
    由全球草根團體、社會運動和非政府組織等共同呈現的跨國動力，其所含蓋
的議題，包含了安全、貿易、民主化、人權、原住民、性別平等，以及環保等，

已然成為國際政治的一項主要特色。66值得注意的是，此一跨國運動，亦改變了

發展(development)的政治經濟。這些跨國運動，受到全球環保、原住民和人權等
議題的影響，使其影響力大為增加。 
    在廿世紀，全球非政府組織的擴展，乃是造成發展的新跨國政治經濟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的主要因素。地方性的非政府組
織，其會員雖僅來自於單一國家，但其亦能與國際社會進行連結。在相對照之下，

跨國非政府組織，如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或綠色和平
(Greenpeace)，其會員皆來自多重國家，並且在國際間非常的活躍。這些跨國非
政府組織，並不一定要效忠於任一特定的國家或社會。67 
在廿世紀後期，國際政治所呈現的重大特色之一，在於國際非政府組織和跨

國社會運動的普遍興起。由於這些非國家行為者，開始與國家、國際組織產生互

動關係，彼此之間乃逐漸形成了所謂的跨國集體行動(transnational collective 
action)。國際非政府組織可以說是跨國集體活動的重要方式。非政府組織是一種
私人的、志願的，以及非營利的團體，其主要目標在於公開的推動一些社會改變。

國內非政府組織指的是其會員，僅來自於單一的國家。而國際非政府組織則係

指，具有來自至少三個國家會員的決策結構，其所追求的是跨國或國際性目標。

羅森納(James Rosenau)教授指出，在廿世紀後期，國際制度並非全然建立在國家
和政府之上，非政府組織已然成為不可忽視的國際行為者。68非政府組織由於其

在經濟、資訊和智識上的優勢，使其在許多國家難以處理的重大國際議題上，扮

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69環保議題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國際集體行動中，國際非政府組織和國內非政府組織，係共同扮演著重要

的角色。其所表現出來的行為，主要有跨國網絡(transnational networks)、跨國聯
盟(transnational coalitions)和跨國社會運動(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等三

                                                 
66 Sanjeev Khagram et al., eds., Restructuring World Politics: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Networks and Norm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67 Paul K. Wapner, Environmental Activism and World Civic Politic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68 James N. Rosenau, Along the Domestic-Foreign Frontier: Exploring Governance in a Turbul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39. 
69 Ann Marie Clark,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 no. 2, Winter 1995, p.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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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跨國聯盟主要包含一種跨國間的協調與合作。跨國行為者協調共有的策略或

戰略，或共同推動跨國活動，試圖公開影響社會的改變。至於跨國社會運動，強

調的是動員會員的集體行動，透過使用抗議和破壞性的活動，來實現所追求的目

標。在跨國集體活動中，跨國社會運動乃是屬於最困難的一種方式。70 
    跨國網絡是指一些跨國的行為者，擁有共同關切的議題和理念，並進行資訊
和服務的交流。跨國網絡的形成，基本上是以志願、互利和橫向交流為基礎的一

種組織形式。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這些網絡關係，主要係以非國家行為所共用的

道德理念或價值觀為核心，並透過彼此間資訊的交流，對特定的議題表達其看法

與立場，故亦可稱之為跨國倡議網絡(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s)。71由於此

一網絡的出現，改變了國內公民與國際社會的互動方式，因此政府與其國民之間

關係的界線，乃變得愈來愈模糊。同時，跨國倡議網絡的主要行為者，首先指出

特定議題的重要性，並使此一議題能為更多的社會大眾所瞭解、接受與支持，並

透過民眾參與行動的方式，推動特定國家政府或國際組織行為或政策的改變。因

此，跨國倡議的主要目標，乃是要創造、加強、執行，以及監督國際規範

(international norms)。72在國際社會的層面上，我們可以觀察到人權、婦女和環

保等議題，經常係透過此種跨國倡議網絡的方式進行之。 
    雖然國際規範可能來自於行為者之間的共有理念，但這些共有理念亦可能重
新塑造國際規範的形成。對現實主義者而言，其較強調規範性的觀點。一個國家

政府的遵守規範，主要是因為擔心來自更強大行為者的懲罰，此即是基於國家自

我利益的考量。只要符合其利益，國家即願意遵守這些規範。73相反的，建構主

義則強調推動國際規範形成的力量。對行為者而言，利益並非是一成不變的；行

為者透過在社會中的互動，由於具有相同的理念、價值觀，以及新的自我感覺，

此乃使其利益可以重新被塑造而出。因此，在規範的建立和擴散過程中，語言、

理念和知識皆有助於協助行為者的界定其利益和認同。74 
    然而，由於許多跨國非政府組織的力量相當薄弱，因此他們影響國際政治的
能力，經常得訴諸於資訊、說服(persuasion)和道德壓力(moral pressure)的使用，
俾引導國際組織和政府的改變。由於非政府組織代表了在國家和企業之外的第三

部門，其具有非官方的，以及橫向的網絡關係。倘企業追求的是利潤，國家追求

的是權威，則非政府組織所汲汲追求的是理念與存在的意義。因此，屬於第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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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的個人和團體，其動機皆在於秉持他們所懷有的原則和理念，來影響和建構國

際社會。75由此觀之，相同理念的結合，乃成為跨國非政府組織合作的重要基礎。 
    根據凱克(Margaret E. Keck)教授的研究，跨國倡議網絡可能出現的情況，有
如下三種：(一)國內民間團體與其政府之間的溝通管道，不通順或遭到重大障
礙，抑或這些管道無法確實解決問題。當國內非政府組織的訴求，無法獲得政府

的正面回應，則其經常直接透過國際盟友的協助，利用外在力量對政府形成壓

力；(二)跨國或國內行為者認為，網絡關係的建立，若有助於其目標的追求與達
成，則其將致力於網絡的創建；(三)國內社會團體一旦與政府溝通的管道受挫之
際，則透過國際會議或其他的國際聯繫，此必然有助於加強跨國網絡的機制。76

換言之，當地方上的非政府組織，在推動有關人權或環保議題時，即經常與國際

非政府組織建立倡議網絡，以加強對政府的壓力，尋求既有政策的修訂與改變。 
    至於跨國倡議網絡應透過那些方式，才可發揮其預期的作用？根據凱克和西
欽(Kathryn Sikkink)教授的研究，主要係透過四種不同的方式，即資訊政治
(information politics)、象徵政治(symbolic politics)、槓桿政治(leverage politics)，
以及負責政治(accountability politics)。77資訊政治意味著網絡內部行為者之間的

資訊交流與分享，使此一網絡得以發揮最大的影響力。此一資訊的交流和分享，

主要是採取非正式的方式，如電話、電子郵件、傳真，以及小冊子的散播等。象

徵政治指出了利用實際的運動，以及對於現象和事實的描述和解說，有助於強化

社會大眾對於對特定議題的瞭解與支持，從而強化了該網絡的影響力。至於槓桿

政治，則係強調強大的行為體，足以協助、影響或強化網絡內部的弱勢團體，使

其得以遂求其目標。不可否認的是，跨國行為者建立跨國倡議網絡的最終目標，

在於影響目標行為者(target actors)的政策改變。這些目標行為者，可能是國家政
府、國際組織或跨國企業等。為了要改變這些目標行為者的政策，倡議網絡需要

加強遊說，並對上述目標行為者施壓。最後，負責政治則意指網絡內具有影響力

的行為者，必須利用其所掌握的立場和訊息，促使目標行為者在言論和政策的實

際執行之間，必須言行一致。 
    跨國聯盟(transnational coalitions)係由一些跨國的行為者所共同組成，並以公
開和非暴力的合作協調，以制定和執行一項特定的運動或策略。78該聯盟試圖連

結在已發展和發展中國家的非政府組織、草根團體，以及社會運動，其多具有策

略上的目的，如強化他們影響結果的能力。在第三世界國家中，國內的行為者在

與政府、國際多邊組織和跨國企業無法獲得充份溝通的管道時，其可能會與國外

和跨國的對口單位，建構跨國連結，以進一步推動他們的目標。從事國際或跨國

議題的第一世界非政府組織，亦經常尋求和第三世界的盟友建立連結，以交換資

                                                 
75 Sanjeev Khagram, James V. Riker and Kathryn Sikkink, “From Santiago to Seattle: Transnational 
Advocacy Groups Restructuring World Politics,” in Sanjeev Khagram, James V. Riker and Kathryn 
Sikkink, eds., Restructuring World Politics: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Networks and Norm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p.11. 
76 Ibid., p.12. 
77 Ibid., pp.16-25. 
78 Ulf Hannerz,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Cultures, People, Places (London: Routledge,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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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並增加他們的權力與合法性。79雖然受到地理的侷限、語言和文化的差異、

不同的組織結構，以及資源的不均衡，皆限制了這些跨國結盟的功能發揮，但毫

無疑問的是，這種互動的方式，已愈來愈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歡迎。值得注意的

是，跨國聯盟和跨國網絡，其起源、發展和持續動力，多來自於非政府組織。 
    跨國非政府組織、跨國聯盟和跨國網絡之間的長期互動，有助於推動其議題
的國際化，進而形成一股具有全球動力的結構。例如，國際原住民聯盟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Indigenous Peoples, IAIP)則是一個正式的跨國性非政府
組織，致力於保護全球原住民的權利。跨國聯盟主要是由非政府組織和草根團體

所組成，經常包含國際原住民聯盟在內，這種聯盟的建立，主要圍繞著特定的活

動，如推動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權利。因此，任何有關推動原住民和文化保存的

跨國網絡，皆亦將國際原住民聯盟納為其主要的核心會員。這些不同形式的跨國

集體行動，在與其他類型組織的互動下，產生了關於原住民議題的跨國領域。類

似的跨國組織和社會領域，亦發生在人權、環境、性別和勞工等議題之上。 
    不同形式跨國倡議的存在與散播，主要是由非政府組織、草根團體和社會運
動所產生，但此並無法保證可以直接對國際或國內產生一定的衝擊。在特定議題

領域上的規範和原則(norms and principles)程度的高低、全球擴散的程度，以及在
國家、多邊機構和跨國企業的程式和結構，制度化程度的高低，皆強化了跨國聯

盟行動在改變發展動力上的有效性。80儘管這些國際體系規範和原則的形成和維

繫，無法確保跨國倡議努力的最後成功，但其卻有助於強化那些處於弱勢和邊緣

處境的國內非政府組織。 
    值得注意的是，跨國聯盟行動的成長，再加上國際規範的全球性散播，雖然
有助於推動對政府的形成壓力，但其並非絕對可以獲得其所預期的結果。基本

上，一個國家內部的政體結構，以及民主化的程度等，皆限制了跨國倡議組織的

行動與效力。雖然非政府組織、人民團體和社會動員，有能力組織和動員龐大數

目的人民進行多層面的倡議，但是類如興建大型水庫的發展活動，若發生在一個

專制威權的政體，以及內部行為者無能力動員草根人民的反抗運動時，則這種跨

國的倡議網絡，不太可能會改變興建水庫的既定政策。由此可知，跨國倡議網絡

架構，突顯了國內外非政府組織，針對特定議題的合作方式，並可藉以觀察雙方

合作與互動的過程。 
    在全球化的架構下，當中國大陸與國際社會加強接觸時，傳統的國家與社會
關係，亦開始面臨轉變。基本上，傳統國家與社會關係的互動和轉變，僅是從一

個內部的觀點來加以闡釋。但此一觀點顯然已不足以解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更進

一步變動。國際非政府組織的透過跨國倡議網絡，與國內非政府組織進行交流與

合作，乃注入中國大陸社會一股新的動力。這股新動力的產生，勢將更進一步的

削弱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力。因此，目前中國大陸的國家和民間非政府組織的關

                                                 
79 Paul J. Nelson, The World Bank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he Limits of Apolitical 
Developmen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80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1998, 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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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不再僅是如組合主義所強調的內在雙向關係。我們亦必須開始思考在國家、

國內非政府組織，以及國際非政府組織之間的三角互動架構(請參閱圖 1)。 
 
 

國際社會 
(國際非政府組織) 

 
 
 
 
 
                   社會                       國家 

(國內非政府組織)                (政府) 
    
 

圖 1：國家與社會的三角互動關係 
 
 
    藉著使用此三邊互動架構，以及認知到在政府、國內非政府組織和國際非政
府組織之間的微妙關係，本計畫除了探討中國大陸海關學會與政府之間的互動關

係外，亦將試圖將台灣的社會民間團體，運作為一股影響前者的外來動力。因此，

在試圖建構跨國倡議網絡上，本研究計畫將思考如何有系統的透過民間社會團

體，建立海峽兩岸海關關務的資訊交流與分享，以及如何尋找共同關心的特定議

題；此外，並透過定期的互訪、研討會，以及共同的研究課題等，思考如何建立

制度性與系統性的倡議網絡關係。 
 
第四節 全球化與國際規範 

    從國際關係理論的演變進程，有助於我們觀察國際社會的變動模式。基本
上，一個國際關係理論的興起與更迭，即充份反映了當時的背景與特色。理論是

知識的有系統整理，試圖從所欲探討的事物中，觀察與發現其中所存在的發展模

式(patterns)何在。以此論之，各種不同理論在不同時間的興起，事實上即代表這
些理論的試圖解釋周遭環境之變遷。理想主義(idealism)的興起，充份反映了在第
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人類對於戰爭的唾棄，並期望能藉著民主政治的發展，以及

國際組織的建立81，來改變與控制國與國之間的行為。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

發，國與國之間的嚴重衝突，無疑說明瞭理想主義的失敗。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理想主義基本上是對國際社會發展的一種期望，也是一種假想，更是烏托邦式的

思想。其理論假設在於，當人性本善時，人與人之間即不易發生衝突。同理，當

                                                 
81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國際聯盟的設立，即是此一理想主義的付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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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追求民主，或走向民主化時，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與衝突必然有所減少。

因此，理想主義是一種由內而外的推論，期望能建設更好與更和平的國際社會。 
    在與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相比較下，現實主義(realism)則試圖解釋與分析國
際社會所面臨的實際問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現實主義者認為國與國之間

的衝突，乃是國際社會的普遍現象。由於國家(state)是國際關係的主要行為角色，
因此當國家為了追求與保護本身的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即不斷強化其權力 
(power)以實現其目標。基本上，現實主義假設可說是建立在理性(rationality) 之
上。從理性的觀點來看，每一個國家皆有其追求的目標(goals)。為了要追求此一
目標，國家必須思考與選擇所應採取的手段與方式(means)。而在考慮目標與手
段的過程中，國家亦必須從成本與代價的觀點，來選出一個最適合與最有利於其

本國的策略與手段。例如，嚇阻理論(deterrence)即是此一國家思考行為的具體表
現。這是一種邏輯推理的思考過程，也充份反映了國家行為的擬人化。易言之，

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即如同個人的外在行為表現。與理想主義不同的是，現實

主義強調人性本惡的觀點，因此遂造成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與衝突不斷。冷戰體系

下的東西集團，以及國與國之間的軍備競賽，皆闡述了國家利益與意識形態的衝

突。 
    到了 1970年代和 1980年代，由於貿易、投資和環保等重大議題的出現，亦
逐漸改變了現實主義所強調的國際關係本質。國與國之間不再只有軍事、外交折

衝、權力和衝突，合作與相互依賴的概念亦開始萌芽。於此一背景之下，造成了

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的興起。新現實主義強調在國際關係中，儘管政府的角
色依然存在，但其他的國際行為者亦同時出現，如民間團體和跨國企業等。這些

非政府行為者的出現，改變了從國家角度來完全解釋國際關係的方式。例如，兩

個國家之間可能存有重大的歧異，以及存在著衝突的可能性，但在經貿關係的發

展，以及其他如環保與醫療議題上，這些國家依然是可以進行合作的。因此，國

際議題的本質與取向，亦可解釋出誰是最適當的國際行為者。雖然在現實主義的

標準之下，美國係屬霸權(hegemony)。但在經濟的領域上，日本和歐洲國家的興
起，亦足與美國抗衡。由此觀之，權力的概念乃呈現一種多元化的趨勢。軍事是

一種權力，同時經濟也是一種國家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國與國之間除了潛在的

衝突外，亦可能存在著合作。是故，在 1970 年代以後，相互依賴的觀念乃告應
運而生。 
    亦值得注意的是，從理論的層面來加以觀察，新現實主義強調國際結構
(international structure)的重要性。其主要的論點在於，國家行為在某種程度下，
係受到特定國際結構的影響。對現實主義而言，國家政府是其行為的主宰者；因

此國家的追求其利益，解釋了國與國之間的互動模式。但新現實主義者認為，國

際結構乃是解釋國家行為表現的因素。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regime)概念的出
現，即說明瞭國家行為可能也為受到體系的影響。根據克雷斯納(Stephen D. 
Krasner)教授的看法，體系是一種規範(norm)、原則(principle)、規定(rule)，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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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decision-making)。82國際體系與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的主要差
異，在於前者是一種單一議題的呈現，如關稅貿易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以及

石油國輸出組織等。當一些國家基於共同的考量而組成國際體系時，即必須要遵

守該體系的遊戲規則。因此，一個特定的國際體系，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解釋一

個國家在特定議題上的行為表現。基本上，新現實主義並非完全取代現實主義，

前者僅是對後者提供一些補充與修正。同時，新現實主義也承認國家依然是國際

政治的重要行為者，但由於國際議題的多元化與多樣化，亦闡釋了權力概念的轉

變、其他國際行為者的出現，以及在國與國之間合作與衝突並存的局面。 
誠然，一個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構，是要試圖解釋當時的發展模式；但從另一

個角度來看，理論的建構亦是要從過去的實證研究(empirical study)中，發現人類
發展的規律性，以避免戰爭和衝突的來臨。從理想主義、現實主義到新現實主義，

皆無法達到此一重大的使命。失敗的關鍵，主要在於人類社會的複雜性，以及人

類思想和行為的無法預測。再者，1980 年代以來，國與國之間的戰爭雖然大為
減少，但在第三世界國家內部所發生在不同種族、宗教之間的內戰和衝突，卻造

成了更多人類的傷亡與流離失所。為了要突顯此一議題的重要性，以及為了解決

第三世界國家所面臨的此一政治困境，遂造成了國際社會 (international 
community)與地球社區(global community)兩種不同概念的興起。這種概念試圖從
全球的層面來解決國家之間，以及國家內部所發生的傾軋與衝突。前者強調在一

個國際組織主導下，由國家所組成的一個和平與穩定的國際大環境。但後者卻主

張以人類為主體的社區，此亦是所謂地球村的概念。於此些大型理論(grand theory)
的推波助瀾之下，一些區域化與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思想乃逐漸興起，並試圖
從國際社會的層面，來規範國與國之間的行為，並加強各國人民與社會的協調與

合作。 
    但在全球化的衝激之下，以及試圖建構一個地球村的過程中，自 1990年代
以來，我們發現全球化所產生的利益，幾乎全然集中在已開發國家的身上。絕大

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在面臨全球化的不均衡，以及不公正的衝擊下，不僅未能享

受到全球化的成效，反而使本國的發展更處於不利之地位。因此，當前國際社會

雖然不斷強調全球化的重要性，但對第三世界國家人民而言，這種概念並無助於

其加快發展的腳步，且在國與國之間，以及國家本身的內在貧富差距，卻不減反

增。因此，當已發展國家人民在享受高度的生活水準之際，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

家和低度發展國家之民眾，卻依然面對著貧窮與落後。 
再者，我們也可以發現人類貧窮的問題，事實上是比統計數字所顯示的更為

嚴重。儘管統計數字告訴我們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屬於

收入不足(income-poor)，而且根據聯合國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的人類發展索引(Human Development Index)，全球約有四分之一的人
口屬於貧窮狀態。例如，在工業化國家中，有超過一億的人口，係生活在收入貧

                                                 
82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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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線(income-poverty line)之下。83 
但值得思考的是，貧窮不僅僅是有多少數目的人口生活在某一標準之下的問

題，其亦必須包含社會隔離的問題、弱勢團體處境、人權的缺乏，以及環境的惡

化等問題。對此，我們不禁要思考，自 1945 年聯合國成立以來，以及在國際關
係重要思潮的演變下，何以人類安全的問題一直無法獲得澈底解決？人類的尊嚴

與人權何在？與人類生活具有密切關係的環境保護問題，為何持續惡化？國與國

之間的戰爭與衝突依然存在？已發展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為何面臨了不同定義的

經濟發展(economic development)？84不可否認的是，聯合國做為一個重要國際機

制，如何鑑往知來，擬訂與解決上述的難題，實已責無旁貸。因此，值此世紀之

交，聯合國所揭櫫的「千禧年宣言」與「千年發展目標」，乃係試圖總結過去五

十餘年的國際政治與經濟發展經驗，結合與號召多重的國際行為者，從不同的國

際、區域、次區域、國家，以及地方等層面，認真的面對、處理這些問題，並提

出與擬訂解決的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在 1980年代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社會所扮演的角色，已是愈
來愈重要。由於非政府組織具有專業化、多元化、有創意，以及受到民眾的信賴

等，因此其無論在發展中國家或已發展國家，均已發揮了相當重要的功效與能

力。在發展中國家，由於政府缺乏處理與滿足民眾的需要與能力，因此非政府組

織經常深入民間，協助當地人民解決生活所面對的難題與困境。同時，已發展國

家人民對非政府組織的公開支持，造成了這些民間組織財政經費的不虞匱乏。北

方非政府組織的不斷參與發展中國家的援助與發展，更造成了南北非政府組織合

作夥伴關係的建立。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南方的非政府組織已然致力於各國的

經濟、社會和環境發展等工作；而北方的非政府組織亦經常透過大眾傳播和遊說

等，以建構有利於發展與合作的國際大環境。85是故，非政府組織的參與和協助

全球人類發展，已然是責無旁貸。 
基本上，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概念，隱含著跨區域流動和社會互動模式等

規模的擴大、加速和深化。86但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是屬於一種多層面的概念。

根據吉登(Anthony Giddens)教授的看法，全球化包含了現代化四種組織層面的傳
播，即全球國家系統(global nation-state system)、全球軍事秩序(world military 
order)、世界資本主義經濟(world capitalist economy)，以及國際分工(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等。87赫德(David Held)教授則指出了全球化的七項觀點，即政治

                                                 
83 Jenny Pearce, “Development, NGOs and Civil Society: the Debate and Its Future,” in Deborah Eade, 
ed., Development, NGOs and Civil Society (London: Oxfam, 2000), pp.16-17. 
84 西方發展理論的實踐結果，乃是向上的經濟成長與繁榮；但對絕大多數的第三世界國家而言，
這種發展理論實踐的結果，卻是向下的未發展(underdevelopment)；其經濟不僅未見成長，反而
是陷入停滯與倒退。 
85 John Clark, Democratizing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West Hartford: 
Kumarian Press, Inc., 1991), p.3. 
86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The Great Globalization Debate,”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p.4. 
87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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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球化、有組織暴力的擴展、全球貿易和市場、全球財政、企業和全球生產網

絡、文化全球化，以及環境的全球化等。88但科傑爾(Anne Mette Kjaer)教授則強
調了全球化的三種類型，即經濟的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軍事的全球化
(military globalization)、環境的全球化(environmental globalization)，以及社會文
化全球化(Sociocultural globalization)等。89 
    對科傑爾教授而言，經濟的全球化主要係指跨區域網絡的建立、全球貿易、
投資、財政的流動，以及跨國公司規模和數目的增加。軍事的全球化則意涵著，

在現代武器的擴展下，全球人類皆處於武力的潛在威脅下，如戰爭、核子武器、

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或國際恐佈主義。因此，軍事力量的全球化，實與戰爭系統、

武器和軍事科技的全球傳播，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另亦值得注意的是，自冷戰

結束以來，已然產生了新的衝突類型。在已發展國家之間，國與國之間的衝突已

愈來愈少，而內戰和地方性的衝突，卻已不斷出現在許多的第三世界國家中。這

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一般均缺乏行政管理能力，且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多處於貧窮

落後的局面。由於政府經常違反人權，因此導致其內部亦經常處於對立與衝突的

情勢。90但於一背景下，富有的已發展國家卻無法忽視這些貧窮與落後第三世界

國家的存在事實。此主要係因這些國家的貧窮與衝突，可能成為恐佈主義者的溫

床，也可能會造成許多政治和經濟上的難民，此必然會對已發展國家產生重大的

衝擊。因此，國際社會若欲致力於戰爭和衝突的解決，則如何解決第三世界國家

的貧窮與落後問題，已屬當務之急。 
    根據柯漢教(Robert O. Keohane)教授的定義，全球化是一種多層面的相互依
賴網絡。這些網絡之間的連結，主要是透過資金、物資、資訊、觀念、人民，以

及與環境和化學有關物質的流動和影響。因此，在與相互依賴觀念的比較下，全

球化具有如下兩項特色：(一)全球化是一種多層面接觸的網絡關係，而不是僅是
一種單一的聯結。例如，我們可以指出美國和日本在經濟和軍事上的相互依賴，

但不能視為是美國和日本的全球化。因此，美國和日本的相互依賴，只是現代全

球化中的一環而已。(二)凡被視為是全球化的網絡關係，必須含蓋各洲之間的聯
繫，而不是只有區域性的特色。91 
    在環境的全球化方面，1992 年的里約地球高峰會議，已將全球的環境議題
列為最優先的國際議程。任何一個國家和區域所面臨的環境問題，其影響亦必然

是屬於全國性的。例如，整個環境的惡化，意指著全球生態系統的改變，此對人

類的身體健康和經濟社會發展，勢必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全球氣溫的普遍升

高，即所謂的溫室效應，其對全球層面所造成的影響乃是不言而喻。因此，如何

有效維護生態環境，追求環境的永續發展，亦成為國際社會所必須重視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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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社會文化的全球化方面，由於政府不再是國際社會互動的唯一角色，因

此在民間社會的交流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國家的文化、認同和政府機制，

開始不斷的遭受挑戰。造成這些轉變的原因，包括了科技的革新，以及通訊和資

訓系統的一日千里等。因此，在一個全球化的過程中，如何使不同的國家皆享有

獲得這些科技與資訓的管道，已成為國際社會的重要責任。 
    根據上述之分析，人類在軍事、經濟、環境和社會文化等方面的相互依賴程
度，已然日益深化。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國家的角色

何在？是否國家的功能，必然喪失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基本上，對於此兩個問

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因為全球人類在面臨經濟、軍事、環境和社會文化等發展

困境時，國與國之間必須採取集體性的合作與協調，必共同擬訂國際社會所應遵

循的標準與規範。因此，在全球化的發展進程中，國家與國際社會依然分別扮演

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92 
    既然現代國家的角色依然有其重要性，則在國際體制中，我們應如何定位國
際組織，尤其是聯合國的角色與功能，及其與國家的關係應如何建構。在人類的

歷史上，不同的國際組織在不同的階段，皆有其角色與功能扮演，如聯合國、世

界衛生組織、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以及世界貿易組織等。首先，我們要探

討的是，何以國家願意經常透過國際組織作為集體合作的管道？愛伯特(Kenneth 
W. Abbot)教授從集中化(concentralization)與獨立性(independence)等觀點，試圖解
釋國際組織與國家之間的關係。93集中化概念係指，國際組織藉著提供具體和穩

定的組織結構和行政體系，不但有利於支持國與國之間的集體合作，更能強化國

際組織對國家的影響性。而獨立化的概念，隱含著在特定的領域內，行動自主性

的程度。易言之，國際組織在處理國與國之間的爭端和衝突時，如何發揮其中立

性與公平性。雖然國際組織的獨立性受到相當大的限制，如強國可以限制國際組

織的自主性、干預組織運作、不遵守組織的規定或指示，甚或是重新建構國際組

織等，但是該組織所發揮的中立角色，確可強化個別和集體行動的合法性。此乃

使得強權國家，願意去支持國際組織的潛在獨立性。再者，國際組織的推動協定

之談判與執行、解決爭端、提供技術援助，以及建立全球對話等，皆亦有助於一

個理性國家(rational state)的考慮採取與國際組織的合作。94 
    在推動全球化的過程中，逐漸拆除了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和資本流動壁壘；此
外，並透過技術的進步，以及運輸、通訊等費用的下降，使得地球村的局面漸次

形成。基本上，全球化為全世界帶來了經濟的成長、生活水準的提升，以及技術

和管理技能的革新與擴散，同時也為個人和國家帶來了新的經濟機會。但令人困

惑的問題，則在於何以全球化會引起許多人民的反對？ 
    為了回答此一問題，我們必須體認到，很少有人、團體或政府會反對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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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基本上，這些人所反對的是全球化結果所造成的懸殊差異。首先，全球化

的好處和機會，僅高度集中於少數國家。95其次，在最近幾十年來，國與國之間

亦出現了一種發展不均衡的現象；環境的惡化、人權的不重視，以及貧窮問題的

加劇，皆說明瞭全球化對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反而產生了負面的效果。這些

國家在面臨全球化的衝擊下，已然產生了經濟不穩定與社會失調的現象。從背景

的層面(level of context)來看，可以解釋全球化對已發展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所造成
的差異性。96因此，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必然受到該國特殊社會和政治結構的

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也帶來了許多負面的影響。例如，網路犯罪、傳染病
的擴散、跨界污染問題，以及販賣人口、毒品和武器等，使國與國之間面臨了更

多亟待共同解決的問題。此外，網際網路的發展，雖然亦快速改變了全球的經濟

格局，必大破了國與國之間的傳統格局，但是這些優點對於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民

眾而言，依然是遙不可及。因此，通訊革命在國與國之間所產生的效應，顯然有

極大之落差。此乃導致國際社會所謂貧者愈貧，而富者愈富的情況。就一國內部

而言，由於接觸通訊技術的分佈不均，因此亦造成城鄉貧富差距的擴大。由此觀

之，全球化的進程，不僅衝擊到國際社會層面，而且對一個國家內部亦產生了重

大影響，如何解決此二不同層面的困境，實值得我們深思之。 
    根據上述之分析，整個問題的關鍵乃在於如何確保全球化所帶來的好處，但
同時可以控制或免除其對人類所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對筆者而言，一個可能的

有效解決架構，乃係建立在治理(governance)的概念上。在傳統研究國家與社會
的關係上，一般均強調國家對社會的控制，進而忽略了社會本身的力量與變動因

素。傳統的集權與威權體制，說明瞭國家完全控制社會的例子。97然而，民主政

治的擴展，以及 1990 年冷戰的結束，均說明瞭民主的價值戰勝了社會主義。民
主代表人民的普遍參與，也象徵著社會力量的興起。政府的決策，必須以社會的

民意為依歸；同時，政府的公共政策，亦會受到民意的反對而終止或改變。因此，

社會的力量已顯然淩駕在政府的權威之上。由此可知，社會力量的興起，代表了

一股以人為本的概念，也是一種民眾展現自我治理的重要成果。 
    然而治理的概念，並非僅隱含一個國家內部的治理；更重要的是，如何將此
一治理的概念，擴展到國際社會，進而在國與國之間建立共同的治理，更是我們

所必須面對與探討的議題。同時，治理也是一種自我組織和跨組織網絡關係的建

立，並擁有相當的自主性、獨立性，以及資訊和資源的交流。98自 1980 年代以
來，由於國際關係本質的改變，使國與國之間從傳統的政治、軍事和外交關係，

逐漸轉向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與互動。這種議題的多元化與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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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造成了政府角色的式微。由於政府部門已無法完全處理國與國之間的各項事

務，如環保、醫療衛生、保育、海洋生態，以及臭氧層破裂等問題，因此政府已

然不再是處理國際關係的唯一重要角色。於此一情況下，遂造成民間組織的興

起。這些民間社會組織由於有其專業分工，故在處理特定國內或國際議題時，必

然較政府更適合角色的扮演。由於政府力有所不逮，遂造成民間專業力量的興

起，國與國之間的界線乃因之變得更為模糊。這一股來自社會的力量，帶動了國

與國之間的直接社會交流，也推動了在不同種族、宗教和語言的人類之間，開始

進行交流、協商與合作。這種在社會與社會之間的直接聯繫，擴大了傳統國與國

之間的關係，亦使得整個國際社會逐漸形成一種地球村的態勢。 
    根據以上之分析，整個國際政治經濟的領域，從早期強調以國家為主的現實
主義 (realism)，以及重視國際體制 (international regime)的新現實主義
(neo-realism)，到了近十餘年來的主張國際社會(international society)和地球社區
(global community)等，皆顯示了整個國際潮流的發展趨勢，以及許多潛在國際規
範的形成。因此，一個嶄新國際環境的形成，再加上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特殊難題

與困境，則必須要採取新的思維來解決之。發生在一個國家內部的問題，也同時

必然是屬於國際社會所共同關切的議題。同理，發生在國際層面的事件，亦必然

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及每一個國家。更值得注意的是，當一個國家受到某事件的衝

擊時，受到影響的對象不僅只有政府，廣大的民眾才是直接的受害者。據此推論，

我們可以發現推動良好的治理，不僅是眾人之事，同時也是國家所必關切者，更

是國際社會所必須共同正視的議題。因此，儘管治理的概念有其重要性，但在一

個全球化的架構下，我們必須更強調超脫國家層面之上的共同治理。 
    在推動共同治理的過程中，其所面臨的主要障礙依然源自於許多的第三世界
國家。經濟發展的落後，以及專制威權的體制，造成了人民的普遍貧窮和人權的

遭到漠視。於此一情況下，這些國家乃形成了推動有效且共同治理的重要障礙。

但為了考量這些人民的利益與發展，國際社會必須協助這些國家提升本身的治理

能力，而非進一步損害其能力。為了要提升這些國家的治理能力，則首先必須要

求這些國家，對其本身的社會負有責任；其次，每一個國家的公民，亦應集體對

全球人類的生活共同負責。此一雙重責任，即是治理和共同治理的具體表現。 
    為了要推動國際治理，聯合國必須因應國際政經情勢的發展，作出相應的改
革與修正。例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會員組成，無法反映出全球化的實際需要。

由於全球化的影響遍及所有的國家，因此所有的國家皆必須於此進程中，享有共

同的發言權。聯合國由於具有普遍會籍的原則，以及共同的「聯合國憲章」價值

觀，故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其必須要確保全人類的和平與安全，並使所有的人類

免於饑餓與貧窮。對這些經濟發展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而言，治理意謂著更多的

參與，以及共同責任的承擔。為此，所有的政府部門、企業界、所有的民間社會

組織團體，以及所有的民眾，皆必須致力於這些責任的付諸實行。 
    此外，就國際層面而言，各國在相關領域上所推動政策的一致性，亦是減少
全球化所造成各國差異性的良策。例如，在宏觀的經濟政策、貿易政策、經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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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財政政策，以及環境政策之間，各國必須要建立更大的一致性，俾使這些政

策皆能協助人類均衡且公平的獲得全球化的具體成果。再者，就第三世界國家而

言，如何預防內部衝突，以及加強災難後社會的重建與和平，並獲得來自國際社

會的人道援助，以及建立發展合作夥伴等，皆有助於這些發展中國家的順利過渡

到全球化的國際社會。否則政策的缺乏統籌，以及互不相容，不但使得其難以推

動治理，而且亦無法實現國際社會共同治理的目標與理念。 
    對聯合國而言，若要順利的處理全球化所帶來的挑戰，則首要任務即在於關
切與推動「以人為本」的發展目標。質言之，滿足人民的實際與迫切需要，實現

人民的願望，乃是聯合國的具體任務。根據 1999年秋天，聯合國委託蓋洛普公
司，針對六大洲的 60個國家，針對 57,000名的成年人，進行了所謂的千年民意
調查。99根據調查的結果發現，全球人民皆認為身體健康和家庭幸福，比任何其

他東西更寶貴。在有衝突的地區，人民亦強烈殷切生活在一個沒有衝突的地方。

此外，就人權而言，認為人權受到充份尊重的公民不到十分之一，而有三分之一

的民眾，則認為人權完全未受到尊重。此調查亦顯示出，多數人民認為保護人權，

乃是聯合國最重要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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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內在層面的議題：組織、結構與功能 
海關外在層面的議題：國際、區域和雙邊的交流與合作 

 
 

國際體系與國際規範 
 

 
圖 2：第二軌道與議題聯結架構 

 
 
                                                 
99 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ga/millennium/sg/report/s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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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貧富差距的擴大、文盲率、饑餓和暴力、營養不
良、傳染病、公共衛生、醫療保健、教育和就業等，一直是阻礙其內部無法達成

治理的主因。因此，在一個全球化的架構下，全球所面臨的重要挑戰乃來自於下

列三層面：即消滅貧窮、免於恐懼的自由，以及推動永續發展。值得注意的是，

前兩項挑戰乃是聯合國在創建時的主要目標，可惜迄今仍未能完全解決；但對於

永續發展的議題，則是起草「聯合國憲章」時所始料未及。 
    根據上述之討論，在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下，不斷的突顯了人類發展議題的迫
切性與重要性。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出現，即係代表了對上述議題的重視與關切。

因此，非政府組織對於特定議題的倡議與聯結，亦逐漸形成了一種國際規範。而

此一國際規範的存在，亦建構了非政府組織的行動目標與行為動力。易言之，非

政府組織之間所尋求的議題合作，也是符合一般國際社會所期待的國際規範。因

此，透過本章理論的探討，乃建構出如圖 2的分析架構。在理論架構與實證研究
(empirical study)的實際結合下，圖 2勾劃出海峽兩岸民間社會團體的一種互動架
構。雙方的社會團體，可根據有興趣的海關關務議題，分別從內在和外在的層面，

進行交流與研討，形成議題的倡導和聯結。由於外在國際規範的存在，亦使得這

些議題上的討論更具重要意涵，此遂有助於海峽兩岸的發展出一種良性的互動平

台機制。 
 
第五節 小結 

    傳統的國家與社會關係，是從一個國家內部政府和社會的互動，來觀察國家
與社會勢力的消長，抑或公民社會的興起。國家的觀點代表了政府的強勢角色；

社會的觀點代表了公民社會的強大自主性和獨立性。但根據組合主義的觀點，其

強調的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易言之，只有同時從國家與社會的觀點，

才能解釋社會民間團體的行為與發展。毫無疑問的是，一個特殊國家的政治、經

濟和社會發展，決定了該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特殊性。 
    此外，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政治經濟情勢歷經了許多重大的轉變。
理想主義、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自由主義，以及新自由主義的理論發展，說

明了國際政治經濟所歷經的許多變化。在這些演變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國際行

為者角色與功能的變化，同時也觀察到了國際重要議題的由單一的軍事外交，演

變到多元的議題；再者，這些議題亦造成相互連結，其重要性亦難分軒輊。在不

同的背景之下，國家所強調的議題不但有所不同，而且不同的國家對特定的議

題，亦可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力。更重要的是，國際議題的多元化與專業化，亦

說明了傳統外交功能的喪失效力。例如，環保的議題、臭氧層的問題，以及愛滋

病的預防與治療等，顯然非傳統的外交人員所能處理。因此，議題的專業化，以

及在國際政經背景的演變下，已然造成政府部份角色與功能的喪失，同時也造成

民間專業非政府組織的興起。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衝激下，透過網絡資訊的

流通，國與國的疆界儼然已不復存在，民間社會的交流日益熱絡。不可否認的是，

非政府組織於此一發展過程中，係扮演著一股相當重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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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0年冷戰結束以來，由於民間力量的加強，公民社會正在逐漸萌芽與
發展。此外，在全球化與全球公民治理趨勢的推波助瀾之下，更推動了國際非政

府組織的蓬勃發展。近幾年來，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成長速度相當驚人，其所擁有

的資源、活動力，以及資訊網路的有效利用，已經跨越了國與國之間的疆界，其

影響力已逐漸達到了國際層面。在任何國際重要議題的聯絡與討論上，皆可發現

非政府組織已然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這些重要的國際議題，包括了推動民

主、永續發展、環境保護、醫療衛生、人道援助、消滅貧窮、保障人權、婦女與

青年問題、失業問題，以及科技交流等。國際非政府組織與本土非政府組織在這

些議題上的倡議與聯結，無疑重新詮釋了傳統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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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國大陸民間組織的發展特色 

第一節 前言 
國家代表了政府的觀點，社會代表了社會民間團體和民眾的看法，有系統的

觀察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不但可以分析國家對社會控制能力的大小，亦可探討

一個國家公民社會發展的歷程。基本上，國家與社會力量的互動與消長，反映了

一個特定國家的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進程。值得注意的是，關於國家對社會

的控制力，在不同的國家之間，亦出現了相當程度的差異性。許多第三世界國家，

在過去數十年來的發展，雖然皆曾歷經重大的社會結構改變，然而這些社會的轉

型，並非必然源之於國家所規劃的政策藍圖。例如，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政府，

雖然建立了強大的軍隊、警察和官僚體系，同時亦擁有大量的財政資源可資運

用；但何以仍有為數眾多的第三世界國家政府，卻依然無法按照其領導者的旨

意，隨心所欲的改變傳統的社會結構？此外，何以一如中國大陸的威權體制國

家，卻有能力引導社會的重新建構？由此可知，比較國與國之間的特殊歷史，尤

其是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環境之異同，必將有助於解釋該國國家和社會的獨特

互動模式。 

    自 1980年代以來，從國家與社會的觀點來研究中國大陸，一直是學術界所
注意的焦點。此一研究架構之所以重要，主要在於中國大陸的特殊歷史發展背

景。因此，在 1949年以後，中共的堅持一黨專政和意識形態，乃建構了中國大
陸獨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結構。作為威權體制的中國共產黨而言，其在計

畫經濟的運作下，已然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中共亦不斷透過政治組織

動員的方式，控制了各種社會民間團體，以及不同的社會階層和群眾。因此，由

中共所發起的革命，不但是一場全國性的政治運動，更帶來了一場全面社會重整

的革命。 
    在這一場全面性的社會革命中，使得中國大陸在 1949年以後，重新界定了
國家和社會的關係。首先，國家擴大與加強了對民眾的直接政治動員，如土地改

革、三面紅旗和文化大革命等；這些群眾動員的方式，不但引導了社會結構的重

大轉變，更帶來了人際關係的重新調整。於此之際，城市國有企業和農村人民公

社等工作單位的設置，反映了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特殊互動關係。國家透

過這些單位機制，嚴密的控制了所有的勞工和農民，同時也使得社會缺乏自主生

存與發展的空間。因此，透過國家與社會關係的互動與界定，亦可以使我們深入

了解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特色。 
    亦值得注意的是，在 1978年的推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的國家與社會
關係亦開始面臨重大的轉變。社會民間團體和行業協會的興起，就某一程度來

看，反映了政府所無法扮演的一些社會功能，以及政府機構改革的必然結果。然

而，北京為了持續加強對這些社會團體的監督，乃建立了政府規範與監督這些民

間團體的機制。此乃造成絕大多數的中國大陸非政府組織，均與政府建立了密切

的關係，並受到政府政策的影響。但基本上，針對這些問題的討論，主要仍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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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大陸內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互動。在外在層面上，自 1990年代以後，隨
著全球化腳步的加快，國際化程度的深化，以及國與國之間相互依賴的強化，中

國大陸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亦逐漸受到國際社會的介入與影響。這些國際非政府

組織與本土非政府組織的合作與網絡關係，以及透過這些網絡關係所展現的國際

體制或國際規範，乃逐漸衝擊到中國大陸的傳統國家與社會關係。值得注意的

是，透過對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互動與轉變的了解，必然有助於我們確實掌握

中國海關總署所下轄的四個社會團體，即中國海關學會、中國報關協會、中國口

岸協會，以及中國保稅區出口加工區協會等，其組織與功能的特殊性與重要性。 
 
第二節 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演變 

    在研究共產黨的社會發展模式方面，我們可以發現政黨和群眾的關係，主要

係建立在意識形態之上。由於一個威權的政府，並不承認在公部門和私部門之

間，有任何明顯的界線存在，因此從國家與社會的角度來看，兩者之間事實上是

毫無分野的。在一個集權的政治體系中，民眾對於黨的忠誠有其絕對必要性。而

群眾對其他社會團體的認同與支持，對黨都是具有相當的威脅性和危險性。因

此，一個威權式的政黨，亦必然具有全面社會動員的特色與能力。 

在計畫經濟體制之下，中國大陸的社會民眾皆被界定為群眾(mass)。根據謅
讜(Tang Tsou)教授的研究，群眾的定義與西方國家所謂公民的概念是不同的。公
民具有國家與社會所賦與的責任與權利，透過諸如參政、選舉、罷免，以及集會

結社等權利的運用，公民的身份與特質展現無遺。但對中國大陸而言，群眾的責

任與義務主要在於接受黨的動員與號召。當中國共產黨在號召與動員民眾之際，

群眾即須主動的積極參與。此一主動且積極的政治動員和參與，即彰顯了群眾身

份的特質。100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共所推動的土地改革、三面紅旗、大躍進運

動、文化大革命，以及興建各種基層建設的動員，皆反映了群眾的積極參與黨的

動員與號召。 
    自 1950年代後半期以來，中國大陸推動了激進的社會主義路線，再加上受
到 1960年中蘇共分裂的影響，使得中共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決定採行所謂
的自力更生政策。於此一政策的引導下，中共在農村地區，進行了農村的集體化；

並在城市地區，推動了企業的國有化。儘管這些農村人民公社和城市國有企業等

單位的設立，主要仍著眼於經濟上的生產經營和管理；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單

位亦同時混合了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多重功能。 
首先，就城市的層面而言，自 1950年代以來，中共不斷透過對城市國有企

業的行政、生產與經營管理的監督，全面直接控制了所有的城市企業。再者，政

府亦透過統包統配政策，對所有的城市勞工進行工作上的指定與分配。易言之，

所有居住於城市地區的勞工，皆須進入國有企業工作。從另外的一個角度來看，

透過國有企業的單位體制，展現了國家對社會的嚴格監控機制，更界定了在中共

                                                 
100 Tang Tso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259-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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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主義下的一種特殊國家與社會關係。作為單位體制的國有企業，在政治、經

濟和社會等方面，即與城市職工的日常生活密切結合在一起。在政治上，透過黨

企和政企合一，黨和意識形態透過單位體制，對所有企業職工進行了嚴密的監

控；其次，在經濟上，職工藉由此一工作獲取工資酬勞，並獲得住房的分配；在

社會方面，單位取代政府的的社會職能，對職工及其子女提供各項社會保障、教

育和生活福利。101由此觀之，中國共產黨係透過了城鎮的國有企業，對每一位城

市勞工進行了最嚴格與最緊密的監控。若以行政體系而論，國有企業亦可視為一

種最基層的政府行政單位。 
由於在中國大陸的每一個城市社會中，皆是由許多不同的國有企業所組成，

因此在 1978年之前，所有的城市勞工都必須要接受政府的指定，分配到不同的
國有企業工作。是故，中國共產黨利用對國有企業職工在政治、經濟和社會上的

控制，乃全面滲透了整個社會，並對職工直接進行政治動員。此些作法遂體現了

中共對社會的一股強大控制力。再者，於計畫經濟體制下，政府透過制度的設計

與安排，亦完全掌控了國家的資源，並對這些資源進行社會的重新配置。 
其次，在農村方面，透過人民公社集體單位的設立，中共亦在政治、經濟和

社會等方面，嚴密控制了所有農民的日常生活。人民公社主要的經濟收入，來自

其下所屬的各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在地方黨幹部的指揮之下，人民公社固定比

例的穀物收成須上繳政府。同時，在人民公社內部的收入分配方面，亦由黨幹部

所負責管理。102值得注意的是，在計畫經濟體制下的人民公社，地方黨幹部並無

任何誘因去追求更多的生產利潤。因此，對意識形態的堅持與執行，遂成為黨幹

部推動人民公社工作的重要依據。易言之，黨幹部所追求的意識形態目標，亦成

為動員群眾的基礎。103此外，在戶口制的制約下，更促使人民公社發展成為一種

以鄉鎮為地理與行政基礎，且亦是自給自足的經濟和社會單位。 
但與城市國有企業不同的是，農村人民公社所產生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係發

生在農民和地方幹部之間。對農民而言，地方幹部乃是中央政府在地方的代理

者，負責對農民傳遞與解讀中央政策。因此，人民公社亦可視為是國家最低層級

的行政單位。然而，這些地方幹部在承接來自中央政府指令之同時，其亦須考量

人民公社本身的實際利益。104故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這些幹部亦成為農

民實際生活的管理者與監督者。在 1978年以前，中共即係透過人民公社機制，
以及戶口制和糧票等，控制了城鄉人口的流動，並使得農村人民公社成為一種封

鎖的社會。105從國家的觀點來看，農民乃是生活在黨幹部，以及地方政府官員的

                                                 
101 林德昌，《廣東省與四川省的國有企業改革：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新詮釋》(臺北：成文出版社，
民國九十年)，頁 65-125。 
102 Jean C. Oi,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17-20. 
103 Weixing Ch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978-1999 (Westport: 
Praeger, 1999), pp.71-75. 
104 Jean C. Oi,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1-12. 
105 Kate Xiao Zhou, How the Farmers Changed China: Power of the Peopl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pp.23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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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領導與控制下。同時，農民亦附屬於幹部和土地，不得自由遷徙，此乃造成

如王飛淩(Fei-Ling Wang)教授所指出的一種封閉性「社區勞動力分配模式」
(Community Labor Allocation Pattern)。106 

根據上述的討論與分析，農民和城市勞工的日常社會生活與人際關係，皆係

發生於其工作單位內部。由於中共一直憂慮農民的遷移城市地區，因此設置了戶

口制，正式禁止了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進而造成了城市國有企業和農村人民公

社的孤立性與封閉性。因此，城市國有企業和農村人民公社乃自成一種具有多重

功能的小社會。國有企業被稱之為「企業辦社會」，即顯示企業代替政府執行了

許多的社會功能。更值得注意的是，就中國大陸而言，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點，即

係落實在城市的國有企業，以及農村的人民公社上。易言之，國家對社會的控制

力，不但展現在這些單位中，我們更可發現，國家與社會的互動，亦發生在這些

工作單位之上。同時，人民公社和國有企業更是民眾與政府產生政治關係的場

所。由於國家與社會在這些工作單位之上重疊在一起，故此亦顯現了在 1978年
以前的中國大陸，國家嚴密控制了所有的社會。因此，對當時的中國大陸而言，

國家與社會基本上是無法切割的，社會亦嚴重缺乏抗衡國家的條件與力量。107 
 
第三節 民間社會組織的發展模式 
1978 年，中國大陸的推動改革開放，以及伴隨農村和城市體制改革，逐漸

的改變了在計畫經濟體制下，建立在以國有企業和人民公社之上的傳統國家與社

會關係。在農村改革的層面上，農村的經濟體制變革，逐漸由單一的人民公社，

演變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戶、鄉鎮企業和私營企業等多元經濟體制並存的現

象。此外，在人民公社逐漸解體的過程中，農民也不斷獲得了土地使用和經營的

自主權，並掌握了本身勞動力的分配權力。但是在農村走向市場化的過程中，農

民卻普遍缺乏市場資訊和各項相關技術的服務。於此一背景下，一些由農民自發

性組成的技術服務型民間組織，如專業技術協會，乃告大量的興起。此外，在市

場化和勞動力流動的情況下，許多農民或農民工亦面臨生活上的困境，因此，一

些以提供與照顧農民社會福利的民間非營利組織，亦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 
在國有企業改革的層面上，透過黨企分開和政企分開的改革政策，亦逐漸使

國有企業脫離計畫經濟體制。傳統上黨透過人民公社和國有企業等工作單位，所

長期扮演的全能政府角色，自 1980 年代以來，亦逐漸發生了重鬆動的現象。首

先，國有企業改革造成了企業職工的勞動力流動，再加上個體戶、外資企業，以

及私營企業的蓬勃發展，皆使得固有的單位體制，以及傳統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面臨了重大的衝擊。由於國有企業無法繼續承擔「企業辦社會」的功能，乃造成

                                                 
106 Fei-Ling Wang, From Family to Market: Labor Allo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8), pp.163-219. 
107 於計畫經濟體制下，由於國家對社會的強力控制，亦使得民間組織(如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中
國文藝界聯合會，以及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等)皆處於社會的邊緣領域，並同時成為黨和政
府的附屬職能部門。王名、劉國翰和何建宇，《中國社團改革：從政府選擇到社會選擇》(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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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社會民間組織的興起，試圖對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社會服務，如弱勢族群、

勞資糾紛、婦女和兒童、老年人、吸毒、環保、貧富懸殊，以及失業等問題。再

者，外資企業和私營企業為追求市場競爭的效率，以及減少社會管理成本，亦造

成了各種相關民間組織的成長與發展，如資訊諮詢、再就業諮詢、政策和法律諮

詢，以及各種行業協會等。 
因此，中國大陸在 1978年以後，所推動的農村與城市改革，及其所伴隨而

來的人口流動，以及各種私有經濟部門的興起，乃對傳統的國家與社會關係，造

成了重大的衝擊。國家對社會的控制逐漸鬆動，不但造成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界

線愈來愈明顯，更使得黨和群眾關係漸行漸遠。於此一歷史背景下，在 1980年
代中國大陸最具特色的現象之一，即在於社會民間團體的大量興起。108值得注意

的是，這是一股來自內部的社會力量，衝擊到了中國大陸傳統的國家與社會關

係。伴隨著農村與國有企業的改革，以及在改革進程中所創造與釋放出來的廣大

社會空間，以及國家的無法繼續提供傳統的社會服務和功能，不僅造成了社會民

間團體的普遍興起，而且更在中共一黨專政的結構下，獲得了相當程度的自主

性。這些社會民間組織不但獲得中共的同意而設立，且亦創造了屬於本身所擁有

的組織範圍和社會空間。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些民間組織不僅逐漸在國家和社會之間扮演橋樑的

角色，而且也代替了國家實行許多重要的社會福利功能。然而，從中共的角度來

看，由於其認知到這些民間團體的出現，可能會獲得其會員的衷心支持，並對國

家產生有效的政策要求，因此在仍堅持一黨專政的原則下，中共乃繼續尋求以其

他的方式，來重新塑造國家與社會的新關係。對中共而言，推動政府和民間組織

之間的有效互動，提升社會公共事務管理，已然是政府改革的重要環節。此反映

出政府部門的介入民間組織，在中國大陸依然是無法避免的。109 
根據 1996 年的一項資料指出，低於 50 %的社會組織屬於民間的自主性組

織。同時，多數的社會團體亦屬於半官方性質。110許多登記為非政府組織的基金

會、工會和專業機構等，實際上皆是由政府所組織而成的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大

陸，絕大多數的社會民間組織，皆係借助政府的力量，由上而下所建立而成。同

時，亦有許多民間組織係從政府體系中分離而出。因此，這些民間組織在設立之

初，即與政府維持密切的互動關係。此外，就中國大陸的許多民間組織而言，獲

得政府的支持，即具有其行動的社會合法性基礎，並較易獲得來自政府的資源補

助。更重要的是，藉著此一合法性的取得，亦將有利於這些民間組織的獲得社會

                                                 
108 1988年 9月和 1989年 6月，北京先後頒佈了「基金管理辦法」和「外國商會管理暫行規定」；
1989年 10月，中共國務院公佈了「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1998年 10月，國務院再次修訂了
「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並同時亦頒佈了「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此外，再加

上 1999年 8月所公佈的「公益事業捐贈法」，以及 2004年 2月國務院所通過的「基金會管理條
例」，皆反映出中國大陸民間組織的大量興起與發展。 
109 李珍剛，《當代中國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互動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頁 38-39。 
110 李凡，《靜悄悄的革命：中國當代市民社會》，頁 26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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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承認與支持。111 
但不可諱言的是，政府對民間非政府組織的強烈影響，以及在國家和許多民

間團體之間的密切關係，已然引起人們質疑這些民間團體，是否真正屬於所謂非

政府組織的範疇與意涵。112然而，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的政

治體制，對非政府組織的理解與概念皆有所差異。中國大陸自 1980 年代以來，

其所強調的國家與社會團體關係，主要是一種由上而下，而非強調會員由下而上

的領導模式。易言之，這種社會團體具有官僚體系的特性，但卻未具有民主的色

彩。事實上，組合主義的中心意旨，即在於社會團體並不是要反映出其會員的利

益，而是要在這些利益的決策過程中，扮演重要的決定性角色。113對中國大陸而

言，在相同的利益目標下，只能有一種社會團體代表此一利益。因此，每一個社

會團體所擁有的特定勢力範圍，並未面臨來自其他社會團體的挑戰與競爭。由於

社會團體內的會員，缺乏對其領導者的制衡和影響力，因此會員實難以由下而上

表達出各種不滿與抱怨。 
    根據組合主義的架構，亦有助於我們觀察這些團體的內在結構，如何扭曲其
會員所代表的利益。114此一現象的發生，主要是因為這些社會利益團體，其立案

執照係來自國家的頒予，毋需依賴其會員的支持。當社會團體的領導者與國家達

成協議時，其乃要求會員必須遵守這些協定。115易言之，該社會團體實同時具有

代表性(representative role)和規範性(regulatory role)等雙重角色。社會團體不僅代
表其會員與政府協商利益，同時亦將其所獲致的協定內容加諸於會員之上。如此

一來，該社會團體即在國家和個別會員之間，扮演了一個重要的仲介角色。  
    對中國大陸而言，政府透過對民間組織的登記與審查，嚴格的掌控了這些組
織的發展與成長。任何未辦理登記手續的民間組織，即視為違法。根據 1989年
所頒佈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明示了民間組織登記管理機關，以及業務

主管部門的雙重管理體制。施行此一雙重管理體制的主要目標，即在於強化政府

對社會民間組織的管理與控制。根據「基金會管理條例」的規定，國務院有關部

門，以及縣級以上地方各級政府部門、國務院或縣級以上地方政府授權的組織，

皆為社會民間組織的業務主管單位。而縣級以上民政部門，則是民間組織的登記

管理機關。116因此，透過這種強制性的方式，要求民間組織皆必須依附到一個行

政性單位，將使得這些組織無形中發展成為一種半官方或準政府性質的組織。易

言之，任何民間非營利組織倘無法獲得政府的支持，則勢將難以獲得登記與註冊。 
                                                 
111 王名、劉國翰和何建宇，《中國社團改革：從政府選擇到社會選擇》(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2001)，頁 141。 
112 J. Fisher, Nongovernment: NGOs and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World (West Hartford: 
Kumarian 1998), p.24. 
113 A. Cawson, “Varieties of Corporatism: The Importance of the Meso-level of Interest 
Intermediation,” in A. Cawson, ed., Organized Interests and the State (London: Sage, 1985), p.4. 
114 Peter J. Williamson, Corporatism in Perspective: 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Corporatist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89), p.98. 
115 C. Crouch, “Pluralism and the New Corporatism: A Rejoinder,” Political Studies, no. 31, 1983, 
pp.452-60. 
116 李珍剛，《當代中國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互動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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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登記管理之外，中國大陸亦加強對民間組織的業務管理。首先，政府部
門必須經常向民間組織轉達國家的相關政策、法規和資訊，以確保該些組織的遵

守與服從。其次，政府管理機關和業務主管單位，亦有權對民間組織的活動進行

管理與監督。對於任何重要的行動方案，政府可要求該組織提出報告；或對重大

的業務活動進行事前的審批工作。由這些事例可以看出，政府已然幹預到民間組

織的管理和運作。 
    亦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對民間組織的控制，亦體現在對組織設立的批准與裁
撤之上。根據「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

的規定，於同一行政區域內，倘已有業務性質相同的社會民間組織合法存在，則

該申請案將難獲通過。更甚者，政府主管機關亦可主動將其認為性質相似，同時

亦無必要存在的社會民間團體，予以撤銷或合併。從政策的觀點來看，政府的動

機乃在於限制民間組織的惡性競爭，俾便於進行有效的控制與管理。117 
對中國大陸的國家和社會關係之研究，無論是從以國家為主的觀點，或是從

以社會為主的觀點，皆無法闡釋中國大陸的改變動力，亦難以理解社會團體對政

府決策的影響，以及這些社會團體如何追求其會員的利益。首先，儘管國家仍能

運用相當的控制力，但其實現此一控制力的能力，自 1978年以降，已然逐漸受
到限制。其次，僅強調國家的角色，將會造成對民間團體及其會員利益的忽略；

最後，政府和社會團體的關係應該是相互依賴的，因為社會團體逐漸發展出與國

家談判的策略，以追求其會員的利益，並防範國家的可能不當幹預。在 1980年
代以後，對中國大陸非政府組織發展的研究，不但有助於闡釋上述的觀點，並將

突顯出在中共一黨專政和社會之間的複雜互動模式。儘管國家以控制社會團體的

結構和規範，來監控這些民間團體的活動，但是社會團體同時也發展出一種特有

的談判與互動模式，以弱化國家的滲透和幹預，並使得這些民間團體得以重新塑

造出和國家的新關係，並獲得影響決策、追求會員利益和團體目標的權力。118 
    阿杜(Kohli Atul)和許慧文(Vivienne Shue)教授的研究，即是以國家和社會互
動觀點，來分析中國大陸的國家與社會關係。根據此一互動架構，在國家與社會

之間的界線是相當的模糊。此一在國家和社會互動的模式，強調任何對國家能力

的研究，必須同時也考慮到當時的社會環境。119對中國大陸而言，中共一黨專政

的力量，是愈來愈弱化。造成弱化的原因，主要在於國家和社會關係的漸行漸遠。

易言之，黨企分開和政企分開，說明瞭國家和社會關係的疏遠，亦反映了國家對

社會控制力的逐漸喪失。但不可否認的是，對中國大陸而言，國家和社會並不必

然是絕對衝突的。對此，許慧文教授即強調在中國大陸民間社會組織的興起，是

可和一個強力的和有彈性的國家共存。120 

                                                 
117 同前註，頁 121-122。 
118 Tony Saich, “Negotiating the S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p.124. 
119 Atul Kohli and Vivienne Shue,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On Political Contention and 
Accommod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in Joel S. Migdal, Atul Kohli and Vivienne Shue, eds.,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93. 
120 Ibid., 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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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行業協會的興起與發展 
就中國大陸而言，現代的工商領域行業協會，乃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出

現，並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不斷的轉變。在 1993 年所召開的中共 14 屆 3
中全會，即指出要發展市場仲介組織，俾發揮行業協會、商會等市場仲介組織的

服務、溝通、公證，以及監督等作用。在 1994年所召開開的中共 14屆 5中全會，
亦強調要把不應由政府行使的職能，逐步轉給社會仲介組織。1997年，中共 15
大亦指出要培育和發展社會仲介組織。在 2003 年 10 月所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
16 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中，更指出要按照市場化原則，來規範和發展
各類行業協會商會等自律性組織。 
中國大陸的工商領域行業協會，多係源自於原有政府的經濟管理部門。因

此，中國大陸對社團的管理，主要乃是以「單位」為基礎所延伸而出的行政體系。

故大部分的社團發展，長期以來一直依賴對「單位」資源的利用。
121
在 1990 年

代末期，絕大多數「自上而下」發展的行業協會，皆依據這種方式取得其行使行

政管理職能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更有甚者，中國大陸社會團體所訂立的宗旨，皆

必須要符合黨和國家的思想價值體系，才能得到單位黨委系統的接受和承認，進

而才可獲得行政管理職能的權威性。依據中國大陸 1998年《社會團體登記管理
條例》第三條的規定，成立社會團體應當經其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並依照該

條例的規定進行登記。因此，一個社會團體必須先找到一個主管單位(掛靠單
位)，然後才能申請登記註冊成為法人。一個行業協會要找到掛靠單位，必須通
過該單位黨委系統對其政治規範的檢驗

122
，此亦即是一種「政治上正確」的先決

條件。 
在定義方面，一般認為行業協會是同行業的企業聯合起來的服務性組織，是

建立在企業自願參加基礎上的非營利性的社會團體。
123
中國大陸國家經貿委於

1997 年印發《關於選擇若干城市進行行業協會試點的方案》，以及在 1999 年印
發《關於加快培育和發展工商領域協會的若干意見》(試行)，124

對工商領域行業

協會的定義，為「工商領域協會是以有關企業事業單位和行業協會為主要會員，

依照國家有關法律法規自願組成的自律性、非營利性的經濟類社會團體法人；其

亦是企業與政府之間的橋樑，透過協助政府實施行業管理和維護企業合法的權

                                                 
121

 高丙中，〈社會團體的合法性問題〉，《中國社會科學》，第 2期，2000年，頁 100-109 
122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79年 3月 30日)《鄧小平文選》第 2卷。四項基本原則為(1)必須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2)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3)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4)必須堅持馬列
主義、毛澤東思想。 
123

 宋養琰，〈關於行業管理的幾點思考〉，《論工業行業管理新體制》 (北京：中國社會出

版社，1995年版)。 
124

 根據《關於加快培育和發展工商領域協會的若干意見》，行業協會的基本職能可以大致分
為三類，第一類是「企業服務的職能」；第二類是「自律、協調、監督和維護企業合法權益的

職能」；第三類是「協助政府部門加強行業管理的職能」。而客觀上，各類行業協會在實現各

自的社會功能的時候，是有差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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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推動行業和企業的健康發展。」
125 

基本上，行業協會不同於商會(trade association)。「廣義的」商會包括行業
協會，行業協會是商會的一種型態，是商會中的同業組織。狹義上的商會不包括

行業協會，只是一種綜合性(不分行業)和地域較強的仲介組織，而行業協會則是
由同行業之企業組織起來的一個仲介組織。

126
總之，行業協會是市場經濟持續開

放改革和社會分工逐步專業化的必然產物，亦是市場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行業協會的發展程度，乃成為市場體系成熟與否的一個重要指標，更是政府、企

業、市場之間聯繫的重要橋樑。 
整體來說，行業協會按經濟職能，可區分為綜合性行業協會、行業協會，以

及技術專業協會。綜合性行業協會主要承擔經濟管理、經濟發展、經濟聯繫的職

能，往往含蓋某一產業的所有行業；例如，工業系統中的企業管理協會、出口商

品企業協會、設備管理協會，以及作為協會聯合會形式的工業經濟協會等。目前

就\中國大陸而言，綜合性協會的系統性比較強，有全國級的、地區級的、甚至
在大企業集團中也建立了分會，上下相互行政聯繫比較緊緊密。因此，此類綜合

性的協會，多屬體制內形成，行政色彩較為濃厚。 
值得注意的是，依據行業協會與政府的關係，可將行業協會再區分為二類，

即為體制內形成，以及體制外形成等兩種方式。在行業協會的體制內形成方面，

主要是因政府轉變職能，由政府行業主管部門組建行業協會，在政府的授權或委

託下，承擔部分行業管理職能。至於行業協會的體制外形成方式，則係指民營企

業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所自發形成自律性的非營利性社團，以期透過自律管理和

自我服務，塑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促進企業和行業的健康發展。 
在體制內形成的行業協會方面，基本上可觀察出中國大陸的行業協會和政府

之間，已然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尤其在國務院機構改革的過程中，工業部門相

繼撤銷，取而代之的則是行業協會或行業總會。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地、市
在政府機構改革中，也同樣採取了此類作法翻牌的做法，將廳、局直接轉變成了

行業協會；有些地方亦將廳、局，轉變成為控股公司或企業。由於這些協會大多

是從政府部門所轉變而來，故一般亦稱之為「準政府」的關係。 
此一在體制內建立的協業協會，其在組建之初，原政府或其主管部門皆為主

要發起人；在協會組建之後，協會的主要負責人，亦皆由原政府部門負責人擔任；

協會工作人員亦多來自政府部門裁員後的離職人員，而且絕大多數人員仍能享受

政府政策的保障，即繼續享受公務員的待遇。再者，除了公務員在協會中任職相

當普遍外，有些協會亦與政府主管部門合署辦公。此乃突顯了該行業協會的準政

府性質。 
在中國大陸傳統的計畫經濟體制下，其對行業的管理乃是採取條塊分割格局

下的「部門管理」；即在各級政府的各部門內，皆設立專業經濟部門，直接擁有

                                                 
125

 國家經貿委，《關於加快培育和發展工商領域協會的若干意見》，1999年頒佈。 
126

 沈悅萍，《社會轉型期行業協會的成長模式及其轉換研究》，(中國大陸華東理工大學社會
學碩士論文，2004年 5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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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自身系統，或「條條」內的國有和集體工業企業。此一管理體制的最顯著

特徵，乃是缺乏橫向的聯繫，造成資源的橫向整合遭遇極大的障礙。但在 1978
年以後，伴隨著經濟市場化和自由化的發展，以及非國有經濟體系的發展，國有

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不斷下降，打破了計畫經濟下的條塊分割格局。然而，

原有條塊分割的管理格局，使非國有經濟部門始終被排除在政府的部門系統之

外；同時，政府的產業政策亦難以向非國有企業擴散，使得傳統的主管部門不但

無法對全行業進行管理，而且還可能成為原部門管轄的企業利益的代言人，致使

產業內的市場競爭環境遭到扭曲。因此，自 1990年代以來，在競爭性產業領域
內，亟需建立一種新的行業管理或治理機制，以適應整體大環境的變化。

127 
有鑑於此，國家經貿委乃於 1997年頒布了《關於選擇若干城市進行行業協

會試點的方案》，亦在 1999年印發了《關於加快培育和發展工商領域協會的若干
意見》(試行)，其中對試點行業協會的性質和地位、行業協會的職能及其來源作
了相當的規範，128並明確指出工商領域協會，乃是以有關企業事業單位和行業協

會為主要會員，依照國家有關法律法規所自願組成的自律性、非營利性的經濟類

社會團體法人；該些協會並可做為企業與政府之間的橋樑，透過協助政府實施行

業管理和維護企業合法的權益，以推動行業和企業的健康發展。因此，在體制內

所形成與建立的行業協會，乃成為中國大陸目前行業協會設立的主要方式。這些

在體制內所形成的行業協會於成立之初，乃皆不可避免的與原政府行業管理部門

的範圍保持一致，並承擔原來由該行業主管部門承擔的部分職能。 
儘管體制內形成行業協會在數量上仍居於優勢，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

和私營企業的發展，在體制外形成的行業協會亦告興起。在比較之下，體制內形

成的行業協會，其發展速度趨緩，行業覆蓋率亦較低。但一些專業性強，規範管

理要求高的特殊行業，在法令和政策的指導下，依然承擔了部分政府行政管理職

能，故具有較高的行業覆蓋率；例如，「上海醫藥行業協會」和「中藥行業協會」

的會員覆蓋率，均達到了 95 %以上。129 
    行業協會形成的另外一種因素，乃是屬於體制層面外。這是一種「自下而上」
的自發形成方式。在體制外所形成的行業協會，基本上同行企業根據自我需要、

自我發起、自我籌備，並經政府審核、批准所成立的。此些體制外所形成的行業

協會，多活躍於東南沿海私營企業比較集中的區域，如廣東、福建和浙江等地區。

但由於體制外形成的行業協會，其自發性仍屬有限，故仍難以對跨區域產生較大

的影響。溫州的燈具商會、鞋革工業協會、服裝商會、煙具協會和眼鏡商會等，

皆為行業內企業自發自願組建，並根據《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取得社團法人

資格的民辦協會。這些行業協會成立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克服原先行業內無序的

競爭狀態，進行行業自律規範，俾營造有序的良性競爭環境，維護行業內企業的

                                                 
127

 餘暉，《市場經濟環境下的行業管理》 (北京：中國社科院課題報告，2000年)。 
128 國家經貿委，《關於加快培育和發展工商領域協會的若干意見》，1999年頒佈。 
129

 上海市經委，〈上海行業協會試點工作的實踐和體會〉，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編，《全國
工商領域行業協會職能與作用》 (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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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利益。例如，溫州煙具行業在成立協會之前，一些企業偷工減料、粗製濫造、

互相殺價，甚至產品仿冒之風盛行。但在 1991年，溫州煙具行業協會成立之後，
經市政府同意，協會可以行使企業審批、產品品質檢測、制訂最低保護價，以及

新產品維權等權利，以確定公平的企業競爭環境。 
值得注意的是，體制內形成的行業協會所具備的社會認同，顯然不如體制外

形成的協會組織。體制內形成的行業協會，首先是透過政府讓渡權力，取得有限

的行政管理權威；即源於政府依法籌設，惟運作過程中亦有可能逐步擴大社會對

其認同。然而此類體制內所形成的行業協會，若要提高社會認同，則必將受制於

其組織架構的政府相關行政安排，故難度比體制外形成的行業協會為高。反之，

體制外形成的行業協會，則具備較廣泛的社會認同。此可從行業協會形成的目的

和形式上，發現其擁有一定的權威性和活動力，並可進而擴大行業協會的影響

力，以及發揮對行業發展的正面效益。
130 

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大陸實行的是高度集權的部門管理體制，政府對企業

實行歸口管理，企業喪失了基本的生產經營自主權，行業協會也喪失了存在的空

間和必要。然隨著改革開放的展開，市場經營出現了分散化的趨向，傳統的部門

管理體制愈來愈不利於企業的發展。自 1979 年開始，北京對經濟體制的改革重
點，主要在於削弱政府經濟管理部門對企業的行政幹預上，並逐步施行政企分

開、黨企分開的行業管理體制。 
從 1984年開始，中國大陸展開全面性的經濟體制改革。隨著企業擴權讓利

的發展，以及針對條塊分割的問題，中國大陸政府提出了「按行業組織、按行業

管理、按行業規劃」的原則，相繼建立了跨地區、跨部門的「食品工業協會」、

「包裝技術協會」、「飼料工業協會」，以及「電子音響協會」等。次年，在城

市改革的深化要求下，進一步提出了以行業協會的形式，強化產業內部的橫面聯

繫。1985年，北京頒布了《國民經濟行業分類和代碼》，將國民經濟分為 13個
門類、75個大類、311個中類，以後又調整為 16個門類、92個大類，以及 367
個中類。在統計工作中，可以看出行業的概念在增強，而部門的概念則處於弱化

中。 
1988 年 4 月 9 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國務院機

構改革方案》，要求適當裁減一些專業管理部門，並成立一些綜合和行業管理機

構。此外，該方案亦提出了政府職能的三個轉變，即從「部門管理」向「行業管

理」轉變，從「直接管理」向「間接管理」轉變，以及從「微觀管理」向「宏觀

管理」轉變，俾能加快政府管理體制的改革。基本上，政府權力的逐步下放，合

併與裁減了大量的專業管理部門，以及綜合管理部門內部的專業管理機構，並將

某些基本的行業管理職能，轉交由行業協會，並委託其承擔決策前的諮詢、調研

等工作。在中央機關機構的改革層面，中央撤銷了一批部委的「專業司局」；在

省市二級撤銷了一批「行政性公司」；並在中央與地方相應成立行業協會。此外，

部分工業部委的專業司局在機構合併，以及人員精簡後，亦相應成立了行業協

                                                 
130

 據悉，溫州體制外形成的行業組織，在發展初期，政府決策層曾經有過激烈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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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此一系列改革，乃為行業協會的蓬勃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發展環境。 
儘管行業協會於此一時期已經有所發展，服務企業和自我生存的能力皆相當

程度的提升，但是由於企業的自主性尚不充分，政府職能轉移也進展緩慢，對行

業協會重要性的認識更處於方興未艾，因此行業協會尚未發展成為社會組織中的

一股重要力量。1989 年，中國大陸頒佈了修訂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
在全國展開對社會團體的清理整頓工作，合併且取締了一批包括行業協會在內的

社團組織。此外，並把各種行業性社團，分別歸入對口的政府職能工作部門，以

達到歸口管理的目的。 
在 1992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後，中國大陸行業協會開始出現了新

的發展。1994 年底，全國性工業行業協會共有 160 餘家，具有自律性質的仲介
機構 500餘家，共計含蓋了七萬多個工業企業。截至 1997年底，經民政部登記
的全國各工業部門(包括委、部、局、總會、總公司)所主管的一級行業協會，已
達到了 208家。131

截至 2004年，屬於工商領域的全國性行業協會，共有 362個；
其中綜合性協會 15家(國資委直管)、工業行業協會 206家(委託綜合性協會代管
147家，其他部門 59家)、商業物資流通協會 67家，以及其他類協會 74家(經貿
委 42家，其他部門 32家)。132 

1993 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
干問題的決定》，指出「政府經濟管理部門要轉變職能，專業經濟部門要逐漸減

少」，要「發揮行業協會、商會等組織的作用。」其後，中共中央對「專業經濟

管理部門」做出了重大的改革和調整；其中，第一類改為經濟實體，不承擔政府

行政管理職能；第二類改為行業協會，作為國務院的直屬事業機構，代行政府行

業管理職能；第三類保留或新設的行政機構，大幅度壓縮人員和編制發揮規劃、

協調、監督和服務的職能。1995 五年，在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制
定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九五計畫和 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強調要把不應由
政府行使的職能，逐步轉給企業市場和社會仲介組織。為此，1997 年，國家經
貿委通過《關於選擇若干城市進行行業協會試點的方案》，決定在上海、廣州、

廈門和溫州等四個城市，展開部分經濟類行業協會的試點工作。 
1999年，國家經貿委頒佈《關於加快培育和發展工商領域協會的若干意見》

(試行)，其中規定「工商領域協會的職能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為企業服務的
職能；第二類是自律、協調、監督和維護企業合法權益的職能；第三類是協助政

府部門加強行業管理的職能。」根據上述規定，指出行業協會所具有的十七項職

能，分別為(1)開展行業、地區經濟發展調查研究，提出有關經濟政策和立法方
面的意見和建議；(2)政府主管部門同意和授權進行行業統計，收集、分析、發
佈行業資訊；(3)創辦刊物，開展諮詢；(4)組織人才、技術、職業培訓；(5)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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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中振，《體制轉型與行業協會：上海培育和發展行業協會研究報告》 (上海市：上海大
學出版社，1999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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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入世機遇，積極發展行業協會〉，《全面腐蝕控制》，18卷第 2期，2004年 4月，
維普資訊庫，www.cqv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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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銷會、展覽會等；(6)經政府部門同意，參與品質管制和監督工作；(7)指導、
幫助企業改善經營管理；(8)受委託組織科技成果鑒定和推廣應用；(9)開展國內
外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10)制定並監督執行行規行約，規範行業行為，協調同
行價格爭議，維護公平競爭；(11)反映會員要求，協調會員關係，維護其合法權
益；(12)經政府部門授權和委託，參與制訂行業規劃，對行業內重大的技術改造、
技術引進、投資與開發項目進行前期論證；(13)參與制定、修訂國家標準和行業
標準，組織貫徹實施並進行監督；(14)參與行業生產、經營許可證發放的有關工
作，參與資格審查；(15)參與相關產品市場的建設；(16)發展行業和社會公益事
業；(17)承擔政府部門委託的其他任務等。 

2001年，中國大陸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此象徵著中國大陸必須要更進一步健全市場經濟體制，加強政府對企業的管理與

國際接軌。按照世界貿易體系的規範，政府與企業之間要由隸屬關係，轉變為監

管關係；傳統政府對企業直接的行政管制，將逐步被取消。企業必須在市場經濟

的基礎上運作，而不是在政府直接幹預的基礎上運作。因此，目前由政府所承擔

的許多工作與職能，勢將進一步轉移給行業協會。同時，企業在日益激烈的國際

競爭中，亦迫切需要一個強大、健全的行業協會，以代表自身的利益與國際上的

商業對手進行談判和競爭。 
為因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早在 2001年 2月中旬，國務院國家經貿委即決

定撤銷原有屬於其所管理的九個國家局(專業經濟管理部委)；同時為了加強對原
九個國家局所屬行業的管理，亦成立了相應的十大工業行業協會。原九個國家局

所屬事業單位，均分別劃歸各行業協會，並賦予這些行業協會部分政府職能。新

成立的十個工業行業協會和商業聯合會等協會，包括「中國輕工業協會聯合會」、

「中國商業聯合會」、「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協會」、

「中國物資流通協會」、「中國建築材料工業協會」、「中國紡織工業協會」、

「中國鋼鐵工業協會」、「中國煤炭工業協會」，以及「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

等。此一發展象徵著中國大陸對行業的管理，已然進入了由社會仲介組織進行服

務協調的行業自律階段。
133 

此後，原來由國家紡織工業部、商業部、煤炭部、輕工業部等九個部委管理

的近三百家行業協會，亦已由「國家經貿委」實行分行業分層次管理體制，由「國

家經貿委」直接聯繫「中國商業聯合會」、「中國鋼鐵協會」、「中國輕工業協

會」等十個綜合性行業協會，同時授權此十個協會，分別管理其他二百多個協會。

總之，「國家經貿委」採取分行業分層次的管理方法，委託主管協會分別代管其

他近五百家各類專業行業協會。「國家經貿委」還制定了協會管理辦法，透過法

規來改進和規範行業協會的工作。 
整體來看，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行業協會的發展，已然歷經了相當程度

的轉型。基本上，行業協會的發展與經濟體制及政府機構改革進程密切相關；改

革愈深入，則企業的自主性愈高，企業對行業協會的需求也就愈來愈大。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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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曉光，《權力的轉移–轉型時期中國權力格局的變遷》，同前註。 



 52

企業的需求乃是行業協會發展的內在動力。而政府為促進企業發展，剝離或轉移

那些本身不適宜承擔，或無力承擔的部分職能，並轉交行業協會，事實上亦已為

行業協會形成了外在的動力。無疑地，內在動力和外在動力的交互作用，乃構成

了中國大陸自 1980年代以來，行業協會的興起與發展動力。 
 
第五節 小結 
根據本章的分析，在計畫經濟體下的中國大陸，其國家與社會關係呈現的是

一黨獨大的局面。在一黨專政的原則下，中共透過了國有企業和人民公社等單位

機制，完全控制了勞工和農民。在計畫經濟體制下的中國大陸，民眾的社會生活

和人際關係，主要發生在這些城市和農村的單位體制中。因此，當時的中國大陸

實無獨立自主的社會可言。國家完全控制了這些小社會，同時社會亦完全重疊在

國家的威權統治下。社會民眾與國家的日常政治互動關係，即是發生在這些工作

單位內部。 
    然而，僅從一個威權體制的角度，來解釋在 1978年以前中國大陸的國家與
社會關係，仍忽略了中國大陸的特殊歷史發展背景。因此，華爾德亦從一個新傳

統主義的觀點，詮釋了國有企業職工和企業幹部之間的一種交換與互惠的關係。

易言之，儘管黨嚴密控制了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與管理，但不可否認的是，黨

亦透過單位機制，對職工提供了經濟必需品，以及各項社會保險和福利，以交換

職工對黨領導的服從。此一有組織的依賴關係，亦建構了國有企業與職工的特殊

互動模式。因此，儘管國有企業和人民公社乃是社會的縮影，但其國家與社會互

動的特點，從比較的觀點來看，卻是其他國家所未曾經歷過的經驗。 
    1978 年中國大陸的推動改革開放，不但帶來了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變遷，
更進一步影響到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根據傳統的西方發展理論，當一個國家

邁向市場化以後，必然有助於經濟的發展，並影響到社會結構的變革。易言之，

根據西方國家的經驗，經濟的發展與成長，可能會帶來個人主義的強化、民主意

識的提升，以及社會的明確分工。質言之，伴隨著經濟發展，亦可能建構出一個

有利於公民社會發展的環境。從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角度來看，此即是代表了社會

力量的興起，對突顯了社會對國家的抗衡與挑戰。但顯而易見的是，這些發展的

結果，並未完全見諸於 1980年代以後的中國大陸社會。 
    中國大陸在 1978 年以後的走向市場化，並未帶來一如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
經驗。北京宣稱其推動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種在傳統社會主義和現代市場

經濟之間的混合體。易言之，其所追求的發展路線，亦可視為一種傳統與現代的

結合。從此一觀點視之，中國大陸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亦並未發生重大的體制變

革。儘管為因應時代的需要，許多的社會民間團體已告興起，但中共卻又透過正

式的管理機制，嚴密的控制這些團體。只有遵循黨政策的領導，這些民間團體才

可獲得正式的立案與合法經營。因此，在 1980年代以後的中國大陸，國家與社
會關係的互動，有其持續，也有其轉變之處。雖然公民社會已在逐漸的成形與發

展，但其卻又是在國家領導下的一種公民社會。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公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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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足反映了組合主義的理論意涵。中國海關總署所屬的四個社會團體，如中國海

關學會、中國報關協會、中國口岸協會和中國保稅區出口加口區協會等，即是此

一組合主義下的產物。 
然而在全球化的架構下，僅從內在層面的觀點來探討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

係的演變模式，已然無法獲得充份的解釋。在區域化與國際化的進程中，一個國

家的發展實已無法脫離國際社會而自行存在。環保、醫療、人權和婦女等議題的

國際化，說明了社會與社會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亦已然成為重要的發展趨勢。因

此，儘管中國大陸的非政府組織與行業協會皆受到政府的監督與管理，但這些組

織在與國際社會資訊交流，以及建立網絡平台後，必然會逐漸受到國際體制和國

際規範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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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國海關總署隸屬之社會團體：結構與功能分析 

第一節 前言 
    中國海關總署所隸屬的四個社會團體，分別為中國海關學會、中國口岸協
會、中國報關協會，以及中國保稅區和出口加工區協會等。此四種社會團體的設

立，皆屬於海關總署的業務督導，因此與政府依然維持相當密切的關係。其主要

功能亦是在於強化海關組織與功能的運作與推動，並建構在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協

調關係，此亦是目前中共所強調建立合諧社會的目標。根據組合主義的觀點，其

強調的是在政府和民間團體之間的一種特殊互動關係，而此四個民間團體無疑反

映了與政府之間的依存關係。 
    本章將針對此四個社會團體的組織與功能進行分析與探討，並就其存在的特
殊歷史背景，及其存在的意涵進行討論。由其所關切的議題來看，這些社會團體

皆有其關注的焦點。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民間團體的人事安排，除由一

些海關退休人士參與外，多數的幹部亦由現任海關人員擔任。此種民間團體的內

部組成，與國際社會所界定的非政府組織仍有相當的差異。此一具特殊性的人事

安排，反映了這些社會團體的組合主義特色，以及為海關提供服務的終極目標。 
 
第二節 中國海關學會 

    中國海關學會是一個以研究海關理論與實際問題為主的學術團體，其主要是
伴隨著中國大陸政治經濟改革的深入，並為適應海關理論建設和業務建設發展的

需要而設立的。對中國大陸而言，海關工作的理論研究起步較晚，基礎較薄弱，

尤其是直接指導實踐的海關管理理論，以及關稅理論研究，在改革開放以後雖有

所開展，但卻仍未形成有系統的科學理論體系。此外，關於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

色的海關特點、海關管理與系統工程建設，以及海關法律等諸多學術理論等問

題，皆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以獲取具規範性的理論與實務成果。 
1985年 1月，全國海關關長會議提出十項改革任務。3月，中央對海關工作

做了重要的指示。因此，為了要加強海關理論、政策業務研究、開展學術交流、

促進與國外海關組織的交流，以及適應海關事業發展的需要，中國海關總署乃提

請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批准，決定成立中國海關學會，作為海關建設的一

項重要工作，並開展調查研究、海關理論研究、實踐和歷史問題，提出具有建設

性的意見。其後，經過海關總署黨組的研究，成立了中國海關學會籌備組。3月
15日，中國海關學會遂於北京召開籌備會議。1341985年 6月 30日，中國海關學
會正式成立。 
    中國海關學會係由海關總署黨組領導，專責研究海關理論與實踐問題的群眾
性學術團體，為海關事業的重要組成部份。海關學會主要的功能，在於加強海關

基礎理論研究、發揚開拓創新精神，以及理論與實務的結合。135在組織結構方面，

                                                 
134 姚梅林編著，《中國海關史話》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5年)，頁 363-364。 
135 牟新生，〈在中國海關學會成立 20週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海關研究》，第 112期，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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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關學會除設立資訊部、理論研究部、海關研究編輯部和科技專業委員會等

部門外，亦設立了天津、上海、廣州、大連和昆明等代表處(或稱分會)。迄 2005
年 5月止，已共有 48個基層學會單位、817個學會小組；會員由最初的數百人，
增加到 13,000餘人。136此外，中國海關學會亦於同年 11月 4日，在廈門大學正
式成立「中國海關史研究中心」，並創辦了「海關研究」，作為有關海關業務的學

術理論刊物。137中國海關學會下設名譽會長一人、顧問數名、會長一人、副會長

數人，以及秘書長一人。138 
    加強學術研究，乃是中國海關學會所強調的重要環節。因此，中國海關學會
重視學術理論研究的前瞻性，強化理論對實踐的指導性，並關切理論研究的社會

效應。自 1985年到 2005年間，中國海關學會共舉辦了八次的徵文活動，召開理
論研討會 14 次。除了出版「海關研究」約一百一十餘期，共發表論文近 3000
篇外，亦先後編輯出版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海關改革論文集」、「深化改革與

加強隊伍建設論文集」、「現代海關制度第二步戰略論文匯編」、「海關法論文集」、

「五年回顧教育論文集」、「中國海關史論文集」，以及「赫德與舊中國海關論文

選」等專著廿餘部。同時，亦編撰了直屬海關志和隸屬海關志 42部；值得注意
的是，中國海關學會亦與中國大白科全書出版社合作，編撰了「中國海關百科全

書」。2004年，中國海關學會亦獲國家民政部頒授為「全國先進民間組織」139 
    在綜合理論的探討方面，中國海關學會主要強調在海關工作方針研討，以及
現代海關制度研討。就海關工作分針研討而言，海關的工作方針，主要是指在一

定歷史時期內，為完成黨和國家所賦予海關各項任務而制定的指導原則。例如，

自 1949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來，即提出了「把守國家經濟大門」的方針；
1955年，提出了「做好經濟政治保衛工作」；1958年，提出「保衛」與「團結」
等。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1979 年的全國關長會議確立了新時期海關的工作
方針，為「依法監管徵稅、方便合法進出、制止走私違法、保衛促進四化」，即

所謂的廿四字方針。在 1985年的全國海關關長會議中，又將其中的「保衛促進
四化」，改為「保衛促進四化」。到了 1986年，為了適應與推動改革開放的大環
境，海關工作的重點，乃轉而強調促進對外經貿、科技、文化交流，以及對外交

往等活動上，從以防範為主，轉為以「促進為主」，此乃使海關的工作，首次的

走上為發展社會生產力服務的方向。1994 年，為了強化「促進為主」方針，海
關總署黨組確立了「依法行政、貫徹政策」，作為海關工作的基本準則。1998年，
在全國打擊走私工作會議之後，海關總署在 1999年初的全國關長會議上，更確
立了「依法行政，為國把關」的工作方針。140此外，在中國海關學會設立廿年來，

                                                                                                                                            
年 5月，頁 5-6。 
136 趙光華，〈團結凝聚發展、繼往開來譜新篇〉，《海關研究》，第 112期，2005年 5月，頁 7。 
137 海關研究係為海關學會的內部雙月刊，不對外公開，創刊於 1986年 12月 20日。 
138 中國海關學會第四屆的領導人士，分別為名譽顧問戴杰；顧問胡光寶、徐瑞新、沈覺人、王
久安和宿世芳；會長趙光華；副會長吳乃文、侯真喜、曹恆禮、倪治安和趙桂芳；秘書長為沈玉

章。 
139 趙光華，〈團結凝聚發展、繼往開來譜新篇〉，頁 8。 
140 姚梅林編著，《中國海關史話》頁 39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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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堅持「圍繞中心、發輝優勢、深化改革、促進發展」的工作方針外，亦致力於

推動「理論研究、建言獻策、情況反映、人才培養」的職能。141 
    2001年 4月，為了因應中國大陸的參與經濟全球化，海關總署遂提出了「依
法行政、為國把關、服務經濟、促進發展」的業務指導思想；並於同年 11 月，
頒布了「海關總署關於開展海關工作新方針研討活動的通知」。2002年 1月，全
國關長會議，正式確定其為海關工作的新方針，即所謂的十六字方針。值得注意

的是，這些不同時期所確立的海關工作分針，反映出海關工作不斷適應國內外政

治、經濟形勢的發展與變遷，而所作出的重大調整。中國海關學會乃是試圖從理

論和實務的觀點，推動海關工作的主動與創新精神。就建立現代海關制度議題而

言，自 1998年以來，中國海關學會主要秉諸於海關總署關於建立現代海關制度
發展的戰略目標，即如何建設「科學、文明、高效、廉潔」的現代化海關，並舉

辦「現代海關制度第二步發展戰略」論壇。例如，大通關議題乃是海關為了要適

應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作出的一項重大改革。為此，海關致力於推動現代海

關制度建設，以提高通關效率和執法水準，降低企業通關成本，促進外貿發展。

因此，近幾年來，中國海關學會各級組織乃圍繞此一專題，進行專題研討。 
    在業務建設方面，中國海關學會著重於關稅工作、加工貿易、法制建設，以
及緝私理論等議題之研討。首先，在關稅工作方面，由於徵收關稅乃是海關工作

的重要組成部份，具有較強的理論性和政策性，如何作到科學管理、依法治稅、

提升關稅徵管的總體水平，中國海關學會各級組織乃舉辦了多次的研討會。例

如，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海關學會乃在 2002年針對執行世界貿易組織
估價協定、關稅稅率大幅度下調，以及海關稅收形勢嚴峻等情況，相繼召開了海

關稅收工作研討會，以及反價格瞞騙對策等研討會。在 2002年，全國海關稅收
總額為 2590.6億元；2004年，增加至 4744.1億元。 
    在加工貿易研討方面，中國海關學會對此議題相當重視。由於加工貿易占據
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絕大部份，因此中國海關學會相當關注加工貿易所面臨的複雜

情勢，故其亦針對加工貿易的快速發展等，進行相關理論和政策研究。例如，在

2003 年 10 月，中國海關學會即召開了「海關加工貿易理論研討會暨論文頒獎
會」，針對當前所面臨的新形勢和新議題，提出思路和對策。 
    在法制建設研討方面，中國海關學會的主要工作目標，在於如何透過科學執
法、規範執法、有效執法，回應社會的實際需要，並提高海關的執法理念和水準。

有鑑於此，中國海關學會與政策法規司，乃聯合舉辦了「貫徹實施『行政許可法』

徵文活動暨理論研討會」，針對海關行政執法的發展趨勢、海關行政許可實施程

式的規範，以及監督體系的構建等問題，進行深入研討。會後，並出版了「海關

行政許可理論與實踐」一書。 
    在緝私理論的探討方面，國務院於 1998 年進行緝私體制改革，決定設立海
關緝私員警。次年，緝私隊伍正式成立。中國海關學會隨即針對如何落實「聯合

緝私、統一處理、綜合治理」的緝私新體制，建立海關反走私工作的有效機制，

                                                 
141 趙光華，〈團結凝聚發展、繼往開來譜新篇〉，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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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提高海關打擊走私能力等多次的專題理論研討會。 
    在中國海關學會的分會方面，天津分會係於 1985年 10月 7日在天津成立。
天津分會幅聯天津海關學會、北京經貿大學行政管理學院海關學會、北京海關學

會、青島海關學會、石家莊海關學會、鄭州海關學會、太原海關學會、西安海關

學會、烏魯木齊海關學會、蘭州海關學會、西寧海關學會、銀川海關學會、海關

總署駐天津特派辦學會中心組，以及秦皇島海關培訓學校等十四個學會。迄 2005
年止，共有會員 2859名。 
    中國海關學會上海分會，係於 1985年 10月 17日設立於上海。上海分會幅
寧波海關學會、江蘇海關學會、南昌海關學會中心組、浙江海關學會、武漢海關

學會、上海海關專科學校學會中心組、安徽海關學會、海關總署駐上海特派辦學

會中心組，以及上海海關學會等九個學會。迄 2005年止，共有會員 3190名。 
    中國海關學會廣州分會，係於 1986年 12月 25日設立於廣州。廣州分會幅
聯長沙海關學會、海口海關學會、廣西海關學會、夏門海關學會、福州海關學會、

汕頭海關學會、拱北海關學會、湛江海關學會、江門海關學會、黃埔海關學會、

深圳海關學會、廣州海關學會，以及廣東分署學會小組。迄 2005年止，共有會
員 4608名。 
    中國海關學會大連分會，係於 1994年 9月 27日成立於大連。大連分會幅聯
呼和浩特海關學會、瀋陽海關學會、長春海關學會、哈爾濱海關學會、滿州里海

關學會，以及大連海關學會等。迄 2005年止，共有會員 1434名。 
    中國海關學會昆明分會，係於 1994年 11月 9日成立於昆明。昆明分會幅聯
貴州海關學會、西藏海關學會、雲南海關學會、四川海關學會，以及重慶海關學

會等五個學會。迄 2005年止，共有會員 800名。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02年 10月，中國海關學會亦成立了出口加工區分會。
該分會主要致力於招商引資、建言獻策，以及教育培訓等工作。2005 年 2 月，
該分會會員單位整體轉入「中國保稅區出口加工區協會」。 
  

第三節 中國口岸協會 
    對中國大陸而言，口岸係指經政府批准而設置的國家對外開放門戶，具有基
礎設施和查驗、監管機構，為人員、貨物和交通工具合法出入國境、關境提供服

務。這些口岸通常設在港口、車站、機場和通道等處。若按主要運輸方式來分，

則有水運口岸、公路口岸、鐵路口岸和航空口岸。若按地理位置區分，則有沿海

口岸、邊境口岸和內陸口岸等(請參閱表 1)。 
    其次，再按對外開放的程度來分，則有一類口岸和二類口岸。一類口岸係由
國務院批准開放的口岸，允許中國籍和外國籍人員、貨物、物品和交通工具，直

接出入國(關、邊)境的海、河、陸、空客貨口岸；這些口岸設有邊防檢查、海關、
海事、出入境檢驗檢疫等檢查檢驗機構，以及國家規定的其他口岸機構。易言之，

一類口岸包含了如下的標準：142 

                                                 
142 李華東，《貨物運輸》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5)，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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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外國籍船舶、飛機和車輛等交通工具開放的水陸空客貨運口岸； 
2)僅允許中國籍船舶、飛機、車輛出入境的海、陸、空客貨口岸； 
3)允許外國籍船舶進出中國領海內的海面交貨點。 
二類口岸係指在 1998年 8月 28日前，由省級人民政府審批批准開放並管理 

的口岸。143二類口岸僅允許批准的國內船舶出入和停靠，不對外國籍船舶開放。

經省級人民政府口岸辦批准，裝運沙、石、泥的少數港澳籍船舶，允許在指定的

地方停靠。屬於二類口岸的範圍和標準，主要有如下各點： 
    1)依靠其他口岸派人前往辦理出入境檢查、檢驗手續的國有外貿運輸裝卸
點、起運地點和交貨地點；裝卸點除承擔起運點任務外，亦可裝卸： 
    2)與毗鄰國家地方政府之間，進行邊境小額貿易和人員往來的口岸；     
    3)僅限邊境居民通行的出入境口岸。144 
隨著中國大陸對外經濟貿易的快速發展，中國大陸已建構了以港口、航空口

岸為中心，以公路、水路和鐵路為網路的立體化的口岸物流基礎設施體系，形成

了以沿海、沿江水運、航空和內陸邊境全方位的立體化口岸開放格局。同時，口

岸更是連結國內物流與國外物流的地點。迄 2005年底止，全中國大陸共有對外
開放的一類口岸 253個。這些口岸又包括了水運口岸 133個、鐵路口岸 17個、
公路口岸 47個，以及航空口岸 56個。在 2005年，中國大陸的港口貨物吞土量
和集裝箱吞吐量，分別達到 49.1億噸和 7580萬標準箱，連續三年位居全球第一。
2005年，中國全行業航空運輸總周轉量、貨郵運輸量，分別達到 261.3億公噸和
306.7萬噸，比 2000年增加了 113.3 %和 91.2 %。145 
    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初期，中國口岸管理主要是由查驗部門負責之。1973
年，中共國務院發布了「1973」19 號檔，提出了「集中領導、積極協作、統一
對外」，以加強口岸工作的統一領導與組織建設。1978年，國家經委為國務院代
擬了「國務院關於加強港口口岸組織領導的通知」，國務院於同年 11月 25日以
國發【1978】245號文件印發全國。此乃成為關於建立和加強口岸綜合管理機構
的第一項文件。1984年 1月 21日，國務院又以國發【1984】16號文件，即「國
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口岸工作領導的通知」，改國務院港口口岸工作領導小組及

辦公室，為國務院口岸領導小組及辦公室。146值得注意的是，管理的範圍由過去

的港口口岸，擴大到水陸空口岸。於此期間，凡有對外開放口岸的省、自治區、

直轄市和口岸所在城市，亦皆先後成立了相應的口岸綜合管理機構。基本上，中

國口岸綜合管理係採分層次管理，即國家、省(自治區、直轄市)、口岸所在市等
三級管理。對於直轄市和部份省會城市，實際上係採兩級管理，即國家和地方兩

個層次。 

                                                 
143 海關總署辦公廳口岸辦，〈中國口岸知多少〉，《中國海關》，第 3期，總第 166期，2003年 3
月，頁 46。 
144 葉劍，《中國口岸通覽》 (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6)，頁 3。 
145 「中國已有對外開放的一類口岸 253個」，中共新華社，2006/07/19。 
146 中國口岸協會編著，《中國口岸與改革開放》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2)，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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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中國大陸口岸城市 按省區類別區分 
省區別 口岸類別 口岸城市 

 航空口岸 南寧、桂林、北海 
 
廣西 

水運口岸 柳州、貴港、北海、石頭埠、防城、欣州、企沙、

江山、梧州 
 鐵路口岸 憑祥 
 公路口岸 東興、友誼關、水口、龍邦 
 航空口岸 梅州、汕頭、湛江、廣州、深圳 
 
 
 
 
廣東 

水運口岸 虎門、新塘、江門、湛江、斗門、蛇口、媽灣、

西衝、九州、珠海、灣仔、廣州、南沙、南海、

容奇、萬山、中山、陽江、鶴山、新會、三埠、

潮陽港、惠州、肇慶、高明、赤灣、梅沙、水東、

潮州港、汕尾港、廣海、汕頭港、南澳港、蓮花

山、鹽田、東角頭 
 鐵路口岸 東莞、廣州、深圳、佛山、肇慶 
 公路口岸 皇崗、拱北、沙頭角、河源、文錦渡、橫琴 
海南 航空口岸 海口、三亞 

 水運口岸 海口、洋浦、三亞、八所、清闌 
 航空口岸 西雙版納、昆明 
雲南 水運口岸 思矛、景洪 

 鐵路口岸 河口 
 公路口岸 瑞麗、畹、磨憨、天保、孟定、騰衝、金水河 
西藏 航空口岸 拉薩 

 公路口岸 吉隆、樟木、普蘭 
 航空口岸 喀什、烏魯木齊 
 鐵路口岸 阿拉山口 
新疆 公路口岸 塔克什肯、土爾朵特、紅其拉普、霍爾果斯、伊

爾克什坦、木扎爾特、都拉塔、巴克圖、吉木乃、

阿黑土別克、紅山嘴、烏拉斯台、老爺廟 
 航空口岸 呼和浩特、海拉爾 

內蒙古 水運口岸 室書、黑山頭 
 鐵路口岸 滿州里、二連浩特 
 公路口岸 策克、珠恩嘎達布其、甘其毛道、阿日哈沙特 
寧夏 航空口岸 銀川 
甘肅 航空口岸 蘭州 

 公路口岸 馬鬃山 
四川 航空口岸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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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 航空口岸 貴陽 
重慶 航空口岸 重慶 

 水運口岸 重慶 
 航空口岸 福州、武夷山、廈門 
福建 水運口岸 秀嶼、松下、廈門、泉州、漳州、東山、肖厝、

福州、城澳 
江西 航空口岸 南昌 

 水運口岸 九江 
湖南 航空口岸 長沙、張家界 

 水運口岸 城陵磯 
湖北 航空口岸 武漢、宜昌 

 水運口岸 黃石、武漢 
陜西 航空口岸 西安 

 航空口岸 杭州、溫州、寧波 
浙江 水運口岸 紅光、大陳島、舟山、寧波、乍浦、綠華島、溫

州、海門、洞頭、黃興島 
上海 航空口岸 上海 

 水運口岸 上海 
安徽 航空口岸 合肥、黃山 

 水運口岸 銅陵、馬鞍山、蕪湖、安慶、池州 
 航空口岸 南京 
江蘇 水運口岸 南京、連雲港、鎮江、張家港、揚州、泰州、常

州、太倉、常熟、南通、江陰 
河南 航空口岸 洛陽、鄭州 

 鐵路口岸 鄭州 
山西 航空口岸 太原 
山東 航空口岸 青島、濟南、煙台、威海 

 水運口岸 萊州、蓬萊、東營、青島、煙台、威海、龍口、

石臼、嵐山、石島 
河北 航空口岸 石家庄 

 水運口岸 秦皇島、黃驊、唐山 
天津 航空口岸 天津 

 水運口岸 渤中、天津 
北京 航空口岸 北京 

 航空口岸 大連、瀋陽 
遼寧 水運口岸 錦州、大連、葫蘆島、營口、丹東 

 鐵路口岸 丹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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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口岸 長春、延吉 
 水運口岸 大安 
吉林 鐵路口岸 圖們、琿春、集安 

 公路口岸 開山屯、圈河、臨江、南坪、三合、琿春 
 航空口岸 牡丹江、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 
 

黑龍江 
水運口岸 呼瑪、孫吳、遜克、嘉陰、夢北、撫遠、虎林、

黑河、綏濱、同江、漠河、佳木斯、哈爾濱、樺

川、饒河、富錦 
 鐵路口岸 綏芬河、哈爾濱 
 公路口岸 密山、東寧、綏芬河 

 
 
    基本上，國務院和各級地方政府皆設立有口岸管理機構。在國務院則設有國
家口岸辦公室，負責全國口岸綜合管理的機構，其職責主要有下列諸端：147 
    (一)研究制訂口岸工作的方針、政策、任務和措施； 
    (二)研究改進口岸管理體制，會同有關部門推進口岸查驗制度，以及管理制
度的改革； 
    (三)負責編制全國水、陸、空一類口岸開放規畫，以及審理一類口岸開放； 
    (四)會同有關部門審查口岸查驗配套設施的投資補助計畫； 
    (五)督促檢查水、陸、空口岸的聯檢、商品檢驗、檢疫，以及供應、服務等
工作； 
    (六)協調和解決口岸工作中的矛盾和問題； 
    (七)組織和推動各地口岸作好兩個文明建設，開展共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口
岸的活動； 
    (八)負責口岸管理幹部培訓的組織工作； 
    (九)指導地方口岸管理機構的工作； 
    (十)主管中國口岸協會和中國口岸雜誌； 
    (十一)承辦國務院、國家經貿委交辦的其他事項。 
    在各級地方政府亦設有口岸管理委員會或口岸辦公室。其職責可歸納為如下
各端：148 
    (一)地方口岸管理委員會和口岸辦公室，乃是口岸所在地的省(區)、市人民
政府直接領導的口岸管理機構，負責管理和協調該地區水、陸和空口岸的工作； 
    (二)負責貫徹執行黨中央、國務院有關口岸工作的方針、政策和規定，並根
據該地區口岸的具體情況制定實施細則； 
    (三)主持平衡所管轄口岸的外貿運輸計劃，檢查和貫徹執行中央平衡下達的
運輸計畫，並加強預報、預測工作； 

                                                 
147 葉劍，《中國口岸通覽》 (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6)，頁 5。 
148 同前註，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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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組織口岸的集疏運工作。組織有關方面簽訂經濟協議。組織路、港、貿
的協作配合，加強車、船、貨的銜接，加速車船周轉和貨物集散，保證口岸暢通； 
    (五)督促檢查口岸檢查檢驗單位，按各自的職責和規定，對出入境人員、交
通工具、貨物和行李物品進行監督管理，以及檢查、檢驗和檢疫等工作； 
    (六)負責協調處理口岸各單位，包括外貿運輸、船貨代理、裝卸理貨、倉儲
轉運、檢查檢驗、公證鑑定、對外索賠、供應服務，以及接待宣傳等有關單位之

間的矛盾，具有仲裁職能。協調處理口岸各單位之間的矛盾時，應遵循下列幾項

原則： 
      1)凡屬國務院幾個部門下達的規定，應共同貫徹執行。對於未徵得原聯合
下達部門同意，單邊改變規定者，地方口岸管理機構有權不予執行。 
      2)因國務院各主管部門之間的規章制度不一致而造成的爭議，地方口岸管
理機構應及即提出處理意見，報國家口岸辦公室解決。 
      3)地方口岸管理機構對於在工作中發生的涉外問題，必須嚴格執行請示報
告制度。屬於口岸各單位無法自行決定的一般性涉外問題，應請示省(自治區、
直轄市)有關單位研究處理。屬於重大的涉外問題，應連同省(自治區、直轄市)
有關單位的意見一起報請國務院主管部門研究處理。對時間非常緊急的重大涉外

問題，可以直接請示國務院主管部門，並報告省(自治區、直轄市)有關單位。 
      4)口岸各單位在工作中有認識不一致的問題，應遵循國家有關規定，首先
協商解決對外問題。如無法協商一致，由地方口岸管理機構，或由地方口岸管理

機構，請示當地人民政府作出決定。 
      5)屬於協作配合方面的矛盾和糾紛，當地口岸管理機構應及時組織協調，
遇有緊急情況有權作出仲裁。 
    (七)負責組織口岸各單位對職工進行涉外政策、紀律和加強治安的宣傳教
育，並會同有關部門對口岸重大涉外問題，以及嚴重違反紀律的情況進行檢查，

提出處理意見。 
    (八)檢查督促本地區的口岸規畫、建設和技術改造配套工作的組織實施，並
促使其同步進行。 
    (九)按國家關於口岸開放的各項政策和規定，負責一、二類口岸開放或關閉
的審查、報批工作，並負責組織落實有關具體事宜。 
    (十)開展調查研究，總結交流經驗，向上級有關部門反映口岸工作出現的重
大矛盾和問題，並提出解決意見。 
    (十一)承辦上級領導部門交辦的其他事項。 
    (十二)本規定適用於一類口岸所在省、市的口岸管理委員會或辦公室。二類
口岸管理機構的職責範圍，可根據當地口岸的具體情況，由省、自治區和直轄室

人民政府作出規定。 
    就個案而言，國家體改委和國家經貿委於 1995年批准了「深圳口岸管理體
制改革試點方案」。其主要的改革內容在於理順查驗工作關係，避免重複檢驗；

邊檢人員實行職業化；改革衛檢、動植檢和商檢體制；簡化查驗程式，在口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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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上按照國際慣例，只保留邊檢和海關：實現邊檢管人，海關管物，衛檢和動植

檢不在查驗通道上設點，加強後續監督，俾提高口岸通關工作效率。 
    1998 年，在國務院的機構改革中，撤銷了國家口岸辦公室，將部份職能劃
歸海關總署之後，即無真正意義上的口岸綜合主管部門。各口岸執行執法功能的

機構，由海關、邊防、商檢、衛檢、動植物檢、船檢、港檢八大家縮減為四家，

並成立了國家進出境檢驗檢疫總局，實現所謂的三檢合一。149因此，整個口岸管

理，即由多部門和多單位等共同組成。整體而言，口岸物流仍然存在著管理水準

低、管理費用較高、組織環節較多，以及效率不彰等問題。同時，這些問題也突

顯了國家級口岸管理機構指導協調的乏力。 
    於上述背景之下，中國口岸協會乃是經由民政部批准，由海關總署主管，並
由全中國大陸口岸工作單位，以及個人共同自願組成的非營利性質的全國性社會

團體，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全國性一類社團法人。該協會成立於 1994年，係為
一個跨地區、跨部門和跨行業的全國性社會團體。該口岸協會的成立宗旨，主要

乃是根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組織，以及團結全國口岸工作單位和口岸工作

者，針對口岸科學管理和規範管理開展調查研究，資訊交流和諮詢服務，以及參

與口岸開放、建設和管理的資訊蒐集整理和理論研究，以(一)為政府部門和相關
企事業單位服務；(二)為提高口岸通關效率服務；(三)為促進國際貿易和發展國
際交流服務。 
為此，中國口岸協會的業務範圍，乃集中在下列六項：(一)研究和探索口岸

管理的發展戰略，以及口岸工作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為國家制定政策提供

建議；(二)接受國家口岸主管部門的委託，研究口岸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
作用，研究口岸發展的規畫、佈局、管理模式，以及相關問題，協助國家口岸主

管部門開展工作交流；(三)蒐集、整理、交流國內外含港、澳、臺地區口岸管理
資訊，編輯出版刊物，開展諮詢服務；(四)運用多種形式組織，開展國內和國際
友好交流和考察活動，開展國際合作；(五)會同有關部門對管理人員進行業務培
訓；(六)承擔口岸主管部門和有關部門交派的其他工作。因此，中國口岸協會的
業務範為，乃係專注於資訊交流、業務培訓、國際合作，以及諮詢服務等。 
    事實上，如何加強中國大陸口岸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一直是北京所關注的重
點之一。2006年 5月於天津所召開的「第一屆中國港口城市市長高峰論壇」，共
有 29個港口城市參與，所討論的議題為港口城市之間的競爭與合作。根據十屆
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所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中，

中國大陸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渤海灣、東南沿海、西南沿海和長江黃金

水道，作為港口發展的重點。但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發展港口經濟，乃是推經濟

增長方式的轉變，以及建構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重要途徑，然而在中國大陸港

口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依然存在許多的問題。例如，在港口之間的資源整合、管

理體制、服務功能、設施建設、產業結構、運行效率，以及競爭秩序方面，仍然

                                                 
149 〈繼續深化口岸管理體制改革，寓管理於服務之中，以資訊化帶動口案各項建設〉，《水路運
輸文摘》，2004年第 12期，頁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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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待解決的困境。此外，在 2005年，中國大陸出現了 10億噸港；同時，上海
以貨物吞吐量 4.43 億噸，躍居全世界第一大貨港。150因此，如何強化口岸間的

協調與合作，乃亦成為中國口岸協會的主要任務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口岸協會的領導成員，多是由公部門的人員所組成。主
要是由主管部門海關總署、質檢總局、公安部、交通部、鐵道部，以及民航總局

等中央政府和地方主要口岸委、辦、局等有關人員所組成。例如，該協會會長即

由海關總署領導葉劍兼任；協會名譽會長為全國政協委員、原鐵道部副部長石希

玉；高級顧問為李克農(海關總署副署長)、趙永吉(公安部副部長)、趙維臣(全國
政協常委、原國家經貿委副主任)、洪善祥(交通部副部長兼海事局局長)、錢永昌
(中國交通運輸協會會長、原交通部部長)、葛志榮(國家質檢總局副局長)、鮑培
德(國家民航局副局長)、戴傑(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原海關總署署長)。這
些名單說明瞭作為社會團體的中國口岸協會，不但與政府保持密切的關係，而且

也受到政府的指導與監督。同時，中國口岸協會章程亦規定，該會的會長、副會

長、秘書長必須要能堅持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政治素質良好。此更說明

了該協會與政府、政治的密切關聯性。 
    根據該協會的章程，海關總署乃是協會的主管部門，協會必須要主動接受海
關總署的領導。但對於口岸工作的主管部門，則是分散的。例如，在口岸查驗工

作方面，海關負責管物，而海關總署是主管部門；邊檢負責管人，公安部是主管

部門。在檢驗檢疫方面，國家質檢總局是主管部門；在水運口岸的交通運輸安全

方面，交通部是主管部門；口岸的國際貿易，外經貿部是主管部門；邊境口岸的

公路車站，交通部是行業主管部門；邊境口岸的鐵路車站，鐵道部是行業主管部

門；航空口岸的機場，民航總局是行業主管部門；此外，在口岸工作中，凡涉及

國家安全、外交事務，亦皆有安全部和外交部等不同的主管部門。151但值得注意

的是，這些與口岸工作相關的主管部門，皆可以委託中國口岸協會，進行專題調

查、政策研討，提出分析報告和政策性建議，提供各部門決策時參考。 
    由於中國口岸協會不同於政府的口岸委辦局，也不同於口岸查驗單位，協會
是屬於民間社會團體，遵循的是民主協商、民主辦會的原則，主張協商、協作和

協調，並強調在綜合性和共同性的問題上，扮演參謀和助手的角色。因此，中國

口岸協會的特殊性，不同於單一的行業協會，而是圍繞口岸工作自願結合的跨部

門、跨行業和跨地區的全國性協會。 
 

                                                 
150 中國國家資訊中心，2006/05/09。 
151 朱朝暉，〈橋樑、紐帶、參謀、助手：訪中國口岸協會會長葉劍〉，《中國海關雜誌》，2002年
1月，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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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中國海關總署各直屬海關轄區一類口岸表 
直屬海關 水運口岸 航空口岸 鐵路口岸 公路口岸 
北京海關  北京   
天津海關 天津、渤中 天津   
大連海關 大連、營口、丹

東 
大連、丹東   

瀋陽海關 錦州、葫蘆島 瀋陽   
長春海關 大安 長春 圖們、集

安、琿春 
臨江、三合、南

坪、琿春、圈河、

開山屯 
哈爾濱海關 哈爾濱、富錦、

樺川、綏濱、佳

木斯、同江、黑

河、漠河、撫

遠、虎林、遜

克、夢北、饒

河、嘉陰、孫

吳、呼瑪 

哈爾濱、牡

丹江、佳木

斯、齊齊哈

爾 

綏芬河、哈

爾彬 
東寧、密山 

上海海關 上海 上海   
南京海關 連雲港、張家

港、南通、南

京、鎮江、江

陰、揚州、高

港、常熟、太

倉、常州 

南京   

杭州海關 溫州、舟山、海

門、洞頭、乍

浦、綠華島、黃

興島、大陳島、

紅光 

杭州、溫州   

寧波海關 寧波 寧波   
福州海關 福州、城澳、秀

嶼、松下 
福州、武夷

山 
  

廈門海關 廈門、泉州、漳

州、肖厝 
廈門   

青島海關 青島、煙台、威

海、龍口、石

臼、石島、嵐

青島、濟

南、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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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螢、蓬

萊、萊州、龍眼

武漢海關 武漢、黃石 武漢   
鄭州海關  鄭州、洛陽 鄭州  
長沙海關 城陵磯 長沙、張家

界 
  

廣州海關 廣州、南沙、蓮

花山、南海、容

奇、肇慶、高明

廣州 廣州、佛

山、肇慶 
 

深圳海關 蛇口、赤灣、媽

灣、鹽田、梅

沙、西衝、東角

頭、大亞灣 

深圳 深圳 文錦渡、沙頭

角、皇崗 

拱北海關 九州、珠海、灣

仔、萬山、斗

門、中山 

  拱北、橫琴 

汕頭海關 汕頭、汕尾、潮

州、潮陽、南澳

汕頭、梅州   

黃埔海關 惠州、虎門、新

塘 
 東莞 河源 

江門海關 陽江、廣海、江

門、鶴山、新

會、三埠 

   

湛江海關 湛江、水東 湛江   
海口海關 海口、三亞、八

所、洋浦、清瀾

海口、三亞   

南寧海關 防城、北海、欽

州、江山、企

沙、石頭埠、梧

州、柳州、貴港

南寧、桂

林、北海 
憑祥 友誼關、水口、

東興、龍邦 

重慶海關 重慶 重慶   
成都海關  成都   
昆明海關 思茅、景洪 昆明、西雙

版納 
河口 瑞麗、畹町、磨

憨、天保、金水

河、猴橋 
拉薩海關  拉薩  樟木、普蘭、吉

隆 
烏魯木齊海關  烏魯木齊、 阿拉山口 紅其拉甫、霍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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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 果斯、吐爾朵

特、塔克什肯、

烏拉斯台、木扎

爾特、伊爾克斯

坦、都拉塔、阿

黑士別克、紅山

嘴、巴克圖、吉

木乃、老爺廟 
太原海關  太原   
石家庄海關 秦皇島、唐山、

黃驊 
石家庄   

滿州里海關 黑山頭、室書 海拉爾 滿州里 阿日哈沙特 
呼和浩特海關  呼和浩特 二連 珠恩嘎達布其、

甘其毛道 
合肥海關 蕪湖、銅陵、安

慶、馬鞍山 
合肥、黃山   

南昌海關 九江 南昌   
貴陽海關  貴陽   
西安海關  西安   
蘭州海關  蘭州  馬鬃山 

資料來源：海關總署辦公廳口岸處，”中國口岸知多少，”中國海關，第 3期，總
第 166期，頁 47。 

 
 
    中國口岸協會的會員組成，主要可區分為個人會員和單位會員兩種。凡在口
岸綜合管理、口岸查驗管理，以及口岸相關管理單位的工作者，與外貿和出入境

相關的企業，均可申請成為個人或單位會員。根據該協會章程的規定，凡企事業

單位皆可申請作為單位會員加入協會。口岸有關管理單位，以及相關企事業單位

的工作者、熱愛口岸工作者或有影響的專家學者、在口岸工作過的離退休同志，

皆可申請作為個人會員加入協會。迄 2006年 8月 12日止，目前該協會共有單位
會員 100多個，個人會員四百餘人。 
    中國口岸協會的最高權力機構，乃是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其職權為制定和修
改章程、選舉和罷免理事、審議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和財務報告、決定終止事宜，

以及決定其他重大事宜等。理事會是全國會員代表大會的執行機構，對全國會員

代表大會負責。其職掌包括執行全國會員代表大會的決議；選舉和罷免會長、副

會長和秘書長(請參閱圖 3)；籌備召開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向全國會員代表大會
報告工作和財務狀況；決定會員的吸收或除名；決定設立辦事機構、分支機構、

代表機構和實體；決定副秘書長、各機構主要負責人的聘任；領導本會各機構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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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工作；制定內部管理制度；進行表彰和獎勵；組織下屆會員代表大會；以及決

定其他重大事項等。在理事會之下，設立常務理事會，由理事會選舉產生。中國

口岸協會的經費來源，主要有會費、捐贈、政府資助、利息、在核准的業務範圍

內開展活動或服務的收入，以及其他的合法收入等。 
 

會長 
 
 

副會長 
 
 

秘書長 
 
 
 

辦公室  培訓調研部  信息諮詢部  聯絡部 
 
 

圖 3：中國口岸協會組織架構 
 
 
第四節 中國報關協會 
為了確保海關對進出境運輸工具、貨物、物品的監督、徵收稅費、查緝走私、

編制統計和辦理其他海關業務的順利完成，海關依法對進出境運輸工具負責人、

進出境物品的所有人、進出口貨物收發人，或其代理人的報關資格進行審定批

准、對報關行為加以規範，由此形成了報關管理制度。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報

關管理制度乃是報關單位及報關員，針對進出境運輸工具、進出境物品，以及進

出境貨物等，申請辦理通關手續的操作規則和行為規範準則。152 
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下，中國報關行業仍處於專業化不夠、市場發育不

全、缺乏自律機制的初級發展階段。1987 年 7 月 1 日，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海關法」，首此以國家法律的形式，對報關註冊登記、報關企業、代理報

關企業，以及報關員的管理等作了規定。根據「海關法」第九條規定，進出口貨

物，除另有規定者外，由海關准予註冊的報關企業，或者有權經營進出口業務的

企業，負責辦理報關納稅手續；同時，上述企業的報關員，應當經海關考核認可。
153 

1992 年制定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對報關單位和報關員的管理規

                                                 
152 吳雷、朱飛，《海關實務》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56。 
153 鄭俊田，《中國海關通關實務》 (北京：中國商務出版社，2005)，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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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乃是中國報關管理制度逐步改善發展的重要文件。此一規定的特點，有如

下四項：154 
1)指出報關管理制度改革方向，乃是報關專業化、社會化和網絡化；支持和

鼓勵發展報關企業，要逐步形成以專業報關、代理報關和自理報關三結合的報關

制度； 
2)報關企業，或者有權經營進出口業務的企業，必須由海關批准註冊登記

後，才能具有向海關辦理報關納稅手續的資格。並將報關單位分為代理報關單位

(指專業報關企業和代理報關企業)，以及自理報關單位等兩大類，對其申請註冊
登記的條件資格，作了確切的規定； 

3)報關員必須經過海關的業務培訓和考核，具有報關員資格，才能成為報關
員；此對報關員的報關行為規則、義務和法律責任，作了明確的規定； 

4)經電子計算機傳送數據的報關單，與手工填寫的報關單，具有同等的法律
效力。在採用計算機報關的口岸，代理和自理報關單位或報關員，應該負責將報

關單上的申報數據錄入計算機，不具備自行錄入報關數據條件的可委託數據錄入

服務單位代為錄入。 
1994年 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對專業報關企業的管理規定」的頒布，

以及 1995年 7月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對代理報關企業的管理規定」，也
是中國改革現行報關管理制度，積極推行專業報關制度的重要法規。此兩項法

規，明確規定了專業和代理報關企業的性質、開辦的法定程序，以及主要業務的

範圍。此外，1997 年 6 月，所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對報關員的管理規
定」，以及 1997年 7月，所實施的「報關員資格全國統一考試暫行規定」，也是
完善報關員管理的兩項重要法規。此二法規明確規定了報關員從事報關業務的資

格、條件、考試程序、註冊和年審等程序。同時，也明確了報關員在報關工作中

的權利、義務與法律責任，並加強了對報關員的管理，對報關程序和報關行為的

規範。 
在 199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的報關行業，逐漸形成了專業報關、代理報關

和自理報關三位一體的報關經營格局和報關市場。155在 2001年底前，中國大陸
共有註冊專業報關企業 545家，代理報關企業 1277家，自理報關企業 180811家，
註冊報關員 47,528人。在 2001年，這些報關企業和報關員在全中國大陸的 394
個進出口口岸，承擔了 1,965萬份報關單的進出口申報工作。 

2004 年底，海關總署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對報關員記分考核管理
辦法」，於 2005年 1月 1日起正式施行。該辦法係繼 1997年「海關對報關員管
理規定」後，為適應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滿足中國外貿進出口不斷發展形勢

                                                 
154 同前註，頁 58。 
155 專業報關企業，即所謂的報關公司或報關行，係指依照法定程序設立，主要從事接受進出口
貨物經營單位和運輸工具負責人，以及其代理人的委託，辦理進出口貨物和進出境運輸工具的報

關、納稅等事宜，具有境內法人地位的經濟實體；代理報關企業，是指經營國際貨物運輸代理、

國際運輸工具代理等業務，並接受委託代辦進出口貨物、國際運輸工具的報關納稅等海關事宜；

依照海關有關規定，履行代理報關註冊登記手續的境內法人。此外，經營進出境快件、郵件快遞

業務的企業，海關在對其報關註冊登記，以及報關活動的管理上，也視同代理報關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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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從維護報關秩序，提高報關質量，規範報關員報關行為，保證通關效率

和明確海關內部職責權限的角度出發。例如，對報關過程中，報關單填制不規範，

報關行為不規範，以及違反海關監管規定，或有走私行為，未被海關暫停執業、

撤銷報關從業資格的，海關對其扣分。並在記分週期內進行考核，達到限值的報

關員，將被中止其報關員證效力，必須要重新經過崗位考核合格後，才能重新上

崗。156 
值得注意的是，報關行業與報關服務市場，皆係伴隨著報關活動的發展而產

生的。報關行業是一項具專業性和技術性的行業，亦是進出口貿易中重要的中介

服務行業，也是獨立存在的專業行業。近年來，隨著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的快速發

展，報關業務量亦告迅速增長。其次，伴隨著報關行業的發展，以報關企業為主

體，以代理報關納稅為內容的報關服務市場，也獲得了快速的發展。所謂報關服

務市場，就是指由特定的企業組成，在貨物進出口時，專門提供代理報關和相關

事宜的社會環境。報關服務市場，是市場經濟的組成部份。其是社會中介服務機

構的一個組成部份，也是對外貿易發展到一定階段，伴隨著海關監管的客觀需要

而出現的。 
在報關行業發展的過程中，由於管理體制的不適應，以及與市場機制的不協

調等原因，一些報關企業和報關人員違規經營，甚至參與走私違反活動，嚴重擾

亂了報關服務市場，影響了進出境的正常秩序，給報關行業的健康發展帶來了很

大的負面影響。157更有甚者，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報關企業將直接

或間接的面臨國際競爭。因此，如何建立一個全國統一、公平競爭、規範有序的

報關服務市場體系，已成為報關行業發展的必然要求。 
此外，中國報關行業由於企業經營成份複雜，行業約束不嚴，故在報關市場

容量有限的前提下，亦存在著下列諸多問題： 
    (一)沒有行業管理組織和管理機制，缺乏市場準入和退出機制； 
    (二)企業規模偏小，經營水平偏低掛靠、跳槽、競相壓價等不正當競爭的現
象普遍存在； 
    (三)報關準備時間過長、差錯率偏高，影響通關效率； 

(四)報關員的整體素質不佳。 
此外，在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在基於下列三點的考量下，使得中

國報關協會的成立，更具迫切性與重要性。 
(一)由於中國報關企業將直接或間接面臨國外相同行業的競爭；因此，在未

來的競爭中，企業遭到不公平待遇和競爭時，必然要向政府或行業組織提出訴求。 
(二)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資訊化的提升，再加上政府部門廣泛的推行

電子政務，以及海關等部門的加快建設電子海關、電子口岸和無紙通關等，必然

對報關行業服務質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另外一方面，資訊化和電子政務的快速

發展，也影響了 1990 年代中期所形成的專業報關、代理報關，以及自理報關等

                                                 
156 鄭俊田，《中國海關通關實務》，頁 60。 
157 金振武，《企業管理》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5)，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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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體的報關經營格局和報關市場。因此，中國報關行業必須要進行重新定位

的思考。 
(三)中國大陸報關行業所存在的各種問題，如企業盲目進入報關市場，造成

市場擁擠和惡性競爭；企業規模小、抗風險能力差；報關員的素質參差不齊，亦

影響了報關行業的發展。 
由此觀之，報關行業協會不僅可作為報關服務市場的主要行業自律管理力

量，也可作為海關與企業溝通的橋樑。報關行業協會一方面貫徹海關行政法規，

同時也可監督企業按照法律、法規和行業規則，從事營業活動，為企業提供優質

服務，推動企業間的橫向聯系，協調企業間的利益關係，創造公平競爭、相互協

作的市場環境，促進全行業健康發展；另一方面，可以協調報關企業與海關及其

他行政部門的關係，對海關通關制度、報關體制，以及管理規範等，提出意見或

建議。 
1992年 2月，中國大陸的第一個報關協會在上海成立。在 1990年代，海關

總署曾兩次建議成立報關協會，但受到環境的限制而未能成功。2000 年 2 月，
吳儀國務委員要求海關總署提出對報關行的管理工作，建議考慮成立全國報關協

會，並強制要求所有報關行加入，以實施行業自律管理。158對此，海關總署乃於

同年 8月，決定成立中國報關協會籌備組，開始進行籌備工作。在 2001年年初
召開的全國海關關長會議上，乃正式將成立中國報關協會的內容，列入關長會議

的正式報告中。 
由於整頓報關市場、成立報關協會，已成為中國各口岸的共識，因此，在

2002 年 12 月 11 日，由海關總署等七家單位發起籌備的中國報關協會，其第一
次會員大會暨成立大會在北京召開。共有來自中國 23 個省、市、自治區的 120
位會員，代表中國報關協會首批入會的 435個報關企業和社會團體，審議通過了
「中國報關協會籌備工作報告」和「中國報關協會章程」。159中國報關協會成立

的主要目的，在於為報關行業，提供優質服務、加強交流與合作，並強化報關行

業的規範化、推動報關市場的專業化、促進報關行業誠信守法、加強政府與企業

界的對話，以及推動貿易便利化等。160此外，中國報關協會亦試圖在政府和企業

之間，扮演一個仲介的角色與對話機制，俾維護報關企業和所代理進出口企業的

合法權益。2003年 12月 21日，中國報關協會通過了「報關行業自律準則」(請
參見附錄 1)和「報關員公約」161的制訂與實施，該協會亦在行業自律方面，發揮

重大的影響力；並在政府政策、法規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可積極參與意見，以

體現協會為企業界代言，維護行業利益的立會宗旨。162再者，為了提升報關人員

的能力與素質，中國報關協會亦致力於提升關員的考試培訓制度。 
                                                 
158 朱朝暉，〈宗旨就是服務：訪中國報關協會會長黃汝鳳〉，《中國海關雜誌》，2003年 1月，頁
33。 
159 各直屬海關內皆設立地方報關協會。 
160 中共新華社經貿資訊，2003/12/19。 
161 於 2003年 12月 21日第一屆理事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的報關員公約，其內容如下：依
法報關、照章納稅；資格有效、手續完備；公平競爭、透明收費；履行承諾、服務到位。 
162 吳雷、朱飛，《海關實務》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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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報關協會(China Customs Brokers Association, CCBA)，係由各地方報關
協會、在海關註冊的報關企業和從業人員，為了增進共同利益，而志願組成的非

贏利性行業自律組織。中國報關協會是中國唯一的全國性報關行業組織。協會成

員包括專業報關企業、貨運代理企業和自理報關單位及其報關員。該協會受民政

部和海關總署雙重管理，其登記管理機構為民政部，業務主管單位為海關總署。 
該協會屬於社會團體法人，接受海關總署的業務指導。其宗旨主要有六：第

一，配合政府部門，加強對報關行業的管理；推動報關行業的規範化和專業化；

第二，維護、改善報關市場的經營秩序；第三，促進會員間的交流與合作；第四，

依法代表行業利益，保護會員的合法權益；第五，促進全國報關服務行業的健康

發展，致力於維護並實現報關企業和所代理進出口企業的合法權益。第六，發揮

橋樑紐帶作用，加強政府與企業間的對話渠道。163易言之，藉著報關協會的設立，

海關不但可進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和管理職能轉變，更可逐步減少在管理方面的

資源投入，把一些可以由報關行業自身辦理的事項，交由行業自身去辦理。為此，

海關期望報關協會的設立，可充份發揮協會指導自律、服務諮詢、培訊交流，以

及社會監督等作用。 
    中國報關協會的業務範圍，主要為監督指導、溝通協調、行業自律、培訓考
試、年審初審、出版刊物、交流合作、創辦實體。其具體內容如下：164 
    1)貫徹「海關法」和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協助政府部門加強對報關
行業的管理； 
    2)調查研究各有關方面對報關行業的要求，綜合分析報關市場的供求關係和
發展趨勢。為會員提供信息諮詢服務，為政府制訂行業發展規劃和管理政策提供

建議； 
    3)負責制定行業自律準則，規範報關行為和作程序，制止非法經營和不正當
競爭； 
    4)代表本行業協調與有關業務主管部門、企業的工作關係；反映會員的建議
和要求，協助解決有關問題，維護會員的合法權益； 
    5)負責組織報關行業經理人的培訓、報關人員的資格培訓，組織編寫或選定
培訓教材，提高報關人員素質，以及報關經理人的經營管理水平； 
    6)協助海關或受海關委託實施對報關企業的年審，並向海關總署提交行業年
審報告； 
    7)蒐集、整理、發送報關行業的信息，組織相關的業務研討，依據國家規定
出版會刊，以及專業刊物； 
    8)代表本行業參加國際性同行業組織，出席有關國際會議，與國際和地區的
同行業組織，建立業務聯系，促進國際間的合作與交流； 
    9)承擔政府部門、相關團體和會員委託的工作。 

                                                 
163 金振武，《企業管理》，頁 160。 
164 鄭俊田，《中國海關通關實務》，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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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中國報關協會組織架構 
 
 
    中國報關協會的會員，可區分為個人會員和單位會員等兩種。凡依法成立的
地方報關協會、經業務主管部門批準依法註冊的報關企業、相關的社會團體，以

及具有海關業務知識、報關業務知識，熱心報關事業的個人，均具有資格申請加

入中國報關協會。會員代表大會為該協會的最高權力機構，其職責主要有如下五

項：(一)制定和修改章程，制訂工作方針和任務；(二)選舉和罷選理事；(三)審議
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和財務報告；(四)決定終止事宜；(五)決定其他重大事宜。 
    根據第一屆理事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所選出的會長為黃汝鳳(海關總署原副
署長)；副會長為劉文傑(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副會長)、孫業一(海關總署督察辦
原主任)、溫家聲(中國鐵路對外服務總公司副總經理)、孫濤(大通國際運輸有限
公司副總裁)、王瑞林(海關總署監察局原局長)、陶素雲(中國對外貿易運輸集團
總公司副總裁)，以及朱建輝(中國遠洋物流公司、中國外輪代理總公司副總經
理)。至於秘書長一職，則由孫業一兼任之。副秘書長則分由王俊海(鄭州海關原
副關長)和劉燕生(海關總署稽查司原副司長(請參閱圖 4)。由上述領導階層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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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看出中國報關協會與政府依然維持相當密切的關係。 
    理事會由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每四年改選一次，可以連選連任。值得注
意的是，理事會是會員代表大會的執行機構，並在會員代表大會閉會期間，領導

報關協會開展日常工作，並對會員大會負責。基本上，理事會的職權，主要有如

下各端：(一)執行全國會員代表大會的決議；(二)選舉和罷免會長、副會長和秘
書長；(三)選舉常務理事會；(四)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五)向會員代表大會作
工作報告和財務報告；(六)決定吸納新會員和開除會員；(七)決定設立辦事機構、
分支機構、代表機構和實體機構；(八)決定副秘書長、各機構負責人的聘任；(九)
領導本協會各機構開展工作；(十)制定內部管理制度；(十一)進行表彰和獎勵活
動；(十二)決定其他重大事項。 
中國報關協會的主要經費來源，為會員會費、捐贈、政府資助、利息、在核

准的業務範圍內開展活動或服務的收入，以及其他合法收入等。其中來自政府的

經費補助，說明瞭報關協會雖然屬於社團法人，但仍與政府保持著密切的關係。

根據 2003年 12月 21日中國報關協會第一屆理事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
制定了報關員公約，即「依法報關、照章納稅；資格有效、手續完備；公平競爭、

透明收費；履行承諾、服務到位」。迄 2003年，中國大陸已有北京、上海、天津、
深圳、和廈門等九個口岸成立了行業協會。同時，到 2003年底，中國大陸亦有
550家專業報關企業，1700餘家代理報關企業，以及自理報關企業近十四萬家。
迄 2006年 4月底止，中國報關協會共有 5340家會員，全國 28萬多家報關單位，
以及 18萬取得報關員資格證書和註冊報關員。 
值得注意的是，2003 年 12 月 21 日，中國報關協會的第一屆理事會第二次

全體會議，審議通過了「報關行業自律準則(試行)」(請參見附錄 1)和「報關員公
約」。根據此一試行準則，報關單位和報關從業人員，應自覺遵守國家法律法規，

不得超出有關法律法規和行政規章所規定可從事的經營活動；亦不得參與進出口

收發貨人員，逃避國家貿易管制和偷逃稅等走私、違規行為；不得索賄，也不得

行賄執法人員。其次，報關企業應該積極引進先進的管理觀念、管理方法和技術

手段，提高內部的管理和服務水準。165至於中國報關協會的「報關員公約」，則

為「依法報關照章納稅、資格有效手續完備、公平競爭透明收費、履行承諾服務

到位、自律自強提高素養、維權倡廉誠信為貴」。 
中國報關協會成立以後，針對報關市場上，報關委託代理不同規範、不統一

的問題，不但規範了代理報關委託書格式，亦明確了委託雙方法律地位和各自責

任，為報關員建立了準確填制報關單，創建了統一規範的提示性範本。同時，中

國報關協會根據報關單填制差錯比較高的情況，推廣報關復核員制度，要求報關

企業皆應設定與報關員數量相當的報關復核員。企業的報關單，必須經報關復核

員簽章後才能報出。此一措施，有助降低報關單的刪改率，以及加快了通關速度。 
    就實際的例子而言，上海海關即不斷加強與報關協會的合作，共同防止執法

                                                 
165 〈加強自律工作、促進企業發展：訪中國報關協會副秘書長劉燕生〉，《中國海關雜誌》，2004
年 4月，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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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廉政風險。上海報關協會是在 1999年 2月正式成立，也是全國第一家報關協
會。近年來，上海海關透過加強與報關協會的合作，借助行業協會的管理優勢，

嘗試利用社會力量來提升海關管理效能，鞏固擴大海關主管、政府協管、社會共

管、企業自管的「四管機制」，優化外部環境，強化源頭治理，加強執法與廉政

風險的同步防控。 
    2005 年 7 至 9 月，上海海關與報關協會合作，開展各種形式的政策法規宣
傳，在外高橋港區、浦東國際機場和浦江海關等業務量集中的監管點，召開大型

政策宣講會，強化企業對新報關單位註冊登記管理等業務規定。同年 10月，上
海海關推展「執法為民，樹立新風，共建廉潔海關」活動，並在報關協會的號召

下，百餘家報關企業亦提出誠信經營的自律宣言。為此，上海市報關協會組織開

展了每年一度的優秀誠信報關單位評選活動，上海海關作為評審單位之一，對協

會推薦的報關單位分別從廉政，以及海關註冊、監管、關稅、緝私、稽查、通關、

加工貿易等業務領域進行審核。2005 年度共有上海大眾汽車有限公司、寶山鋼
鐵股份有限公司等 21 家單位獲得榮譽稱號。此外，江蘇報關協會亦制訂了《江
蘇報關協會行業自律準則》(請參見附錄 2)等項制度166，並南京海關在江蘇地區

的報關企業中，共同開展了「誠信守法報關企業」評比活動，共有蘇州市報關有

限責任公司等 33家企業獲此項殊榮。 
    此外，為充分發揮報關協會在行業中的組織協調和中介作用，上海海關在組

織報關員培訓工作中，與協會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機制。一方面報關協會根據報關

員培訓的不同目的，舉辦了資格考試輔導培訓、崗前操作培訓、記分考核培訓，

以及報關復核員崗位培訓等。另一方面，上海海關為支援協會培訓工作，提高培

訓質量，亦協助選取海關各項業務領域的專業人才，擔任協會的講師。企管部門

還與協會建立了記分工作「雙向通報」制度，及時交換報關員管理和培訓考核情

況，俾提高報關員的記分考核質量。 

再者，為進一步規範海關區報關市場，提高報關質量，加快關區各口岸通關

速度，江蘇報關協會乃根據《江蘇報關協會章程》和《江蘇報關行業自律準則（試

行）》，制定了復核報關員管理辦法。所謂復核報關員，係指已在海關註冊的報

關員，由本人所在報關企業推薦，經報關協會培訓、考核、備案登記後，負責本

部門進出口報關單復核的報關員。復核報關員應具備以下基本條件： 
1)經海關核准註冊，從事報關工作 2年以上，年報關單量不低於本企業報關

員的平均量； 
2)熟悉和遵守國家有關進出口政策、法令和海關的相關管理規定； 
3)擁護《江蘇報關協會章程》，遵守《江蘇報關行業自律準則(試行)》和《江

蘇報關從業人員公約》，熱愛報關事業； 
4)刻苦鑽研業務，積極參加海關、協會組織的各類培訓，具有較強的工作責

任心和較高的業務素質、專業水平。 
復核報關員應履行下列職責、權利和義務： 

                                                 
166《江蘇報關協會通訊》，第 24期，2006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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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法向海關負責，對向海關申報的進出口報關單的合法性、規範性和準確
性進行審查復核，有權拒絕項目不真實、手續不齊全的報關單證； 

2)對向海關申報的各類報關單證審核無誤後，在報關單左下角「報關企業」
欄內「報關專用章」右側，加蓋「報關復核專用章」； 

3)復核報關員制度與報關員扣分管理辦法相結合，試行責任報關員全權負
責，復核報關員核對審查的辦法。報關企業向海關發送電子報關資料時，須使用

責任報關員的報關員代碼；並在報關單報關員處填寫責任報關員代碼。經過復核

的報關單出現，不但要照章扣責任報關員的分，而且要視情扣復核報關員的分。 
4)參加江蘇報關協會組織的業務培訓或有關會議。 
復核報關員實行定額管理，復核報關員的職數一般按報關企業報關員總數的

30%核定，報關員人數在 10人以下的不超過 3人，報關員人數在 5人以下的不
超過 2人。根據報關企業的意見，報關協會按規定辦理復核報關員的確認、審批、
備案登記等手續。同時，報關企業經理人應本著公平、公正和擇優的原則，根據

復核報關員的基本條件、職數標準和工作需要對本企業有復核報關員資格的報關

員進行考核篩選，向報關協會推薦復核報關員人選。 
    在報關員的培訓工作方面，南京海關與江蘇報關協會亦實施聯合辦理培訓
班。基本上，報關員培訓工作的基本原則，主要遵循如下幾點： 
    1)關協合作，注重實效原則。江蘇報關協會與南京海關職能部門、隸屬海關、
在寧海關單位協作開展培訓工作。關協合作，共同總結經驗，不斷提高培訓實效。 

2)以人為本，服務為主原則。堅持以人為本，立足服務海關管理、服務報關
企業，服務報關人員，努力提高服務質量和水平。 

3)科學管理，規範培訓原則。嚴格按照相關法律和總署文件規定開展培訓工
作，建立健全報關業務培訓工作長效管理機制，堅持科學規範辦學。 

4)依法辦學，合理收費原則。在江蘇省物價局批准的全省培訓收費標準範圍
內確定收費價格，最大限度減輕企業經濟負擔，並切實將收費用於報關業務培訓

工作中。 
    亦值得注意的是，報關業務培訓共可區分三類，即報關員資格考試培訓、在
職報關業務培訓，以及報關員崗前培訓等。培訓採用南京海關與江蘇報關協會聯

合辦班形式。海關各單位、部門負責提出培訓需求，江蘇報關協會負責在海關相

關單位、部門業務指導下實施具體培訓。聯合辦班對外一律使用江蘇報關協會名

義。 
1)報關員資格考試培訓。 

報關員資格考試培訓是指面向全省有志從事報關專業、通過考試取得從業資格人

員的社會化培訓。報關員任職資格培訓使用由海關總署報關員資格考試教材編審

委員會編寫的統一教材（包括考試復習資料）。培訓班不組織學員考試，學員自

行報名參加並通過報關員資格全國統一考試後，獲得代表專業知識能力資格的

《報關員資格證書》。 
2)在職報關業務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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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報關業務培訓是指更新報關企業經理人和報關員知識，提高業務素質的培

訓。共有 5項培訓內容。 
(1)年度知識更新培訓。是指在職報關員每年不少於 1 次的系統培訓，通

常在上半年度舉辦。年度知識更新培訓由江蘇報關協會和海關各部門聯合組織，

由海關各部門結合上年度業務工作情況和新一年海關對報關員申報的要求，以及

海關總署、南京海關在通關作業改革方面的新政策、新情況編寫講課提綱，有針

對性授課。培訓結束時由報關協會組織考試，對培訓合格者發給證書，並將考試

結果通報南京海關企管處和報關企業。 
(2)專項培訓。是指海關業務職能部門針對其職能範圍內的某項業務需要

所舉辦的培訓。專項培訓由南京海關各單位、部門向報關協會提出培訓需求（同

時送企業管理部門核定），報關協會在相關部門的指導、協作下制定計劃，組織

實施。 
(3)應急培訓。是指國家重大政策和海關通關監管等制度改革發生重大變

化時舉辦的適應政策調整需求的培訓。應急培訓由南京海關各單位、部門向報關

協會提出培訓需求（同時送企業管理部門核定），報關協會在相關部門的指導、

協作下制定計劃，組織實施。 
(4)報關企業經理人培訓。是指為提高報關企業管理水平、統一規範報關

企業和從業人員的行為、解決普遍存在的問題，針對報關企業經理人組織的培

訓。報關企業經理人培訓由各隸屬海關、各在寧海關單位負責提出培訓需求，由

江蘇報關協會在海關相關單位、部門的指導、協作下制定培訓計畫，組織實施。 
(5)記分考核不合格報關員培訓。是指海關對報關員記分考核中扣分達 30

分以上的報關員組織的業務提高培訓。由隸屬海關、在寧海關單位根據報關中記

分考核情況向江蘇報關協會提出培訓需求。江蘇報關協會在海關相關單位、部門

的協助、指導下制定計劃，組織實施。並對考核合格人員發給培訓合格證、提出

為其恢復辦理海關業務資格的建議。 
3)報關員崗前培訓。 
崗前培訓是指報關員獲得《報關員資格證書》後，接受的對實踐能力、勞動

能力和職業道德的培訓。崗前培訓一般由資信比較好的報關企業組織，報關協會

協助實施，海關相關部門給予工作指導。江蘇報關協會組織學員進行崗前培訓考

試，並向考試合格學員頒發崗前培訓合格證書。 
 
第五節 中國保稅區出口加工區協會 

    所謂的保稅區，係指在靠近進出境、交通便利的地方，劃出一定的區域，透
過設置封閉性的隔離設施，作為與非保稅區的分界線，而形成的特定保稅區域。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所批准的保稅區，並不完全相同於國外某些自由貿易區

(或稱自由港)、出口加工區、保稅區。中國保稅區的設立，主要是根據中國的國
情，同時也參考和吸收了國外類似區域的政策和作法，使保稅區成為具有中國特

色，並享受政策最優惠、辦理手續最簡便的特定開放區域。保稅區充份運用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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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賦與的特殊優惠政策，透過其自身的特殊功能，實現以利用外資為主，立足發

展外向型經濟，從事轉口貿易，加強對外貿易的靈活性的經濟目標。167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保稅制度是一種國際上通行的海關制度，指的是企業為
加工出口產品而進口的原材料、輔料、元器件、配套件、包裝物，或轉口而暫時

入境的貨物，經海關批准，暫不繳納進口環節稅，待出口時再視情況予以核銷的

制度。因此，保稅制度不但簡化了出口企業的出口手續，也減少了因納稅造成的

資金占用和利息支出，降低了產品的出口成本，有利於鼓勵一國的出口。168 
    保稅區是經政府批准，在其海港、機場、車站等地設立的允許外國貨物未辦
理進口納稅手續，而長時間儲存，由海關監管的特殊的經濟型區域。在中國是指

經國務院批准，在中國境內設立的海關監管的特定區域，具體是指中國境內的某

一個特定的、與國際市場緊密相連的、按照國際經濟慣例運作的，具有自由貿易

區性質，並由海關總署領導的封閉式區域。169其主要是為拓展轉口、過境貿易和

加工出口服務的，開展為貿易服務的加工整理、包裝、運輸、倉儲和商業展示等

業務。170 
    根據設立保稅區的主要目的和功能，中國的保稅區大致可區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貿易型保稅區，此類保稅區主要為擴大對外貿易服務，如大連保稅區；二是

工業型保稅區，此類保稅區主要為擴展出口加工服務，如深圳沙頭角保稅區；三

是綜合型保稅區，此類保稅區集貿易功能，出口加工、金融服務、經濟信息等功

能於一體，如上海高橋保稅區。 
    就保稅區的具體功能而言，保稅業務係指進口貨物存放於特定的區域，暫時
不繳納進口關稅，倘貨物從特定區域轉運出口，則免繳出口關稅。其主要功能是

按照國際通行規則開展保稅業務，促進轉口貿易、出口加工、保稅倉儲、商品展

示等各類服務，藉以更深層次的強化中國大陸與國際市場的連接。171根據現行的

相關政策，海關對保稅區實行封閉管理，境外貨物進入保稅區，實行保稅管理；

境內其他地區貨物進入保稅區，視同出境。自 1990年，國務院批准設立上海外
高橋和天津港保稅區以來，迄至目前，中國大陸共已設立了 15個保稅區和 59
個出口加工區。15個保稅區包括了上海外高橋、天津港、大連、深圳福田、沙
頭角、鹽田港、張家港、海口、廣州、廈門、福州、寧波、青島、汕頭和珠海等

保稅區(請參閱表 3)。 

                                                 
167 葉劍，《中國口岸通覽》，頁 65。 
168 許丁、何耀明、周亞春、陳輝，《通關作業》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5)，頁 143-144。 

169 成思危，《從保稅區到自由貿易區：中國保稅區的改革與發展》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
頁 12。 
170 許丁、何耀明、周亞春、陳輝，《通關作業》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5)，頁 147-148。 
171 劉傳、朱文豹、譚京華，《中國臨港保稅區發展研究》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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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中國各保稅區設立的時間表 
序號 保稅區名稱 經國務院批准設立時間 

1 上海外高橋 1991年 6月 2日 
2 天津港 1992年 5月 12日 
3 深圳沙頭角 1991年 5月 28日 
4 深圳福田 1991年 5月 28日 
5 大連大窯灣 1992年 5月 13日 
6 廣州黃埔 1992年 5月 13日 
7 廈門象嶼 1992年 10月 15日 
8 江蘇張家港 1992年 10月 16日 
9        海口 1992年 10月 21日 

10 福建馬尾 1992年 11月 19日 
11 寧波北侖港 1992年 11月 28日 
12 山東青島 1992年 11月 28日 
13 汕頭 1993年 1月 11日 
14 深圳鹽田港 1996年 9月 27日 
15 珠海 1996年 11月 3日 

資料來源：高海鄉，《中國保稅區轉型的模式》 (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2006)，頁 137-138。 
 

 
    值得注意的是，對中國大陸而言，保稅區和出口加工區等海關特殊監管區
域，以及海關特殊監管場所，172皆為中國大陸對外開放的產物，也是推動與引導

加工貿易轉型，以及促進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前沿陣地。同時，保稅區和加工出口

區也是海關不斷改革創新的監管模式，以及推進海關現代化建設的工作重點。因

此，國務院又先後批准了 8家保稅區進行區港聯動試點，同時也進行保稅物流園
區試點工作。初期設立保稅區，係為了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發展外向型經濟。

1994 年 6 月，第一次全國保稅區工作會議在天津召開，並指出保稅區主要發展
出口加工、轉口貿易、過境貿易，以及為貿易服務的加工整理、包裝、儲存、運

輸，以及商品展示等。173 
    保稅區的機構設置，一般都是以保稅區管理委員會作為具體的職能部門行使
權力。但在保稅區的上面，則是有經濟特區所在市政府、原省特區辦，或國務院

特區辦進行管理。至於非經濟特區的保稅區，則由所在的市、省相關部門進行管

                                                 
172 海關特殊監管區域，乃是一些國家為了給予有於本國關境內一般地區的特殊政策，所採取特
別的措施進行監管的區域。在不同的國家表現為不同的名稱和形態，如出口加工區、科技工業園

區、各種經濟特區等；廣義而言，亦可包括自由港、自由貿易區和自由邊境區等。薛曉星，”對
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熱的冷思考，” 侯真喜主編，《中國海關學術論叢：第一輯》 (北京：中國海
關出版社，2006)，頁 159。 
173 高海鄉，《中國保稅區轉型的模式》 (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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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但由於形勢的變遷，以及全國政府機構的調整，乃撤銷了各層次保稅區的管

理機構，由國務院直接授權各保稅區管理委員會，由管委會代表國家行使管理的

職能。易言之，保稅區管委會僅對國務院負責，同時國務院的有關指令也可直接

下達各保稅區管委會，以減少不必要的中間層次，亦有利於精簡機構，提高辦事

效率。174 
    在 1996年後，由於保稅區在建設和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因
此國務院乃停止批准新保稅區的設立。175再者，在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後，保稅區的傳統功能受到很大的衝擊，亦面臨了轉型的階段。例如，隨著中國

大陸關稅總體水平的逐步降低，保稅區與區外的關稅落差，勢將逐漸縮小，此將

相對削弱保稅區的保稅優勢。176為了強化自由貿易的功能，保稅區有必要按照國

際慣例運作，使其發展成為與國際接軌的自由貿易區。將保稅區建設成為一種自

由貿易區，將可使中國大陸的經濟與國際經濟，可在這些自由貿易區內接軌。因

此，自由貿易區的發展，乃成為中國保稅區未來發展的必然選擇。 
    出口加工區係指國家使用優惠條件，吸引外商投資設廠，專為製造、加工、
裝配出口產品而開闢的一種自由區，又稱出口工業加工區、自由出口區、投資促

進區和工業村等。在中國大陸，出口加工區乃是經國務院批准，在中華人民共和

國境內，設立的由海關對加工貿易保稅進出口貨物，進行封閉式監管的特定區

域。出口加工區是國家對加工貿易保稅管理，從分散管理向集中管理過渡的一種

嘗試。出口加工區運往區外的貨物，海關按照對進口貨物的有關規定辦理報關手

續，並按製成品徵稅。如屬於許可證件管理商品，還應向海關出具有效的進口許

可證件。出口加工區的主要功能，是加工貿易保稅，以及為區內加工貿易保稅服

務的儲運。與保稅區相比，出口加工區功能較為單一。177 
    2000年 4月 27日，國務院正式批准設立出口加工區，並進行試點。根據海
關總署、國家計委、經貿委、財政部、外經貿部、稅務總局、工商管理局，以及

外匯管理局，於 2000年 5月 29日聯合轉發國務院有關試點覆函的通知中，指出
設立出口加工區旨在透過試點，引導本地區加工貿易的增加，優化區外加工貿易

存量，實行集中規範管理，提高管理水平。178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對出口

加工區監管的暫行辦法」的有關規定，出口加工區僅能設立在已經國務院批准的

現有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內(請參閱表 4)。第一批試點的 15個出口加工區，已
於 2002年 8月通過了政府聯合驗收小組的驗收，開始正式運作。這 15個加工出
口區，包括了北京天竺出口加工區、廣東深圳出口加工區、廣東廣州出口加工區、

江蘇蘇州工業園區出口加工區、浙江杭州出口加工區、山東煙台出口加工區、天

津出口加工區、江蘇昆山出口加工區、遼寧大連出口加工區、福建廈門杏林出口

                                                 
174 周運源，〈WTO與中國保稅區的建設和發展〉，《信報財經週刊》，2001/12/01，頁 13-15。 
175薛曉星，〈對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熱的冷思考〉，侯真喜主編，《中國海關學術論叢：第一輯》 (北
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6)，頁 159。 
176 高海鄉，《中國保稅區轉型的模式》 (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頁 2。 
177 許丁、何耀明、周亞春、陳輝，《通關作業》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5)，頁 150。 
178 關稅司，〈關於出口加工區試點的有關問題〉，《中國海關》，第 8期，總第 134期，2000年 8
月，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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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區、吉林琿春出口加工區、湖北武漢出口加工區、上海松江出口加工區、四

川成都出口加工區，以及山東威海出口加工區等。179迄 2005年 6月，經批准設
立的出口加工區已達 32個(請參閱表 5)。 
 
表 4：中國大陸的經濟技術開發區 

1 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 16 溫州經濟技術開發區 
2 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 17 蕪湖經濟技術開發區 
3 秦皇島經濟技術開發區 18 福州經濟技術開發區 
4 瀋陽經濟技術開發區 19 青島經濟技術開發區 
5 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 20 煙台經濟技術開發區 
6 長春經濟技術開發區 21 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 
7 哈爾濱經濟技術開發區 22 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 
8 上海經濟技術開發區 23 海南洋浦經濟技術開發區 
9 上海閔行經濟技術開發區 24 重慶經濟技術開發區 
10 上海浦東新區 25 成都經濟技術開發區 
11 蘇州工業園區 26 烏魯木齊經濟技術開發區 
12 南通經濟技術開發區 27 山西太原經濟技術開發區 
13 連雲港經濟技術開發區 28 石河子經濟技術開發區 
14 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 29 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 
15 寧波經濟技術開發區   
資料來源：孫鳳玉，《海關統計》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5)，頁 141-142。 
 
 
加工出口區乃是實行全封閉、卡口管理的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其基本政策乃

是依照「境內關外」的原則運作。所謂「境內關外」，係指出口加工區設在中國

關境之內，海關對境內區外出入區內貨物，視同進出口貨物監管。180加工出口區

僅限於產品外銷的加工貿易，區內設置出口加工企業，以及相關倉儲和運輸企

業。海關實行封閉式企業管理，以及 24小時監管，實現加工出口區貨務，「一次
申報、一次審單、一次查驗」的通關要求。此外，出口加工企業的設立貫徹「優

化存量、控制增量、規範管理、提高水平」的方針，引導新增加的加工貿易企業，

企業，以及區外現有加工貿易企業進入出口加工區。為避免重複建設，加工出口

區僅設在原有的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內。181易言之，加工出口區實行圍網封

閉，變加工貿易「放養」為「圈養」；海關監管更加嚴密，配套管理更為規範，

                                                 
179 孫紅，〈國家批准設立第一批出口加工區〉，《中國海關》，第 8期，總第 134期，2000年 8月，
頁 16-17。 
180 白鐵平，〈中國出口加工區〉，《中國海關》，第 3期，總第 141期，2001年 3月，頁 15。 
181 同前註，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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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通關更為便捷，並降低了監管風險，提升了管理效能。182 
 
 
表 5：中國大陸的出口加工區 

1 北京天竺出口加工區 17 連雲港出口加工區 
2 天津出口加工區 18 浙江杭州出口加工區 
3 秦皇島出口加工區 19 寧波出口加工區 
4 遼寧大連出口加工區 20 蕪湖出口加工區 
5 吉林琿春出口加工區 21 福建廈門杏林出口加工區 
6 上海漕河經出口加工區 22 青島出口加工區 
7 上海閔行出口加工區 23 山東煙台出口加工區 
8 上海松江出口加工區 24 山東威海出口加工區 
9 上海青浦江出口加工區 25 河南鄭州出口加工區 
10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 26 湖北武漢出口加工區 
11 鎮江出口加工區 27 廣東深圳出口加工區 
12 江蘇昆山出口加工區 28 廣東廣州出口加工區 
13 南京出口加工區 29 北海出口加工區 
14 無錫出口加工區 30 重慶出口加工區 
15 江蘇蘇州工業園區出口加工區 31 四川成都出口加工區 
16 南通出口加工區 32 西安出口加工區 
資料來源：孫鳳玉，《海關統計》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5)，頁 144-145。 
 
 
出口加工區的功能比較單一，主要是要開展出口加工業務，區內企業生產的

最終產品，基本上都是直接出口的。此外，出口加工區設立管委會。管委會屬於

政府部門的派出機構，負責區內的日常管理事務，本身無法從事商業活動。183 
就出口加工區而言，進入區內的企業類型，主要可區分為兩種。其一，必須

是屬於生產出口加工型的企業，或是為其服務的倉儲企業和運輸企業；其二，企

業生產的產品，必須以出口國際市場為主。因此，加工出口區較適合下述三種經

營型態的企業發展：(一)產品在國際市場競爭激烈，接到訂單後要求在很短的期
間內交貨的企業；(二)原材料、零部件品種繁多，單耗核定複雜，在區外運用加
工貿易手冊管理手續極為繁瑣的企業；(三)出口產品的龍頭企業，亦即是所謂的
下游企業，產品總裝在加工區，配套在區外的企業。184基本上，這些類型企業在

                                                 
182 龔正，〈創新海關通關制度，促進國際物流發展〉， 侯真喜主編，《中國海關學術論叢：第一
輯》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6)，頁 11。 
183 胡東升，〈關注出口加工區〉，《中國海關》，第 6期，總第 156期，2002年 6月，頁 29。 
184 朱朝暉，〈通關最快捷、手續最簡便、管理最寬鬆：訪海關總署黨組成員、副署長趙光華〉，《中
國海關》，第十一期，總第 161期，2002年 11月，頁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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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加工出口區後，較易提高其市場的競爭能力。 
 
表 6：出口加工區、保稅區、區外加工貿易政策、監管方式的對照 

 出口加工區內 保稅區 區外 
功能 出口加工區的功能

是單一的：加工 
保稅區的功能有

四：加工、貿易、

倉儲、展示 

區外加工貿易企業

可開展加工業務 

稅收政策 稅收政策同保稅區

政策基本相同 
稅收政策與加工區

政策基本相同 
加工貿易企業進口

不作價設備予以免

稅 
退稅政策 國內原材料、物料

等進入加工區視同

出口，稅務部門給

予辦理出口退免稅

手續 

進入保稅區的國內

貨物，必須等貨物

實際離境後，才能

辦理出口退稅手續

加工貿易企業使用

國內原材料、物料加

工產品，其產品必須

實際離境後，才能辦

理出口退稅手續 
國內稅收政策 國家對區內加工出

口的產品和應稅勞

務免徵增值稅、消

費稅 

保稅區內國家對應

稅勞務沒有免稅優

惠 

 

成品內銷政策 加工區內企業銷往
境內區外的貨物，

按製成品徵稅 

保稅區內企業銷往

境內區外的貨物，

只有當內銷成品完

全由進口料件組成

時，才按成品徵稅

區外加工貿易企業

內銷貨物一律按成

品中所含進口原材

料徵稅 

管理方式 對出口加工區採取

全封閉、卡口式管

理，海關在圍網和

卡口，設置閉路電

視監控系統，並實

行 24小時工作制
度 

海關對保稅區實行

圍網管理，並實行

8小時工作制度 

海關對區外分散經

營的加工貿易，採取

開放式的管理，並實

行 8小時工作制度 

審批手續 不實行銀行保證金

台帳制度，合同備

案只需管委會審

批。審批手續簡化

為一個環節、一道

手續 

不實行銀行保證金

台帳制度，合同備

案只需管委會審批

實行銀行保證金台

帳制度。合同備案須

經外經貿委、稅務、

海關和銀行等四個

部門、十三道環節 

監管模式 取消手冊、實行電 監管模式與區外相 實行「登記手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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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底帳管理，企業

透過 EDI申報電子
數據，經海關審核

後，自動存入電子

底帳 

同 理。涉及合同打印，

加貼防偽標簽，核發

「登記手冊」等多道

環節 

通關模式 貨物進出口採取

「一次申報、一次

審單、一次查驗」

的新通關模式 

通關模式與區外相

同 
貨物進出口採取異

地報關，或轉關運輸

的方式，手續繁雜 

監管手段 充份利用現代高科

技技術，企業、主

管海關、口岸海關

實行計算機聯網管

理 

監管手段與區外基

本相同 
監管手段基本以人

工監管為主。計算機

在管理中的應用程

度較低。海關均需進

行中期下廠核查。 
深加工結轉 加工區之間、加工

區與保稅區之間、

區內企業與區外企

業之間，可以開展

深加工結轉。 

深加工結轉規定與

區外基本相同 
區外加工貿易企業

之間，區外加工貿易

企業與保稅區企業

之間，可開展深加工

結轉 
合同變更 合同變更手續較簡

化，直接可以辦理

合同變更手續與區

外相同 
合同變更手續較繁

瑣。需按合同備案程

序到各部門辦理相

應的手續 
核銷管理 計算機滾動核銷，

每半年核銷一次 
核銷管理手續與區

外相同 
逐合同手工核銷，手

續煩、效率低、每份

合同核銷須 60天 
資料來源：胡東升，〈關注出口加工區〉，《中國海關》，第 6期，總第 156期，2002
年 6月，頁 31。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表 6，加工區與保稅區的差別，主要有如下幾點：185 

(一)功能 
加工區的功能單一，僅限於產品外銷的加工業務。但區內可設立少量為加工

企業生產提供服務的倉儲企業，以及經海關核准專門從事區內貨物進、出的運輸

企業。而保稅區的功能，則為加工、貿易、倉儲和展覽。 
(二)退稅政策 

                                                 
185 白鐵平，〈出口加工區：中國加工貿易的破冰試驗〉，《中國海關》，第 3期，總第 141期，2001
年 3月，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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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原材料、物料等進入加工區視同出口，海關按照對出口貨物的有關規定

辦理報關手續，並在貨物辦理入區報關環節，簽發出口退稅報關單、區外企業憑

報關單出口退稅聯，以及有關憑證向稅務部門辦理出口退免稅手續。但進入保稅

區的國內貨物，必須等貨物實際離境後，才能辦理出口退稅手續。 
(三)成品內銷政策 
加工區銷往境內區外的貨物，海關按照對進口貨物的有關規定辦理報到手

續，並按製成品徵稅。至於保稅區內銷的貨物，海關應根據貨物的實際情況，作

分別處理。只有當內銷成品，完全由進口料件組成時，才按成品徵稅。 
(四)國內稅收政策 

國家對區內加工出口的產品，以及應稅勞務，免徵增值稅和消費稅。而保稅區

內國家對應稅勞務沒有免稅優惠。 
中國大陸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根據該組織的規範，出口加工區和保稅區

在特定區域內，可實行進口稅收優惠政策。這些政策的要點有下列七端：186 
   (一)區內生產性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其所需的機器、設備，以及建設生產
廠房、倉儲設施所需的基本建設物資，予以免稅； 
   (二)區內企業生產所需的機器、設備、模具，及其維修用零配件，予以免稅； 
   (三)區內企業為加工出口產品所需的原材料、零配件、元器件、包裝物料，
以及消耗性材料，予以免稅； 
   (四)區內企業和行政管理機構，自用合理數量的辦公用品，予以免稅； 
   (五)國家對區內加工產品，不徵收增值稅； 
   (六)從區外進入加工區的貨物，視同出口；區外企業可憑有關單證，向稅務
機關申請辦理出口退稅； 
   (七)區內企業收付匯手續，較區外企業簡便。區內機構的所有外匯收入，均
可以存入外匯帳戶，所有外匯支出均可以從外匯帳戶支付；出口收匯和進口付

匯，均不需辦理核銷手續。 
    此外，貨物從境內進入出口加工區，視同出口，除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
外，出口退稅政策按照以下規定辦理：187 
    (一)從境內進入出口加工區，供區內企業使用的國產機器、設備、原材料，
零部件、元器件、包裝物料，以及加工企業和行政管理部門所需合理數量的辦公

用品和建築材料等，按有關規定和程序辦理出口退稅手續。 
    (二)區內企業和行政管理機構，從區外購買的職工所需生活消費品、交通運
輸工具，不予辦理退稅。 
    (三)從境內進入出口加工區的已辦理進口徵稅手續的機器、設備、原材料、
零部件、元器件、包裝物料，以及基建物資等，使用單位應向海關提供上述貨物，

或物品的清單，並辦理出口報關手續，經海關查驗後放行。上述貨物或物品，已

                                                 
186 朱朝暉，〈通關最快捷、手續最簡便、管理最寬鬆：訪海關總署黨組成員、副署長趙光華〉，
頁 16。 
187 胡東升，〈關注出口加工區〉，《中國海關》，第 6期，總第 156期，2002年 6月，頁 29-30。 



 87

經繳納的進口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消費稅，不予退還。 
    (四)因國內技術無法達到產品要求，必須將國家禁止出口，或統一經營的商
品，運至出口加工區內進行某道工序加工的，應報經外經貿主管部門批准，海關

比照出料加工的管理辦法進行監管。其運入出口加工區的貨物，海關不簽發出口

貨物報關單退稅聯，稅務部門不予辦理退稅。 
    簡言之，加工出口區在稅收政策上的優勢，即在於區內企業生產可以享受免
稅、保稅、退稅的待遇。而各地政府更為看好退稅，即從區外進入出口加工區的

國產原材料、零配件，則視同出口，入區即予以退稅。退稅政策的出台，對國內

的配套企業，無疑是一個極大的利多消息。設立加工出口區，既能吸引國外從事

高新技術產品生產的龍頭企業入區經營，同時也可帶動區外為之配套協作企業的

興起，從而擴大本地區的產品出口。188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這些政策的存在，使得區內生產的出口產品，不含有任
何的稅賦。除了這些政策優惠外，出口加工區的另外一項優勢，主要表現在通關

便捷方面。自出口加工區內，海關亦實現了「一次申報、一次審單、一次查驗」

的通關要求。此外，海關在出口加工區內，亦實行了最快捷、最簡便的管理模式，

對區內企業免設保證金台帳，取消了傳統的手冊管理，並透過計算機聯網，實現

了無紙化報關。例如，在上海松江出口加工區，裝戴貨物的飛機，從落地到貨物

進區只要四小時。189此外，在昆山出口加工區，監管海關已實施與口岸海關、區

內企業的電腦連線；海關監管、企業通關皆使用電子數據傳輸銜接。區內與境外

之間進出的貨物，實行備案制，而非傳統的報關制。190並先後制訂了模具外發加

工、分批送貨，以及集中報關等管理辦法。2002 年 5 月，昆山出口加工區首次
在全國開展了進口無紙通關試點。企業透過網絡向海關發送電子數據，海關在不

見報關人員、不見通關貨物、不見申報書面單據的情況下，憑企業申報數據在電

腦中放行。但企業在貨物通關後的十天內，將期間所有通關貨物的書面單證，一

次性補交海關審核，將原來通關前逐票單證審核，變更為通關後集中補交單證，

而有利於通關的便捷化。191 
   設立加工出口區的另外一項特點，在於出口加工區通關手續便捷，政策公開
透明，並與世貿組織規範一致，因此能滿足跨國企業零庫存的需要，更有利於吸

引外資的投入。其次，跨國企業的投資於加工出口區，也同時引進了一批外資配

套企業，從而帶動了許多內資企業的邁向國際市場。例如，昆山的仁寶科技電子

                                                 
188 白鐵平，〈中國出口加工區〉，《中國海關》，第 3期，總第 141期，2001年 3月，頁 15。 
189 林奕，〈海關突破〉，《中國海關》，第 17期，總第 171期，2003年 8月，頁 17。 
190 備案制係指從境外進入加工出口區的貨物，視同進境而未正式進口。從區內出境貨物視同出
境，由企業填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口加工區進境出境貨物備案清單」，作為貨物進出境申報。

以示區別於正常報關進出口的貨物；報關制為出口加工區區內與境內區外之間進出的貨物，在進

出口加工區時，視同正式進出口，由區外企業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對進出口貨物的管理規

定，填寫「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進口出口貨物報關單」作貨物進出口申報。 
191 朱朝暉，〈中國出口加工區大盤點〉，《中國海關》，第 11期，總第 161期，2002年 11月，頁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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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即有 243家企業為其配套生產。192從地方的社會經濟發展層面來看，

加工出口區亦可有助於增加地方的就業機會，並促進地方第三產業的發展，如餐

飲業、勞務運輸、商業貿易，以及房地產開發等。但到了 2004年底，全國已封
關運作的 33家加工區中，發展較快的仍然只是少數。其中，上海松江、江蘇昆
山、上海漕河涇、浙江杭州，以及江蘇蘇州工業園區等業務量居前五名。2004
年進出口額，占了全國加工區的 93.2 %，其餘 28家合計只有 24.1億美元。值得
注意的是，在 2000年獲得批准的首批試點加工區，有七個加工區 2004年進出口
總額還在一億美元以下；最少的吉林琿春加工區，僅有 261.3萬美元。193 
   此外，自 2000年 4月以來，中共國務院共批准了中西部地區設立了十個出
口加工區，佔全國總數的 25.6%，武漢、重慶和成都均在全國首批十七個試點出
口加工區之列。但由於中西部出口加工區的發展，在各地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

距，同時發展亦不均衡。例如，有些加工出口區在地方政府的重視下，優先引進

了重大加工貿易項目；但有些加工出口區則重申報，但忽略了發展。其次，戰略

規劃上的不均衡。有一些加工出口區不重視規劃，產業方向不明確，引進項目科

技含量低，以及產業鏈短。反之，有一些加工出口區則十分重視在內陸地區發展

加工貿易的政策和對策研究，考慮區位優勢的比較研究。基本上，在內陸地區設

立出口加工區，不僅是要推進中國大陸加工貿易的全面發展，以及轉型升級，促

進中西部產業結構的調整，加速全面對外開放的戰略決策。 
除出口加工區以外，中國保稅區的發展，亦面臨了下列諸多難題：194 

    (一)立法落後，保稅區發展缺乏法制保障。目前與保稅區有關的法律法規共
有四十八種，而由國務院直屬部門頒佈的規章有十一種，由省級政府或人大頒佈

的法規有廿三種，由市級政府或者管委會及職能部門頒佈的法規有十四種，立法

層次低且重疊，變動頻繁甚至相互衝突； 
    (二)多頭管理，部門政策協調不一致；立法滯後，法律依據不完整，加上條
塊分割，造成了保稅區管理上的多頭管理，政出多門。各部門對保稅區概念的解

釋也不盡相同，法規政策變化頻繁，甚至發生抵觸。各部門政策法規的相互不協

調，對保稅區內企業的正常運作，產生了嚴重的影響。 
    (三)定位模糊，保稅區功能缺乏獨特性。基本上，中國保稅區皆發揮了出口
加工和進出口貿易的功能，但在很大程度上卻形成了與出口加工區、經濟技術開

發區等相同的功能，而倉儲、分撥、配送、貨運、展示，以及轉口貿易等物流業

等功能，卻未得到應有的發揮；易言之，保稅區未能突顯本身的特殊性。 
    (四)手續繁鎖，保稅區監管體制亟需改革。加快通關速度，減少商檢和衛檢
的商品種類數目，乃是保稅區發展的關鍵因素。 
    (五)區港分離，導致保稅區發展物流功能，受到限制難以拓展。保稅區的轉
口貿易、出口加工、保稅區倉儲，以及國際貿易等功能的發揮，皆需要以港口功

                                                 
192 同前註，頁 11。 
193薛曉星，〈對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熱的冷思考〉， 侯真喜主編，《中國海關學術論叢：第一輯》 (北
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6)，頁 162。 
194《中共新華社經貿資訊》，2004/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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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作為依託。目前在中國大陸的大部份保稅區毗鄰港口，但卻未與港口直接相連

港口被人為地排除在保稅區之外。此一區港分離的模式，在客觀上使得中國保稅

區沒有一、二線之分，全成了封閉區。 
除了上述的難題外，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特區不特亦已儼然成為一

種趨勢，其優勢已不斷的喪失。關稅的降低、各種非關稅壁壘的逐步取消，不再

擁有許多優惠政策，乃使得保稅區的生存能力，面臨嚴峻的考驗。此外，對外貿

易和商品分銷權的放開，將使保稅區現行的允許外商經營國際貿易、轉口貿易，

以及有限的國內貿易的特殊經營權不復存在、加工生產性企業內銷權的放開，保

稅區加工項目的開放，皆將迫使保稅區拱手交出在此一區域的壟斷地位。195 
但不可否認的是，根據海關的統計，2004 年全中國大陸保稅區和出口加工

區的出口值，共計 109,690,000,000美元，佔全國進出口總值的 9.5 %。同時，保
稅區累計批准項目 37,442個，其中外資項目 14,189個，投資總額為 32,840,000,000
億美元。出口加工區累計批准項目 823 個，其中外資項目 700 個，投資總額
9,750,000,000億美元。196由這些統計數據可看出，保稅區和出口加工區已發展成

為中國大陸經濟與全球經濟接軌的平臺，聯結了國內外兩個市場的橋樑。 
早在 2002年 3月，民政部即批准設立了中國海關學會出口加工區分會。但

在三年內，會員單位已從成立之初的十七個，發展到卅三個之多。但隨著形勢的

發展，屬於學會性質的出口加工區分會，已經難以適應快速發展的出口加工區、

保稅區，以及保稅物流園區等海關特殊監管區的整體需求。根據統計，2004 年
保稅區的進出口總額為 742.5億美元，比 2003年的 510億美元，增加了 45.6 %；
比全國進出口總額增縛，高出了 9.5 %。在出口加工區方面，2004年的進出口總
額已達到 354.4億美元，比 2003年的 180億美元，增加了 96.9 %；比全國進出
口總額增幅，高出了 60.7 %。因此，在 2004年，保稅區和加工出口區的進出口
總值，達到了 1096億美元，故在推動對外貿易、發展外向型經濟、提高對外開
放水準、帶動地方經濟發展方面，皆發揮了相當的作用。在 2005年初，全國共
已設立 15個保稅區，以及 39個出口加工區。再者，對於這些區域的管理，涉及
許多政府部門，所以在實施過程中必然會遭遇到許多問題；同時，各區域之間也

需要加強交流溝通，發展國際大物流，並融入世界經濟循環體。因此，如何在各

相關職能部門之間，建立起推進區域健康發展的良好協調機制？如何組織參與國

際同行業的交流與合作？如何解決政策執行過程中的瓶頸等問題？最後，如何加

強與改善區內企業的自我管理與守法自律？面對這些問題，亟需要有一個統一的

社團組織，進行推動和協調。中國保稅區加工出口區協會乃是在此一背景下的產

物。 
在 2004年 4月，海關總署黨組決定申請成立中國保稅區出口加工區協，並

由海關總署擔任業務指導。同年 9月，獲得了國務院的批准；10月 15日，民政
部正式下文批復。2005年 2月 28日，召開了成立大會。從海關總署的觀點而言，

                                                 
195 卞祖耀，〈保稅區是否佔優勢〉，《中國海關》，第 2期，總第 152期，2002年 2月，頁 24。 
196 〈中國保稅區出口加工區協會今天成立〉，《中國新聞社》，2005/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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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稅區出口加工區協會的成立，有利於發揮社會團體組織的優勢，統一協調組織

兩區自發性的管理，加強區域自主管理，協助政府主管部門的綜合管理，俾提升

兩區整體管理水平的重要措施。 
中國保稅區出口加工區協會，係經民政部核准登記的，由中國關境內的保稅

區、出口加工區、保稅物流園區、跨境工業園等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區內企業及

相關人士所自願組成的一種非營利的全國性社團組織。該協會的主要目的，是要

作為海關特殊監管區域與政府部門之間的橋樑，以及區域間資訊交流的平臺，區

內企業自律的實體。因此，其成立的主要宗旨，乃是要為政府主觀部門和會員單

位服務、維護會員的合法權益，以及推動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的健康發展。此外，

該協會亦致力於推動保稅區的發展成為「境內關外、適當方開；物流主導、綜合

配套；區港結合、協調發展；統一領導、屬地管理」的一種自由貿易區。197 
    中國保稅區出口加工區協會的業務範圍，主要有下列六點：(一)宣傳國家有
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協助政府主管部門加強對還關特殊監管區域的管理工作，

促進會員單位的自律守法；(二)蒐集、分析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的運行動態，開展
組織會員單位間的情況交流與資訊溝通，促進會員單位間的經濟技術合作；(三)
組織調查研究，探討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發展實踐中，所存在的問題與解決方案，

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應會員單位的意見和建議；(四)向會員單位提供有關培訓、諮
詢、統計和宣傳等方面的服務；(五)開展與國際同行業間的合作交流；(六)承擔
主管部門和業務相關部門委託的工作，開展會員單位要求的其他服務。透過這些

業務工作，保稅區加工出口區協會主要是期望能賦予出口加工區保稅物流中心的

功能，解決距離遠、運輸困難的問題。由於物流速度乃是出口加工區發展的動力，

因此企業對進出口物流的速度要求愈來愈高。園區是否具有現代國際物流的功

能，乃成為企業入駐園區的考量重點。 
    其次，為了要強化出口加工區的功能，亦應適當放寬企業入區的限制，將出
口加工區真正視同境外。基本上，出口加工區係按照境內關外模式設立的特殊區

域，政府相關部門應按照國際慣例，制定有別於境內區外的企業進入標準，取消

不必要的前置審批條件，放寬企業入區限制；並鼓勵已在中國大陸生產、經營多

年的跨國公司進行二次投資，以借助出口加工區的平臺，開拓國際市場。此外，

按照中國大陸對出口加工區監管和加工貿易管理辦法的規定，出口加工區與境外

之間進出口貨物，除實行出口被動配額管理的以外，不實行進出口配額，但同時

卻又規定，出口加工區與區外境內企業之間的貨物貿易，視同一般進出口貿易，

屬於進出口配額管理的商品，海關憑有效證件驗放。對於外向型企業而言，出口

加工區內產品進出口免配額，許可證管理難以落實，反成為入區的一道障礙。現

階段以當地和周邊資源為原材料的出口型企業，卻普遍缺乏大量出口配額。為了

要解決此一問題，則應取消區內企業採購國內原材料，以及國產料件的許可證限

制。易言之，即是要取消料件進區配額許可證限制，並鼓勵企業國內採購。最後，

強化出口加工區的通關檢驗檢疫改革，簡化手續和降低通檢成本，以方便區內外

                                                 
197《中共新華社經貿資訊》，2003/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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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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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中國保稅區出口加工區協會組織架構 
 
 
    中國保稅區出口加工區協會的最高權力機構，係為會員代表大會，其職權主
要有五項：(一)制定和修改章程；(二)選舉和罷免理事；(三)審議和批准理事會的
工作和財務報告；(四)決定終止事宜；(五)決定其他重大事宜。理事會則是會員
代表大會的執行機構，在會員代表大會閉會期間，領導協會開展日常工作，對會

員代表大會負責。理事會的職掌，包括如下各點：執行會員代表大會的決議；選

舉和罷免會長與秘書長；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向會員代表大會報告工作和財

務狀況；決定會員的吸收或除名；決定設立辦事機構、分支機構、代表機構和實

體機構；決定副秘書長主要負責人的聘任；領導協會的開展工作；制定內部管理

制度；以及決定其他重大事項等。該協會亦設立常務理事會，由理事會選舉產生。 
    在領導階層方面，凡會長、副會長和秘書長等人士，皆必須堅持黨的路線、
方針、政策，並具備良好的政治素質。由此可看出，該協會和重要領導幹部，皆

和政府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在經費的來源方面，主要來自公費、社會組織或團

體的捐贈、政府的資助、在核准的業務範圍內開展活動或服務的收入，以及其他

合法的收入等。因此，凡資產來源屬於國家撥款或者社會捐贈者，則必須接受審

計機關的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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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中國保稅區管委會會員 
上海外高橋保稅區管委

會 
廈門象嶼保稅區管委會 
 

寧波保稅區管委會  
 

天津港保稅區管委會 張家港保稅區管委會 汕頭保稅區管委會 
深圳保稅區管理局 海口保稅區管委會 珠海保稅區管委會 
廣州保稅區管委會 青島保稅區管委會  

 
蘇州工業園區海關保稅

物流中心 (B型) 
大連保稅區管委會 福州保稅區管委會  
 
 
表 8：中國出口加工區管委會會員 
遼寧大連出口加工區管

委會  
天津出口加工區管委會 
北京天竺出口加工區管

委會  
山東煙臺出口加工區管

委會  
山東威海出口加工區管

委會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管

委會  
重慶出口加工區管委會 
山東青島出口加工區管

委會  
廣西北海出口加工區管

委會  
江蘇無錫出口加工區管

委會  
江蘇鎮江出口加工區管

委會  
江蘇連雲港出口加工區

管委會  
河南鄭州出口加工區管

委會 

江蘇昆山出口加工區管

委會  
蘇州工業園出口加工區

管委會  
上海松江出口加工區管

委會  
浙江杭州出口加工區管

委會  
福建廈門出口加工區管

委會  
浙江寧波出口加工區管

委會  
河北秦皇島出口加工區

管委會  
陜西西安出口加工區管

委會  
安徽蕪湖出口加工區管

委會  
江蘇南通出口加工區管

委會  
蘇州高新區出口加工區

管委會 
山東濟南出口加工區管

委會 

廣東深圳出口加工出管

委會  
廣東廣州出口加工區管

委會  
湖北武漢出口加工區管

委會  
四川成都出口加工區管

委會  
吉林琿春出口加工區管

委會  
上海青浦出口加工區管

委會  
上海漕河涇出口加工區

管委會  
上海閔行出口加工區管

委會  
江蘇南京出口加工區管

委會  
江蘇（南區）南京出口加

工區管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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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中國保稅區加工出口區協會會員企業 
青島松下電子部品（保稅

區）有限公司  
招商局國際碼頭（青島）

有限公司  
汕頭保稅區萬順包裝材

料有限公司  
威爾信（汕頭保稅區）動

力設備有限公司  
張家港保稅區光王電子

有限公司  
廈門象嶼集團有限公司  
廈門外運物流有限

公司  
伯靈頓物流（廈門）有限

公司  
廈門速傳物流發展股份

有限公司  
廈門外傳艙儲有限公司  
廈門港務發展股份有限

公司  
廈門國際航空港集團有

限公司  
天津通廣三星電子有限

公司  
天津愛津服裝有限公司  
華保通訊（南京）有限公

司  
英特爾產品（成都）有限

公司 

珠海保稅區摩天宇航空

發動機維修有限公

司  
東京兵兼（珠海保稅區）

艙儲貿易有限公司 
福州保稅區物流通道有

限公司  
捷迪迅光電（深圳）有限

公司  
深圳東方嘉盛商貿物流

有限公司  
深圳能源物流有限公司 
深圳騰邦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長城國際資訊產品（深

圳）有限公司  
深圳萬乘物流有限公司 
英特爾產品（上海）有限

公司 
上海外高橋保稅區聯合

發展有限公司  
上海外高橋保稅區新發

展有限公司 
昆山出口加工區物流中

心有限公司  
仁寶電子科技（昆山）有

限公司  
昆山出口加工區投資開

發公司  

上海外高橋保稅區三聯

發展有限公司 
飛利浦電子元件（上海）

有限公司  
海南金盤電氣有限公司 
天津天保國際物流有限

公司  
天津華鐵窿津泰儲運有

限公司  
本田汽車（中國）有限公

司  
百得（蘇州）科技有限公

司  
柯達（廈門）有限公司 
廈門出口加工區投資管

理有限公司  
奧仕達主力電器（深圳）

有限公司  
全能電業科技（深圳）有

限公司  
湯淺天津有限公司  
SMC（北京）製造有限公
司  

北京恒信凱博紡織品有

限公司  
杭州矢崎配件有限公司 
達豐（上海）電腦有限公

司 
威海世一電子有限公司 

 
 
根據表 7，中國保稅區管理委員會共有 14個會員，分別設立在上海、天津、

深圳、廣州、大連、廈門、張家港、海口、青島、福州、寧波、汕頭、珠海和蘇

州等地。根據表 8，出口加工區管理委員會，則共有 35 個會員。此外，根據章
程的規定，凡在中國境內的保稅區、出口加工區、保稅物流園區(中心)、跨境工
業園區等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場所)，以及駐區企業和相關企業等，皆可申請為單
位會員。凡熱心海關特殊監管區域事業的專家、學者和其他人士，則可申請為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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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會員。在單位會員方面，屬於保稅區會員計有 14個；屬於出口加工區會員，
則共計有 35個會員。至於在協會的會員企業方面，根據表 9，則共計有 40個之
多。 
 
第六節 小結 

    根據本章的分析，由中國海關總署所隸屬四個社會團體，即中國海關學會、
中國口岸協會、中國報關協會，以及中國保稅區與加工出口區協會等，在與其他

各國海關組織體系相比較下，可說是絕無僅有。值得注意的是，自 1978年改革
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無論是在對外貿易和引進外資方面，不但呈現了快速的成

長，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亦使其面對著在從計畫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的

一些困境。1992 年，中共在十四大所揭櫫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但突顯了社
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結合，而且也塑造了中國海關及其所屬社會團體的發展特

色。 
    整體而言，中國海關學會的重要性和影響力，是在其他三個協會之上。該學
會主要試圖從海關理論和實務的觀點進行研究，並將其研究成果向海關總署提出

建議。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海關學會是在海關總署黨組的直接領導下，不

但是一個社會團體，同時也是中國海關的重要組成部份。因此，為黨和為海關服

務的宗旨，乃成為中國海關學會的最高行動準則。此外，海關學會所轄的天津、

上海、廣州、大連和昆明等分會，亦共幅聯了 47個地方海關學會，共有會員約
一萬三千餘名之多。由此可知，透過這些地方海關學會的地理分布，中國海關學

會的影響力，乃遍及各個地區海關。 
    自 1978年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由於人員、貨物和交通工具進出國境的
增加，乃使得水運口岸、公路口岸、鐵路口岸和航空口岸的設立、管理與合作，

變得格外重要。於此一背景下，中國口岸協會的設立，其宗旨即是在於透過科學

和規範管理的研究與調查，並透過資訊的交流，對政府、海關、企業和國際合作

提供更具效能的諮詢與服務。基本上，口岸協會是由海關總署所主管，亦經由民

政部所批准而設立；再者，中國口岸協會的主要幹部，皆是由各相關政府機構人

員所組成。因此，該協會與政府的關係亦相當的密切，可見一般。 
    在經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下，中國的報關行業亦呈現了快速的成長，然因欠
缺發展的歷史，故亦造成了報關行業專業知識的不足，以及交流、自律與合作機

制的不成熟。再加上對外進出口貿易的增強，乃對中國大陸的報關行業形成了重

大的改革壓力。2002年 12月，中國報關協會的正式設立，除了作為企業和政府
之間的對話機制外，並可加強對報關行業的規範與自律，以及專業化的提升等。

但與上述兩個社會團體相同的是，海關總署也是該協會的業務主管單位，而民政

部則是其登記管理機構。 
自 19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對外貿易呈現出快速發展的局面。但在特殊 

歷史與地理因素的影響下，轉口貿易、過境貿易和加工出口貿易更乃成為中國大

陸對外貿易的重要特色。自 1990 年以來，中國大陸已成立了 15 個保稅區和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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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出口加工區。但在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這些保稅區和加工出口區

亦面臨轉型的困境。在 2002年之前，中國海關學會首度設立了出口加工區分會；
2005 年，中國海關總署黨組決定成立中國保稅區出口加工區協會，並亦由海關
總署擔任業務主管單位，針對保稅區和加工出口區所面對的問題，進行相關的理

論和實務研究與調查。 
    在推動兩岸關務的民間團體之交流與合作方面，儘管上述隸屬於海關總署的
四個社會團體，均與政府維繫相當密切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海關學會的

設立，主要是對中國海關提供服務；但其他三個協會的設立，則是對企業和社會

提供服務。由此可看出，中國海關學會不但具備較具官方的特性，且其地位與功

能，亦皆在其他三個協會之上。因此，中國海關學會乃成為我們推動兩岸民間關

務交流與合作的一個重要切入點。此外，亦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團體所試圖探討

的議題，無論是在理論或實務方面，台灣已有相當的發展經驗。因此，透過這些

經驗的交流與討論，以及第二軌道的理念，不但可提供議題的交流機制，更可將

台灣民間團體所隱含的自由與民主理念，逐漸傳遞並根植在中國大陸的社會民間

團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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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台灣公民社會與民間團體的發展 

第一節 前言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非國家行為者的共同參與國際社會，已顯得愈來愈重

要。國際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於廿世紀的後半期，已逐漸在

國際社會形成一股強化的「組織革命」。此外，對台灣而言，由於經濟的快速發

展，以及民主政治的深化，亦皆促成了台灣公民社會的和民間團體的大量興起。

基本上，儘管這些非政府組織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是多元的，而且每一個組織皆

有其本身的結構特色，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國際非政府組織所追求的目標，卻

都是代表了國際社會對人類關懷的一種主流價值。 
就理論層面而言，各個國際非政府組織不但具有非官方和民間等性質，且其

亦為非營利機構，故其組成動機乃係源自於民間的一種自發性行為。因此，非政

府組織的功能，並非是要取代政府在國際社會所扮演的原有角色與功能；反之，

其是要在傳統的政府官方溝通管道之外，另行建構在國家層面之下，一種由民間

社會所發起，以人為本的民間交流活動。於此一潮流的演變下，傳統的國際關係

理論，顯然已難以對國際非政府組織的行為模式，提供一項合理的解釋架構。例

如，許多發生在人道災難援助、國際發展合作、人權、教育、青年、婦女、保育、

環境保護，以及國際醫療合作等議題方面，非政府組織所扮演的角色，已經跨越

國界，逐漸建構出一種國際網絡關係。同時，對於這些相關議題的推動，亦更突

顯了政府功能的侷限性。 

由於海峽兩岸的互動關係，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約，而無法獲得正常的發展。

但民間社會的交流卻又呈現快速發展的現象。兩岸間的經貿投資關係，同時也造

成了雙方海關許多亟待討論與解決的議題。因此，與海關關務有關的民間社會團

體，乃成為共同推動兩岸關務的最佳切入點。本章將探討台灣公民社會與非政府

組織的發展背景和特色，並強調透過非政府組織推動兩岸關務交流與合作的必要

性。 

 
第二節 公民社會的概念化 
從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角度來看，公民社會代表了一股來自民間社會的力量，

同時也是在國家之外，有相當自主性社會的一部分。公民社會是一個由許多自主

性組織所構成的複合體，如家庭、市場、教會、報紙與電子媒體、學校、政黨與

利益團體、慈善機構，以及志工組織等。由此觀之，公民社會係在個人與國家之

間，扮演了一個舉足輕重的中介角色。198 
但值得注意的是，公民社會的自主性必須建立在下列兩項基礎之上：(一)經

由長期歷史發展所形成的公民意識與公民文化；(二)縝密的集會結社行動網絡。
前者提供了公民社會組織的行動規範，後者則提供了這些組織自主行動的機制與

場域。公民意識和公民文化的形成，乃是一種社會化(socialization)的過程，故其

                                                 
198 Percy Allun, State and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pp.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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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必然具有一種群眾公共意識的意涵。此一公共意識的凝聚與實踐，更需要透過

一個有別於國家和市場的適當組織和場域為之。據此，泰勒(Charles Taylor)教授
亦指出公民社會是一種社會網絡，且此網絡關係是由自主的、不受國家支配的民

間團體所組成。同時，這些民間團體的存在或行動，皆亦能對政府的公共政策產

生某種程度的影響。199依此而言，公民社會是一個自動的、自我組成的、自主的，

以及獨立於政府之外，而受到法律所共同規範的有組織、有系統的社會領域。200 
在探討公民社會的內涵方面，最值得注意的問題之一，在於我們經常將經濟

活動視為公民社會的主要核心。因而在中東歐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社會民

主化與市場自由化經常被視為是相同的概念。在 1990年冷戰結束後，蘇聯和中
東歐國家共產主義的崩潰，使得西方國家再次堅信民主政治的價值。此外，由於

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在轉型的過程中，皆積極追求市場經濟，此乃使得自由市場經

濟亦逐漸發展成為國際社會所嚮往的主流價值。因此，在界定一個公民社會的內

涵上，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場經濟乃成為其中所不可或缺的兩項重要因素。但無論

就市場機制的運作邏輯、市場交易所需的權利內涵，以及市場中的人際互動模式

與組織方式來看，一個自由的市場社會不但無法落實人自主性的實踐，甚至往往

妨礙到個人的自主性行動。因此，審慎區別市場社會與公民社會之差異，有助於

釐清公民社會的真諦。 
另一方面，倘單純的將公民社會描述為一種自主性的組織結社網絡，則似乎

亦有顯得失之草率。基本上，公民社會的結社，應該建立在一種公民文化的基礎

上，其組織的方式與運作的原則，必須符合平等與自主性的要求。以此言之，在

公民社會的建構過程中，除了政治民主化之外，亦應推動所謂的社會民主化；其

目的即是為了要避免社會領域中的某些優勢力量，如市場或企業集團，可能會產

生對社會、經濟、組織資源、價值觀念，甚或意識形態上的壟斷。於此一壟斷的

局面下，公民社會的發展勢將遭到扭曲，市民的公共意識更將遭到漠視。 
基本上，公民社會強調一群特定民眾的結合，然其結合的基礎係建立在市政

的連結之上。此一市政關係的連結，突顯了民眾的一種集體意識，也引導了民眾

對公共議題的重視。市場的企業集團雖然也是一種特定人群的結合，但此種結合

的方式，卻不是建立在市政關係和公共議題上。因此，企業集團並非屬於公民社

會的範疇。茲以亞洲社會為例，由傳統人際關係和家族關係，所建構的利益團體，

經常與市場企業集團的運作息息相關，故其並非屬於公民社會的一環。由此觀

之，公民社會所彰顯的自主性，反映了公民社會組織的自我治理(self governance)
的能力建構。易言之，倘公民社會組織能透過其成員的積極參與，以推動和影響

社會所關切的議題；抑或其能透過會員的集體行動，引導公民對於其相關公共事

務的自我治理，凡此即為公民社會組織的一種自主性展現。 
對瓦哲(Michael Walzer)教授而言，公民社會是一種市民不受到政府或其他組

                                                 
199 文一郡譯，Charles Taylor原著，〈民間社會〉，收錄於《社會主義：後冷戰時代的思索》 (香
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頁 39-69。 
200 鍾京佑，〈全球治理與公民社會：台灣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社會的觀點〉，《政治科學論叢》，
十八期，民國九十二年六月，頁 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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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的強制，而可以自由組成各種團體的場域。201於此一場域中，社會團體之間的

分裂與爭論，儘管也是一種常態的表現，但卻同時也是產生社會凝聚力之所在。

雖然公民社會強調社團組織結社與公民性格培養的重要性，但卻亦重視國家、市

場和非正式部門，在塑造公民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從另一個觀點來看，

公民社會實無法脫離國家和市場而單獨存在。在公民社會和國家、市場的互動過

程中，亦受到該國特殊的政治、經濟和歷史發展背景的影響。換言之，公民社會

的定義並非是放諸四海皆準，不同的國家有其不同的公民社會發展特性。因此，

對許多國家而言，公民社會是一種動態的概念和過程。 
根據以上之討論，獨立於國家和市場之外的公民社會，必然存在著許多民間

非營利組織和非政府組織。這些民間組織與政府和市場部門，雖然性質上有很大

的歧異，但卻亦存在著一種良性的互動關係，而且彼此之間的功能也具有互補

性。公民社會是一種特殊的社會互動模式，其關注的並非是純粹的個人利益。民

間的非營利組織和非政府組織，主要是將個人利益整合為集體或公共利益的社會

團體，同時也是與公私部門產生互動的媒介。此外，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組織，

亦必須具備自主性與開放性的條件。所謂自主性，意指這些民間組織在決策和財

政上，有其自主決策權，不受到國家或市場力量的約束。所謂的開放性，係指公

民可志願性的自由進出組織，且可同時隸屬於二個以上的組織，並可志願選擇其

所欲加入的組織類型。202但除了自主性和開放性的原則外，公民社會亦強調提升

公民的公共責任，並鼓勵公民積極參與社區營造等事務。 
公民社會所呈現的另一項重要內涵，在於其所追求的活動目標，具有結構性

的特色。儘管公民社會組織(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CSO)有其多元化與多樣
化，但對於其會員的志願參與、公共目標的追求，以及與政府的互動關係，皆已

形成一種特定的社會結構。透過此一社會結構，公民社會組織的活動，在其每一

階段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乃呈現出系統性與一致性的特徵與模式。然而不可否認

的是，一個國家政治體制的重要改變，亦必然影響到此一社會結構的轉型。203台

灣在 1987年的解除戒嚴法，以及中國大陸在 1978年的改革開放，皆標誌著國家
與社會關係的重大轉變。 
民間非營利組織和非政府組織，本質上就是一種公民社會組織。非政府組織

同時也是公民社會的產物，具有其專業性與獨立性。市場失靈、政府失靈、福利

國家危機、志願主義，以及第三部門等理論觀點，經常被視為是非政府組織得以

蓬勃發展的主要因素。204在歐美民主社會中，不同的非政府組織提倡不同的公共

社會議題。在功能方面，有些非政府組織以監督政府公權力為己任，有的則以喚

醒民眾對公共議題與公共利益的關切為宗旨。前者代表了一種由上而下的倡議民

主，而後者代表了一種由下而上的草根民主。 

                                                 
201 M. Walzer, “The Concept of Civil Society.” in M. Walzer, ed., Toward a Global Civil Society 
(Oxford: Berghahn, 1995). 
202 John A. Hall, Civil Society: Theory, History, Comparis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203 Percy Allun, State and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p.55. 
204 鍾京佑，〈全球治理與公民社會：台灣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社會的觀點〉，頁 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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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功能與目的角度觀之，根據克拉克(J. Clark)教授的看法，公民社會組織的
類型，主要可區分為救濟與福利機構(Relief and Welfare Agencies)、技術創新組織
(Technical Innovation Organizations) 、 公 共 服 務 訂 約 者 (Public Service 
Contractors)、民眾發展組織 (Popular Development Agencies)、草根發展組織
(Grassroots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以及議題倡導團體與網絡(Advocacy 
Groups and Networks)等。205基本上，這些公民社會組織皆屬非營利組織，其所

屬成員共同擁有相同的宗教、信念與目的；在組織運作上，公民社會組織係以志

願性的私人捐款贊助，作為其重要的財務基礎，並以志願性服務作為活動的主要

形式。但不容否認的是，健全的非政府組織只有在公民社會稍具民主基礎之環境

下，才有萌芽與發展的空間。易言之，公民社會的自主性功能，只有在充分保障

基本人權，以及保障市民結社與言論自由的憲政體制下，才得以存在與永續發

展。因此，憲政保障程度愈充分，同時也是一個愈民主的國家，其必能塑造出一

個有利於非政府組織與公民社會發展的大環境。 
根據以上之討論，民間非政府組織的發展，乃是和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和

社會發展環境息息相關。一個國家的特殊發展背景，不但決定了民間非政府組織

的發展特色，而且藉著非政府組織的發展，亦可同時推動公民社會的形成、民主

政治的深化，以及永續發展的經營。再者，一個國家公民社會和民主政治的發展

層次，亦與民間非政府組織的發展策略，在相當大的程度內，共同決定了該國公

民社會與民主政治的發展方向與重要內涵。206 
儘管政府對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具有正面的影響，但毫無疑問的是，不同類

型的政府亦產生了與非政府組織的不同互動模式。而互動模式的差異背景，亦決

定了一個國家公民社會與民主政治的形成與建構。基本上，從政府的層面來看，

政府與民間非政府組織的互動，大體可區分為如下數種方式： 
    (一)政府對民間非政府組織採取敵視的作法；由於認為非政府組織是反政府
的，因此政府對民間非政府組織，經常採取鎮壓手段；例如，中東國家的政府即

對非政府組織採取質疑的立場，並採取政治上的監督。 
    (二)政府不重視民間非政府組織的發展；自 1970年代初到 1980年代初期，
此為一般國家政府所經常採取的方式。 
    (三)政府對民間非政府組織採取收編成(co-optation)的方式；此主要係因政府
希望爭取更多的資源，以及渴望對非政府組織的加強控制。 
    (四)政府希望利用非政府組織來追求本身的政策目標，而非試圖去直接控制
非政府組織；例如，政府期望透過被動的接受非政府組織，來加強政府的合法性

(legitimacy)，或進行重要的改革。 
    (五)政府和民間非政府組織採取合作的方式，或在彼此間建立合作夥伴關
係。 

                                                 
205 J. Clark, Democratising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London: Earthscan, 
1991), pp.40-41. 
206 林德昌，《公民社會、民主政治與永續發展：台灣非政府組織的發展策略研究》，財團法人台
灣民主基金會編印，民國九十三年十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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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五點，我們可以發現政治環境的差異，不但影響到政府和民間非政

府組織的互動方式，而且也決定了該國民主政治的發展特色。因此，由於政治發

展環境的不同，乃進而決定了中南美洲、亞洲、中東和非洲等地區，非政府組織

發展的差異性。 
此外，從民間非政府組織的層面來看，在決定與政府的互動關係上，所採行

的策略亦有下列三種： 
(一)非政府組織完全脫離與政府的關係，保持獨立自主的運作空間。 
(二)透過倡議(advocacy)，與政府產生互動關係。207 
(三)非政府組織透過與政府進行共同的實地參與合作計畫(collaborative field 

projects)，與政府建立合作夥伴關係。208 
綜上所述，非政府組織之所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其原因主要有三點：第一、

增加了發展中國家公民對決策過程的參與；第二、增加國家在公民眼中的信任

度；第三、提供了有關民主政治的公民教育。倘民主政治可以在基層紮根，則必

然有助於民眾的共同參與地方管理、加強地方政府的獲得民眾信任感，而其亦可

示範民主政治的運行機制。209因此，在過去十餘年來，台灣經濟的快速發展、社

會的多元化，以及民主的日益深化，無疑成為推動台灣公民社會發展的最大動力。 
 
第三節 台灣非政府組織的興起與發展 

非政府組織在台灣的發展，有其獨特的歷史、文化、社會，以及政治背景。

因此研究台灣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必須要先了解這些背景因素的演變。首先，影

響台灣民間組織發展的文化因素，主要在於過去的中國社會民間組織，皆帶有很

強的私族屬性，如行會、幫會和宗親會等。由於此類民間組織經常藉由血緣，或

人際關係的親疏遠近來決定，因此這些民間組織亦具有強烈的私屬性質。在以傳

統家族為本位的觀念之下，民眾不太願意信任親屬團體以外的社會組織，故造成

早期台灣的民間組織，無法發展出所謂的公共性格，也阻礙了社群主義和公民社

會的萌芽。 
台灣在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下，於戒嚴時期實施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規

定同一地區同一性質團體以一個為限，此乃使得基金會的發展受到嚴重的限制。
210於戒嚴時期威權體制下，憲法所保障有關人民集會、結社的權利，亦為政府所

剝奪，此乃造成非營利組織缺乏適當的發展條件與環境。因此，在 1970年代以
前，一些不屬於政府性質的團體組織，乃多係由國外引進，如紅十字會、世界展

望會、基督教兒童福利基金會，以及一些宗教團體等。此外，亦有另一類屬於純

俱樂部性質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如四健會、青商會、扶輪社和獅子會等，於此

                                                 
207 這種互動關係，可能是衝突，也可能不是衝突的。 
208 林德昌，《公民社會、民主政治與永續發展：台灣非政府組織的發展策略研究》，頁 7-8。 
209 Harry Blair, “Civil Society and Building Democracy: Lessons from International Donor 
Experience,” in Amanada Bernard, Henny Helmich and Percy B. Lehning, eds., Civil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aris: OECD, 1998), p.67. 
210 林嘉誠，《社會變遷與社會運動》 (台北：黎明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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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亦相繼傳入了台灣。211台灣在實施戒嚴時期，於 1950年代開始接受聯合國的
經濟援助，同時一些國際性民間組織亦開始在台設立分會。212儘管在 1970年代
之前，台灣非營利組織的發展依然有所限制，但國際性非政府組織的在台設立分

會，仍對其後台灣民間組織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980 年代，由於台灣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運動的興起、兩岸政治對立關

係的緩和、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與開放，以及國民黨威權體制的式微，逐漸開啟

了台灣邁向自由化和民主化的過程，因而影響許多服務型、本土性非營利組織的

興起和發展。213例如，在戒嚴後期，一些新興社會團體遂以基金會的名義紛紛成

立，如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婦女新知基金會，以及民意調查基金會等即是；此乃

造成 1980年代以後，台灣基金會的多元化與多樣化風潮。再者，台灣在解嚴後，
由於人民團體組織法的取消，亦激勵了各種民間基金會的發展。在 1980年代和
1990 年代，為因應區域化及全球化的衝擊，台灣的非營利組織除特別關切國內
人權、原住民、外勞、人道救援、環境、女權、城鄉文化等議題之外，亦積極與

國際社會進行接軌。 
1987 年台灣在解除戒嚴後，除了加強民主化的推動外，在社會領域方面亦

經歷了快速變遷。不容忽視的是，此一來自社會領域的強大力量，亦已經逐漸邁

向組織化和制度化。一方面建構出一種獨立於國家與市場之外的特性，另一方面

亦塑造了社會自我組織的基礎，積極追求各項政治、環保、學生、消費者、女權、

勞工，以及弱勢團體的自力救濟等目標。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本土非政府組織和

民間社會運動組織的大量興起，乃是為了要直接挑戰國民黨長期對民間社會的控

制。而這些以社會運動抗爭起家的非政府組織，其最大的作用在於打擊了威權主

義，並開啟台灣邁向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先聲。214此乃使得傳統台灣的國家與社會

關係(state-society relations)，發生了重大轉變。 
1992年，國民黨政府修訂了「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並更名為「人民

團體法」，此乃使得許多曾發起街頭社會運動的團體，紛紛轉型為正式的民間非

營利組織。無論是勞工、農民、婦女、殘障，以及原住民等涉及身分或社會福利

的運動，或環保、都市、社區、教育改革，以及司法改革等議題取向的運動，皆

朝向組織化的發展，並進一步與現行體制加以整合。從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角度來

看，解嚴後社會力量的興起，不但造成政府對社會控制力的衰微，同時亦使得政

府必須在許多社會議題上，必須要尋求與民間非營利組織的合作與協助。215更有

甚者，這些非營利組織的逐漸組織化，以及其行動策略的制度化與具體化，乃使

得其必須進一步透過傳播媒體，鼓勵民眾積極參與，並深入社區工作，以及加強

監督公共政策等，以實現其所訴求的目標。由是觀之，針對非政府組織和非營利

                                                 
211林郁，《台灣非政府組織之東南亞援外活動分析》，成大政治經濟所碩士論文，民國九十三年。 
212 馮燕，〈導論：非營利組織之定義、功能與發展〉，收錄於蕭新煌主編，《非營利部門組織與運
作》 (台北：聚劉圖書，民國八十九年)，頁 1-42。 
213 蕭新煌，《我國文教基金會發展之研究》 (台北：文化建設管理基金會，民國八十一年)。 
214 蔡卓芬，《非政府組織之議題倡議》，政大新聞所碩士論文，民國九十三年 
215 魏大統，《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部門協力創造就業之初步分析》，政大勞工所碩士論文，民國九
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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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發展的觀察，亦已成為探討台灣建構公民社會的重要指標。216 
根據上述之討論，台灣自 1987年解除戒嚴法以來，經歷了政治、經濟、社

會和文化上的重大變遷；其中最明顯的變化之一，即是在公部門與私人營利部門

之外，出現了由各式各樣非營利組織所構成的「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這
類組織直接或間接參與了社會福利、慈善、文化、教育、醫療、環保、宗教、人

權倡導、社區發展與公民意識的建構，並在公共議題的倡導方面，發揮了相當程

度的影響力。因此，近幾年來，台灣政府部門體認到民間非營利組織對社會的貢

獻，以及其影響力的日益擴散，遂開始致力於相關機制的建立，以協助國內非營

利組織的健全發展。目前外交部非政府組織暨國際事務委員會，以及行政院青年

輔導委員會的主要工作，即在於透過資訊化、國際化、人才培訓與專業化、人力

資源規劃，以及內部治理與民主化，協助與推動第三部門的健全發展，並促進非

政府組織的國際聯結。 
此外，由社會變遷的角度來看台灣非營利組織的發展經驗，亦可以了解包含

政府角色、經濟資源、宗教與道德觀，以及歷史等綜合因素的情境，對非營利組

織的發展亦具有相當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在台灣的經驗上更有其獨特性。其中

以政治民主化，對台灣非營利組織的影響程度最大。基本上，在台灣非政府組織

的發展歷程中，實與政治發展具有密切的關聯性。例如，台灣在解嚴前後，即可

觀察到民間社會力量的明顯變化。多元政治力量的興起，亦造成了解嚴後民間社

會的蓬勃發展。同時，民間組織所訴求的目標，亦逐漸與民眾所關切的社會議題

相結合。整體言之，台灣民間組織的興起，反映了社會民主力量的成長，傳統的

政府威權體制已無法迎合時代的需要。 
再者，台灣政治和經濟的發展，對非營利組織的影響亦反映在其公益使命的

制訂上。在政治方面，由於過去人民集會結社的受到控制，人民無法獲得充分的

溝通與互動，形成非營利組織無法了解其服務對象的真正需求，亦侷限了非營利

組織對於整體社會公共利益的貢獻程度。在經濟方面，當個人在基本生計確保無

虞後，才會開始追求超越物質的享受，追求更高層次的心靈生活，尋求自我意義

的實現。因此，隨著台灣經濟的成長，非營利組織在訂定公益使命時，不僅在服

務對象上有所擴大，在道德倫理上亦有所提升。是故，慈善捐贈和志工服務工作，

乃漸受到台灣社會大眾的普遍重視。 
然而無可否認的是，台灣的民間團體組織化程度仍屬偏低，其自主性或達到

自我治理的程度亦有所不足。造成此一現象的主因之一，與台灣公民社會發展時

間較短有關。綜觀過去數十餘年來，台灣戒嚴的狀態不但剝奪了公民自由結社的

權利，亦造成了社會中介組織的乏善可陳。根據官方的統計數字，在 1988年至
2000 年期間，人民團體中的社會團體，無論是全國性的或地方性的，在數量上
都有非常驚人的成長。1988 年，台灣甫解除戒嚴，全國性民間社會團體的數目
約為 822個。1996年，此一數目已增加到 2390個之多，幾乎成長三倍。而從 1996

                                                 
216 顧忠華，〈公民結社的結構變遷：以台灣非營利組織的發展為例〉，《台灣社會發展季刊》，第
36期，1999，頁 123-145；瞿海源，《社會學與台灣社會》 (台北：巨流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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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2003年期間，全國性民間社會團體的數目，亦增加了三千餘個，而使總數
達到了 5467個之多。除了數目的增加外，此亦顯示了台灣民間社會結構的變遷，
以及公民社會發展的日臻成熟。 

 
第四節 台灣非政府組織和國際社會參與 
近幾年來，台灣民間非政府組織與非營利組織的興起，已然呈現一種普遍的

現象。這是一股民間力量的崛起，也是一種公民社會的建構過程。更值得注意的

是，公民社會的發展過程，亦反映出台灣經濟的快速成長，以及台灣民主的深化。

公民社會主要奠基於以人為本的精神，只有在個人意識到生命存在的意義時，其

才會透過民主與自我治理的方式，去追求個體與群體更美好目標。因此，在公民

社會的建構過程中，亦必然伴隨著人權、發展與民主概念的推動。由於台灣民間

非政府組織與公民社會的發展，乃是一體兩面，是故如何引導和發展這股來自民

間的力量，並建造有利於其發展的大環境，乃成為政府和民間所必須共同努力的

課題。217 
除了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內在因素，對公民社會的發展產生重

大影響外，一些外在的因素，如特殊的國際地位與對外關係等，亦衝擊台灣公民

社會發展的大環境。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民主化程度的日益深化，台灣公

民社會正處於建構的階段中。基本上，一個國家公民社會的逐漸成型，並非來自

政府政策的主動引導，而是源於民間的一股自主性力量。易言之，由下而上民間

力量的成長，才是發展公民社會的重要媒介和環境。而在這股民間重要的力量來

源中，非政府組織無疑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迄目前為止，在內政部登記的台灣

民間非政府組織，共計有二萬多個；而其中有二千多個民間非政府組織，以團體

或個人會員的名義，已然參與了各種類型的國際非政府組織。這些統計數字說明

了近幾年來台灣民間力量的快速興起，以及與國際社會聯結的普遍化。 
然由於兩岸關係的制約，以及邦交國數目的受限，均使得台灣傳統的第一軌

道外交，在拓展國際生存空間方面，顯得力有所不逮。因此，近幾年來台灣在走

向國際社會時，「全民外交」的概念乃應運而生。在「全民外交」的概念中，民

間非政府組織正代表了來自社會的一股有系統、有組織的力量。而民間非政府組

織的專業化與多元化，不但造成了政府角色與功能的受到侷限，亦使得非政府組

織在議題和功能取向方面，創造了與國際社會更多的接軌機會。然而問題的癥結

在於，儘管民間非政府組織的積極參與國際性非政府組織或政府組織，但其仍無

法完全取代政府的角色。從另一個層面來看，政府的類型、角色與功能，依然影

響一個國家公民社會的形成與建構。 
儘管台灣在近幾年來的民主深化，以及對於人權的強調與重視，皆造成了民

間非政府組織與公民社會的快速發展。因此，在主觀條件上，現階段的台灣政治、

經濟和社會發展，實已建構了適合民間組織和公民社會成長的大環境。但是，在

客觀條件方面，台灣民間組織與公民社會的發展，卻是處於起步的階段，不但缺

                                                 
217 林德昌，《公民社會、民主政治與永續發展：台灣非政府組織的發展策略研究》，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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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有系統性的與國際社會的接軌，在國內組織之間，以及在政府和民間之間，更

是欠缺有系統與有組織的合作與協調關係。這些弱點的存在，實已成為台灣公民

社會發展的障礙。對此，政府與相關學術單位，實應扮演建立相關機制的推動者，

如適當的資訊分享與交流平台。只有如此，台灣的民間非政府組織方能更為茁壯

與成長，同時更提升了公民社會的發展動力。 
台灣民間非政府組織的蓬勃發展，僅是近幾年來的現象。在與西方國家相比

較下，目前台灣非政府組織的發展與能力建構(capacity building)，可說僅係處於
一種學習的過程(learning process)中；同時，在參與國際社會所欲採取的手段與
方式上，台灣民間非政府組織依然處於一種模糊與不確定的狀態。此外，由於台

灣在國際社會處境的特殊，因此民間在國際間的活動，所受到的政治因素影響，

亦較其他國家為多。由此觀之，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接觸，或進行共同的合作計

畫，不僅可以加速提升我國非政府組織的結構與功能，且亦可引導進入更多的發

展中國家，擴展更多的國際社會活動空間。 
自 1990年代晚期以來，台灣民間非政府組織開始與國際社會進行廣泛的接

觸。1999 年 1 月，台灣民間非政府組織，開始對馬其頓和科索沃提供國際人道
援助。此外，在 2003 年的美伊戰爭時，台灣民間組織亦對伊拉克提供了許多國
際人道救援。2004年 12月的南亞海嘯災難，台灣各非政府組織亦以不落人後的
精神，提供了許多人道物資援助，並協助受援國社會民眾重建一些發展項目。 
值得注意的是，1999 年的「九二一」大地震，雖然導致台灣生命財產的重

大損失，但就民間組織的發展而言，卻含有兩項特殊之意涵：(一)國內非政府組
織的大量參與救援工作，其所顯現出的專業和效率，代表了民間社會自主力量的

興起。基本上，這些國內非政府組織，如慈濟、台灣世界展望會、台灣醫界聯盟、

路竹會、紅十字會、中華至善服務協會和伊甸基金會等，亦皆已累積了相當多國

際人道援助的工作經驗。(二)除國內非政府組織外，在「九二一」大地震期間，
許多非邦交國家的國際非政府組織，亦積極參與國內的救援工作。此顯示出人道

救援不僅無國界之分，而且亦可看出人道關懷的工作，已然發展成為國際社會的

一種主流價值。由此觀之，如何強化國內非政府組織的功能，積極參與國際社會

的機制，並與第三世界國家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實為政府和民間所應共同努力的

方向。 
就外在層面而言，冷戰的結束與蘇聯共產主義的解體，使得許多西方援助國

家，跳脫出傳統經援的窠臼。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雖然美國政府提供給西歐

國家的馬歇爾計畫，以及對台灣、南韓和日本的經援，成效均相當顯著；然而對

於那些落後的中南美洲和非洲國家，在接受來自西方援助國家的大量經援後，經

濟發展依然處於相當落後的局面。為了解決傳統經援的缺失，並探討經援成效不

彰的原因，西方援助國家乃在 1980年代後期，逐漸從傳統的官方發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轉變到強調在援助國與受援國之間的一種國際發
展合作(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自 1980年代後期以來，國際
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已在國際社會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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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不但反映了民間社會自主力量的崛起，也強化了國與國之間社會網絡系統的

建立。透過這些國際非政府組織的互動，國際社會已逐漸邁向一種密切的合作夥

伴關係。 
隨著台灣經濟的快速成長，人民生活水準的提升，國內已有許多的民間慈善

團體或非政府組織，在 1990年代已開始積極從事國際人道救援，如慈濟、台灣
世界展望會、中華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國際佛光會、知風草文教協會、中國

人權協會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以及明道中心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各團體間仍

缺乏橫面聯繫，彼此間資訊亦鮮有交流。不過近幾年來，各團體所從事的服務對

象，以及工作地區雖有所不同，但為了改善救援的成效，這些民間組織之間的聯

繫與交流，則有日漸加強的趨勢。 
近幾年來，隨著台灣經濟的快速成長、民主素養的日亦提升，以及公民社會

的漸趨成熟，再加上北京在國際社會對台灣的強力外交打壓，已然使得我國非政

府組織在國內和國際社會的活動，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由於台灣非政府組織

的專業化與多元化，以及參與國際活動的增加，因此如何集中有限的資源，在不

同領域的國內外非政府組織之間，以及與相關國際政府組織之間，適時建構國際

網絡與平台關係，藉以強化彼此間的協調與合作夥伴關係，乃依然有其必要性與

迫切性。 
 
第五節 台灣非政府組織與兩岸關務的交流與合作 
從海峽兩岸的互動觀點來看，除了國家和政府的傳統角色外，非政府組織亦

代表了民間的觀點與參與，積極從事與推動兩岸間的交流與合作。非政府組織除

了關心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運作外，有些更是跨越國界，活躍於國際社會。

值得注意的是，非政府組織的功能，是無法被政府或企業所取代的；易言之，其

所代表的就是一種第二軌道外交。對台灣而言，由於現階段兩岸政治關係的對

立，使得如何推動第二軌道外交來加強兩岸的民間交流，變得更為重要。從兩岸

關務交流的觀點，台灣的一些民間團體，如中華民國關稅協會、全國船聯會、中

華民國物流協會等非政府組織，亦可扮演開啟兩岸關務第二軌道關務合作的重要

角色，以創造兩岸雙贏的效果。 

一、中華民國關稅協會 

中華民國關稅協會係於 1976年 1月 18日核准成立，會址位於台北市大同區
塔城街 13號財政部海關關稅總局 1樓。該協會主要以研究和改進貿易貨物通關，
徵稅、退稅及其相關作業實務、表達會員心聲、溝通政府機關與工商企業界與相

關團體之意見，以利雙方業務之執行，並促進經濟發展為宗旨。簡言之，中華民

國關稅協會主要業務如下： 

(一)提供多項關務諮詢服務：為會員及工商業提供服務，並解答有關通關、

沖退稅、保稅及關務行政救濟等問題。 

(二)舉辦各關稅局通關實務之參觀活動：協助會員深入了解海關通關作業實

務，加強海關政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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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關人才之培訓：為配合工商業對於關務人才之需求，不定時舉辦海關

管理保稅工廠、保稅倉庫、物流中心人員講習，以及進出口貨物通關人員講習。 

(四)舉辦工商團體關稅座談會：視實際需要邀請工商團體舉行關稅座談會，

並請財政部關稅總局、經濟部、國貿局、工業局派員參加。 

(五)發行關貿會刊：目前已發行《關貿會刊》季刊乙種，逢一月、四月、七

月和十月發行；內容包括關務、經貿政令宣導、關務重大變革、大陸關貿報導，

以及本會活動相關訊息。 

(六)受委託研究通關、保稅，以及簽證等有關技術與實務 

世界各地的海關就像一家人一樣，並無地域之分。台灣關稅總局為期逐步推

動兩岸合作打擊走私等海關專業性工作，已委由中華民國「關稅協會」與中國海

關學會進行多次相互訪問及協調聯繫，為安排兩岸海關執法人員交流事宜，搭建

兩岸海關互動的橋樑。有關兩岸海關業務交流活動，經由中華民國「關稅協會」

與中國海關學會直接聯繫，作極為有力的關務磋商交流，俾促進兩岸直接通商、

通郵和通航等業務。 

二、中華民國輪船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全國船聯會) 
中華民國輪船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係於 1947年 7月 3日在上海成立，

為全國性商業團體之一。1950 年 5 月經香港播遷來台，由部分理監事繼續行使
職權。1978年 2月 24日，召開了來台後首次會員代表大會，並補選缺額理監事，
來共同推行會務，當時僅有全國船聯會而無地方公會，因不合商業團體法之規

定，乃在台北市、高雄市及台灣省分別設立地方公會，以符合全國船聯會須有三

個以上地方公會組成的規定。 
由於全國船聯會在台灣，係先有全國船聯會而後有地方公會，與一般公會先

有地方公會再組全國聯合會的情形不同。全國船聯會創建以來，在歷任理事長杜

月笙、楊管北、趙璋、池孟彬、楊璟璇、林省三、陳庭輝、盧峰海、代理理事長 

何樹生等諸位先生，以及現任理事長王龍雄先生和各位理監事先生共同努力下，

會務已獲得相當之擴展，對於全國航業界的發展，以及國家經濟的繁榮均有莫大

的貢獻。 

三、中華民國物流協會 

由於世界經濟的全球化、貿易的自由化、產品生命週期的縮短、客戶要求服

務水準的提升、企業策略聯盟的興起、企業流程再造的盛行，以及全球對環保問

題的關切等因素，物流已成為全球企業關注的焦點。因此，如何善用物流以提高

顧客服務的水準，並滿足顧客的需求，已成為企業強化競爭優勢的重要策略。有

鑑於此，工商時報社於 1993年 4月公開發起成立物流業者聯誼會，以提升工商
業的競爭力。該聯誼會於發起之際，即獲得經濟部商業司，以及中國生產力中心

和物流業界的熱列響應，同年 10月，中華民國業者聯誼會正式誕生，為加速推
動台灣產業物流的發展拉開了序幕。 
    聯誼會成立後，積極執行各項工作計劃，舉辦物流相關之研討會、座談會、

訓練會，以及國內、外觀摩團等活動，逐步實踐聯誼會成立的目標，協助提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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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物流經營管理之水準，開創有利物流業發展之環境。物流協會的宗旨，在於加

強與國際各國物流組織的接觸，以促進會務的國際化。21 世紀為企業無國界的
時代，產業的全球化、供應鏈管理觀念的興起，加上網際網路的應用，以及電子

商務的推波助瀾，物流遂扮演了一個更重要的整合角色。未來協會將秉持提升台

灣工商企業及物流業者的競爭力而推動各項工作，進而協助並配合政府朝向建立

台灣成為全球物流運籌中心的目標而努力。 

 

第六節 小結 

台灣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民主政治的深化，推動了公民社會與民間非政府

組織的建構與發展。近幾年來，台灣非政府組織在許多議題上的倡議與推動，在

國內和國際層面上，皆已有相當突出的表現。海峽兩岸在長期的政治對立下，再

加上雙方意識型態和生活方式的差異性，造成了雙方政治關係的難以獲得解決。

然而在民間社會的互動方面，卻不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而呈現快速的發展與成

長。例如，在台灣對中國大陸的經貿投資，以及台灣人士前往中國大陸旅遊等方

面，皆可看出數字亦在不斷的增加。台灣民間組織在 1990年代的發展，已達日
趨成熟的階段，並充份反映出台灣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內涵與特質。反觀中國大陸

民間組織的發展，雖亦呈現蓬勃發展的現象，然其發展的特色，卻是受到中共的

嚴密控制。但在近幾年來，兩岸民間組織的互動與交流，亦有逐漸加強之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在兩岸政治關係依然懸而未決，以及在官方與官方互不接觸

的情況下，透過民間社會團體的交流與互動，無疑有助於開啟兩岸互動的新管

道，而兩岸海關的交流與合作，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由於財政部關稅總局在與

中國海關總署的正式互動上，受到兩岸政治因素的影響，而無法推展。但透過雙

方與海關有關的非政府組織，如台灣的中華民國關稅協會、中華民國輪船商業同

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物流協會和其他相關的民間社團，以及中國大陸的

中國海關學會、中國報關協會、中國口岸協會和中國保稅區加工出口區協會等，

皆有助於兩岸的開啟關務上的交流與合作。雖然中華民國關稅協會、中華民國輪

船商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以及中華民國物流協會等，其組織結構在規模和經費

上，均無法與上述中國大陸的民間團體相比擬；但在未來推動民間交流與合作

時，台灣似可由財政部關稅總局進行全盤性的思考與協調，並與相關學術團體進

行整體性的考量，籌組台灣民間團體，推動與中國大陸海關的關務交流合作。透

過這些民間團體推動兩岸關務上的研討與交流，必然有助於營造出良好的互動環

境，逐步建立互動的平台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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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國海關的組織與功能分析 

第一節 前言 
海關的主要功能之一，乃是國家課徵關稅的機關。易言之，即是針對通過關

境或國境之物品所課徵的租稅。此外，海關亦是國際社會打擊毒品、槍械彈藥走

私的重要機構。然而在國際社會邁向區域化與全球化之際，海關的任務、組織結

構與功能，亦必隨之發生轉變。此一轉變，主要是從以管制取向，變遷到以服務

取向的理念。從更務實的角度來看，海關不但從傳統徵收關稅的角色，轉變到推

動國際貿易發展的角色，更發展成為國際社會安全的捍衛者。更重要的是，在國

際貿易日益強大的情勢下，海關就如同一個國家層面的物流中心。因此，為求國

際進出口貿易的順利進行，則海關所發揮的監管功能，實有其必然性與重要性。

在國際經濟邁向自由化與全球化之際，如上所述，海關的組織與功能亦必須要進

行現代化的調整。因此，在海關邁向現代化的歷程中，其功能結構必然能符合國

際體制，並促進國際社會的交流與合作。由此觀之，從外在層面而言，世界海關

組織已然形成一種國際體制，其所界定與強調的各項原則，亦已成為各國海關所

需遵守的國際規範。 
儘管國際體制與國際規範的形成，對各國海關的組織與功能皆產生了相當程

度的影響，但亦必須要注意的是，一個國家的特殊政治、經濟、社會和歷史發展

背景，亦將影響及其海關的組織與功能。本章所欲探討中國海關的組織結構、任

務與功能，以及推動現代海關的現代化等，皆反映了中國大陸的特殊發展經驗與

環境背景 
 
第二節 組織與結構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是國家的進出境監督管理機關，實行集中統一管理的垂

直領導體制。根據「海關法」的規定，國務院設立海關總署，統一管理全國海關。

國家在對外開放的口岸，218以及海關監管業務集中的地點設立海關；219海關的工

作方針，主要秉持「依法行政、為國把關、服務經濟、促進發展」等原則，並遵

循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國家的法律、法規。 
中國海關實行垂直領導的體制。所謂垂直領導體制，即是國務院設立海關總

署，統一管理全國海關。直屬海關受總署領導，同時管理隸屬海關。海關系統內

部實行垂直領導，與各級地方政府沒有領導關係。海關的隸屬關係，不受行政區

劃的限制。易言之，海關不是按照每個省、市設立一個海關的方式設立的，有的

省、市可能設有海關、有的地區可能就沒有海關。對於地方的行政執法部門而言，

凡是設有地方政府的，即有相應的一個執法部門，各級地方政府都有不同級別的

執法部門。但海關無論是在數量上，抑或在級別上，與地方政府和行政區劃，均

                                                 
218 對外開放的口岸，係指由國務院批准，允許運輸工具及所載人員、貨物、物品出入國(關)境
的港口、機場、車站，以及允許運輸工具、人員、貨物、物品出入國(境)的邊境通道。 
219 海關監管業務集中的地點，係指非國務院批准對外開放的口岸，但是海關某類或者某幾類監
管業務比較集中的地方，如轉關運輸監管和保稅加工監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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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對應關係。因此，海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向海關總署負責；各級海關與所在

地政府及其各職能管理部門，均無從屬與支配關系。易言之，設在地方的海關，

與該地方政府並沒有行政上的隸屬關係，更沒有業務上的指導關係；各級海關只

接受上級海關的領導，此即是垂直領導體制的特色。 
在組織結構上，中國海關主要可區分為下列三個層次： 

    (一)第一個層次是海關總署；海關總署成立於 1949 年，初期隸屬於外經貿
部，改革開放後成為國務院的直屬機構。也是在國務院領導下統一管理全國海關

機構、人員編制、經費物資，以及各項海關業務等，故為海關系統的最高領導部

門，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下屬的正部級直屬機構，統一管理全國海關。根

據 1994年國務院批准的《海關總署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配置方案》，海關
總署機關內設有政治部、派駐機構，以及十一個署內部門，並管理六個在京直屬

事業單位、四個社會團體，以及三個駐外機構等共五大單位。 
    在署內部門方面，共設有辦公廳(口岸規劃辦公室)、政策法規司、關稅徵管
司、監管司、加工貿易及保稅監管司、綜合統計司、調查局(全國打擊走私綜合
治理辦公室)、緝私局、科技發展司(口岸電子執法系統協調指導委員會辦公室)、
國際合作司、財務裝備司、人事教育司、離退休幹部辦公室、思想政治工作辦公

室(直屬機關黨委)，督察特派員辦公室、中央紀委、監察部駐海關總署紀檢組，
以及監察局等機構。 

(一)辦公廳 
其主要職責在於，協助海關總署領導研究，以及擬訂海關工作的方針政策和

發展規劃、組織政策研究；並就相關行政事宜，負責審定文稿、溝通信息、組織

會議、新聞宣傳、辦公自動化、督查督辦和文書檔案管理。此外，辦公廳亦著重

於研究各類對外開放口岸的整體規畫與具體措施，並組織協調各口岸通關部門的

工作。 
(二)政策法規司 
專責研究擬訂海關立法規畫，負責起草或組織起草海關法規和綜合性規章；

審核署內各部門起草的專業規章，以及其他規範性文件，按規定發布海關法規、

規章，並負責海關法規、規章的執法解釋工作；負責建立和維護管理海關業務規

範性文件數據庫；管理海關行政復議、行政應訴、行政賠償工作，審理海關總署

管轄的行政復議案件，辦理海關總署行政應訴事宜，承辦總署案件審理委員會相

關日常工作；受理知識產權海關保護備案申請，組織實施知識產權海關保護；研

究提出各類實行進出口管制貨物的海關規章，並組織實施；制定、管理、維護海

關業務信息系統參數數據庫等。 
(三)關稅徵管司 
專職研究關稅、進口環節稅等稅費徵收、減免，退補管理規章制度；研擬國

家減免進出口關稅，以及進口環節稅的各項政策和規定；研究提出海關對邊境貿

易、邊民互市、對台小額貿易等進出口貨物的稅收徵管規章制度，並監控實施；

擬訂進出口貨物海關估價的規章制度；對境外價格調查工作，實施業務管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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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維護商品價格資料庫；研擬海關進出口商品分類目錄；管理海關商品歸類和

化驗工作，確定疑難商品的稅則歸類；管理與維護進出口商品歸類指導數據庫；

研究提出國家進出口商品原產地規則；參與反傾銷調查，實施反傾銷措施、反補

貼措施、保障措施，以及其他關稅措施；參與研究進出口稅收政策，以及稅則稅

率的調整；參與關稅事務的雙邊、多邊國際談判、交流與合作；對海關商品價格

信息機構、商品歸類機構，以及化驗機構實施業務管理等。 
(四)監管司 
研擬進出口貨物報關，以及通關管理的規章制度；受理通關作業過程中，各

類具體業務問題的請示，並聯繫主管業務部門辦理答覆；研訂進出境運輸工具、

物流監控等規章制度；研究對進出境集裝箱、來往港澳集裝箱，以及小型船舶監

管的規章制度；研擬對過境貨物，以及暫准進口貨物監管的規章制度；研究提出

對物流監控裝備，以及實施管理的規章制度；研究報關單格式、填報、理單、出

證和通關單證管理的規章制度；管理、分析通關數據，監督控制通關作業運行；

研究監管場站、貨物查驗、檢查裝備，以及設施管理規章制度；擬訂海關對進出

境行李、郵遞物品稅收徵管、減免及驗放規章制度；研擬海關對外輪供應公司、

各類免稅商店免稅物品的監管、核銷規章制度；研擬海關對外國駐華使領館、國

際組織駐華機構，以及其長駐人員的進出境工私用品、駐華商務機構，以及外商

投資企業外籍職員的私用物品的驗放辦法等。 
(五)加工貿易及保稅監管司 
研擬有關加工貿易、保稅區、出口加工區等特殊監管區域的發展與管理等政

策；承辦國務院交辦的有關保稅區、出口加工區申請設立的審核、批准設立後的

驗收等綜合管理工作；研究提出加工貿易進出口貨物保稅監管的規章制度；研究

提出保稅倉庫、保稅工廠、出口監管倉庫的海關審批，以及進出口貨物保稅監管

的規章制度；研究海關對保稅區、出口加工區等特殊監管區域，以及其保稅貨物

的監管規章制度；對「加工貿易單耗核定辦公室」，實施業務管理；參與研究和

提出加工貿易保證金台賬等管理制度；承辦海關總署參加國務院加工貿易部際聯

席會議的有關事項；承辦海關總署對中國海關學會出口加工區分會聯繫指導的有

關事項等。 
(六)綜合統計司 
研究提出進出口貿易海關統計制度，以及海關業務統計制度；進行進出口貿

易統計分析，以及統計監督，編制國家進出口貿易統計，管理、發布進出口貿易

統計數據，管理對外貿易統計諮詢工作，編輯海關統計刊物；編制海關業務統計，

開展海關業務統計分析；管理進出口經營單位編碼，以及其計算機數據庫；研擬

報關單數據庫管理規範、數據質量標準體系；負責總署報關單數據庫的數據質

量，以及日常業務管理；管理全國海關報關單，以及隨附單證的檔案工作；開展

進出口貿易統計的國際交流與合作等。 
(七)調查局 
研究提出海關風險管理規章制度；研究擬訂查處調查稽查過程中，發現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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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的操作辦法；研究擬訂海關稽查規章制度、貿易調查和市場調查規章制度；

研擬規範進出口企業行為的規章制度、管理報關單位、報關員的規章制度；研擬

全國海關調查稽查裝備使用管理規章制度、監督實施調查稽查設備年度採購和分

配計畫，以及開展與調查稽查業務相關的國際間合作等。 
(八)緝私局(全國反走私綜合治理辦公室) 
研擬打擊走私工作計畫，以及分析全國海關反走私形勢；制訂反走私社會綜

合治理方針、政策、措施，聯繫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打擊走私綜合治理辦公室，

組織推動與有關部門、行業協會、大型企業反走私合作諒解備忘錄等工作；研擬

偵辦走私罪案件的規章制度、查處走私案件的規章制度；擬訂打擊海上走私的規

章制度、緝私情報工作規章制度；研擬海關緝私警察思想政治工作、機構設置、

人員編制、警力調配、幹部管理、工資福利、教育培訓等規章制度，並組織實施；

研究擬訂海關緝私警察紀檢、監察、督察等規章制度；制訂海關緝私碼頭、看守

所、緝私警察培訓基地，以及緝私警察相關裝備的管理規章制度，辦理通用設備

的規劃、選型、配發和緝私專用設備的購置、配發等工作；組織開展打擊走私違

反犯罪的國際間合作等。 
(九)財務裝備司 
研究擬訂海關經費收支，稅費上繳、財務會計、基本建設、固定資產，以及

車船裝備等管理規章制度；審核、編制全國海關的預、決算，辦理各項經費的領

撥和會計核算；組織管理全國海關基本建設；負責海關住房制度改革工作、全國

海關各項稅費資金，以及會計核算工作；管理全國海關固定資產、房地產和車船、

航空器，以及制服等裝備；沒收貨物、物品的保管、變賣、處置等工作；組織海

關系統財務收支，以及基本建設的監督檢查；管理全國海關技術改造項目進口設

備減免稅立項審批，以及全國海關機電設備進口審批事項；研擬全國海關事業單

位，包括各地海關機關服務中心，財務會計規章制度；管理海關行政性收費和科

技、後勤服務性經濟實體等。 
(十)科技發展司(口岸電子執法系統協調指導委員會辦公室) 
研擬海關科技發展規劃、規章制度，並組織全國海關業務信息化系統開發、

實施，以及推廣應用；擬訂海關信息化標準規範；研究提出海關信息，以及網絡

安全技術方案，並組織全國海關計算機、網絡、通信、檢查、防偽等技術和設備

的選型、開發和維護；聯繫指導全國海關信息中心，以及管理海關業務數據的對

外網路交換等。 
(十一)人事教育司 
負責海關機構設置和人員編製，制訂海關系統幹部管理和獎懲辦法，管理海

關直屬院校，擬訂全國海關在職幹部培訓規劃並組織實施。 
(十二)國際發展合作司 
負責對外國海關和國際海關組織的綜合研究，管理與國際海關多（雙）邊合

作的有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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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海關總署的主要職責，有如下數端：220 
    1)研擬海關各項業務工作的方針、政策、法律、法規、規章，並監督全國海
關的貫徹執行； 

2)參與制訂和修訂關稅條例、進出口稅則，並負責推動與實施； 
3)領導全國海關依法監管進出境運輸工具、貨物和物品，簡化海關手續，強

化後續管理工作； 
4)統一管理關稅徵收的減免事項； 
5)組織領導全國海關的緝私工作； 
6)審議有關納稅爭議，以及對海關處罰決定的復議申請； 
7)編制全國海關統計，開展統計分析和諮詢服務； 
8)組織研訓、引進和開發、應用海關技術設施； 
9)管理全國海關組織機構、人員編制、工資福利、專業培訓、專業職務評定，

以及署管幹部任免等； 
10)組織領導全國海關的思想政治工作，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11)管理全國海關經費、財務、車船、科技、固定資產和基本建設，並進行

審計監督； 
12)監督、檢查全國海關工作人員執法、守法情況，查處違紀案件； 
13)擬訂有關海關問題的國際條約和協定草案； 
14)開展與有關國家(地區)海關、國際海關組織，以及有關國際機構的聯繫、

交往與合作。 
中國海關總署在京直屬事業單位，則包括了海關總署機關服務中心、全國海

關教育培訓中心、全國海關信息中心、海關總署物資裝備供應中心、中國海關出

版社，以及中國電子口岸數據中心等六個部門。在駐外機構方面，則設有中華人

民共和國駐歐洲共同體海關處、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俄羅斯使館海關組，以及中華

人民共和國駐美國使館海關組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海關總署亦下設四個社會

團體，這些社會團體包括了中國海關學會、中國口岸協會、中國報關協會，以及

中國保稅區出口加工區協會等。本計畫所欲探討的二軌外交，主要即在於如何加

強與這些社會團體的互動關係。 
    (二)第二個層次是廣東分署，天津、上海二個特派員辦事處，以及四十一個
直屬海關和二所海關學校。 
    1)廣東分署 
海關總署下設廣東分署，作為其派出機構，以協助其管理廣東省內的海關。

廣東設關，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初期的 1685 年，時為沿海四大海關之一的粵海
關。由於廣東省內海關監管業務比較集中，業務量比較大，因此海關總署乃於

1980 年 2 月 9 日，專門設立廣東分署，221專職負責廣東省內的海關工作協調、

進行調查研究、組織交流經驗，以及協調廣東省內海關與地方的關係等，並接受

                                                 
220 何彤、蘇玉軍，《綜合服務》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5)，頁 17。 
221 廣東分署的全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廣東分署，是海關總署的派出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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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政府的監督指導。2000年 10月，全國海關進行了機構改革，明訂廣東分
署的職責，主要在於負責廣東省內海關與省委、省政府和其他政府部門的工作聯

繫，省內海關有關業務，以及反走私聯合行動的協調，並協助海關總署管理省內

海關領導幹部。現有 12個內設機構。222 
廣東目前是全國海關機構和人員最多的省份，包括海關總署廣東分署，廣

州、深圳、拱北、汕頭、黃埔、江門、湛江等 7個廳局級直屬海關(請參閱圖 6)，
以及 90多個隸屬海關、辦事處，分佈在廣東省內 21個地級以上市的 120多個縣、
市、區；其負責監管的一類口岸 53 個、二類口岸 90 個，分別占全國的 21%和
51%。廣東分署及省內 7個直屬海關，共設立 8個緝私局，以及 43個緝私分局。 

 
 

   廣     州 

   海     關 

    

     深     圳 

     海     關 

    

     拱     北 

     海     關 

    
廣      東     汕     頭 

分      署     海     關 

    

     黃     埔 

     海     關 

    

     江     門 

     海     關 

    

     湛     江 

     海     關 

 
圖 6：廣東分署的組織架構 

                                                 
222 12個內部機構，分別為辦公室、法規處、業務處、調查局、緝私局、技術處、人教處、政工
辦、監察室、駐港組、機關服務中心，以及信息分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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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海關位於廣東省廣州市，其前身是清代沿海四大關之一的粵海關，223現

有 21個隸屬海關和辦事處，幹部職工 3700多人，關區範圍包括廣州市、珠江三
角洲和粵西、粵北地區 39個市縣，覆蓋廣東省三分之一地區。 
深圳海關位於廣東省深圳市，其前身為九龍關，1887年建於香港九龍；1949

年改名為九龍海關；1997年 7月，更名為深圳海關，現有 22個隸屬海關和辦事
處。關區範圍包括深圳市及惠州市。 
拱北海關位於廣東省珠海市，其前身為拱北關，始建於 1887年，現有 11個

隸屬海關和辦事處，關區範圍包括珠海市和中山市。 
汕頭海關位於廣東省汕頭市，其前身為 1860年設立的潮海關，現有 17個隸

屬海關和辦事處，關區範圍包括汕頭、潮州、揭陽、汕尾、梅州 5個地級市。 
黃埔海關位於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其前身為清代粵海關在黃埔村設立的掛

號口，現有 7個隸屬海關和辦事處。關區範圍包括廣州市黃埔區、廣州經濟技術
開發區、廣州高新技術開發區、廣州保稅區、廣州出口加工區、廣州市天河區的

一部分，增城市和東莞市。 
江門海關位於廣東省江門市，其前身為 1904年設立的江門關，現有 8個隸

屬海關和辦事處，幹部職工 1200多人，關區範圍包含了江門市和陽江市。 
湛江海關位於廣東省湛江市，其前身為清代粵海關梅菉、海安總口，現有 7

個隸屬海關和辦事處；關區範圍包括湛江市和茂名市。 
廣東分署下設辦公室、緝私局、法規處、業務處、稽查處、風險管理處、技

術處、人教處、政工辦、監沈室、機關服務中心，以及信息中心廣東分中心等組

織機構。緝私局下再設辦公室、政治處、督察處、法制處、偵察處、情報技術處

和海緝處等。自經濟改革開放以來，廣東海關各項業務工作，伴隨廣東經濟的快

速發展，在全國均佔有相當大的比重：監管進出口貨運量，約占全國的三成多，

進出境運輸工具約占八成多，進出口商品總值約占三成多，驗放旅客行李物品約

占八成，稅收約占二成多，查獲走私案件和案值分別約占七成和四成多。 
為因應經貿的快速發展，廣東分署亦致力於推動現代化海關制度，其要點如

下： 
(1)堅持科技創新，大力推進海關業務科技一體化和資訊化建設；先後實

施了包括 H2000 通關系統、電子口岸、陸路通關改革、跨關區快速通關系統、
無紙通關、聯網監管、GPS車船物流監控系統在內的多項業務改革和試點工作，
積極配合地方推動大通關建設，提高海關通關管理的整體效能。 

(2)積極支援外經貿發展，自 1991年以來先後八次制訂了支持廣東對外經
貿發展的措施，為企業合法進出提供通關便利，並以 CEPA實施和泛珠三角區域
經濟發展為契機，在海關總署的統一部署下，由海關總署廣東分署會同泛珠三角

九省區 16個直屬海關，共同推出《海關積極參與和推動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十
項措施》，全面啟動泛珠三角海關區域合作機制，致力於協調簡化通關手續，提

                                                 
223 1949年 10月，在廣州解放後，廣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海關處，並接管了當時的粵海關。
廣東分署即是從當時的海關處演變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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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關效率。 
(3)推動反走私工作，貫徹「打防結合、綜合治理、突出重點、堅持不懈」

的反走私工作方針，發揮行政和刑事執法的力量，積極參與整頓和規範市場經濟

秩序的整治行動；並切實加強知識產權海關保護。 
(4)加強海關稅收工作，採用科學管理，綜合治稅，規範減免，提高稅收

征管質量，並在風險管理和建立夥伴合作關係的基礎上，建構企業誠信體系，促

進企業守法自律，營造依法征管，以及確實保護企業合法利益的良好架構。 
(5)加強粵港澳海關合作；粵港海關雙方自 1982 年建立業務聯繫制度以

來，在打擊走私、禁毒、知識產權保護、業務研討、人員培訓等方面，均發揮了

良好的效果。 
(6)堅持以人為本，從嚴治關，加強隊伍和黨風廉政建設，以實施關銜制

度為契機，按照「政治堅強、業務過硬、值得信賴」海關隊伍建設的要求，進行

隊伍正規化、規範化和准軍事化管理，加大人才培養和教育培訓力度。 
    2)天津、上海特派員辦事處     
為了要加強海關幹部隊伍建設，海關總署於 2002年設立駐天津、上海兩個

特派員辦事處，作為海關總署正廳局級的派出機構，負責轄區內直屬海關的執法

監督、幹部考察、廉政督察，以及署管幹部進行誡免談話等工作。224 
基本上，特派員辦事處的職能，主要有如下各端：225 

      (1)依照職權範圍組織，進行專項執法檢查； 
      (2)對所轄直屬海關依法行政、履行職責情況，進行監督檢查，提出評估
意見； 
      (3)對執法行動中，涉及的宏觀或傾向性的問題，可在所轄海關間進行跨
關區調查研究，並向海關總署提出專題報告； 
      (4)瞭解與掌握所轄直屬海關業務上的重要動態，對所轄區域內出現的不
依法行政情況展開調查，並提出改革建議與進行督察工作； 
      (5)根據授權對轄區內各直屬海關署管幹部，以及關級後備幹部進行考察
與考核，俾瞭解署管幹部的工作能力與實績、廉政情況，向海關署遞交幹部考察

考核報告。 
天津和上海特派員辦事處，分別成立於 2002年 7月 10日和 12日。對中國

海關總署而言，於南北方兩個重要口岸城市設立特派員辦事處，乃係試圖針對現

有的幹部管理體制進行改革，以因應外在環境的變遷。此外，特派辦的成立，亦

是中國海關管理體制的重大改革，也是加強隊伍建設完善自我監督機制，所採取

的一項重大措施，對推進直屬海關領導班子建設和依法行政具有積極的作用，有

利於建立由紀檢監察、督察審計、派出機構及各業務職能部門等共同組合的幹部

監督和執法監督管理體制。此二辦事處皆直屬海關總署，依法履行對轄區直屬海

關行政執法活動和署管幹部的管理職能。 

                                                 
224 鄭俊田，《海關管理研究》，頁 33-34。 
225《中共新華社經貿資訊》，2002/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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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總署駐上海特派員辦事處，設於上海市，所轄範圍為九關一校，即上海

海關、南京海關、杭州海關、寧波海關、合肥海關、福州海關、廈門海關、南昌

海關、青島海關，以及上海海關高等專科學校。上海特派辦設有辦公室、督察處、

幹部處和監察處等四個內設機構，226除了對上述海關的執法檢查和監督工作外，

亦協助海關總署對上述海關，以及上海海關高等專科學校、中國海關管理幹部學

院的領導幹部，署管幹部和關級後備幹部進行考察。 
海關總署駐天津特派員辦事處，乃是中國海關總署根據《中共中央辦公廳關

於轉發〈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中共海關總署黨組關於加強海

關各級領導班子和幹部隊伍建設的意見〉的通知》（中辦發[2001]3 號）和《海
關總署關於轉發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關於組建海關總署駐上海、天津特派員辦

事處的批復〉的通知》（署人發[2002]19號、署人發[2002]20號）設立的總署派
出機構。2002年 7月 10日，天津特派辦正式揭牌辦公。 
天津特派員辦事處設於天津市，其管轄範圍包括北京海關、天津海關、石家

莊海關、鄭州海關、太原海關、呼和浩特海關、滿州里海關等七個直屬海關，以

及秦皇島海關中專學校。該辦事處負責協助海關總署對上述海關和秦皇島海關學

校的領導、署管幹部和關級後備幹部，進行考察，並對他們的廉政執紀情況進行

監督，但不辦理具體的海關業務。天津特派辦設辦公室、督察處、幹部處和監察

處等四個內設機構。 
    3)直屬海關 
中國海關總署曾於 1985年 2月 18日，下達《關於統一海關機構名稱和調整

隸屬關係的通知》，將原來的海關(關)、分關、支關統一改稱為海關，並將大陸
各地海關機構分為局、副局、處、科級，其中局級海關、部分副局，以及處級海

關由總署直接領導，稱為直屬海關。其餘海關分別隸屬於這些直屬海關。值得注

意的是，海關機構的隸屬關係由海關總署根據需要確定，不受行政區劃的限制。 
直屬海關在海關總署的直接領導下，負責管理該關區的海關業務，領導該關

區的隸屬海關。由於直屬海關的設立，不受行政區劃的限制，所以有的省有兩個

以上的直屬海關；例如，在開放較早的廣東地區設有 7個直屬海關，福建省內則
有福州和廈門兩個直屬海關。許多直屬海關皆設在省會所在地，但有些省內的直

屬海關，並不設在省會所在地。例如，山東省境的直屬海關，設在青島，名為青

島海關；而設在濟南的濟南海關，則是隸屬於青島海關的一個隸屬海關。目前，

全中國大陸有直屬海關 41個，分布在全國 30個省區、直轄市。 
直屬海關就該關區內的海關事務獨立行使職責，向海關總署負責。直屬海關

承擔著在關區內組織開展海關各項業務，以及關區集中審單作業、全面有效的貫

徹執行海關各項政策、法律、法規、管理制度和作業規範的重要職責，在海關三

級業務職能管理中，發揮承上啟下的作用。易言之，隸屬海關由直屬海關領導，

對直屬海關負責；直屬海關由海關總署領導，向海關總署負責。227 

                                                 
226 何彤、蘇玉軍，《綜合服務》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5)，頁 161。 
227 吳雷、朱飛，《海關實務》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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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直屬海關的職責，主要包括如下各點：228 
1)對關區通關作業實施運行管理，包括執行總署業務參數、建立並維護審單

輔助決策參數、對電子審單通道判別，進行動態維護和管理，對關區通關數據和

相關業務數據，進行有效監控和綜合分析； 
2)實施關區集中審單，組織和指導隸屬海關開展接單審核、徵收稅費、查驗、

放行等通關作業； 
3)實施對各類海關監管場所、進出境貨物和運輸工具的實際監控； 
4)實施貿易管制措施、稅收徵管、保稅和加工貿易海關監管、企業分類管理，

以及知識產權進出境保護； 
5)開展關區貿易統計、業務統計和統計分析工作； 
6)開展關區調查、稽查和偵查等業務； 
7)按規定程序和權限辦理各項業務審核、審批、轉報和註冊備案手續； 
8)開展對外執法協調和行政糾紛、爭議的處理； 
9)開展對關區各項業務的執法檢查、監都督和評估。 
茲將中國大陸各直屬海關設置概況，分別說明如下：  
(一)北京海關：北京海關是直屬海關總署領導的正局級海關，業務管轄範圍

為北京市；下屬首都機場海關(副廳局級)、中關村海關(正處級)、北京經濟技術
開發區海關(正處級)等 3個隸屬海關，以及駐郵局辦事處、駐平谷辦事處、駐朝
陽辦事處、駐車站辦事處、駐順義辦事處等五個正處級派駐機構；並設有首都機

場海關緝私分局，以及中關村海關緝私分局等兩個緝私分局。 
(二)天津海關：天津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管轄範圍為天津

市，以及所屬靜海、武清、寧河、薊縣和寶坻等五個縣區；下屬天津新港海關、

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海關、薊縣海關、天津保稅區海關、武靖海關、以及天津機

場海關等 6個正處級隸屬海關，一個正處級的郵局辦事處；並設有機場海關緝私
分局和新港海關緝私分局等。 

(三)石家莊海關：石家莊海關為總署直屬的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監管範圍為
河北省全境；下屬秦皇島海關、唐山海關、保定海關、廊坊海關，以及滄州海關

等 5個正處級隸屬海關，以及一個正處級駐邯鄲辦事處，並設有石家莊海關緝私
分局、秦皇島海關緝私分局、廊坊海關緝私分局，以及唐山海關緝私分局等四個

緝私分局。 
(四)太原海關：太原海關為總署直屬副廳局級海關，業務管轄範圍為山西省

全境；下轄大同海關、侯馬海關和太原機場海關等 3個正處級海關。 
(五)滿洲里海關：滿洲里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範圍為內蒙古

自治區呼倫貝爾市、赤峰市、通遼市和興安盟等；下轄海拉爾海關，以及額爾古

納海關等 2個正處級隸屬海關；還有駐車站辦事處、十八里辦事處、駐赤峰辦事
處、駐通遼辦事處等 4個正處級辦事處；並設有海拉爾海關緝私分局、駐赤峰辦
事處緝私分局、駐通遼辦事處緝私分局等。 

                                                 
228 鄭俊田，《中國海關通關實務》，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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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呼和浩特海關：呼和浩特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管轄範圍
為內蒙古自治區中西部的呼和浩特市、包頭市、烏海市、鄂爾多斯市，以及錫林

郭盟、烏蘭察布盟、巴彥卓爾盟、阿拉善盟等 8個盟(市)；下轄二連海關、包頭
海關，以及額爾多斯海關等 3個正處級隸屬海關；並設有二連海關緝私分局、包
頭海關緝私分局等。  
    (七)瀋陽海關：瀋陽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管轄範圍為遼寧省
的瀋陽、撫順、錦州、遼陽、葫蘆島、朝陽、鐵岭，以及阜新等八市；下轄錦州

海關、仙桃機場海關、葫蘆島海關，以及經濟技術開發區海關等 4個正處級隸屬
海關；以及駐撫順辦事處、駐遼陽辦事處、駐郵局辦事處、駐車站辦事處等 4
個正處級辦事處；並設有葫蘆島海關緝私分局、錦州海關緝私分局等。 

(八)大連海關：大連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管轄範圍為遼寧省
的大連、營口、鞍山、丹東、本溪、盤錦等 6個市及所轄縣市；下轄營口海關、
丹東海關、鱍魚圈、大東港海關、鞍山海關、大連經濟開發區海關、大窯灣海關、

大連保稅區海關、大連機場海關，以及大連港灣海關等 10個正處級隸屬海關。
並設有駐郵局辦事處一個正處級辦事處，以及丹東海關緝私分局、營口海關緝私

分局，以及鞍山海關緝私分局等。 
(九)長春海關：長春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範圍為長春、四平、

遼源、松源、白城等 5個地區；下轄圖門海關、集安海關、琿春海關、延吉海關、
吉林海關、長春市經濟技術開發海關、長白海關，以及臨江海關等 8個正處級隸
屬海關；以及海關村、南坪、三合、開山屯、合沙陀子等 5個科級海關和駐郵局
辦事處、駐機場辦事處等兩個正處級辦事處；並設有琿春海關緝私分局、集安海

關緝私分局、延吉海關緝私分局、圖們海關緝私分局，以及長白海關緝私分局等。 
(十)哈爾濱海關：哈爾濱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範圍為黑龍江

省全境；下轄綏芬河海關、黑河海關、同江海關、牡丹江海關、撫遠海關、遜克

海關、虎林海關、密山海關、佳木斯海關、齊齊哈爾海關、東寧海關、富錦海關、

漠河海關、饒河海關、大慶海關，以及哈爾濱經濟技術開發區海關等 16個正處
級隸屬海關，以及嘉蔭海關、蘿北海關等兩個副處級海關；以及駐機場辦事處、

駐港口辦事處等兩個正處級辦事處，和現場業務處駐郵局辦事處、駐車站辦事處

等兩個副處級辦事處，並設有綏芬河海關緝私分局、牡丹江海關緝私分局、佳木

斯海關緝私分局、黑河海關緝私分局、齊齊哈爾海關緝私分局等。  
(十一)上海海關：上海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管轄範圍為上海

市全境；下轄浦江(龍吳)海關、吳淞(寶山)海關、虹橋機場海關、上海經濟技術
開發區海關、奉賢海關、莘莊海關、上海浦東國際機場海關、上海浦東海關、松

江海關、青浦海關、金山海關、嘉定海關、外高橋保稅區海關、青浦海關、松江

海關等 12個正處級隸屬海關，以及駐郵局辦事處、駐車站辦事處、駐南匯駐事
處、駐崇明辦事處等 4 個正處級辦事處；並設有上海浦東國際機場海關緝私分
局、上海外高橋港區海關緝私分局、吳淞海關緝私分局等。 

(十二)南京海關：南京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範圍為江蘇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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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轄連雲港海關、南通海關、張家港海關、鎮江海關、無錫海關、常州海關、

江陰海關、徐州海關、鹽城海關、揚州海關、新生圩海關、張家港保稅區海關、

南京祿口機場海關、淮安海關、泰州海關、常熟海關、吳江海關、昆山海關，以

及太倉海關等 19個正處級隸屬海關，和蘇州海關、蘇州工業園區海關等兩個副
廳局級海關；並設有駐吳縣辦事處、駐吳江辦事處、駐蘇州郵局辦事處、駐溧陽

辦事處、駐丹陽辦事處、駐泰興辦事處、駐宜興辦事處、駐錫山辦事處、駐啟東

辦事處、駐張家港港區辦事處、駐南通開發區辦事處、駐連雲港經濟開發區辦事

處等 12個副處級海關辦事處；並設有蘇州海關緝私分局、無錫海關緝私分局、
常州海關緝私分局、張家港海關緝私分局、江陰海關緝私分局、南通海關緝私分

局、揚州海關緝私分局、鎮江海關緝私分局、連雲港海關緝私分局等。 
(十三)杭州海關：杭州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範圍為杭州市，

包括淳安、臨安、桐廬、餘杭、富陽、建德和蕭山等 7縣，及杭州市的西湖、拱
墅、江干、下城和上城等五區；下屬舟山海關、溫州海關、紹興海關、海門、湖

州海關、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海關、金華海關、蕭山機場海關，以及台州海關等

9個正處級隸屬海關，以及駐郵局辦事處、駐蕭山辦事處、駐餘杭辦事處、駐富
陽辦事處等 4個正處級辦事處；並設有溫州海關緝私分局、舟山海關緝私分局、
台州海關緝私分局、嘉興海關緝私分局、紹興海關緝私分局、金華海關緝私分局

等。  
(十四)寧波海關：寧波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範圍為寧波市行

政區及其海域；下轄鎮海海關、北侖海關、寧波保稅區海關、象山海關，以及大

榭海關等 5個正處級隸屬海關，以及設有開發區辦事處、機場辦事處、餘姚辦事
處、慈溪辦事處，以及駐堇縣辦事處等 5個正處級辦事處；並設有鎮海海關緝私
分局、北侖海關緝私分局。。 

(十五)合肥海關：合肥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管理範圍為統一
管理安徽省內各海關，並直接辦理合肥、淮南、滁州等三市，以及六安、巢湖兩

地的海關業務；下轄蕪湖海關、安慶海關、銅陵海關、馬鞍山海關、黃山海關、

蚌埠海關，以及阜陽海關等 7個正處級隸屬海關，並設有蕪湖海關緝私分局、蚌
埠海關緝私分局，安慶海關緝私分局等。 

(十六)福州海關：福州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管理範圍為福
州、蒲田、三明、南平和寧德等 5市和所轄的 37縣市區；下轄馬尾海關、莆田
海關、三明海關、福清海關、寧德海關、南平海關、武夷山海關、松下港海關，

以及福州保稅區海關等 9個正處級隸屬海關，以及駐郵局辦事處、駐長樂機場辦
事處等兩個正處級辦事處；並設有寧德海關緝私分局、南平海關緝私分局、莆田

海關緝私分局、馬尾海關緝私分局、福清海關緝私分局。 
(十七)廈門海關：廈門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範圍為包括福建

省的廈門、泉州、漳州和龍岩等 4個地級市 32個縣市區；下轄泉州海關、漳州
海關、石獅海關、東山海關、龍岩海關、象嶼保稅區海關、東渡海關、廈門高崎

機場海關、以及肖厝海關等九個正處級隸屬海關，和駐同安辦事處、駐海滄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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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駐高崎辦事處、駐郵局辦事處等 4個正處級辦事處。並設有泉州海關緝私分
局、漳州海關緝私分局、石獅海關緝私分局等。 

(十八)南昌海關：南昌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範圍為江西全
省；下轄九江海關、贛州海關、景德鎮海關、吉安海關，以及新餘海關等 5個正
處級隸屬海關，以及駐昌北機場辦事處、駐南昌高新技術開發區辦事處等兩個正

處級辦事處；並設有九江海關緝私分局、贛州海關緝私分局等。代管海關總署九

江教育培訓基地。  
(十九)青島海關：青島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範圍為山東省全

境；下轄煙台海關、威海海關、石島海關、龍口海關、濟南海關、淄博海關、濰

坊海關、日照海關、濟寧海關、泰安海關、臨沂海關、東營海關、蓬萊海關、流

亭機場海關、萊州海關、德州海關、黃島海關，以及大港海關等 18 個正處級隸
屬海關，以及駐菏澤辦事處、駐棗庄辦事處、駐聊城辦事處、駐濱州辦事處、駐

萊蕪辦事處、駐郵局辦事處等 6個正處級辦事處；並設有煙台海關緝私分局、威
海海關緝私分局、日照海關緝私分局、濟南海關緝私分局、濟寧海關緝私分局、

濰坊海關緝私分局、龍口海關緝私分局、石島海關緝私分局等。 
(廿)鄭州海關：鄭州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範圍為河南省全

境；下轄洛陽海關和南陽海關等兩個正處級隸屬海關；以及駐鐵路東站辦事處、

駐機場辦事處、駐安陽辦事處、駐商丘辦事處、駐經濟技術開發區辦事處等 5
個正處級辦事處。 

(廿一)武漢海關：武漢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範圍為湖北全
省，包括武漢、黃石、宜昌、荊州、襄樊等 11 個省轄市，以及仙桃等四個省直
營市，以及恩施自治州和神農架林區等；下轄黃石海關、宜昌海關、襄樊海關、

荊州海關、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海關，以及十堰海關等 6個正處級隸屬海關；並
設有駐江漢辦事處、駐郵局辦事處、駐機場辦事處等 3個正處級辦事處；並設有
黃石海關緝私分局、荊州海關緝私分局等。  

(廿二)長沙海關：長沙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範圍為湖南省全
境；下轄岳陽海關、衡陽海關、常德海關、韶山海關、株州海關，以及張家界海

關等 6 個正處級隸屬海關，以及駐黃花機場辦事處、駐張家界機場辦事處等 2
個正處級辦事處；並設有岳陽海關緝私分局、衡陽海關緝私分局、常德海關緝私

分局等。代管海關總署張家界教育培訓基地。 
(廿三)廣州海關：廣州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範圍為廣州市、

珠江三角州和粵西、粵北第區 38個市縣；下轄大鏟海關、肇慶海關、佛山海關、
韶關海關、清遠海關、白雲機場海關、番禺海關、花都海關、雲浮海關、羅定海

關、從化海關、天河車站海關，以及河源海關等 13個正處級隸屬海關，以及駐
新風辦事處、駐內港辦事處、駐石牌辦事處、駐郵局辦事處、駐洲頭嘴辦事處等

5個正處級辦事處；並設有番禺海關緝私分局、佛山海關緝私分局、順德海關緝
私分局、南海海關緝私分局、雲浮海關緝私分局、肇慶海關緝私分局、清遠海關

緝私分局、大鏟海關緝私分局、河源海關緝私分局、韶關海關緝私分局等。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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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總署蓮花山教育培訓基地。 
(廿四)黃埔海關：黃埔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範圍為廣州市黃

埔區、天河區和白雲區的一部份、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廣州保裞區、廣州出口

加工區、增城市和東莞市；下轄太平海關、東莞海關、新塘海關、黃埔新港海關、

黃埔老港海關、新沙海關，以及廣州保稅區海關等 7個正處級隸屬海關；以及駐
鳳崗辦事處、駐長安辦事處等兩個正處級辦事處。並設有黃埔老港海關緝私分

局、太平海關緝私分局、東莞海關緝私分局、黃埔新港海關緝私分局、新沙海關

緝私分局，以及黃埔海關駐開發區辦事處緝私分局。  
(廿五)深圳海關：深圳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範圍為深圳市和

惠州市的惠東、惠陽等地區；下轄羅湖海關、蛇口海關、皇崗海關、南頭海關、

布吉海關、沙灣海關、伊崗海關、大鵬海關、沙頭角海關、文錦渡海關、惠州港

海關、梅林海關、同樂海關、福田保稅區海關、惠東海關和惠州海關等 17個正
處級隸屬海關；以及駐經濟特區辦事處、駐郵局辦事處、駐三門島辦事處、駐寶

安辦事處、駐鹽田保稅區辦事處、駐龍崗辦事處，以及駐港口辦事處等 7個正處
級辦事處； 並設有皇崗海關緝私分局、文錦渡海關緝私分局、南頭海關緝私分
局、大鵬海關緝私分局、沙灣海關緝私分局、蛇口海關緝私分局、惠東海關緝私

分局、惠州海關緝私分局、羅湖海關緝私分局等。 
(廿六)拱北海關：拱北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範圍為珠海市和

中山市；下轄九洲海關、中山海關、斗門海關、高欄海關、灣仔海關、橫琴海關，

以及萬山海關等 7個正處級隸屬海關；以及駐閘口辦事處、駐香洲辦事處、駐白
石辦事處、駐保稅區辦事處等 4個正處級辦事處；並設有中山海關緝私分局、拱
北海關緝私分局、駐閘口辦事處緝私分局、九洲海關緝私分局、灣仔海關緝私分

局、斗門海關緝私分局、萬山海關緝私分局等。 
(廿七)汕頭海關：汕頭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範圍為粵東汕

頭、汕尾、梅州、潮州、揭陽等 5個地級市及所屬卅個縣(市、區)；下轄汕尾海
關、榕城海關、潮州海關、梅州海關、饒平海關、外砂海關、汕頭保稅區海關、

南澳海關，以及潮陽海關等 9個正級處隸屬海關；以及駐機場辦事處、駐海城辦
事處、駐普寧辦事處、駐陸豐辦事處、駐港口辦事處等 5個正處級辦事處；並設
有汕尾海關緝私分局、潮州海關緝私分局、梅州海關緝私分局、榕城海關緝私分

局、潮陽海關緝私分局、饒平海關緝私分局、南澳海關緝私分局等。  
(廿八)海口海關：海口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範圍包括海南省

全境；下轄三亞海關、八所海關、洋浦海關、洋浦經濟開發區海關、清瀾海關，

以及海口保稅區海關等 6個正處級隸屬海關；以及駐美蘭機場辦事處等一個正處
級辦事處；並設有三亞海關緝私分局、八所海關緝私分局、洋浦海關緝私分局、

清瀾海關緝私分局等。 
(廿九)湛江海關：湛江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範圍包括湛江、

茂名兩市，以及其管轄的縣、市、區；下轄茂名海關、霞山海關，以及徐聞海關

等 3個正處級隸屬海關；以及駐霞海辦事處、駐南油辦事處、駐機場辦事處、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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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江辦事處等 4 個正處級辦事處。並設有茂名海關緝私分局、霞山海關緝私分
局，以及徐聞海關緝私分局等。 

(卅)江門海關：江門海關為總署直屬副廳局級海關，業務範圍為江門、陽江
兩個地級市；下轄三埠海關、新會海關、鶴山海關、陽江海關、恩平海關，以及

臺山海關等 6個正處級隸屬海關，以及駐高沙辦事處、駐外海辦事處 2個正處級
辦事處；並設有新會海關緝私分局、三埠海關緝私分局、鶴山海關緝私分局、陽

江海關緝私分局、恩平海關緝私分局，以及臺山海關緝私分局等。 
(卅一)南寧海關：南寧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範圍包括廣西壯

族自治區行政區劃；下轄憑祥海關、北海海關、桂林海關、梧州海關、東興海關、

防城海關、柳州海關、水口海關、貴港海關、欽州海關，以及龍邦海關等 11 個
正處級隸屬海關；以及玉林辦事處等一個正處級辦事處，和駐郵局辦事處、駐機

場辦事處兩個副處級辦事處；並設有北海海關緝私分局、防城海關緝私分局、桂

林海關緝私分局、梧州海關緝私分局、東興海關緝私分局、憑祥海關緝私分局、

貴港海關緝私分局、柳州海關緝私分局、龍邦海關緝私分局、水口海關緝私分局、

欽州海關緝私分局。 
(卅二)成都海關：成都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範圍包括四川省

行政區域；下轄樂山海關、攀枝花海關、綿陽海關，以及成都雙流機場海關等 4
個正處級隸屬海關，以及駐機場辦事處、駐郵局辦事處、駐自貢辦事處、駐瀘州

辦事處、駐南充辦事處等 5 個正處級辦事處，以駐車站辦事處一個副處級辦事
處；並設有樂山海關緝私分局、攀枝花海關緝私分局、綿陽海關緝私分局。  

(卅三)重慶海關：重慶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範圍包括重慶
市、碚陵區、萬州區和黔江區等；下轄經濟技術開發區海關和萬州海關等兩個正

處級隸屬海關。駐郵局辦事處、駐鐵路東站辦事處、駐機場辦事處、駐港口辦事

處、駐碚陵辦事處等 5個正處級辦事處；並設有萬州海關緝私分局。  
(卅四)貴陽海關：為總屬直署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範圍包括貴州省全境。下

轄駐車站辦事處和駐機場辦事處等兩個正處級辦事處。 
(卅五)昆明海關：昆明海關為海關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範圍包括雲

南省行政區劃；下轄畹町海關、瑞麗海關、章鳳海關、盈江海關、孟連海關、南

傘海關、孟定海關、打洛海關、騰沖海關、芒市海關、西雙版納海關、思茅海關、

孟力臘海關、河口海關、金水河海關、天保海關，以及昆明機場海關等 18個正
處級隸屬海關，以及駐麗江辦事處一個正處級辦事處，駐郵局辦事處一個副處級

辦事處；並設有瑞麗海關緝私分局、孟定海關緝私分局、西雙版納海關緝私分局、

河口海關緝私分局、天保海關緝私分局。代管海關總署昆明教育培訓基地。  
(卅六)拉薩海關：拉薩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範圍包括西藏自

治區；下轄聶拉木海關、日喀則海關、獅泉河海關等 3個正處級隸屬海關；科級
吉隆海關，以及駐機場辦事處和駐郵局辦事處；並設有拉木海關緝私分局、日喀

則海關緝私分局、獅泉河海關緝私分局。 
(卅七)西安海關：西安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範圍包括陜甘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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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四省區；下轄咸陽海關和寶雞海關等兩個正處級隸屬海關。駐郵局辦事處一個

正處級辦事處，並設有咸陽機場海關緝私分局。  
(卅八)烏魯木齊海關：烏魯木齊海關為總署直屬正廳局級海關，業務管理範

圍包括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行政區劃；下轄霍爾果斯海關、伊寧海關、喀什海關、

吐爾朵特海關、紅其拉甫海關、塔城海關、阿拉山口海關、烏魯木齊機場海關、

阿勒泰海關、伊爾喀什坦海關等 10個正處級隸屬海關。駐庫爾勒辦事處一個正
處級辦事處；並設有喀什海關緝私分局、吐爾朵特海關緝私分局、阿拉山口海關

緝私分局、塔城海關緝私分局、阿勒泰海關緝私分局、伊寧海關緝私分局。 
(卅九)蘭州海關：為總署直屬副廳局級海關，業務範圍包括甘肅省全境；下

轄酒泉海關正處級隸屬海關。  
(四十)銀川海關：為總署直屬副廳局級海關，業務管理範圍為寧夏回族自治

區行政區劃。 
(四十一)西寧海關：為總署直屬副廳局級海關，業務管理範圍包括青海省全

境。  
    值得注意的是，為了要強化中國大陸的區域經濟合作中，如泛珠江三角洲的
區域經濟合作，各地方政府亦致力推動加強協調以提高行政效率，以消除地方經

貿合作壁壘。但中國大陸目前有 41 個直屬海關，313 個隸屬海關；每個省市自
治區至少都有一個直屬海關，僅廣東一省就有 7個直屬海關，甚至同一個城市有
二個直屬海關。此外，按全國海關監管的總口岸計算，平均每一個直屬海關約管

轄 6個一類口岸，4個二類口岸，合計不到 10個口岸。管轄 10個以上一類口岸
的僅有 10個海關，而有 18個海關管轄的一類口岸在 3個以上。因此，目前的海
關及監管點過多，設置上不夠合理，分布亦不夠均衡。在直屬海關內部，人力、

財力資源的交流，以及信息溝通比較順暢，但在不同的直屬海關之間，信息溝通

卻是相對困難。此外，不同海關之間各項業務的運作，基本上也是封閉的，所有

的通關環節基本上皆被封閉在直屬海關內部。因此，為了要推動中國大陸的區域

經濟合作，對區域內的部份直屬海關，以及海關的隸屬分關，必須要進行精簡、

撤併，以及重組。229 
    為了要推動此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海關勢必要實施所謂的區域通
關改革，打破傳統的行政區劃，以及關區設置所造成的障礙，並充份利用信息化

手段、試點工作，以簡化海關手續，整合口岸海關與內地海關的管理資源，推動

區域內市場資源的自由流動與有效配置，為企業創造一個守法便利、統一規範、

快捷高效的經濟發展環境。230 
    (三)第三個層次是各直屬海關下轄的隸屬海關機構 
隸屬海關是由直屬海關所領導，負責辦理具體海關業務的海關，也是海關進

出境監督管理職能的基本執行單位。直屬海關一般皆設在口岸和海關業務集中的 

                                                 
229 任炎平、鄭燁、李成昂，〈區域經濟合作背景下的海關職能重構〉，《海關研究》，第 2期，2006
年，頁 68。 
230 苗春雨，〈區域海關通關改革中需要著重解決的問題〉，《海關研究》，第 3期，2006年，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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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中國大陸海關組織系統表 
第一層次 
海關總署 

第二層次 
直屬海關 

第三層次 
隸屬海關 

一、海關總署   
 北京海關 首都機場海關、中關村海

關、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

 天津海關 天津新港海關、天津經濟

技術開發區海關、薊縣海

關、天津保稅區海關、武

靖海關、天津機場海關 
 
二、海關總署駐天津特派

員辦事處 

石家庄海關 秦皇島海關、唐山海關、

保定海關、廊坊海關、滄

州海關 
 太原海關 大同海關、侯馬海關、太

原機場海關 
 滿州里海關 海拉爾海關、額爾古納海

關 
 呼和浩特海關 二連海關、包頭海關 
 鄭州海關 洛陽海關、南陽海關、周

口海關 
 秦皇島海關學校  
 上海海關 上海浦江(龍吳)海關、上

海吳淞(寶山)海關、奉賢
海關、莘庄海關、上海浦

東國際機場(虹橋)海關、
上海浦東海關、松江海

關、青浦海關、金山海

關、嘉定海關、上海外高

橋保稅區海關、上海外高

橋港區海關、上海經濟技

術開發區海關、洋山海關

 南京海關 連雲港海關、南通海關、

張家港海關、鎮江海關、

蘇州海關、無錫海關、常

州海關、江陰海關、徐州

海關、鹽城海關、揚州海

關、新生圩海關、張家港

保稅區海關、蘇州工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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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海關、淮安海關、泰州

海關、常熟海關、吳江海

關、昆山海關、太倉海關

 杭州海關 舟山海關、溫州海關、嘉

興海關、紹興海關、湖州

海關、杭州經濟技術開發

區海關、金華海關、蕭山

機場海關、台州海關 
 
三、海關總署駐上海特派

員辦事處 

寧波海關 鎮海海關、北侖海關、寧

波保稅區海關、象山海

關、大榭海關 
 合肥海關 蕪湖海關、安慶海關、銅

陵海關、馬鞍山海關、黃

山海關、蚌埠海關、阜陽

海關 
 福州海關 馬尾海關、莆田海關、三

明海關、福清海關、寧德

海關、南平海關、武夷山

海關、福州保稅區海關 
 廈門海關 泉州海關、漳州海關、石

獅海關、東山海關、龍岩

海關、象嶼保稅區海關、

東渡海關、廈門高崎機場

海關 
 南昌海關 九江海關、贛州海關、景

德鎮海關、吉安海關、新

餘海關 
 青島海關 煙台海關、威海海關、龍

口海關、濟南海關、淄博

海關、濰坊海關、日照海

關、濟寧海關、泰安海

關、臨沂海關、東營海

關、蓬萊海關、萊州海

關、青海流亭機場海關、

德州海關、黃島海關、榮

成海關、大港海關(籌備)
 上海海關高等專科學校  
 廣州海關 大鏟海關、肇慶海關、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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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關、韶關海關、清遠

海關、廣州白雲機場海

關、廣州天河車站海關、

番禺海關、花都海關、雲

浮海關、羅定海關、從化

海關、河源海關 
 黃埔海關 太平海關、東莞海關、新

塘海關、黃浦新港海關、

黃浦老港海關、新沙海

關、廣州保稅區海關 
 
 
 
 
 
四、海關總署廣東分署 

深圳海關 羅湖海關、蛇口海關、皇

崗海關、南頭海關、布吉

海關、沙灣海關、笋崗海

關、大鵬海關、沙頭角保

稅區海關、文錦渡海關、

惠州港海關、深圳機場海

關、梅林海關、同樂海

關、福田保稅區海關、鹽

田保稅區海關、惠東海

關、惠州海關、梅沙海

關、西瀝海關、沙頭角海

關 
 拱北海關 九洲海關、中山海關、斗

門海關、高欄海關、灣仔

海關、橫琴海關、萬山海

關 
 汕頭海關 汕尾海關、榕城海關、潮

州海關、梅州海關、饒平

海關、外砂海關、汕頭保

稅區海關、南澳海關、潮

陽海關 
 江門海關 新會海關、鶴山海關、陽

江海關、恩平海關、臺山

海關、開平海關 
 湛江海關 茂名海關、霞山海關、徐

聞海關 
 大連海關 營口海關、丹東海關、鱍

魚圈、大東港海關、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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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大連經濟開發區海

關、大窯灣海關、大連保

稅區海官、大連機場海

關、港灣海關 
 瀋陽海關 錦州海關、瀋陽桃仙機場

海關(籌備中)、葫蘆島海
關、瀋陽開發區海關 

 長春海關 圖們海關、集安海關、琿

春海關、延吉海關、吉林

海關、長春市經濟技術開

發區海關、長白海關、臨

江海關 
 哈爾濱海關 綏芬河海關、黑河海關、

同江海關、牡丹江海關、

撫遠海關、遜克海關、虎

林海關、密山海關、佳木

斯海關、齊齊哈爾海關、

東寧海關、嘉蔭海關、夢

北海關、富錦海關、漠河

海關、饒河海關、大慶海

關 
 武漢海關 黃石海關、宜昌海關、襄

樊海關、荊州海關、武漢

經濟技術開發區海關、十

堰海關 
 長沙海關 岳陽海關、衡陽海關、常

德海關、韶山海關、株州

海關、張家界海關(籌備
中) 

 海口海關 三亞海關、八所海關、洋

浦海關、洋浦經濟開發區

海關、清瀾海關、海口保

稅區海關 
 南寧海關 憑祥海關、北海海關、桂

林海關、梧州海關、東興

海關、防城海關、柳州海

關、水口海關、貴港海

關、欽州海關、龍邦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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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海關 樂山海關、攀枝花海關、

綿陽海關、成都雙流機場

海關 
 重慶海關 重慶經濟技術開發區海

關、萬州海關 
 貴陽海關  
 昆明海關 畹町海關、瑞麗海關、章

鳳海關、盈江海關、孟連

海關、南傘海關、孟定海

關、打洛海關、騰沖海

關、芒市海關、西雙版納

海關、思茅海關、滄源海

關、勘臘海關、河口海

關、金水河海關、天保海

關、田蓬海關、大理海

關、昆明機場海關、都龍

海關 
 拉薩海關 聶拉木海關、日喀則海

關、獅泉河海關 
 西安海關 西安咸陽機場海關、寶雞

海關 
 烏魯木齊海關 霍爾果斯海關、伊寧海

關、喀什海關、吐爾朵特

海關、紅其拉甫海關、塔

城海關、阿拉山口海關、

烏魯木齊機場海關、阿勒

泰海關、伊爾喀什坦海關

 蘭州海關 酒泉海關(籌備中) 
 銀川海關  
 西寧海關  
 海關管理幹部學校  
 
 
地點。隸屬海關根據海關業務情況，設立若干業務科室，其人員從十餘人到二、

三百人不等。目前全中國大陸共有隸屬海關 317個。231(請參見表 10) 
    隸屬海關的職責，主要有如下各項：232 

                                                 
231 鄭俊田，《海關管理研究》，頁 34。 
232 鄭俊田，《中國海關通關實務》，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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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開展接單審核、徵收稅費、驗估、查驗、放行等通關作業； 
    2)對轄區內加工貿易實施海關監管； 
    3)對進出境運輸工具，及其燃料、物料、備件等實施海關監管，徵收船舶噸
稅； 
    4)對各類海關監管場所實施實際監控； 
    5)對通關、轉關及保稅貨物的存放、移動、放行或其他處置實施實際監控； 
    6)開展對運輸工具、進出口貨物、監管場所的風險分析，執行各項風險處置
措施； 
    7)辦理轄區內報關人通關註冊備案業務； 
    8)受理轄區內設立海關監管場所、承運海關監管貨物業務的申請； 
    9)對轄區內特定減免貨物，實施海關後續管理。 

 
第三節 任務與功能 
海關是國家主權的象徵。中國海關的工作職責和任務，主要是依據《中華人

民共和國海關法》，以及其他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監管進出境的運輸工

具、貨物、行李物品、郵遞物品和其他物品，徵收關稅和其他稅、費，查緝走私，

並編制海關統計和辦理其他海關業務。 

就海關的性質而言，首先，海關是國家的監督管理機關，代表國家依法獨立

行使監督管理權。海關對外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利益，對內體現的是國家和社會的

整體利益，而非代表特定地方和部門的局部利益。其次，海關實施監督管理的範

疇，乃是進出關境的各項活動。海關進行監督管理的對象，包含所有進出關境的

運輸工具、貨物和物品。 

關境是世界各國海關通用的概念。此意指其適用於同一海關法，或實行同一

關稅制度的領域。在一般情況下，關境的範圍等於國境，但對於關稅同盟，其成

員國之間貨物出國境不徵收關稅，僅對於來自和運往非同盟國的貨物，在進出共

同關境時徵收關稅。因此，對於每個成員國而言，其關境大於國境，如歐盟。若

在國內設立自由港、自由貿易區等特定區域，因進出這些特定區域貨物都是免稅

的，所以該國的關境小於國境。233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境範圍，是除享有單獨關

境地位的地區以外的全部領域，包括水域、陸地和領空。再者，海關亦是一個行

政執法部門。海關透過法律賦予的權力，對在特定範圍內的社會經濟活動，進行

監督管理，並對違反行為依法實施行政處罰。海關執法的依據，是「海關法」和

其他有關法律234與行政法規。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海關的領導體制歷經多次的變遷。在 1980
年以前的卅年間，除了在甫建國之際，海關總署是作為國務院的一個職能和組成

                                                 
233 同前註，頁 1。 
234 其他有關法律，係指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訂的與海
關監督管理相關的法律規範，主要包括「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行政復議法」、「行政

處罰法」，以及其他行政管理法律，如「對外貿易法」、「商品檢驗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

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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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在海關系統實行集中統一的垂直領導體制外，其餘多數時間海關總署皆是

劃歸對外貿易部領導。各地方海關受外貿易部，以及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人

民政府的雙重領導。2351949 年 10 月 25 日，中國設立海關總署，統一管理全國
海關。1951年 4月，中國大陸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暫時海關法」；1953年，
海關總署與對外貿易管理總局合併，歸對外貿易部領導。1960 年，又改為外貿
部的職能司，即海關管理局領導。236 

1980 年 2 月，國務院根據改革開放的局勢，作出了「國務院關於改革海關
管理體制的決定」。該決定指出，「全國海關建制歸中央統一管理，成立中華人

民共和國海關總署作為國務院直屬機構，統一管理全國海關機構人員編制、財務

及其業務；」237此乃恢復了海關集中統一的垂直領導體制。1987年 1月 22日，
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

法」，並於 1987年 7月 1日正式施行之。1987年 1月，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審
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第三條規定，「國務院設定海關總署，統一

管理全國海關」，「海關依法獨立行使自主權，向海關總署負責」，此一規定奠定

了海關的垂直領導體制。 
此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海關機構基本上設在沿海省市，以

及一些邊境口岸，內陸省區一般不設海關。但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特區、

沿海開放城市、開放地區的不斷建立，中國的對外經濟貿易、科技文化交流發展

快速，內陸省區的外向型經濟亦呈現快速發展的局面。經國務院批准，許多開放

城市、開放地區，以及內陸省市相繼設立海關機構。 
1987 年的「海關法」，以法律形式明確了海關的設關原則：「國家在對外開

放的口岸，以及海關監管業務集中的地點，設立海關。海關的隸屬關係，不受行

政區劃的限制」。對外開放的口岸，係指由國務院批准，允許運輸工具及所載人

員、貨物、物品直接出入國(關)境的港口、機場、車站，以及允許運輸工具、人
員、貨物、物品出入國(關)境的邊境通道。根據中國對口岸的管理規定，在對外
開放的口岸，必須設置海關、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海關監管業務集中的地點，

是指雖非國務院批准對外開放口岸，但卻是海關某類或者某類監管業務比較集中

的地方，如轉關運輸監管、保稅加工監管等。此一設關的原則，為海關管理從口

岸向內地、進而向全關境的轉化奠定了基礎。238 
在 1998年 11月以後，海關總署開始進行海關法修正的討論。2000年 7月 8

日，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

海關法的決定」。2001年 1月 1日，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正式施行。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立法的過程，請參閱表 2。此次，「海關法」的修改力
度較大。新「海關法」共 9章 102條，與原有的「海關法」相比，增加了兩章、
42條，修改了 72條，其中包括合併 3條，拆解了 3條，刪除了 1條。新法保留
                                                 
235 鄭俊田，《中國海關通關實務》，頁 41。 
236 吳雷、朱飛，《海關實務》，頁 15。 
237 鄭俊田，《中國海關通關實務》，頁 41。 
238 同前註，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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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舊法原有的體例，更加突出了制度完備、程序簡明、規則透明、責任明確，與

實用有效的特點。239 
海關事務屬於中央立法事權，立法者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以及國家最高

權力機關的最高執法機關—國務院，除此以外，海關總署可以根據法律和國務院
的法規、決定、命令，制訂規章，作為執法依據的補充。但省、自治區、直轄市

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府，不得制定海關法律規範，其制訂的地方法規、地方規

章，也不是海關執法的依據。 
 
 

表 11：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的演變 
時  間 海  關  立  法 

1951年 4月 18日 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並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暫時海關法」

1987年 1月 22日 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中華人民共

和國海關法」 

1987年 7月 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施行 

1998年 11月 「海關總署關於『海關法』修改的總體方案」提出並通

過 

1999年 2月 海關總署成立「海關法」修改領導小組、「海關法」修

改工作小組、「海關法」修改起草小組，以及「海關法」

修改顧問小組。 

1999年 12月 17日 第九屆全國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開始審議「中華人

民共和國海關法修正案」草稿 

2000年 4月 12日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召開全體會議，討論「中華人民共

和國海關法修正案草稿」 

2000年 7月 8日 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關於修

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的決定」 

2001年 1月 1日 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施行 

資料來源：孫紅、官慧君，〈新海關法與新世紀並肩啟程：訪海關法修改工作小

組負責人龔正〉，《中國海關》，第 1期，總第 139期，頁 24。 
 

 

    「海關法」的修訂，反映出中國海關適應國內外形勢發展的需要，而實施依

法治國，進一步完善法制建設的重要步驟；更是適應國際貿易的發展，促進公平

競爭，方便合法進出和提高貿易效率的重大改革；同時，也是海關從嚴治關，整

頓紀律和清除執法腐敗的重要措施。 

                                                 
239 孫紅、官慧君，〈新海關法與新世紀並肩啟程：訪海關法修改工作小組負責人龔正〉，《中

國海關》，第 1期，總第 139期，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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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修訂的「海關法」，在海關商品歸類、海關估價制度、原產地規則制度、
知識產權海關保護，以及海關稽查制度上，皆遵循了國際慣例。在海關商品歸類

方面，新「海關法」從法律上確認了從 1992 年起實施的「協調制度」。海關估
價制度的價格準則，改「正常到岸價格」為進口貨物的「成交價格」，沿用國際

上已經普遍接受的價格準則。值得注意的是，新「海關法」亦增加了知識產權海

關保護制度，此反映知識產權海關保護，已然成為國際貿易發展的趨勢。 
    (一)海關商品歸類 
    在海關管理過程中，對進出口商品係按照其所屬類別，分別適用不同的監管
條件，並按照不同稅率徵收關稅；海關統計也將不同商品的類別，作為一項重要

的統計指標。因此，需要按照進出口商品的性質、用途、功能或加工程度等，將

其歸入某一類別。這種針對海關管理的不同目的，而對進出口商品進行類別劃分

的作法，稱之為海關進出口商品歸類。240 
    「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 HS)，係指原海關合作理事會在「海關合作理事會商品分類目錄」
(CCCN)，以及聯合國「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的基礎上，參照國際上主要
國家的稅則、統計、運輸等分類目錄，而制訂的一種國際貿易商品分類目錄。1983
年 6月，海關合作理事會第 61/62屆會議通過了「協調制度公約」，及其附件「協
調制度」。「協調制度」成為第一個以公約形式，在全球統一實施的商品分類目錄。
241「協調制度公約」及其附件於 1988年 1月 1日正式生效，當時共有 40多個國
家和地區採用此一目錄。中國海關自 1992年 1月 1日起，亦開始採用該協調制
度。迄 2003年 11月止，已有 112個締約方加入了該公約。 
此一「協調制度」，是國際上多個商品分類目錄協調的產物，其最大特點在

於透過協調，並適合國際貿易有關各方面的需要，發展成為國際貿易商品分類的

一種標準語言。協調制度是由歸類總規則、類註釋、章註釋和子目註釋，以及一

套相關的具有結構層次的品目、子目所組成的。其提供了系統、統一的商品分類

方法，也是迄今最完整的國際貿易商品分類體系。 
海關商品歸類，是海關對進出口貨物徵收關稅、對貨物實施貿易管制措施，

對進出口商品估價，確定貨物原產地，以及編製海關統計的重要基礎。商品歸類

工作，由中國海關實行全國統一管理。海關總署關稅徵管司，主管全國海關商品

歸類的具體工作，負責對全國海關商品歸類業務的指導、監督、檢查和管理，擬

訂全國性的歸類工作制度，以及其他有關規章、規定，適時發布全國海關進行重

點歸類的商品目錄，組織全國海關的商品歸類培訓。海關總署亦下設北京歸類辦

公室，大連、天津、上海、廣州歸類分中心，各直屬海關關稅處等職能部門，對

商品歸類工作實行分級職能管理。其中，北京歸類辦公室負責對全國海關，以及

歸類分中心的商品歸類工作，進行監控、指導；大連、天津、廣州歸類分中心，

                                                 
240 鄭俊田，《中國海關通關實務》，頁 304。 
241 付嘉駿、劉成凱、蔣小竹，《商品歸類》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5)，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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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直屬海關實施歸類管理，並解答各直屬海關提出的歸類疑難問題。242 
    中國海關進出口商品分類目錄，係指根據海關徵稅，以及海關統計工作的需
要，分別編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進出口稅則」，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海

關統計商品目錄」。此兩個分類目錄品目號，在第 1至 97章完全一致，皆是以「協
調制度」為基礎，並結合中國進出口貨物的實際情況所編制而成的。這些商品目

錄，自 1992年 1月 1日起實施，其中 1992年至 1995年版分類目錄，是以 1992
年「協調制度」為基礎編制的。1996 年到 2001 年版分類目錄，是以 1996 年版
「協調制度」為基礎編制的。為適應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國際貿易方式的變化，

有效地實施對進出口物流的監管，世界海關組織根據「協調制度國際公約」有關

條款的規定，對 1996年版「協調制度」進行了全面的修訂，並在 1999年召開的
WCO協調制度委員會第 24次會議上，公布了 2002年版的「協調制度」。根據「協
調制度國際公約」對締約國權利義務的規定，中國海關進出口稅則和統計目錄，

於 2002年 1月 1日起，採用新的協調制度，並據此編制了 2002年版「中華人民
共和國海關進出口稅則」，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統計商品目錄」。243 
    (二)海關估價制度 
    目前世界各國海關，大多採用從價稅的徵收方法，對進出境貨品徵收關稅。
經海關審查並確定，作為憑以計徵關稅的貨品價格，此稱之為完稅價格(Duty 
Paying Value, DPV)，又稱為海關價格(Customs Value)。而海關確定貨品的完稅價
格的過程，則稱為海關估價(Customs Valuation)。1953年 7月 28日，正式生效的
「海關商品估價公約」，亦稱「布魯塞爾海關估價公約」，係由世界海關合作理事

會協調下的產物，當時共有卅餘國加入。該公約規定進口貨物的完稅價格，應為

進口貨物的正常價格，即公開市場上相互獨立的、無特殊關係的買賣雙方之間進

行交易中，貨物的銷售價格。 
    在關貿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東京回合談判
中，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在非關稅領域，達成了「東京守則」，其中包括「關於實

施關貿總協定第 7條的協定」，簡稱「東京估價守則」。該守則於 1979年 4月 12
日正式生效。該守則首次將海關估價問題，納入多邊貿易談判，以及關貿總協定

的多邊貿易體制中。「東京估價守則」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公平、統一和中性

的海關估價制度。該守則規定，進口貨物的完稅價格，應為進口貨物的成交價格，

在進口貨物的成交價格，不能確定時，要依次採用相同貨物的成交價格、類似貨

物的成交價格、倒扣價格、計算價格，以及合理的方法確定的價格，來確定進口

貨物的完稅價格。244 
    「世界海關估價協定」的估價制度，主要建立在簡單和公平的標準之上，並
充份考慮到商業慣例，透過要求各成員國，將各自國內有關立法與該協定協調一

致，進而確保這些規則在實際操作中的一致性，使進口商在進口之前，即可以有

                                                 
242 同前註，頁 27-28。 
243 鄭俊田，《中國海關通關實務》 (北京：中國商務出版社，2005)，頁 314。 
244 同前註，頁 28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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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判斷應繳納多少關稅。在「世界貿易組織海關估價協定」的第一至第七條，

規定了六種可供選擇的海關商品估價方法：245 
    1)進口商品實際交易價值(Transaction Value of Imported Goods) 
    即以商品出口到進口國時，實際支付或應支付的價格，通常是發票上的價
格，作為完全價格。此為最基本、最主要的海關商品估價方法。 
    2)相同商品的交易價值(Transaction Value of Identical Goods) 
    指海關估價依據當時對相同商品，在相同或大致相同的時間，出口到同一進
口國的交易價值予以確定。如果具有兩個以上相同產品的成交價格時，應採用其

中最低者，來確定應估商品的關稅價格。 
    3)相似商品的交易價值(Transaction Value of Similar Goods) 
    係指與應估商品同時，或幾乎同時出口到同一進口國銷售的類似商品的成交
價。此種方法與第二種估價方法，除了相似商品而不是相同商品外完全一樣。但

在確定時，應考慮該貨物的品質、信譽、現有的商標等因素。 
    4)倒扣法(Deductive Value) 
    係以進口商品，或相同、類似進口商品，在國內銷售時的價格為基礎，扣除
發生在進口國內的成本和費用後所得的價格。倒扣的項目有代銷佣金、銷售利潤

和一般費用、進口國國內的運費、保險金、進口關稅和國內稅等。 
    5)估算價值(Computed Value) 
    指海關以在進口商品生產國發生的生產成本，以及某些其他規定的額外費
用，如利潤和一般費用的總和為基礎，計算出的價格作為完稅價格。 
    6)順序類推法(the Fall-Back Method) 
    倘採用上述任何方法，皆無法確定完稅價格時，應在進口國可得到的信息的
基礎上，透過與本協定的原則，或總協定第七條相符合的合理方法，加以確定。 
    中國於 1951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暫行海關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
關進出口稅則」，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稅則暫行實施條例」等系列海關

法規。其中規定，進口貨物應以該貨物運抵中國的到岸價格為完稅價格；到岸價

格係指貨物在採購地之正程批發價格，加上出口稅、運抵中國輸入地點起卸前的

包裝費、運輸費、保險費和手續費等一些費用，並經海關審定者；如進口貨物在

採購地之正常批發價格，海關未能確定時，其完稅價格，應以申報進口時，國內

輸入地點的平均批發市價，減去進口費用及營業費用，作為計算依據。此一制度，

一直沿用到了 1985年。 
    1985 年，中國又進行了關稅制度改革，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關
稅條例」；1987年，又對其進行了修訂，其中明確了海關完稅價格為「正常成交
價格」，且明確規定了海關估價的方法。根據「海關法」和「進出口關稅條例」，

海關總署於 1989年，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審定進出口貨物完稅價格辦
法」，規定海關審定的進出口貨物的成交價格，應該是該項貨物在公開市場上，

可以採購到的正常價格。這些規定無疑是考慮到中國對外貿易存在港澳這兩個市

                                                 
245 同前註，頁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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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實際情況，為保證海關在當時的審價技術水平下，對有特殊關係或受特殊條

件、特殊安排影響的貨物，擁有估價的主動權而制訂的。 
    1992年 3月修訂的「進出口關稅條例」，亦規定海關完稅價格，為海關審定
的進口貨物的成交價格為基礎的到岸價格。而 1992年 9月 1日頒布實施的「審
價辦法」，是向「世界貿易組織海關估價協定」過渡的一個估價立法，在當時的

歷史條件下，對於打擊價格瞞騙行為，統一海關估價的尺度，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當前中國的估價法規，可以劃分為三個層次：246 
    1)第一個層次為「海關法」第 55條；修訂後的「海關法」，為了適應中國實
施「估價協定」的需要，規定進出口貨物的完稅價格，由海關以該貨物的成交價

格為基礎，審查確定。成交價格無法確定時，完稅價格由海關估定； 
    2)第二個層次為 2003 年修訂的「關稅條例」；修訂後的「關稅條例」，依據
世貿組織的「海關估價協定」的原則，對進出口貨物完稅價格的確定機制，進行

了調整和完善，具體規定了海關承認進口貨物成交價格的條件，以及不承認成交

價格時，應如何估定完稅價格； 
    3)第三個層次是 2001年修訂，2002年 1月 1日起實施的「審價辦法」，該辦
法屬於部份規章，作為基本層次的法規。 

(三)原產地規則制度 
    在國際貿易中，原產地的概念與原產國通用，是指貨物生產，或指貨物國籍。
由於國別差別待遇不一，原產地的不同決定了進口貨物所享受的待遇不同；不同

國別的進口貨物，所使用的關稅和非關稅待遇的不同。各國為了適應國際貿易的

需要，並為執行本國關稅，以及非關稅方面的國別歧視性貿易措施，必須對進出

口貨物的原產地進行認定。然而，貨物的原產地認定，則必須以固定的標準為依

據。 
所謂原產地，係指生產或製造某一產品的國家集團、國家或地區。原產地規

則主要包括所制定的原則、適用範圍、原產地標準、程序規則、管理機構，以及

爭端解決的部份。247為了實施關稅的優惠或差別待遇、數量限制，或與貿易有關

的其他措施，海關必須根據原產地規則的標準，來確定進口貨物的原產國。因此，

各國以本國立法形式，制定了確定進出口貨物國籍的標準，即是所謂的原產地原

則。248 
世界貿易組織原產地規則，從使用目的上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非優惠原產地 

規則，另一類是優惠原產地規則。非優惠原產地規則，是一個國家根據實施其海

關稅則和其他貿易措施的需要，由本國立法自主制定的。因此，也成為自主原產

地規則。適用於非優惠性貿易政策措施的原產地規則，其實必須是普遍地、無差

別的適用於所有原產地為最惠國的進口貨物，包括實施最惠國待遇、反傾銷和反

補貼稅、保障措施、歧視性的數量限制或關稅配額、原產底標誌或貿易統計、政

                                                 
246 同前註，頁 294。 
247 黃天華，《中國關稅制度》 (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頁 88。 
248 何彤、蘇玉軍，《綜合服務》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5)，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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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採購時所採用的原產地規則。優惠原產地規則是為了實施國別優惠政策而制訂

的。優惠範圍以原產地為受惠國的進口產品為限，並根據受惠國的情況和限定的

優惠範圍，制訂的一些特殊原產地認定標準；而這些標準是在惠國和受惠國之

間，透過雙邊或多邊協定形式制訂的；因此，亦稱之為協定原產地規則。249 
    在認定進口貨物非優惠原產地原則時，基本上會出現兩種情況：一種是貨物
完全在一個國家獲得或生產製造，即只有一個國家介入；另一種是貨物的生產或

製造，有兩個以上的國家介入。對此，中國規定了原產地認定原則，即「完全在

一國生產的標準(完全獲得標準)」(Wholly Produced Criterion)和「實質性加工標
準」(Substantial Transformation Criterion)。完全獲得標準是指進口貨物，完全在
一個國家(地區)內生產或製造，生產或製造國(地區)即為該貨物的原產國(地區)。
此外，所謂「實質性加工」係指產品加工後，或經過幾個國家加工、製造的進口

貨物，以最後一個對貨物，在經濟上可以視為實質性加工的國家，作為有關貨物

的原產國。250易言之，即如果有兩個或更多國家參與該貨物的生產製造，則以對

該產品進行「實質性改變」的國家為原產地。251 
中國對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的法律依據，是於 2004年 9月發布、2005年 1

月 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貨物原產地條例」。此一條例適用於實
施最惠國待遇、反傾銷和反補貼、保障措施、原產地標誌管理、國別數量限制、

關稅配額等非優惠性貿易措施，以及進行政府採購、貿易統計等活動，對進出口

貨物原產地的確定。252目前，中國實施的進口貨物優惠原產地規則，主要有「曼

谷協定」原產地規則、「建立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原產地規則，以及中國—東
盟自由貿易區原產地規則等。 
出口貨物的原產地，是由國家進出口商品檢驗部門設在地方的進出口商品檢

驗機構、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及其分會，以及國家對外經濟貿易主管部門指

定的其他機構，按照國家對外經濟貿易主管部門的規定，予以認定，符合規定的，

簽發原產地證。在中國境內依法設立，享有對外貿易經營權的企業，從事來料加

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業務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可以根據需要向

簽發機構申請領取原產地證。易言之，部份或者全部用進口原料、零部件，在中

國境內進行主要的，以及最後的製造、加工工序，使其外形、性質、形態，或者

用途，產生實質性改變的產品，均可根據實質加工的標準，認定中國為原產地國。 
    (四)知識產權海關保護 

知識產權海關保護，又稱知識產權的進出口境保護、知識產權的邊境保護，

或知識產權的邊境執法；係指海關根據國家的法律、行政法規等規定，在貨物進

出境環節，對與貨物有關的知識產權實施保護。易言之，即是海關對侵犯知識產

權的進出口貨物進行查驗。根據「建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所規定的知識

                                                 
249 李淑霞、宋君濤，《關稅徵收》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5)，頁 37。 
250 何彤、蘇玉軍，《綜合服務》，頁 107。 
251 同前註，頁 108。 
252 李淑霞、宋君濤，《關稅徵收》，頁 37-38。 



 138

產權的範圍，基本包括如下各項：253 
1)與文學、藝術及科學作品有關的權利。此指作者權或版權； 
2)與表演藝術家的活動、與錄音製品及廣播有關的權利，即鄰接權； 
3)與人類創造性活動的一切領域內的發明有關的權利，主要指發明專利、實

用新型和非專利發明享有的權利； 
4)與科學發現有關的權利； 
5)與工業品外觀設計有關的權利； 
6)與商品商標、服務商標、商號，以及其他商業標記有關的權利； 
7)與防止不正當競爭有關的權利； 
8)一切其他來自工業、科學，以及文學藝術領域的智力創作活動，所產生的

權利。 
中國大陸知識產權海關保護的發展，主要是中美兩國政府知識產權談判協議

的產物。自 1980年代中期以來，中美政府即就知識產權保護問題，開始進行雙
邊貿易談判。1992 年，雙方簽訂了「中美知識產權諒解備忘錄」；其中規定，
將在各自境內，以及邊境採取有效的辦法和救濟，以避免或制止對知識產權的侵

犯，並遏阻進一步的侵犯。此意謂著中國政府以雙邊協定的形式，確定了知識產

權邊境保護的法律地位。 
中國海關對與進出境有關的知識產權保護，始於 1994年。為加強知識產權

保護，1994 年 7 月 5 日，國務院發布了「關於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
決定」，要求強化海關在保護知識產權、制止侵權產品進出境方面的職能，正式

賦予海關知識產權邊境保護的職責。1995年 7月 5日，國務院以第 179號令，
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以行政法規的形式，規定了

海關知識產權邊境保護的基本原則、程序和法律責任等。同年 9月 28日，海關
總署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關於知識產權保護的實施辦法」，在「保護條

例」的基礎上，對有關知識產權邊境保護的程序，予以細化和明確化。2000年，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海關法」修訂案，增加了海關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職

責，以及進出口侵權貨物的法律責任等內容，以法律的形式明確對知識產權邊境

保護的必要性作出回應。2003 年 11 月 26 日，國務院公布了修訂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於 2004年 3月 1日起正式實施。2004年 4月
25 日，海關總署公布了「實施辦法」，並於同年 7 月 1 日實施。254由此觀之，

中國海關自 1994年起，開始承擔知識產權邊境保護工作，經過近八年的時間，
已經逐步建立起較為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執法體系。 
基本上，中國海關保護的知識產權，包括了商標專用權、著作權，以及與著

作權有關的權利和專利權等。255 
1)商標專用權：包括國家工商局商標註冊的商標、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註冊的

                                                 
253 賈小寧、周豔，《知識產權海關保護》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5)，頁 18-19。 
254 同前註，頁 25-26。 
255 何彤、蘇玉軍，《綜合服務》，頁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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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標，經國家工商局認定的馳名商標； 
2)著作權：受中國著作權法保護，以及中國參加的「伯爾尼公約」等國際公

約保護的文學、科學、音像製品、計算機軟件等作品的著作權。與著作權有關的

權利，指鄰接權，即作品的傳播者，依法享有的權利； 
3)專利權：包括中國專利局授權的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以及外觀設計

專利。 
根據「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的規定，知識產權海關保護可以區分為主動

保護與被動保護。在海關總署有備案的權利人，可以採取任一種模式；未備案的

權利人，只能採取被動保護模式，維護其權利。按規定，海關只有權對涉嫌侵犯

在海關總署備案的知識產權的貨物，進行調查處理。對於涉嫌未備案的知識產權

的貨物，海關沒有主動調查處理的權力，僅能依權利人的申請進行扣留，自扣留

20 個工作日內，未接到人民法院協助執行通知的，海關將放行貨物。因此，在
海關總署進行知識產權保護備案，乃是海關採取保護措施的前提條件。事先向海

關總署進行知識產權備案，可以使權利人的合法權益，得到及時有效的保護，亦

可對進出口侵權貨物的企業，產生警告的作用。迄目前為止，中國 90 %以上的
進出口環節侵權案件，都是由海關發現並予以主動查處的。256 
為了保護知識產權，海關總署成立了專門的知識產權保護處，負責全面管

理、指導、監督全國海關的知識產權邊境保護工作，並辦理知識產權海關保護備

案。同時，相當數量的直屬海關，在法規處成立了知識產權報護科，負責該關區

的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權利人發現侵權嫌疑即將進出口時，可以直接向貨物進出

境地直屬海關的發規處，提出採取保護措施的申請。各基層海關的審單、查驗部

門的廣大海關關員，也直接參與了對侵權貨物的監控、查驗等工作。 
(五)海關稽查制度 

    海關稽查主要係指，海關自進出口貨物放行之日起三年內，或者在保稅貨
物、減免稅進口貨物的海關監管期限內，對被稽查人的會計帳簿、會計憑證、報

關單證，以及有關資料和有關進出口貨物進行核查，監督被稽查人進出口活動的

真實性和合法性。257海關稽查來源於海關監管制度，但又有別於傳統意義上的海

關監管業務，並且也不同於海關其他業務制度。海關稽查運用法律所賦予的稽查

權，透過延伸和拓展監管時間、空間，以達到企業進出口行為全過程進行監督管

理，以發揮海關管理之極大效能。 
    1994年 10月 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稽
查暫行規定」施行，中國海關正式行使稽查權，全國各海關均建立了稽查機構。

1997年 1月 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第 209號令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海關稽查條例」；2000年經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第 45條對海關稽
查制度以法律形式予以確立。258 
                                                 
256 熊晶，〈從維權角度探視知識產權海關保護工作中的問題〉，侯真喜主編，《中國海關學術論叢：
第一輯》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6)，頁 57。 
257 劉高俊，《海關稽查》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5)，頁 3。 
258 同前註，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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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關稽查制度是從 1997年 1月，國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稽查條
例」時正式實施的，此次在「海關法」中加以確認。海關稽查針對從事對外貿易、

對外加工貿易的企業、經營保稅業務的企業、使用或經營減免稅進口貨物的企

業、從事報關業務的企業、海關總署規定的從事與進出口貨物直接有關的業務的

其它企業、單位等特定對象。海關稽查就是核查這些企業的會計賬簿、會計憑證、

報關單證，以及其他相關資料，查對有關進出口貨物的購買、銷售、加工、使用、

損耗和庫存情況。於此基礎上，對被稽查的企業或單位的守法狀況作出評價，或

者對經查實的違法行為依據，進行相應的處理。 
    海關在口岸對進出口貨物實施的監管，主要是針對進出口貨物的狀況，是被
動的、靜態的監管；而海關稽查將海關監管單元，從貨物轉向進出口企業，把企

業管理作為根本，透過在法定時間內，適時的對企業的進出口活動，實施主動的、

動態的稽查管理，促使被稽查人的進出口活動，保持真實、合法，從而規範企業

的進出口行為。由此觀之，海關稽查乃是透過被稽查人的會計賬簿、會計憑證、

報關單證，以及其他有關資料，採用審計的手段進行稽核、審查，並結合對有關

進出口貨物進行的核查，以確定企業經營管理活動的真實性與合法性。 
    根據稽查條例的規定，海關稽查對象是特定的，只有與海關在進出口監管合
動中，產生法律關係的企業，才能成為海關稽查的對象。這些對象主要有以下六

種：259 
    1)從事對外貿易的企業、單位；包括經批准有進出口經營權的專業外貿公
司、工貿公司，以及具有進出口經營權的企業； 

2)從事對外加工貿易的企業；包括進行來料加工裝配業務、進料加工業務、
補償貿易項下加工、生產成品的企業，以及從事對外貿易加工的企業等； 

3)經營保稅業務的企業；包括經營保稅倉庫的企業、承接保稅加工業務的專
門工廠和專門車間，經營保稅貨物的展示、運輸、寄售業務的企業，以及保稅區、

出口加工區內的生產加工企業； 
4)使用或者經營減免稅進口貨物的企業、單位；包括外商投資企業、技術改

造引進設備、儀器的企業，使用特定減免稅進口貨物、物品的科研、文化、教育、

體育等有關單位和機構； 
5)從事報關業務的企業；包括專門從事報關服務的企業，經營對外貿易倉儲

運輸、國際運輸工具、國際運輸工具服務，以及代理等業務，兼營報關服務的企

業，自理報關的企業； 
6)海關總署規定的從事與進出口活動直接有關的其他企業、單位；包括從事

轉關運輸的企業、經營海關監管貨物倉儲的企業等。 
基本上，海關稽查的重點，主要是透過一般貿易貨物的稅後稽查、加工貿易

貨物的核銷後稽查、減免稅貨物的審批後稽查、規範企業進出口行為，引導企業

守法自律，遏阻走私違法等情事。在整個 2005年，根據海關的常規稽查和專項
稽查，全年共稽查企業 7949 家，發現涉嫌走私案件 68 起、涉嫌違規案件 1273

                                                 
259 同前註，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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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此外，為了規範企業行為，並公佈 2005年度紅名單企業 139家、黑名單企
業 68家。在加強風險管理方面，於 19個海關進行試點。其中，共下達預定、預
警式布控 2585條；透過風險線索共查獲走私違反案件 1037起，案值 64億元，
涉稅 14億元。260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乃是中國大陸的進出境監督管理機關，主要實行的是垂
直管理體制。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第二條規定，中國海關的基本任務，

在於海關依照海關法和其他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監管入出境的運輸工具、貨物、

行李物品、郵遞物品和其他物品，徵收關稅和其他稅、費，查緝走私，並編制海

關統計和辦理其他業務等。 
    (一)監管入出境運輸工具、貨物和物品 
海關監管並非是海關監督管理的簡稱，海關監督管理是海關全部行政執法活

動統稱；而海關監管則是指海關運用國家所賦與的權力，透過一系列管理制度與

管理程序，依法對進出境運輸工具、貨物、物品，以及相關人員的進出境活動所

實施的一種行政管理。因此，海關監管是一項國家職能，其目的在於保證一切進

出境活動符合國家政策和法律的規範，以維護國家主權和利益。 
海關監管係指海關根據「海關法」及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對入出境運輸

工具、貨物、物品，以及相關的入出境行為，適用不同管理制度而採取的一種行

政管理行為；其目的在於保證一切入出境活動，符合國家政策和法律的規範，以

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利益。易言之，監管係由海關運用國家賦予的權力，透過報關

登記、審核單證、查驗放行、後續管理、查處違法行為等環節，對進出關境的各

類運輸工具、貨物、物品實施有效的監督管理。值得注意的是，進出境貨物和物

品的區別，在於進出境時，是否具有貿易交換性質，具有貿易性質的稱之為貨物，

非貿易性質的稱之為物品。進出境運輸工具，是指用以載運人員、貨物、物品進

出中國關境，在國際間運營的各種境內或境外船舶、車輛、航空器和馱畜等。261

因此，根據監管對象的不同，海關監管可區分為貨物監管、物品監管，以及運輸

工具監管等三大範疇。 
    監管乃是海關最基本的任務，也是其四項基本任務的基礎。海關的其他任務
都是在監管工作的基礎上進行的。在監管的環節上，海關需要負責實施相關的對

外貿易管理制度，以及中國加入的各種國際公約的規定，如入出境國家管制制

度、外匯管理制度、入出境商品檢驗檢疫制度、原產地規則、知識產權保護等，

以確保國家在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的主權和利益。2004 年，中國海關共監管
進出口貨運量 20.7億噸，比去年增加了 21.2 %。2622005年，海關共審核了進出
口報關單 3910.7萬份，監管進出口貨物 21.2億噸，進出口總值達 14219億美元，
分別增加了 12.9 %、2.5 %，以及 23.2 %。263在監管進出境快件方面，共計 8646

                                                 
260 《中華人民共和國年鑑 2005》(北京：新華通訊社，2005)，頁 696。 
261 鄭俊田，《中國海關通關實務》，頁 3。 
262 《中國商務年鑑 2005》(北京：中國商務年鑑編輯委員會，2005)，頁 68。 
263 《中國海關統計年鑑 2005上卷》，(北京：中國海關雜誌社，2005)，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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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件，進出境旅客行李物品 3.1億人次，分別增加了 24.5 %和 10.6 %。264 
    值得注意的是，海關監管業務多是在特定的區域內進行。根據「中華人民共
和國海關法」第一百條的規定，海關監管區是指設立海關的港口、車站、機場、

國界、孔道、國際郵件互換局，以及其他有海關監督業務的場所，以及雖未設立

海關，但是經國務院批准的進出境地點。簡言之，海關監管區即是海關對進出境

運輸工具、貨物、物品的進出口活動，依法辦理監管手續的特定區域。因此，海

關監管場所的種類，可分為下述幾種：265 
    1)設立海關的對外開放口岸：口岸是指供人員、貨物和交通工具出入國境的
港口、機場、車站、通道等。對外開放口岸的設立，是以海關設立為必要條件的。

因此，對外開放的口岸均設有海關。如此的口岸有沿海港口口岸、內河港口口岸、

陸路邊境口岸和國際航空港口岸等； 
    2)雖未設立海關，但經國務院批准的進出境地點：此類進出境地點一般皆為
臨時性的，主要可區分為下列三種： 
      (1)由於運輸工具、貨物、物品進出境的臨時需要，經國務院或國務院授
權機關批准，允許進出境的地點； 
      (2)因自然條件所限，僅在某個季節進出境，經國務院或國務院授權機關
批准，允許進出境的地點； 
      (3)進出境的船舶和航空器，因不可抗拒的原因，按有關規定可臨時停降
或停靠其卸貨物、物品的地點。 
    3)國家批准設立的特定區域：為促進進出口對外經濟貿易的發展，便利進出
口貨物的倉儲運輸，經國務院或國務院授權機關批准的特定區域，如對外經濟開

發區、保稅區、出口加工區等。此類監管場所的確立，主要有以下三種情況： 
      (1)為適應進出口轉關運輸業務的需要，專門存放進出口轉關運輸貨物的
庫場，如集裝箱貨物的中轉站、物流中心等； 

(2)口岸進出口貨運量大，而口岸存放進出口貨物的腹地小，而在口岸以
外的區域設立存放進出口貨物的場地，如進口貨物的港外庫場，或從事進出口貨

物的分撥和拼箱業務的集散地等； 
      (3)為方便企業開展加工貿易、保稅倉儲、維修寄售等業務，而設立專門
存放這些貨物的倉庫，如出口監管倉庫、保稅倉庫等。 
    海關加工貿易和保稅監管，係指海關在得到企業保證國家稅收不流失的承諾
後，對進口貨物暫時不徵收海關稅，並實行全程監督直到出口的一種新型海關管

理方式，亦稱保稅監管。自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從三來一補到來料加工、進
料加工，以及從放養式的加工企業、保稅倉庫、保稅工廠，到圈養式的保稅區、

出口加工區等各類海關特殊監管區域，海關皆有助於推動加工貿易的發展，使加

工貿易進出口值，在中國外貿進出口中，一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在中國大

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根據形勢的發展需要，中國海關乃將保稅監管的領

                                                 
264 《中華人民共和國年鑑 2005》，頁 696。 
265 李華東，《貨物運輸》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5)，頁 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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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從單一的保稅加工，擴大到保稅物流，進一步推動了中國國際物流的快速發

展。此外，上海洋山港保稅港區的啟用，更成為海關保稅監管制度的應用典範。

在整個 2005年，全年共辦理了加工貿易合同備案 42.3萬份，備案金額達 3449.7
億美元。 

(二)徵收關稅和其他稅費 
關稅是海關代表國家，依據國家制定的關稅政策和公布實施的稅法，以及進

出口稅則，對進出關境的貨物和物品所徵收的一種流轉稅。266關稅的分類，可按

不同的標準劃分，如進出口貨物的流向，以及計稅標準的劃分。按照進出口貨物

的流向，可分為進口關稅、出口關稅和過境關稅等三種：267 
1)進口關稅是對進口貨物或物品徵收的關稅。進口關稅有正稅和附加稅之區

分；正稅是按照稅則中法定稅率徵收的進口關稅；附加稅則是在徵收進口正稅的

基礎上，額外加徵的關稅，通常屬於臨時性的限制進口措施。 
2)出口關稅是對出口貨物或物品徵收的關稅。目前，中國僅對出口饅魚苗、

礦砂、磷、苯、山羊板皮和鋼材等 37種商品徵收出口稅。徵收出口關稅的主要
目的，是要保護本國緊缺資源，或控制本國商品的出口量，保持國際市場的價格。 

3)過境關稅是對過境貨物徵收的關稅。過境貨物是指由境外起運，透過境內
陸路，繼續運往境外的貨物。 
此外，按照計稅標準，可分為從價稅、從量稅、復合稅、選擇稅、滑準稅、

差價稅，以及季節稅等。 
1)從價稅是一種最常用的關稅計徵標准，是以進出關境的貨物，或物品的價

值量為徵稅標準；以應徵稅額占貨物或物品價值量的百分比，作為稅率；貨物或

物品進出關境時，以該貨物或物品的價值量與該貨物應徵關稅的稅率相乘，計算

應徵稅額。目前，中國海關計徵關稅標準，主要是從價稅。 
2)從量稅是以進出關境貨物或物品的計量單位，作為計徵標準；是以每計量

單位應納的關稅金額，作為稅率計徵的關稅。 
3)復合稅是對進出關境貨物混合使用從價稅和從量稅的一起關稅計徵標準。 
4)滑準稅是一種關稅稅率，隨進口貨物價格，由高至低，而由低至高設置計

徵關稅的方法。易言之，就是進口貨物的價格愈高，其進口關稅稅率愈低；進口

商品的價格愈低，其進口關稅稅率愈高。 
5)選擇稅是在海關稅則中，對同一稅目的商品，沒有按從價標準和按從量標

準徵收稅款的兩種稅率，按規定選擇其中一種計徵稅款而徵收的關稅； 
6)差價稅又稱差額稅，其稅率是按照進口貨物價格，低於國內市場同類貨物

價格的差價來確定的； 
7)季節稅是對有季節特徵的商品，按其進口季節的不同，制定兩種或者兩種

以上的稅率計徵的一種關稅；例如，在旺季採用高稅率，在淡季採用低稅率計徵

關稅。 

                                                 
266 黃天華，《中國關稅制度》，頁 1。 
267 李淑霞、宋君濤，《關稅徵收》，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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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 3月，國務院公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關稅條例」，明確「進
出口稅則」是「關稅條例」的組成部份。1987年、1992年和 2004年 1月，國務
院對「關稅條例」先後作了三次的修訂。國務院修訂的「關稅條例」，於 2004
年 1月 1日起開始實施。 
依據國務院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進出口關稅條例》、《中華人民共和

國海關進出口稅則》，以及海關總署發布的《關於入境旅客行李物品和個人郵遞

物品徵收進口稅辦法》，對進出口貨物及進口物品徵收關稅、進出口環節消費稅、

增值稅、船舶噸稅、海關監管手續費，以及其他稅費等，乃是大陸海關的另一項

基本任務。海關徵收稅費的行為，不僅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而且也是國家保

護國內經濟、實施財政政策、調整產業結構，以及發展進出口貿易的重要手段。 
關稅係指由海關代表國家，按照「海關法」和進出口稅則，對准許出口的貨

物、進出境物品徵收的一種間接稅。其他稅費，指海關在貨物進出口環節，按照

關稅徵收程序，徵收的有關國內稅、費，目前主要有增值稅、消費稅和船舶噸稅

等。關稅分為進出口貨物關稅，以及進口行李、郵遞物品關稅等兩種。進出口貨

物關稅稅率，有最低稅率和普通稅率兩種。海關除徵收各類關稅外，還依法代政

府其他部門貨物進出口環節，徵收多種國內稅、費，以及依法收取規費、監管手

續費、滯報金和滯納金等。值得注意的是，關稅的徵收僅能由海關代表國家行使，

其他任何單位和個人，未經法律授權，均不得行使徵收關稅的權利。海關徵稅工

作，必須依據「海關法」、「進出口關稅條例」，以及相關的海關估價規定等，不

得隨意徵收。268 
    在海關的職能方面，海關徵稅係指由海關按照「海關法」和進出口稅則，對
准許進出口的貨物、進出境的物品徵收稅款。目前，中國海關徵收的稅款，主要

有關稅、進口環節增值稅、消費稅，以及船舶噸稅等。對中國大陸而言，海關稅

收乃是國家財政收入，尤其是中央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值得注意的是，自

北京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其亦致力推動非歧視原則，實行公平、統一和透明的

關稅政策；此外，北京除全面實施「WTO 海關估價協定」外，亦推動逐步降低
關稅方案。以 2005年為例，中國關稅的總水平，已從 2000年的 15.6 %，下降到
9.9 %。 
    2005年，中國海關年稅收首度超過了五千億元。全年海關稅收淨入庫 5278.36
億元，比 2004年多收了 534.3億元，增長了 11.26 %。其中，徵收關稅 1066.64
億元，進口環節稅 4211.72億元。此外，海關透過歸類、審價、加貿監管、後續
稽查、執法監察、督察內審等各種渠道，補稅入庫達 235.88 億元。值得注意的
是，近年來，海關稅收一直占中央財政本級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269由此可看出，

關稅對中央財政的重要性。 
    (三)查緝走私 
查緝走私是世界各國海關普遍承擔的一項職責，也是中國海關的基本任務之

                                                 
268 鄭俊田，《中國海關通關實務》，頁 360。 
269 何彤、蘇玉軍，《綜合服務》，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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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上，查緝走私是海關為保證順利完成監管和徵稅等任務，所採取的保障

措施。270查緝走私也是海關依照法律賦予的權力，在海關監管區和附近的沿海沿

邊規定地區，為預防、打擊、制止走私行為，以實現對走私活動的綜合治理而採

取的各項行動。海關依法在各監管場所和設關地附近的沿海沿邊規定地區，執行

緝私任務，制止和打擊一切非法進出口貨物、物品的行為，以維護國家的主權和

利益。其主要功能在於，海關為保證順利完成監管和徵稅等任務，而採取的保障

措施。 
根據「海關法」和刑法的相關規定，走私係指違反海關法及其有關法律、行

政法規，逃避海關監管和國家有關進出境的禁止性或限制性管理，偷逃應納稅

款，非法運輸、攜帶、郵寄國家禁止、限制進出口或依法應當繳納稅款的貨物、

物品進出境，或未經海關許可，並且未繳納稅款、交驗有關許可證件，擅自將保

稅貨物、特定減免稅貨物，以及其他海關監管貨物、物品、進境的境外運輸工具，

在境內銷售的行為。情節嚴重的走私行為，將構成走私罪，必須依法追究刑事責

任。 
對於緝私工作的開展，中國「海關法」第五條規定，國家實行聯合緝私、統

一處理、綜合治理的緝私體制。海關負責組織、協調、管理查緝走私工作。其中，

各有關行政執法部門所查獲的走私案件，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移送海關依法處

理。凡涉嫌犯罪，應當移送海關偵查走私犯罪公安機構、地方公安機關，依據案

件管轄分工和法定程序辦理。由此可見，海關是打擊走私的主管機關。海關透過

查緝走私，能夠有效地制止和打擊一切非法進出境貨物、物品的行為，維護國家

進出口貿易的正常秩序。271  
1998 年，中共國務院撤消全國打擊走私領導小組，將其職能交給海關總署

承擔，由海關總署統一負責打擊走私工作。然而在當時的立法框架下，海關只有

行政處罰權，沒有刑事執法權，也就是沒有偵查權、搜查權；而且由於扣留的時

間有限，海關很難蒐集到足夠證據，對走私行為予以確定。因此，海關的緝私權

力無法與其領導全國打擊走私犯罪的重要職能相匹配，此將直接影響了打擊走私

犯罪的效果。 
1998年 7月 13日至 15日，黨中央和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全國打擊走私工作

會議。該會議作出了三項重大決定： 
1)下令軍隊、武警、政法部門停止一切經商活動； 
2)部署了全國性的大規模反走私聯合行動； 
3)借鏡國際通行作法，組建國家緝私警察隊伍，專司打擊走私犯罪活動。 
1991 年 1 月 5 日，經黨中央和國務院批准，海關總署走私犯罪偵查局正式

成立，並設立國家緝私警察，專職打擊走私犯罪活動。易言之，即是建立以海關

為首的「聯合緝私、綜合治理、統一處理」的新緝私體制。在其後的半年期間，

於中國 41個直屬海關相繼成立了走私犯罪偵查局。走私犯罪偵查局，乃是國家

                                                 
270 吳雷、朱飛，《海關實務》，頁 4。 
271 鄭俊田，《海關管理研究》，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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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設立在海關專門打擊走私犯罪的刑事執法機關。其專指內設於海關，對走私

犯罪案件行使刑事執法權能的公安機構，亦稱海關走私犯罪偵查機關。其既是海

關的一支生力軍，亦是公安隊伍的一股新生力量。272此一走私犯罪偵查機關，實

行海關與公安雙重領導，以及以海關領導為主的垂直管理體制。 
2000年 7月 8日，根據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其以國家立法形

式，明確了海關走私犯罪偵查機關的法律地位。該法第四條規定，「國家在海關

總署設立專門偵查走私犯罪的公安機構，配備專職緝私警察，負責對其管轄的走

私犯罪案件的偵查、拘留、執行逮捕、預審。海關偵查走私犯罪公安機構，履行

偵查、拘留、執行逮捕、預審職責、應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辦理」。273根據國務院授權，海關走私犯罪偵查機關的主要職責如下：274 
1)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關境內，依法查緝涉稅走私犯罪案件，對走私犯罪

案件和走私犯罪嫌疑人，依法進行偵查、拘留、執行逮捕和預審工作； 
    2)對海關調查部門查獲移交的走私犯罪案件，以及走私嫌疑人，依法進行偵
查、拘留、執行逮捕和預審工作； 
    3)接受地方公安機關(包括公安邊防部門)和工商等行政執法部門查獲移交的
走私犯罪案件，以及走私犯罪嫌疑人，依法進行偵查、拘留、執行逮捕和預審工

作； 
    4)負責查處發生在海上監管區內的走私武器、彈藥、毒品、偽造的貨幣、淫
穢物品、反動宣傳品、文物等非涉稅走私犯罪案件； 
    5)對偵查終結的走私犯罪案件，向檢察機關移送起訴；對經偵查不構成走私
罪的，以及屬構成走私罪，但司法機關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移送海關

調查部門處理； 
    6)在地方公安機關的配合下，負責制止在查辦走私犯罪案件過程中發生的，
以暴力、威脅方法，抗拒緝私人員人身安全的違反犯罪行為。對違反治安管理或

構成其他刑事犯罪的，移交地方公安機關處理； 
    7)緝私警察在履行職務過程中，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以及
「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的規定，可以依法使用警械和武器； 
    8)依法受理、查辦與走私犯罪案件有關的申訴，辦理國家賠償； 
    9)負責對全國涉稅走私犯罪案件的統計、綜合分析； 
   10)承辦國務院及海關總署、公安部門交辦的重大走私案件和其他事項。 
    2002 年，緝私警察被賦與了行政處罰權，對走私行為的行政處罰，主要由
緝私警察承擔。查處違規案件的職能，主要由調查部門承擔。對貨物通關監管、

加工貿易監管，以及旅客通關監督過程中發現的涉嫌違法案件，倘當時難以確定

違法者，均先由緝私警察查處；倘屬違規案件，則再移交調查部門。2752003年，
根據打擊走私形勢的需要，走私犯罪偵查部門更名為緝私局。2004 年，緝私局
                                                 
272 張軍強、藺劍，《走私犯罪偵查》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設，2005)，頁 88。 
273 鄭俊田，《中國海關通關實務》，頁 53。 
274 同前註，頁 54-55。 
275 張軍強、藺劍，《走私犯罪偵查》，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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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被賦予負責反走私綜合治理的工作。2004 年 11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海
關行政處罰實施細則」明確指出，凡抗拒、阻礙海關偵查走私犯罪公安機構依法

執行職務者，緝私警察可以直接依照治安管理處罰的有關規定給予處罰。 
    1998 年，黨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對海關緝私體制進行改革，由海關總署、公
安部組建成立走私犯罪偵查局。偵查局設在海關總署，廣東分署和各直屬海關設

立分局，隸屬海關設立支局。此在中國海關史上，乃是頭一次。對於此支隊伍的

法律地位、職責權限，以及執法程序等問題，原「海關法」、「刑法」，以及有關

的法律均未作出規定。新「海關法」對海關偵查走私犯罪公安機構的設置、性質、

職責、執法程序，以及地方公安機關，配合其依法履行職責等作出了明確的規定。

走私犯罪偵查局，在法律上具有公安機構的性質，但其職責權限和地方公安機關

是完全不同的。其不具有社會治安管理職能，不對其他刑事案件進行偵查、拘留、

執行逮補、預審職能，亦不對所有的走私犯罪案件，負有這些職能。為確保中央

利益不受損害，其實行垂直領導體制。其職責是在我國海關關境內，查緝涉稅走

私犯罪案件；在海關監管區內查緝武器、毒品、假幣、文物等非涉稅走私犯罪案

件；接受海關調查部門、地方公安機關，以及工商行政等執法部門，查獲的走私

犯罪案件，統一進行處理。276 
    打擊走私係指海關運用刑事執法，以及行政執法手段，在海關監管場所和設
施地附近的沿海沿邊地區內，對走私違反犯罪活動進行制止、查處和綜合治理的

執法行為，進而維護國家經濟利益和進出口貿易秩序。自 1998年以來，北京政
府即組建了海關緝私員警，受海關和公安雙重領導，但以海關領導為主，採取聯

合緝私、統一處理和綜合治理的緝私體制。綜觀 2005年，共查獲各類走私案件
9267起，案值 98.5億元；其中走私犯罪嫌疑案件 1090起，案值 85億元，並在
2769名走私犯罪嫌疑人中，有 748人被檢察機關移送起訴。此外，在整個 2005
年中，共查獲了各類毒品 467.9公斤，以及易制毒化學品 4051.3公斤。277 
    (四)編制海關統計 

海關統計是以實際進出口貨物作為統計和分析的對象，透過蒐集、整理、加

工處理進出口貨物報關單，或經海關核准的其他申報單證，對進出口貨物的品

種、數量、價格、國別地區、經營單位、境外目的地、境內貨源地、貿易方式、

運輸方式，以及關別等項目，分別進行統計和綜合分析，以正確的反映對外貿易

的情勢，提供統計訊息和諮詢、實施有效的統計監督，開展國際貿易統計的交流

與合作，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278 
    海關統計主要是指以實際進出口貨物，作為統計和分析的對象，並透過蒐
集、整理、加工處理進出口報關單，或經海關核准的其他申報單證，對進出口貨

物的品種、數量、價格、國別地區、經營單位、境內目的地、境內貨源地、貿易

方式、運輸方式，以及關別等項目，分別進行統計和綜合分析，並全面、準確的

                                                 
276 孫紅、官慧君，〈新海關法與新世紀並肩啟程：訪海關法修改工作小組負責人龔正〉，《中

國海關》，第 1期，總第 139期，頁 23。 
277 《中華人民共和國年鑑 2005》(北京：新華通訊社，2005)，頁 696。 
278 吳雷、朱飛，《海關實務》，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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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對外貿易的運行態勢，實施進出口預警監測。279 
對中國大陸而言，海關統計乃是對外貿易的官方統計、國內發布對外貿易進

出口數據、對聯合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等國際組織機構，提供數據，均以海關對進

出口貨物的統計數據為準。海關統計是國家統計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是以實

際進出口貨物作為統計和分析的對象，透過蒐集、整理、加工處理進出口貨物報

關單，或經海關核准的其他申報單證，對進出口貨物的不同指標，分別進行統計

和分析，以正確反映對外貿易的運行態勢。易言之，其是以數字形式，反映實際

進出口的情況，為國家制定對外經濟貿易方針、政策和計劃提供依據；透過審核

海關統 計，對貨運監管、徵稅等業務環節的工作質量，發揮最後一關的輔助作
用，以改進和嚴密海關的監督管理。  

由於國家賦與海關對進出口貨物執行實際監管的任務，因此，凡是進出境的

貨物，其收、發貨人，均應依照「海關法」的有關規定，向海關如實申報。海關

統計的原始資料，是海關在執行對進出口貨物的監督管理過程中，取得的進出口

貨物報關單及有關單證，海關統計可以全面反應貨物進出口和對外貿易運行的狀

態。自 1981年起，中國公布國民經濟計劃執行結果，以及國際收支平衡表時，
對外貿易的進出口數據，皆採用海關統計數據。280 
根據中國大陸海關統計制度的規定，對於凡能引起中國境內物質資源儲備增

加或減少的進出口貨物，均介列入海關統計。對於部份不列入海關統計的進出境

貨物和物品，則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管理和海關管理的需要，實施單項統計。目前，

中國採用海關統計數據，作為國家正式對外公布的進出口統計數據。海關總署按

月向社會發布中國對外貿易基本統計數據，定期向聯合國統計局、國際貨幣基金

會、世界貿易組織，以及其他有關國際機構，報送中國對外貿易的月份和年度統

計數據，並定期編纂出版中國海關統計月刊和年鑑。281 
    「國際商品貿易統計的概念與定義」 (International Merchandise Trade 
Statistics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乃是由聯合國統計局主持制訂、聯合國統計
委員會審議通過，以及聯合秘書處頒布的統計文件。該文件系統闡述了對國際間

跨越一國經濟領土的貨物實施統計的原則、基本統計項目及其統計方法，包括統

計範圍、貿易記錄制、商品分類法、價值統計和數量計量、貿易夥伴國別歸屬標

準、統計資料的蒐集、編制和發布等，是聯合國建議各國政府在編制本國對外商

品貿易統計時，共同遵守的國際標準和業務規範。其旨在提高國際間商品貿易統

計數據的質量，使各國編制的貿易統計數據，盡可能滿足多種用途的需求。中國

海關自 1980年起，即以聯合國的貿易統計國際標準為基礎，制訂了海關統計制
度。自 1984年起，並定期向聯合國報送中國的海關統計資料。282 
    1955 年，對外貿易部制訂了中國海關歷史上第一部統計制度，即「中華人
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海關統計制度」。1956年，由海關總署相應制訂的「關於對外
                                                 
279 鄭俊田，《中國海關通關實務》，頁 4-5。 
280 孫鳳玉，《海關統計》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5)，頁 3。 
281 鄭俊田，《海關管理研究》 (北京：中國商務出版社，2006)，頁 32-33。 
282 孫鳳玉，《海關統計》，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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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海關統計制度中某些條文的說明」付諸實施。1979 年，對外貿易部海關管
理局制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統計制度」及其實施細則；經對外貿易部和國

家統計局聯合下達，於 1980年 1月 1日開始實施。該制度以國際通用的對外貿
易統計標準為基礎，並根據中國改革開放和進出口宏觀管理的需求而制定。其

中，統計範圍的界定原則，以及商品分類、價格、數量計算、貿易夥伴國別、運

輸方式等統計項目的定義和統計方法，與聯合國制訂的國際貨物貿易統計標準一

致。1984 年，為適應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進一步對外開放的需要，發揮海關統
計的服務監督作用，使海關統計更能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海關總署和國

家統計局又聯合修訂了「海關統計制度」，並由海關總署制訂相應的實施細則，

於 1985年 1月 1日開始實施。283 
    編制海關統計，作為海關的法定任務，始於 1987年的「海關法」。1992年 1
月 1日，海關總署以國際通用的「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為基礎，編制了「中
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統計商品目錄」，把稅則與統計目錄的歸類編碼統一起來，規

範了進出口商品的命名和歸類，使海關統計進一步向國際慣例靠攏，適應了中國

對外開放，以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1994 年，海關總署又修訂
了「海關統計制度」及其實施細則，於 1995年 1月 1日起正式實施。 
    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統計制度」共 7章 32條。第一章總則，規定
了制訂海關統計制度的目的和法律依據；第二章海關統計範圍，規定海關統計的

原則和對象；第三章海關統計項目，規定海關統計的基本項目及其統計方法；第

四章海關統計原始資料，規定海關統計的原始憑證和提供憑證義務人的法律責

任；第五章海關統計資料的管理，規定海關統計資料的管理部門及其管理職責；

第六章海關統計機構和統計人員，規定海關統計基構的設置及其職責，以及海關

統計人員的權利；第七章附則，規定了海關統計制度的施行日期、解釋權和實施

細則的制訂授權。284 
    在海關統計的範圍方面，進出中國關境，並列入海關統計的貨物，包括境內
法人和其他組織以一般貿易、易貨貿易、加工貿易、補償貿易、寄售代銷貿易等

方式進出口貿易，保稅區和保稅倉庫進出境貨物，租賃期 1年及以上的租賃進出
口貨物，邊境小額貿易貨物，國際援助物資或捐贈品，溢卸貨物，無進出口經營

權的單位，經批准臨時進出口的貨品等。凡列入海關統計的進出口貨物，以海關

的監管方式為基礎，分為以下 19種：一般貿易、國家間及國際組織無償援助和
贈送的物資、捐贈物資、補償貿易、來料加工裝配貿易、進料加工貿易、寄售代

銷貿易、邊境小額貿易、加工貿易進口設備、對外承包工程出口貨物、租賃貿易、

外商投資企業作為投資進口的設備和物品、出料加工貿易、易貨貿易、免稅外匯

商品、保稅倉庫進出境貨物、保稅區倉儲轉口貨物、出口加工區進口設備物資，

以及其他等。285 

                                                 
283 同前註，頁 14。 
284 同前註，頁 14 -15。 
285 同前註，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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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國際慣例和中國確定的海關統計範圍，對於沒有實際進出境，或雖然實
際進出境，但沒有引其中國物質資源存量變化的貨物，均不列入海關統計。主要

有如下幾種：1)過境、轉運和通運貨物；2)未進出境的轉口貨物；3)未進出境、
在境內以外匯結算的貨物；4)暫時進出口貨物；5)租賃期 1年以下的租賃進出境
貨物；6)無代價抵償的進出口貨物；7)退運貨物；8)中國駐外國和外國駐中國使
館進出口的公務用品和自用物品，中國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等單獨關稅地區軍隊的

公務用品和自用物品；9)進出境旅客的自用物品；10)進出境的運輸工具，在境
外添裝的燃料、物料、食品，以及放棄的廢舊物料；11)邊民互市貿易；12)其他。
286 
    值得注意的是，為了要發揮海關統計在國民經濟核算和海關管理中的作用，
對於部份不列入海關統計的貨物，海關對其實施單項統計，即統計數值不列入國

家進出口貨物貿易統計的總值。中國海關實施單項統計的貨物，共有如下幾種：

免稅品、進料加工轉內銷貨物、來料加工轉內銷貨物、加工貿易轉內銷設備、進

料深加工結轉貨物、加工貿易結轉設備、進料加工結轉餘料、來料加工結轉餘料、

加工貿易成品油形式出口復進口、退運貨物、進料加工復出口料件、來料加工復

出口料件、加工貿易退運設備、保稅區運往非保稅區貨物、非保稅區運入保稅區

貨物、保稅區退區貨物、保稅倉庫轉內銷貨物、境內存入出口監管倉庫貨物、出

口監管倉庫退倉貨物、出口加工區運往區外的貨物、區外運入出口加工區的貨

物，以及過境貨物等。287 
    在中國海關所公開發行的統計書刊，計有如下幾種： 
    1)中國海關統計月刊 

於 1993年創刊，分中文和英文兩種版本，按月發表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
數據。 
    2)中國海關統計年鑑 
      於 1990年創刊，分中英文兩種版本，按年度發表中國對外貿易最詳細的
統計資料。 
    3)進出口貿易動態分析 
      於 2001年 7月創刊，按季度發表中國對外貿易綜合分析圖表和動態分析。 
    4)中國對外貿易指數月刊 
      創刊於 2005年，反映各種商品進口、出口價格變化、數量變化，以及價
值變化，衡量對外貿易條件和質量效益。 
    整體言之，海關的四項基本任物，乃是屬於統一的有機聯系的整體。監管工
作透過監管進出境運輸工具、貨物、物品的合法進出，保證貫徹實施國家統一的

有關進出口政策、法律、行政法規，故其乃是海關四項基本任務的基礎。徵稅工

作所需的單證、數據、資料等，都是在海關監管的基礎上獲取的，因此徵稅和監

管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緝私工做則是監管和徵稅兩項基本任務的延伸；監管、

                                                 
286 同前註，頁 26-27。 
287 同前註，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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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稅工作中發現的逃避監管和偷漏關稅的行動，必須運用法律手段制止和打擊，

以確保前兩項工作的有效進行。編制海關統計，則是在監管、徵稅工作的基礎完

成的。其為國家宏觀經濟調控提供了準確、即時的信息，同時又對監管、徵稅等

業務環節的工作質量，發揮檢驗把關的作用。 
 
第四節 現代海關制度(一)：通關作業改革 

    1994 年，中國海關為了適應黨的十四大，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
求，解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海關管理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遂提出了建立

現代海關制度的目標。所謂海關制度現代化，係指海關為適應當代國際貿易和國

際交流的需要，對傳統的海關管理思想、制度方法、技術手段的改革與創新；同

時也是海關人員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以及整體素質的更新過程。288 
1998 年初，海關總署黨組在全國海關關長會議上，作出了「關於建立現代

海關制度的決定」，強調要透過管理思想、管理制度、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的現

代化，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對方開放需要的海關管理新體系。

根據「關於建立現代化海關制度的決定」，正式確立了建立現代海關制度的發展

戰略。該「決定」共分為十部份：(一)中國海關面臨的新形勢和新任務；(二)建
立現代海關法制體系，實現海關管理法制化；(三)建立企業守法管理體系，促進
企業守法自律；(四)建立海關信息化管理體系，發揮信息化管理的基礎和先導作
用；(五)建立現代通關管理體系，提高通關管理的整體效能；(六)建立嚴密的物
流監控體系，增強海關的實際監控能力；(七)建立現代海關調查體系，增強海關
緝私能力；(八)建立現代海關行政管理體系，提高海關行政管理效能；(九)建立
海關公共關係體系，營造良好的海關執法環境；(十)建立現代海關制度的基本原
則和兩步走發展戰略。整體言之，建立現代海關制度，即是要透過管理思想、管

理制度、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的現代化，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及對

外開放需要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海關管理新體系。最後，該「決定」亦指出將

以五年的時間，在全國海關初步建立起現代海關制度的基本架構。而後，再使用

五年的時間，於 2010年前，建成比較完善的現代海關制度。289 
根據該決定，中國要建立現代海關制度，即必須從下面各層面著手：290 

    (一)建立現代海關法制體系，以法律調整海關工作中的相關社會關係、規範
海關管理的各項制度和程序、保障實現海關職能和維護國家利益的各項權力，以

及明確海關工作人員應當履行的各項義務； 
    (二)建立企業守法管理體系，使海關對貨物的實際監管與對企業的風險評
估、分類管理有機結合、促進企業守法自律； 

(三)建立海關信息化管理體系，發揮信息化管理在決策支持、業務處理、監

                                                 
288 高融昆，〈論國際海關現代化戰略的背景和特徵〉，《中國海關》，總第 89期，1996年 11月，
頁 31。 
289 翟邊，〈海關總署關於建立現代海關制度的決定〉，《中國海關》，第 5期，總第 107期，1998
年 5月，頁 15。 
290 鄭俊田，《海關管理研究》，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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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控制等方面的基礎和先導作用； 
(四)建立現代海關管理體系，實現海關通關管理的信息化、集約化、規範化

和專業化； 
(五)建立物流監控體系，對海關監管貨物，及其運輸工具實行全過程實際監

控； 
(六)建立現代海關調查體系，實施全關境緝私戰略，加強集中統一指揮，增

強海關反走私行動能力和打擊力量； 
(七)建立現代海關行政管理體系，重新劃分層級事權，調整職能機構，轉變

職能管理方式，改革幹部人事制度，實施人才發展戰略，優化人、財、物資源配

置，強化監督制約機制，加強精神文明建設； 
(八)建立海關公共關係體系，與政府部門和社會各界廣泛合作，開展國際交

流，加強新聞宣導，營造良好的海關執法環境。 
根據上述各點，可以觀察出中國海關的現代化，包含了簡化與統一海關手

續、建立風險分析機構、電腦聯網，以及擴大對服務對象的宣傳能力等，皆成為

現代化的主要指標。291 
廣義的通關概念，係指進出境貨物，按國家法律法規要求，辦理進出境必要

手續的整個過程。狹義的概念，通常是海關所指的通關，指進出境運輸工具負責

人、貨物的收發貨人，及其代理人、物品的所有人向海關申請辦理貨物的進出境

手續，按國家法律法規要求履行申報、查驗、繳稅和放行等責任的全部過程。但

具體而言，海關所言的通關，具有以下特點：292 
1)特指海關手續，不包括經貿主管、檢驗檢疫、外匯管理、稅務等其他國家

行政管理機關所要求的進出口手續； 
2)特指進口貨物運抵後，出口貨物交運後，向海關申報，辦理查驗、繳稅、

放行等手續後，可以自由支配貨物，但不包括進出口貨物前期或後期，需向海關

辦理的企業注冊、加工貿易監管、特定減免稅申請、保稅倉庫監管等其他海關管

理手續； 
3)特指海關完成法律賦予的職責任務，進行行政執法的活動，不包括企業在

進出境環節正常經營的活動，如委託進出口代理、報關代理、運輸代理、向保險

公司辦理貨物運輸保險，向銀行辦理收付匯等行為。 
通關基本作業流程，包括了申報、集中審單、現場交單/繳納稅費、查驗、

放行等五個環節：293 
1)申報 
在「海關法中」，對申報有明確規定，即收發貨人向海關如實申報，交驗進

出口許可證和有關單證，是收發貨人在辦理貨物通關手續時，履行海關義務的一

種法律行為，也是海關對進出口貨物進行監管的重要環節。此外，收發貨人或其

                                                 
291 周冠山，〈試述我國海關現代化應涵蓋的內容〉，《中國海關》，總 82期，1996年 4月，頁 14-15。 
292 許丁、何耀明、周亞春、陳輝，《通關作業》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5)，頁 2。 
293 同前註，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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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必須在規定的期限、地點，採用電子數據報關單，和紙質報關單形式，

向海關報告實際進出口貨物的情況，並接受海關審核； 
2)集中審單 
海關審單就是對報關人所申報的內容，進行全面審核，開給出審核結果。具

體而言，即是海關根據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海關監管規定，對報關人申報的報

關單電子數據，進行審查與核對；對進出口貨物的合法性，申報內容的真實性、

可靠性，以及填制格式的規範性、正確性，進行全面審核，開給出相應的審核結

果。所謂集中審單，是指在特定海關區域內，對所有申報進出口貨物的報關單數

據，實施集中式的審核。其一，將所有報關單電子數據集中處理；其二，所有人

工審核的報關單電子數據，集中由一個部門審核。集中審單是海關通關作業改革

的一項重要措施，2001年 1月 1日起在全國海關正式推廣實施。 
3)現場交單/繳納稅費 
向海關申報，特別是電子申報完畢後，對於通過審單處理的，要在現場辦理

交驗紙質單證，並簽收稅款繳納憑證的手續。此一環節一般是在現場完成的。所

謂現場即指進出口貨物所在地海關報關場所，如報關廳、聯合辦理進出口手續的

業務大廳等，多數位於國際港口、機場、陸地口岸和郵局等。 
4)查驗 
依照「海關法」規定，進出境貨物應當接受海關查驗。海關查驗是指海關依

法為確定進出境貨物的性質、原產地、貨物狀況、數據、價格等，是否與貨物報

單上已填報的內容相符，對貨物進行實際檢查的行政執法行為。其主要目的，在

於檢查進出口貨物有無偽報、瞞報，以及申報不實等走私、違規情事。 
5)放行 
放行係指海關在接受進出口貨物的申報，經過審核報關單證、查驗貨物、依

法徵收稅費或提供擔保後，允許收發貨人將進出口貨物，提取(交付)離開海關監
管現場的工作程序。其主要職責，在於對進出口貨物的各項申報的數據、批准文

件、查驗記錄和繳稅憑證，進行復核，准予收發貨人到監管倉庫，提取進口貨物，

或將出口貨物裝運至運輸工具出境。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通關作業改革，就是將職能管理、審單作業和物流監

控等三大系統，集中到一個信息化通關作業平台上，實行信息共享條件下的通道

判別、集中審單和風險管理，提高通關管理的有效性和整體效能。重新劃分海關

總署、直屬海關和基層海關三級業務事權，增強海關總署作為全國海關首腦機關

的決策和監督能力，強化直屬海關業務處理和業務運行管理職能，以及隸屬海關

的實際監管職能。在科學化通關作業流程方面，將風險布控、審單作業、物流監

控、職能管理、執法監督事權分離，形成直屬海關職能部門、審單中心和現場海

關，共同把關、相互制約的新作業機制，有效防止通關過程中的違法行政，以及

執法腐敗現象。易言之，通關作業改革即是要突出海關監管重點，有效防範和打

擊走私違法。294 

                                                 
294 吳雷、朱飛，《海關實務》，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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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關作業改革乃是第一階段現代海關制度的中心環節。通關作業改革，即是

要按照集約化、信息化、規範化和專業化的要求，改革現行通關作業流程、作業

方式、職能管理實現方式，建立審單系統、物流監控，以及職能管理三大系統，

形成新的業務管理體制和新的通關管理模式，以提高通關效率和執法水平，追求

海關的管理風險和廉政風險，提高通關管理的整體效能。自 1998年 4月 1日起，
天津、青島、上海和深圳等四個海關，率先進行通關作業改革試點。同年 10月，
北京、大連、南京、杭州、福州和廣州等 6個海關，亦相繼投入試點工作。在總
結各關通關作業改革試點經驗的基礎上，海關總署制訂了「通關作業改革指導方

案」，明確了通關作業改革的整體目標。2000年 9月 18日至 20日，在大連召開
的全國海關關長會議上決定，通關作業改革將於 21世紀的第一天，在全國海關
實施。 
通關作業改革，即是將職能管理、審單作業和物流監控等三大系統，集中到

一個信息化通關作業平台上，實行信息共享條件下的通道判別、集中審單和風險

管理，提高通關管理的有效性和整體效能。重新劃分海關總署、直屬海關和基層

海關三級業務事權，增強海關總署作為全國海關首腦機關的決策和監督能力，強

化直屬海關業務處理，以及業務運行管理職能，強化隸屬海關的實際監管職能，

進一步加強垂直領導體制。科學設置通關作業流程，將風險布控、審單作業、物

流監控、職能管理、執法監督與權分離，形成直屬海關職能部門、審單中心和現

場海關共同把關、相互制約的新作業機制，有效防止通關過程中的違法行政和執

法腐敗現象。將法律法規、行政規章、管理制度和作業規範、風險布控等，轉化

為計算機指令或參數，進一步規範關員的執法行為，使海關執法更為統一。因此，

通關作業改革，即是要更加突出海關監管重點，更有效地防範和打擊走私違法，

最大限度的方便合法進出。295 
根據以上之探討，推行便捷通關的措施，主要可歸納為如下各項：296 
1)聯網申報，無紙通關：對不涉稅、不需查驗的貨物，從電子審單到放行，

只需要幾分鐘時間，即可完成通關手續； 
2)提前申報、貨到驗放：實行艙單(載貨清單)、報關單電子數據提前申報，

貨物運抵海關監管場所後，即可辦理查驗、放行手續； 
3)擔保驗放、便捷通關：守法水平較高的大型高新技術生產企業，向海關申

請擔保驗放後，海關先驗放貨物，企業在十天內交單補充申報，繳納稅費結案。

自 2001年 10月起，海關總署已批准 201家企業在全國範圍內，享受擔保驗放的
變捷通關措施； 

4)對符合條件的從事加工貿易的大型高新技術生產企業，可以進一步實行聯
網監管、免設台賬、簡化審批手續等便捷措施。對於資信度高、規模較大的高新

技術生產企業，海關甚至亦可為其量身定做便捷通關方式，以提供最大便利的通

                                                 
295 鄭俊田，《中國海關通關實務》，頁 32。 
296 龔正，〈創新海關通關制度，促進國際物流發展〉，侯真喜主編，《中國海關學術論叢：第一輯》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6)，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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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5)實行 24小時預約通關、上門驗放、加急通關等；並提供全天候通關服 
第一階段現代海關制度的改革內容，其重點約可區分為下述四端： 
1)建立以商品分類為龍頭，以風險分析為核心的審單作業系統 
此一系統包括電子審單、審單中心專業化審單，以及隸屬海關現場接單審核

等三個環節。電子審單運用海關業務管理信息化系統，對所有進出口報關單電子

數據，進行審核處理；審單中心專業化審單，則是以商品分類為基礎，依照各職

能部門提供的參數支持和自身的專業化優勢，對經電子審單環節分撥到審單中

心，以及審單中心自主決定審核的報關單數據，進行專業化審核。至於隸屬海關

現場接單審核環節，則負責接收書面報關單及其隨附單證，並進行單單審核、單

機核對，完成電子審單和專業化審單環節交辦的重點審核、驗估等事項，並辦理

稅費徵收手續。 
2)建立現代物流監控系統 
為確保海關在方便合法企業進出的同時，能有效監控進出境物流，海關將加

強相關法制建設，建立對海關監管區域、各類監管場所、進出境運輸工具和物流

實施全方位、全過程有效監控的作業機制，運用先進裝備和現代化信息網絡技術

加強監控，以及口岸各部門間的合作，並制定一套規範化程度高、行之有效的查

驗規範和技術。297 
3)建立業務與執行相分離的職能管理系統 
運用信息化管理和風險管理等先進管理方法和手段，透過通關前的審批、註

冊、參數維護、風險布控，以及通關後對通關數據的綜合分析、效能評估、追蹤

稽查和監督檢查，加強對通關作業的規範化管理、科學化調控和多方位監督。 
4)建立信息化作業平台和技術保障 
運用改進後的 H883/EDI5.0 系統，以及現代海關信息化管理系統(H2000)，

進行業務綜合分析、風險管理實施，以及業務運行管理，提高審單作業和物流監

控部門的執法水平。 
從 1998年到 2000年間，海關總署開始推動 3年的試點改革。基於試點海關

的實踐經驗，中國海關更從 2001年 1月 1日起，開始在全關境實施新的通關管
理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為配合內部通關作業改革，海關還在外部實施「口岸電子執

法系統」。此系統於 2000年 12月，在北京獲得成功試點。從 2001年 6月 1日起，
海關總署開始在全國推動「口岸電子執法系統」。口岸電子執法系統，即是運用

現代化信息技術，針對進出口貿易，將海關、公安、工商、稅務，以及外匯管理

等部門，聯網數據核查服務，並為企業提供在網上辦理各種進出口業務的信息系

統。298 
該系統主要包括通關管理、加工貿易管理、出口綜合管理，以及企業綜合管

                                                 
297 同前註，頁 4-10。 
298 吳雷、朱飛，《海關實務》，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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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項目。透過將口岸執法部門、經濟管理部門各自管理的進出口信息流、資金

流、貨物流的電子底賬數據，集中存放到一個公共數據中心。根據執法管理，需

要實行聯網核查，實現對利用假單證走私、騙匯、騙稅的經濟犯罪行為的全面防

範。此外，該系統亦為企業提供在網上辦理各種進出口業務的平台。「口岸電子

執法系統」中的報關單作業系統，提供正確有效的電子報關數據，並實現企業向

海關聯網報關；而海關通關作業的數據，則透過「口岸電子執法系統」放入數據

庫，為其他相關管理部門的執法管理，提供了依據。299 
由於中國海關高度重視貿易安全與便利問題，故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亦始

終把簡化海關手續、推進貿易便利化作為追求目標，努力尋求便利貿易與有效監

管之間的平衡。中國海關在貿易安全與便利化方面的工作，主要包括下列六點：
300 

    (一)完善立法，提高法規透明度； 

    (二)運用資訊手段，實現通關管理自動化，建設電子海關、電子總署和電子

口岸； 

    (三)改進通關作業制度，廣泛應用高科技設備，提高通關效率； 

    (四)多管齊下，促進守法貿易，為企業提供高質量服務；如推行口岸快速通

關，實施提前報關、預約通關等措施，推廣加工貿易聯網監管，以及無紙通關試

點等； 

    (五)推行大通關制度，加強與口岸其他管理部門的配合協調，全面提高口岸

通關速度，促進貿易便利化。大通關係指進出口貨物，自貨主委託報檢報關起，

到提取進口貨物進廠，或將出口貨物運抵監管區域出境的全部過程中，口岸執法

單位、港航管理部門、中介機構等，運用信息化技術和高科技手段，對通關所需

單證流、貨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進行整合，使貨物通關快速暢通，實現管理部

門有效監管，以及為企業高效服務的目標。301大通關涉及海關、出入境檢驗檢疫、

空港、海港、船務代理、貨運代理、報關公司、海事、邊防、通信、銀行、運輸、

倉儲，以及稅務等諸多部門；故屬於一種重要且龐雜的系統工程。302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以及北京的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如何進一步提
高了口岸工作效率，以及改善對外經貿投資環境，乃受到北京的高度重視。2001
年 10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提高口岸工作效率的通知」；2002年 5
月，經國務院批准，在上海又召開了提高口岸工作效率會議，此象徵著大通關的

工作，已然成為口岸工作的當務之急。303 
    大通關係指在特定區域和範圍的「提高口岸工作效率工程」的簡稱。在有關
貨物、人員和交通工具進出境整個過程中，透過運用現代管理、資訊化和高科技

                                                 
299 鄭俊田，《海關管理研究》，頁 38。 
300 官慧君，〈中歐海關合作新起點〉，《中國海關》，第 12期，總第 200期，2005年 12月，頁 9。 
301 孫思敏、陳曉東，〈上海大通關〉，《中國海關》，第 6期，總第 156期，2002年 6月，頁 21。 
302 辛文，〈光榮與夢想: 中國海關走過 2002〉，《中國海關》，第 1期，總第 164期，2003年 1月，
頁 10。 
303 孫方奎、黃占學和米樹彤，〈論口岸大通關建設〉，中國口岸協會編，《中國口岸年鑑 2003》 (北
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3)，頁 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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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對通關的過程進行有效整合，使之合理、規範、便捷、暢通，以較短的時

間和最低的成本，為客戶提供最好的服務，體現政府行政監管協調的能力和口岸

綜合效率。大通關是口岸各相關部門共同工作的作業流程的總和，涉及口岸監管

查驗單位、海港和空港管理部門、稅務、金融機構、各種方式運輸企業，以及生

產企業、貨主和代理部門。大通關的狹義概念，係指口岸所在地的貨物、人員和

交通工具自報檢、報關起，至必要的程式結束的過程。廣義的概念，則應是超出

口岸所在地的物流及全過程。 
    口岸是一個國家或地區，與世界接軌的交匯點。作為國際的兩種資源、兩個
市場的流通樞鈕，通關的每個環節都將影響和制約物流和人流。因此，世界一些

先進國家的口岸，才用國際先進的通關模式，借助現代資訊技術，提高口岸工作

效率，有效地促進現代物流的發展。此外，通關已經成為外商十分重視的投資環

境的中心環節。因此，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以及外向型經濟的快速發展，

口岸通關的提速和便捷，已成為一個十分重要的投資條件。建立大通關的機制，

不僅可促使口岸各管理查驗部門，必須轉變職能、改進服務，提高管理水平，而

且對原先不適應的管理模式和工作程式，進行必要的整合；並採用現代資訊技

術，實行口岸有效和便捷的監管，直接或間接的促進外商和國內現代企業的經濟

發展。易言之，大通關提升了口岸的服務能力和水平，為拉動區域經濟和促進社

會效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304 
    (六)加強海關與企業的溝通與合作，共與有關企業、行業協會和商貿管理部

門，簽訂了合作備忘錄五百餘份，以增強商界對海關執法的理解與支持，促進企

業的守法自律。 

自 1980 年代以來，加工貿易已然成為中國大陸企業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經
驗，以及擴大市場的重要貿易方式，也是海關監管的工作重點。在通關作業改革

的過程中，海關對加工貿易通關，亦作出了特殊的規定。 
從 1978年到 1987年，由於原材料短缺，加工貿易主要是以賺取加工費為目

的的來料加工為主305，或稱之為三來一補。此類型的加工貿易的特點，是以賺取

加工費為主要目的，以簡單加工裝配為主，絕大部份為勞動密集型加工業務，地

區分布極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廣東、福建兩省。306從 1988年到 1995年，國務院
出台了「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政策措施，使得加工貿易在全國外貿中的地位

不斷提高，到了 1995年，加工貿易進出口總值占當年進出口總值的 47%。此一
時期加工貿易的主要特點，在於進料加工逐漸取代了來料加工；307產業結構開始

以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過渡；在地區的分布上，加工貿易也

                                                 
304 同前註，頁 807-808。 
305 來料加工係指由外商免費提供全部或部份原料、輔料、零配件、元器件、配套件，以及包裝
物料，委託中方加工單位，按外商的要求，進行加工裝配；成品交外商銷售，中方按合同規定，

收取工繳費的一種貿易方式。 
306 何彤、蘇玉軍，《綜合服務》，頁 103。 
307 進料加工係指有關經營單位或企業，用外匯進口部份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裝物料、
輔助材料、加工成品或半成品，銷往國外的一種貿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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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從廣東、福建，向東南沿海其他地區和內地快速擴散。308 
從 1996年到 2001年，加工貿易的主要特點，在於加工貿易管理體系的確立，

加工貿易銀行保證金台賬制度、加工貿易企業分類管理制度、加工貿易商品分類

等加工貿易基本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和健全。從 2001年迄今，尤其是在中國加入
世界貿易組織後，跨國企業大量在中國投資設廠，開展加工貿易，現代物流與加

工貿易高度融合，加工貿易逐步轉型升級。 
加工貿易保稅，包括來料加工(來件裝配、來樣生產)、進料加工、出料加工，

以及補償貿易等。來料加工是指外商提供全部或部份原材料、輔料、零部件、元

器件、配套件和包裝物料，必要是還提供機器設備。由中國加工單位按外商要求，

進行生產加工裝配，成品交外商銷售，中方收取工繳費，外商提供的設備作價後，

由中方用工繳費償還。進料加工在中國是只有進出口經營權的單位，專為加工出

口商品而用外匯進口原材料、輔料、元器件、零部件、配套件和包裝物料，加工

生產裝配成品或半成品再出口的加工貿易保稅活動。出料加工，也稱境外加工，

係指中方企業將境內料、件運往國外，由境外客商，按中方要求進行加工產裝配

後，復運進境，中方支付工繳費的一種貿易方式。補償貿易是指外商提供或利用

設備出口國的出口信貸進口技術設備，中方進行生產，然後用生產的產品分期償

還對方的技術設備價款，或信貸本息的貿易方式。309根據表 12，在 2005年，中
國大陸進出口商品貿易方式中，一般貿易進出口總值佔了 41.8 %；而進料加工和
來料加工，則分佔 37.9 %和 10.6 %。 
前海關對加工貿易保稅貨物的監管有兩種模式，一種是常規監管模式，另一

種是聯網監管模式。所謂常規監管模式，就是以合同為單元的監管模式。目前，

海關對加工貿易保稅貨物的監管，大多是採用此一模式。其基本程序是：第一，

加工貿易保稅企業持合法的加工貿易保稅合同到海關備審案，申請保裞區並領取

加工貿易保水登記手冊，和其他准娛備案憑證；第二、加工貿易保稅貨物進出口

報關，海關監管加工貿易保稅貨物進出境，並核注加工貿易保稅登記手冊；第三，

加工貿易保稅合同報核結案。所謂聯網監管模式，就是對符合一定條件的企業，

海關通過計算機網絡，從實行全過程計算機管理的加工貿易保稅企業，提取監管

所必須的財務、物流、生產經營等數據，與海關計算機管理系統相連接，從而實

施對加工貿易保稅貨物監管的一種模式。對聯網企業，海關以政府有關主管部

門，批准的加工貿易保稅經營範圍、年生產能力等為依據，建立電子賬冊，取代

加工貿易保稅紙質登記手冊，實行電子賬冊管理。聯網企業根據實際生產需要，

辦理進口料件、出口成品及成品單損耗的備案手續，取代以合同為單元的備案手

續。聯網企業不實行銀行保證金台賬制度，進入電子賬冊的料件全額保稅。310 
 

                                                 
308 呂傳紅、胡東升、李莎，《加工貿易》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5)，頁 5。 
309 許丁、何耀明、周亞春、陳輝，《通關作業》，頁 137。 
310 同前註，頁 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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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005年中國大陸進出口商品貿易方式總值表            單位：千美元 
貿 易 方 式 進出口總值 

 
 

 金       額 百 分 比 
總值 1,421,906,172 100.0 
一般貿易 594,696.073 41.8 
國家間、國際組織無償援助贈送的物資 273,930      0.0 
其他境外捐贈物資 18,786 0.0 
補償貿易 770 0.0 
來料加工裝配貿易 150,996,221 10.6 
進料加工貿易 539,482,760 37.9 
寄售代銷貿易 7,422 0.0 
邊境小額貿易 13,131,210 0.9 
加工貿易進口設備 2,862,111 0.2 
對外承包工程出口貨物 1,702,815 0.1 
租賃貿易 3,719,955 0.3 
外商投資企業作為投資進口的設備物品 27,660,306 1.9 
出料加工貿易 59,979 0.0 
易貨貿易 20,613 0.0 
免稅外匯商品 7,640 0.0 
保稅倉庫進出境貨物 28,022,622      2.0 
保稅區倉儲轉口貨物 55,867,863 3.9 
出口加工區進口設備 1,410,902 0.1 
其他 1,964,192 0.1 
資料來源：《中國海關統計年鑑 2005上卷》 (北京：中國海關雜誌社，2005)，
頁 12。 

 
 
加工貿易保稅貨物進出口報關，與一般進出口貨物報關，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區別。在加工貿易保稅貨物報關時，在計算機系統中已經有備案底賬，是在備案

底賬的基礎上報關；一般進出口貨物是不必備案的，因此是在沒有底賬的基礎

上，直接輸入電子數據報關。加工貿易保稅企業，在主管海關備案的情況下，在

計算機系統中已經生成電子底賬，有關電子數據通過網絡傳輸到相應的口岸海

關，因此，企業在口岸海關報關時，提供的有關單證內容，必須與電子底賬數據

一致。易言之，報關數據必須與備案數據完全一致，一種商品報關的商品編碼、

品名、規格、計量單位、數量、幣制等，必需與備案數據，無論在字面上，還是

計算機格式上，都要完全一致。 
加工貿易保稅貨物進出口，與一般貿易貨物進出口一樣，也要經過申報、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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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查驗、繳納稅費、提取貨物或裝運貨務等四個階段。加工貿易保稅貨物由加工

貿易保稅經營單位或其代理人申報。其貨物申報必須有加工貿易保稅紙質或電子

的登記手冊，或其他合同備案的憑證。此外，與其他進出口貨物報關一樣，還必

須有其他的報關單據，包括報關單、發票、裝箱單、提單或裝貨單等。311 
一般而言，加工貿易的通關過程可區分為下列四個階段：312 
1)前期備案 
加工貿易的前期備案，包括了進口料件合同備案、合同備案審批，以及保證

金銀行台賬的建立等。 
口料件合同備案：加工貿易企業的報關人，在貨物通關前，應持加工貿易進

出口合同、經貿主管部門的批准證書「加工貿易業務批准證」，以及手工填製的

「加工合同備案申請表」、「進口料件備案申請表」、「出口成品備案申請表」、「單

耗備案申請表」，以及海關需要的其他單證，向主管海關(直屬海關或隸屬海關)
加工貿易部門申請合同備案。 
合同備案審批：加工貿易監管部門，按照合同備案三級審批制度，參照企業

適用的管理類別和商品分類等，將手冊預錄入號，輸入 H883/EDI加工貿易前期
管理系統，進行合同平衡檢查、進口料件檢查、出口成品檢查、單耗檢查等審核；

並計算台賬保證金，確定監管手續徵收方式及費率，登記系統將自動發出「加工

貿易登記手冊」編號，以及加貼手冊防偽標籤，從而完成合同的審批備案工作 
保證金銀行台賬的建立：當加工貿易合同備案審批通過後，海關加工貿易監

管部門將向中國銀行開具「銀行保證今台賬開設聯系單」，由加工貿易企業送往

中國銀行登記金台賬。海關在審核完銀行出具的「銀行保證金台賬登記通知單」

後，將按規定進行確認，核對，並打印合同備案電子數據，核發「加工貿易登記

手冊」。 
2)現場通關 
加工貿易貨物的通關，與其他貨物的通關並無太大之差異，但由於加工貿易

項下實際進口料件經常出現與備案合同清單內容有差別的問題，各海關可透過調

整通道判別，對加工貿易方式進口存在上述問題的報關數據，不作為接受處理。

接單審核和徵收稅費環節接單審核時，對同一品種的料件，如價值不超過備案金

額的，只要單機、單貨相符，則可予以驗放，並將實際驗放數據，作為合同核銷

依據。 
3)中期核查 
在加工貿易合同的執行過程中，加工貿易監管部門將根據有關規定，以及風

險分析結果等信息，進行下廠核查。 
4)後期核銷 
經營企業在加工貿易合同執行完畢，或合同到期後一個月內，應辦理合同核

銷手續。海關受理申請後，將對有關單證、進口料件、出口成品、殘次品、剩餘

                                                 
311 同前註，頁 138。 
312 鄭俊田，《海關管理研究》，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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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件、邊角料，以及副產品等商品情況，進行審核。經審核後，加工貿易監管部

門向中國銀行開具「保證金台賬核銷聯系單」，對於實轉商品簽發保證金清退或

轉稅處理意見。經營企業持「「保證金台賬核銷聯系單」，向中國銀行辦理台賬核

銷手續，銀行按有關規定進行對賬和銷賬處理，並對實轉商品進行保證金清退或

轉稅處理後，出具「銀行保證金台賬核銷通知單」，由企業交給海關審核、確認

及核對。在對審核情況進行全面復核後，海關將按規定辦理「加工貿易登記手冊」

核銷結案手續，並對「加工貿易登記手冊」，以及相關單證進行整理與歸檔。 
    中國大陸加工貿易的發展，始於 1978年的廣東省。目前，中國大陸的加工
貿易，已佔據了全國外貿進出口總值的一半以上。基本上，加工貿易不僅擴大了

中國大陸的出口貿易、吸引與利用外資、增加就業和稅收，同時在促進產業結構

升級、推動技術進步，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競爭與合作，以及保持經濟增長等方面，

已然扮演重要的角色。313 
為了加強加工貿易管理，防止和打擊走私、逃匯和逃稅等違法行為，中國大

陸曾於 1999年 3月發布《關於進一步完善加工貿易保證金台帳制度的意見》將
採行以下措施，藉以維護正常加工貿易秩序：  

(一)對加工貿易實行商品分類管理。 
(二)對加工貿易企業實行分類管理。 
(三)實行銀行保證金台帳實轉管理。 
(四)加強異地加工貿易的管理。 
(五)嚴格轉廠深加工的管理。 
(六)進一步完善稅款追繳保障機制。 
(七)嚴格控制加工貿易內銷行為。 
(八)制定單耗標準，加強海關核銷。  
一、加工貿易進口料件試行銀行保證金台帳制度  
中國大陸自 1996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加工貿易進口料件銀行保證金台帳制

度，規定外商投資企業辦理加工貿易合同登記備案手續時，應先向該主管海關所

在地的指定銀行申請開設銀行保證金台帳，每份加工貿易合同繳交手續費人民幣

100元。  
加工貿易合同在執行過程中發生合同變更事項，除 特定情況外，應報經外

經貿主管部門及主管海關核准後，憑海關簽發之《銀行保證金台帳變更聯繫單》

向設立台帳的指定銀行辦理變更手續。  
對於保稅區內以及駐有海關監管人員的保稅工廠開 展加工貿易的進口料

件，不實行銀行保證金台帳制度。此外，海關亦核定有部分進口輔料不納入加工

貿易銀行保證 金台帳管理範圍。  
二、加工貿易進口設備徵免稅  
中共國務院於 1995年 12月 26日發布自 1996年 1月 1日起取消對加工貿

易項目進口加工設備免徵關稅和進口環節稅的規定；惟為進一步擴大利用外資，

                                                 
313 林奕，〈海關之重〉，《中國海關》，第 8期，總第 171期，2003年 8月，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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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復於 1997年 12月 29日由國務院發出調整進口設備
稅收政策的通知，決定自 1998年 1月 1日起對符合《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
鼓勵類和限制乙類並轉讓技術的外商投資項目；經國務院授權的審批機構批復並

出具確認書後，在投資總額內進口的自用設備、零配件以及加工貿易外商提供的

不作價設備及零配件，除列入不予免稅的進口商品目錄之商品外，恢復免徵關稅

和進口環節增值稅。  
三、來料加工裝配項目指導審批管理  
為使來料加工裝配業務持續健康發展，規範來料加工管理，中國大陸外經貿

部於 1998年 6月 1日頒佈施行《來料加工裝配項目分類指導目錄》(以下簡稱《目
錄》)，將開展來料加工業務的項目分為允許、限制和禁止三 類。其中限制類分
為限制類甲和限制類乙。限制類主要是進口料件或返還製成品，屬於敏感的配額

許可證商品、易造成污染、國際市場有限並易衝擊一般貿易出口的來料加工。限

制類和禁止類來料加工列入《目錄》。允許類來料加工不在《目錄》中具體列名。  
限制類甲來料加工，須經中共外經貿部核准，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及計劃單列

市外經貿主管部門(以下統稱省級外經貿主管部門)憑外經貿部批准檔，對其經營 
單位、加工生產企業、加工規模(包括審批項目協議和加工貿易合同等)進行審批
管理。  
地方經營單位開展限制類甲來料加工，由經營單位所在地省級外經貿主管部

門審核後報外經貿部批准，外商投資企業開展限制類甲來料加工，不需報外經貿

部批准，由省級外經貿主管部門負責審批管理。限制類乙、允許類來料加工，由

經營單位所在地省級外經貿主管部門負責審批管理，限制類乙來料加工的審 批
權限不得下放。  
開展來料加工業務較多的地方(縣)，經所在地省級外經貿主管部門同意，地

市(縣)外經貿主管部門可審批本地市(縣)經營單位開展的允許類來料加工。國家
經貿委、外經貿部及海關總署，於 1999年 6月中旬公佈了第一批「加工貿易禁
止類及進口限制類商品目錄 」，其中包括了七類進口限制類商品；另於 1999年 
10月，新增四類進口限制類商品，按規定實行銀行保證金台帳「實轉」，即須要
繳交與關稅及進口環節增值稅等值之保證金或提供同額擔保。  
所謂通關，係指進出口貨物自貨主委託報檢報關起，至提取貨物或將貨物運

抵監管區域為止的全部過程。314通關作業改革的基本目標，乃是要根據現代海關

制度的總體目標，依照信息化、集約化、規範化和專業化的基本原則，對貨、徵、

統業務職能機構，以及作業流程進行重組，建立起關區集中審核處理報關數據，

與現場對貨物實際監管分離作業的、海關各項職能有機結合、整體功能有效發

揮、方便與嚴密、效能與制約相統一的新型通關管理模式。315 

                                                 
314 辛文，〈光榮與夢想: 中國海關走過 2002〉，《中國海關》，第 1期，總第 164期，2003年 1月，
頁 10。 
315 江魯，〈深化通關作業改革，促進對外經貿發展〉，《中國海關》，第 5期，總第 107期，1998
年 5月，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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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是中國海關執法的基本依據，《海關法》規定：

進出境運輸工具、貨物、物品，必須通過設立海關的地點進境或者出境。進口貨

物自進境起至到辦結海關手續止，出口貨物自向海關申報起到出境止，過境、轉

運和通運貨物自進境起到出境止，應當接受海關監管。中國海關根據《海關法》

和國家有關進出口的政策、法律、規定，監督管理貨物和運輸工具的合法進出，

檢查並處理非法進出、逃避關稅等走私違法活動。 
 新「海關法」規定了進出口貨物的收貨人，經海關同意，可以在申報前查看

貨物或提取貨樣。此條是「京都公約」的基本條款，由於中國是「京都公約」的

諦約國之一，故必須遵守此一約束力的規定。此一規定無論是對加強海關監管，

抑或對維護管裡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皆有著積極的意義。一方面，可以嚴格要求

收貨人履行如實申報的義務，加快通關速度，提高貿易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

避免在出現申報內容與實際內容不符時，當事人以發錯貨為藉口逃避法律責任。

所提取貨物，如涉及動植物等需要依法檢疫的貨物時，要取得主管部門簽發的檢

疫合格通知單，或書面批准證明後，才可以提取。316 
 新「海關法」在解決加強海關監管，以及提高通關效率上，做出了相當大的

改善。首先，明確了加工貿易海關監管制度；從業務量上看，加工貿易在中國的

對外貿易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為了加強和完善海關對加工貿易的管理，新

「海關法」中明確了加工貿易海關監管的四項基本法律制度：即海關備案、單耗

核定、出口核銷，以及內銷補稅補證。其次，新「海關法」明確授權海關對保稅

區等海關特殊監管區進行監管。對於中國的保稅區和加工出口區，海關監管實施

特別管理措施。例如，對出口加工區的監管，採取封閉式管理，海關在加工區內

設立專門的監管機構，對進入加工區的貨物，以及區內相關場所實行 24小時監
管制度，提供貨物減免稅進區、出口退稅、不實行保證金台帳，以及簡化海關管

理手續等優惠政策。317 
在中國海關通關制度的改革方面，主要的作法有如下幾點： 
1)區域通關改革 
主要是根據中國地域較廣，經濟發展和經濟聯繫呈現出區域性的特點，如華

南、華東、渤海地區等，改革海關在不同關區之間的聯繫配合方式，採取簡化跨

關區轉關運輸手續、運用電腦資訊化系統傳遞海關監管資訊資料、由企業自主選

擇在口岸或內地辦理海關手續（清關）、海關手續一次辦理的措施，海關根據企

業要求，在口岸或內地驗放貨物。方便了企業運作和物流運輸。 

2)電子通關改革 
主要是實現通關作業全程無紙化，依託電腦資訊化系統進行全部的企業和海

關作業。申報時採用EDI方式，所需的進出口許可證件由發證部門通過網路向海

關傳輸，供海關審核時使用；如企業需交納稅費，則使用網上的銀行支付或銀行

                                                 
316 孫紅、官慧君，〈新海關法與新世紀並肩啟程：訪海關法修改工作小組負責人龔正〉，《中

國海關》，第 1期，總第 139期，頁 22。 
317 同前註，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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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過程擔保；如需查驗則需企業到海關現場辦理，如不需查驗則發出放行的電

子資訊；企業就可提取、處理貨物。 

3)虛擬集中審單 
主要是實現海關跨關區的集中對需經人工審核的報關單的審單工作，它是依

託已建立的全國海關電腦專用網路，準備實施按照商品名稱及編碼稅號分工，把

全國的報關單按稅號分往不同的審單中心進行專業化的集中審核，以保證海關執

法在全國的統一性和規範性。這裏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審單中心是分佈在全國各

地，不是集中在某一地的，是依靠電腦網路的資料傳輸而集中的，因此講是虛擬

的而不是實際的。 

2001年 2月 1日，上海海關首先進行無紙通關試點。同年 2月 28日，海關
總署在青島召開了海關無紙通關試點動員會議，除上海外，海關總署亦決定選擇

南京、杭州、寧波、青島、深圳、拱北和黃埔等七個海關，推動第一批的試點。

從下列三個因素來看，海關總署的推動無紙通關已屬勢在必行：318 
(一)在經濟全球化的形勢下，如何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已然成為中國經濟發

展的重要問題。於此一態勢下，中國原有的通關模式，已無法適應生產高科技產

品企業的追求國際競爭力； 
(二)在中國入世之後，必須遵循國際規範。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海關組織，

亦皆積極提倡和推行無紙通關方式。盡快與國際規範相銜接，有利於中國海關提

高通關效率、完善海關監管，以及促進國際貿易和國際合作。 
(三)從國內經濟形勢來看，中國的對外貿易，尤其是出口，對國民經濟的影

響極大。無紙通關可以在提高貿易效率、降低貿易成本方面，有力的支持對外貿

易，尤其是擴大出口。 
2001 年 8 月，中國海關總署首先正式推廣以長江、珠江水路，以及廣東、

上海和江蘇省陸路為代表的兩水兩陸快速通關改革，以口岸快速通關，內地快速

驗放為核心，簡化轉關運輸手續，實現轉關運輸「一次申報、一次查驗、一次放

行」的通關模式，共有十四個直屬海關採取此方式。此一快速通關改革，實現了

口岸快速通過，內地快速驗放，水路轉關手續，由八項減到五項。陸路專關手續

由十一項減至四項。根據黃埔海關鳳崗辦事處的統計，在改革之前，車輛從進場

到辦結驗放手續，離場平均需要 150分鐘。兩水兩路改革後，第一次提速減縮為
30分鐘。實施陸路快速通關後，也減少到了七分鐘。319 

2003年中國海關持續推動快速通關、便捷通關，以及無紙通關等改革措施，
擴大 24小時通關和 24小時值班、預約報關的範圍，並健全現場通關事務應急處
理小組，實行特殊出口貨物集裝箱門到門監管，並嚴守出口貨物通關時限的承

諾。此外，並推動關務公開、警務公開制度，保證各關投訴電話和諮詢熱線暢通。

整體而言，為推動與加強海關通關作業，中國海關的主要改革如下：320 
                                                 
318 江楓，〈中國海關：圓企業無紙通關夢〉，《中國海關》，第 4期，總第 154期，2002年 4月，
頁 54。 
319 辛文，〈光榮與夢想: 中國海關走過 2002〉，頁 9。 
320 王興建，〈海關與企業：合作夥伴新定義〉，《中國海關》，第 2期，總 165期，2003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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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鞏固和整合通關作業改革，提高通關作業的整體性、配套性和協調性；
實現信息共享、系統配套、協調有序、運轉高效； 
    (二)建立健全風險管理機制，依照分步實施、整體推進的原則，以及通關信
息數據集約化、規範化要求，積極開展風險管理平台的試點和推廣； 
    (三)推進海關信息化建設，作好 H2000通關系統切換工作，實現從 H883系
統到 H2000 系統的平穩過渡，以發揮口岸電子執法系統作用，擴大聯網應用項
目的開發推廣力度； 
    (四)加快改革加工貿易監管模式，推進加工貿易聯網監管改革，發揮出口加

工區功能，規範保稅區、保稅倉庫運作，參考廣東省內海關加工貿易深加工結轉

的經驗，以完善加工貿易單耗管理機制； 

    (五)深化海關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並做好取消審批項目的後續管理。 

    (六)依照「通得快、管得住」的原則，進一步規範監管場所管理，綜合運用

刑事執法和行政執法手段，持續保持打擊走私的高壓姿態。 

    在中國大陸推動現代海關制度的過程中，除了進行通關制度改革外，並將以
2010 為目標，建立起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相適應、與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體制，以及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相配套。此外，並加強與國際通關通

行規則相銜接，嚴密監管與高效運作相結合的現代海關制度。321 
    就個案的討論而言，上海海關為推動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亦提出了上海

口岸大通關的構想。青島海關亦在 1998年 4月 1日開始實施通關作業改革。為
了要加快海關本身業務改革的步伐，提出了重組海關機構，調整內部分工，改進

作業流程，簡化海關手續、改變報關方式、運用EDI技術、方便企業報關，以加

快通關速度。於此一架構上，即是要通關方式上，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實現海關

與企業、船代、貨代、報關行、港務、銀行、稅務，以及經貿、衛檢、動植檢等

管理部門的計算機聯網，逐步實現業務加強的無紙化；在業務管理上，減少作業

環節，實現對進出口貨物數據的集中處理，加快通關速度。在具體通關作業的流

程上，進出口企業透過本身與海關聯網的計算機，或透過預錄人單位(報關企業)

將報關數據，向海官業務數據處理中心傳輸。海關業務數據處理中心於收到數據

後，對報關數據進行邏輯校驗，對監管條件進行審核，並自動作出判別。對符合

要求的，則發出回執通知企業，海關已接受申報；對不符合要求的，則予退回，

不接受申報。企業根據計算機提示進行修改和補充。對符合申報要求的，海關企

業數據處理中心的計算機自動進行貨徵統合一的審核，而後透過網絡向現場海

關，下達查驗和放行指令，同時向企業反饋；對不符合申報要求者，則發出提示，

通知現場海關進行復核、查證。企業根據反饋信息，將書面報關單及隨附單證，

遞交現場海關，現場海關經審核單證，並與計算機報關數據核對。如情況正常，

則辦理具體驗放手續。322 

                                                                                                                                            
頁 13。 
321 同前註，頁 12。 
322 上海海關，〈推行口岸大通關改革：促進對外經貿大發展〉，《中國海關》，第 4期，總第 106
期，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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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比較的層面來看，新的通關模式和舊有的通關方式，實具有如下四項差

異：323 

    (一)通關作業方式的區別 

    舊有的通關方式，乃是進出口企業或報關行，向進出境地海關或主管海關，

進行書面申報，現場海關對書面單證，進行審核後辦理有關手續。新的通關方式，

則是透過計算機聯網，實現進出口企業或報關企業向海關的EDI電子申報；海關

透過計算機系統，對 EDI 電子報關數據進行自動或人工重點審核，並透過 EDI

網絡反饋審核信息，涉及進出口商品管理的有關批准文件，以及需徵收的稅費，

也可透過EDI網絡與行政管理機構和銀行等，實行批件的自動核注，以及稅費的

電子資動劃帳，最終實現業務處理的無紙化。 

    (二)海關業務管理運作機制的區別 

    舊有的通關制度，是現場海關既負責接受申報和審核報關單證，亦負責對實

際進出口貨物的監管和驗放。新的通關制度，在業務管理上實行報關數據的電腦

集中審核，以及進出口貨物實際監管相分離的作法，運用計算機系統對報關數據

進行貨徵統合一的集中審核，下達有關指令。現場海關則重點加強進出口貨物的

實際監管，提高海關的監管效能。 

    (三)通關效率的區別 

    現行通關制度，由於採用人工審核和按職能分條塊作業，造成操作環節多、

通關速度慢、管理資源重複投入，影響通關效率。新的通關制度，由於實現了電

腦EDI申報，有關企業可就近報關，甚至在辦公室即可向海關報關，方便了企業，

使企業節省了人力、財力和時間，海關計算機的集中自動審核、處理，減少了作

業環節，加快了通關速度。 

    (四)執法效益的區別 

    現行通關制度由於目前海關各企業現場分散，又因為實際情況的差異，難以

形成統一、規範的作業程序和標準，造成執法上的差異和不統一。新的通關制度，

由於採用計算機自動審核、處理報關數據，乃是根據電腦程序設定的監管要求，

以及作業標準進行操作的，因此從根本上排除了海關執法過程中人為因素的干

擾，避免了執法上的偏差。再者，海關亦可透過EDI網絡，向進出口企業提供有

關商品的監管條件，以及有關通關要求，乃使得海關整個執法活動更為統一、規

範和公開。在大通關的推動下，上海口岸一般進口貨物的通關時間，海運已由

96小時，縮短為 48小時以下；空運已由 72小時，縮短為 14小時以下。324 

 
第五節 現代海關制度(二)：風險管理機制的建立 
2003 年，中國海關總署提出了全面建設現代化海關，實現建立現代海關制

度的第二步發展目標，即在通關作業改革基本完成，以及初步實現現代海關制度

第一步發展目標的基礎上，再利用 8年的時間，預計到 2010年，將中國海關建

                                                 
323 同前註，頁 16。 
324 孫斯敏、陳曉東，〈上海大通關〉，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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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成科學、文明、高效，以及廉潔的現代化海關。並全面建立小康與合諧的社會、

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以及與國際海關規範接軌。325因此，第二階段的推動現

代海關制度，乃是以實施風險管理為中心環節。在海關管理活動中所面臨的風

險，係指任何違反由海關負責實施的法律規定的行為的可能性。326 
此外，在 2004年 4月全國海關關長會議上，海關總署確立了現代海關制度

第二步發展目標的戰略規劃，將海關的改革和建設，置於經濟社會全面協調發展

的架構下，追求現代海關制度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相適應。327因此，對中國海關

而言，風險管理的概念，即是要以促進國家、企業和社會各界利益與海關自身利

益的相互協調與統一。328 
中共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作出了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指出要堅

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永續的科學發展觀，推動社會經濟發展，深入體察人民群

眾的意願，切實把維護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體現在檔領導發展的大政

方針，以及各項部署中，落實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而落實到海關具體工

作中，即是要充份了解企業的意願與需求，全面改變管理觀念、管理框架，提高

技術應用水平和人員素質，確實提高海關行政能力與服務水平。因此，在 2004
年 4月，海關總署制定了「2004-2010現代海關制度第二步發展戰略規畫」，推動
海關改革的四個轉變趨勢：即管理理念由「行政主導」向「客戶導向」轉變；管

理對象從物向物和人並重轉變；管理方法從單一模式，向分類管理轉變；管理方

式從各自為戰，向廣泛合作轉變。329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海關監管工作一直面臨一個突出的矛盾，即嚴格執法

與高效運作的矛盾。倘海關執法不嚴、取諦走私不力，勢將影響國家的經濟安全，

損害社會的公共利益。反之，倘海關的通關效率低，速度慢，又將會使企業利益

受到損失，進而影響外貿進出口，影響國家的經濟發展。隨著經濟的全球化，以

及國際貿易的快速發展，海關面臨的監管作業量不斷的成長；再者，現代信息技

術的應用，貿易方式、企業生產和經營方式的變化，現代物流管理的出現，皆對

海關的監管方式和服務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亦要

求海關簡化手續、提高通關效率，為企業創造競爭優勢。因此，海關僅能採取措

施減少風險，在接受和承擔部份風險的基礎上，引入風險管理，以求最大限度減

少走私違法，對國家政治、經濟和安全帶來的威脅。 
世界海關組織在修訂「京都公約」時，亦將風險管理的概念納入其中，作為

簡化和協調海關手續的一項具體措施。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則將風險管理正式列

入各成員國海關的集體行動計畫。2004年，中國海關制定了「2004-2010現代海
關制度第二步發展戰略規劃」，要求在 2004年和 2010年之間，要按照建立與全

                                                 
325 中國口岸協會編，《中國口岸年鑑 2003》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3)，頁 871。 
326 鄭俊田，《海關管理研究》，頁 68。 
327 吳琪琳，〈企業理性自利原則與海關制度設計的價值取向〉，侯真喜主編，《中國海關學術論叢：
第一輯》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6)，頁 36。 
328 鄭俊田，《中國海關通關實務》，頁 36。 
329 謝志杰，〈客戶導向與海關管理模式的變革〉，《海關研究》，第 4期，2006年，頁 53。 



 168

面建設小康社會相適應、與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配套、與國際通行規

則相銜接、嚴密監管與高效運作相結合的現代海關制度總體要求、以建立風險管

理機制為中心環節，全面、協調地推進海關各項業務改革和綜合改革，使中國海

關現代化建設邁向科學、文明、高效和廉潔的新階段。為了追求這些目標，中國

海關近年來不斷運用電子海關、電子總署和電子口岸等科技手段，俾實現通關管

理的自動化，為合法貿易提供便利。電子海關的目的，主要在於加強進出口貨物

通關管理的自動化；電子總署則是試圖提高行政效率，提升總署業務監控分析，

以及輔助決策的資訊化。至於電子口岸的目標，即在於強化跨部門、跨地區的數

據交換，以及聯網查核等。 
於此第二階段中，海關決定運用風險管理方法和技術，從進出口規模、稅收

貢獻率、監管難易程度等方面，對企業、商品、運輸工具等各類監管對象，進行

系統分析與評估，並確定相應的監管方式。此外，並透過推行風險管理的理念，

逐步建立層級職責明確、業務配合協調、信息數據共享，以及判別處置有效的風

險管理運作模式，以及由統一數據庫、統一管理平台、若干分析監控應用系統構

成的風險管理大系統，強化風險管理機制。在 2004年，中國海關直接運用風險
管理平台，查獲各類走私違規案件 5,820起，累計案值 64.1億元，追補稅款 3.6
億元。330 

2005年，在全國海關關長會議上，海關總署黨組提出了深化各項業務改革，
整合信息、科技、人力和財力等資源，全面推動現代海關制度的第二步發展戰略： 

1)全面實施風險管理：制定出台「風險管理整合實施方案」，完成風險管理
平台與 H2000的銜接，建立統一的可供各部門分析監控使用的風險管理數據庫，
實現非平台分析監控系統與平台的銜接，建立各部門之間風險管理聯系配合辦

法，以及各分析系統之間的協調配合制度，加大風險管理理論與方法技術的交流

培訓力度。進一步健全和完善風險管理工作績效評估與獎勵措施，開展風險管理

全方位應用試點。 
2)實施「電子簽名法」的改革試點：利用 2000 年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電

子簽名法」改革試點的契機，調整通關作業流程和操作方式，更多直接依靠電子

數據，逐步簡化和取消紙面單證；推廣網上稅款支付和稅費核銷；開展加工貿易

電子手冊、聯網申報等特點。在確保實際核銷到位的前提下，便利企業通關。2005
年 4月 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簽名法」正式實施。331 

3)推動海關管理的區域一體化：選擇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圍繞稅收任
務績效考核，以及轉關運輸等兩個關鍵問題，以規範統一海關手續為切入點，開

展海關管理區域一體化改革的研究和試點。 
4)開展綜合理財改革，提供有力保障：為解決海關業務發展所需資金的缺

口，海關總署黨組決定實施綜合理財，透過深化國庫集中支付改革，以及海關部

                                                 
330 《中華人民共和國年鑑 2005》，頁 696。 
331 唐越巍、嚴俊慧，〈電子簽名法在海關實務中的法律思考〉，侯真喜主編，《中國海關學術論叢：
第一輯》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6)，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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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預算改革，建立和完善海關採購制度等。 
    5)加強對學會、協會工作的指導：充份利用學會和協會，加強基礎理論研究，
完善報關服務、推動大通關建設方面的優勢，推動現代海關制度的建設。 
    建立企業守法管理系統，主要是建立以防為主、防控結合的海關業務風險管
理體系的核心部份。其目標主要是以企業為主線，實現企業通關信息，以及其他

有關信息的有效整合與集中管理，建立科學的企業評估制度，依據企業風險水

平，在監管模式和管理措施上，對企業實行分類處理，以促進海關各項業務工作，

由以貨物為單元，向以企業為單元的轉移。 
    企業守法管理系統，主要包括如下四點： 
    1)企業信息的集中管理 
    為適應海關對企業進行評估和管理，以及各業務領域和作業環節風險分析的
需要，海關透過採用信息化手段和現代網絡技術，以企業為主線，匯總和整合與

企業相關的信息和數據，形成分頭採集、分工維護、集中管理、授權使用的管理

格局，建立起由海關總署、直屬海關企業守法管理部門的兩級集中管理，各級業

務管理部門和各作業環節，分工維護企業信息管理機制。 
    2)企業評估制度 
企業評估制度，係指透過借鏡和運用現代信用評估技術，建立企業風險指標

體系和評估標準，以及企業評估的工作機制，在各部門共統參與、企業守法管理

主管部門的協調下，以企業狀況評估、企業風險評估，以及企業守法評估等三種

形式，對企業基本狀況、潛在的風險及守法狀況，開展動態評估，為各層級、各

業務環節的風險分析，以及實施分類處置，提供信息與決策支持，為對企業實施

特定的監管模式提供決策依據，形成評估、驗證、再評估、再驗證的動態循環，

以提高海關對企業管理的預見性，防範企業各類進出口的風險。 
3)對企業實施分類管理 
對企業實施分類管理，是指以企業風險分析和守法評估為基礎，從促進企業

守法自律、提高通關效率、落實國家產業政策、確保國家稅收、保障加工貿易等，

根據企業的風險水平、生產經營特點，以及在海關管理中的地位的差異，採取與

其風險水平相適應的監管方式、通關方式和管理方式，促進企業守法自律，提高

海關監管效能。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實施企業分類管理模式，就是客戶導向管理

理念的落實。對海關管理而言，了解企業所在行業的整體狀況、企業需求、企業

資信、發展趨勢，對該企業的發展過程、產品結構、競爭優勢與對手、行業地位

與領導人等有一定的理解，與企業有基本的對話共同點。332 
海關對未納入特定監管和通關方式，或實施重點管理的企業，在監管工作中

主要透過以下基本途徑，來實施分類處置：其一，透過分析企業、商品風險類型

和具體特性，實施通道管理，將此部份企業的通關貨物，在通關作業不同環節間

進行合理分流；其二，透過健全和完善管理制度和監管方式，對風險水平、風險

類型不同的企業的通關貨物，在化驗、審價、擔保、查驗等監管方式上，實行分

                                                 
332 謝志杰，〈客戶導向與海關管理模式的變革〉，《海關研究》，第 4期，2006年，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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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處置。易言之，此即是一種風險式通關的概念。對企業進行守法評估，確定企

業風險等級在通關過程中，對不同風險等級企業實施分類處理，透過控制主要通

關風險，探索將風險管理與審單作業結合，集中海關的有限的管理資源，對特定

企業進行重點管理，減少對誠信守法企業的管理環節，全面提高管理的整體效

能。333 
中國海關總署根據國家的產業發展政策，對加工貿易實行商品分類管理。根

據企業守法自律狀況，實行了企業分類管理。如此，不僅突出了海關在實際監管

中的管理重點，亦增強了加工貿易企業的自律能力，方便了守法企業的正常生產

經營活動。此外，在商品分類和企業分類的基礎上，海關還對部份加工貿易合同，

實行了保證金合帳實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管理風險。同時，亦頒布了異

地加工貿易管理辦法、加工貿易單耗管理辦法等。334 
中國大陸海關總署分別於 1999年 6月 1日及 8月 10日，發布並自同年 10

月 1日起實施《海關對企業實施分類管理辦法》及《海關對企業實施分類管理辦
法實施細則》，將所有與進出口直接相關的企業、單位、及外商投資企業等，分

為 A、B、C、D四個類別，並實施動態分類管理(分類主要標準如附表)；亦即自
主管海關發布並核定企業的類別後，若有違法或違規行為將被調降等級；反之， 
在一定期間內(通常為 1至 2年)未發生管理辦法規定的禁忌事項，亦可以向海關
申請升級。上述有關企業分類標準之評定，係根據海關總署、外經貿部及國家經

貿委聯合，於同年 7月發布之《關於加工貿易企業分類管理評定標準和審定程式
問題的通知》辦理。  
根據「企業分類管理辦法」有關規定，海關對企業實施分類管理，乃是海關

根據企業的經營管理情況、報關業務數量、報關質量情況，以及遵守海關有關法

律法規和規定的情況等，設置 A、B、C、D 四個管理類別，並對不同類別的企
業，採取不同的監管模式(請參閱表 13)。335值得注意的是，海關對企業實行分類

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幾點的基本內涵：336 
1)海關對企業實行分類管理的依據，不是企業自身的經營成果或經濟效益，

而是根據企業的內部經營管理狀況、報關業務數量、報關質量，以及企業守法狀

況等； 
2)海關對企業實行分類管理的標準，是由海關總署統一制訂的，並在全國範

圍內通行，相應的類別有 ABCD等四類； 
3)海關對企業實行的分類管理類別，並非一成不變的，而是動態的；海關將

根據企業的具體表現，進行適時的調整； 
4)海關根據企業不同的管理類別，採取不同的管理措施，「企業分類管理辦

法」對不同企業採取的不同管理措施，均有明確的規定。 
值得注意的是，海關並不是對國內所有的企業實行分類管理，海關實施分類

                                                 
333 王杰，〈建立健全通關監管新機制〉，《海關研究》，第 4期，2006年，頁 48。 
334 林奕，〈海關之重〉，頁 12。 
335 金振武，《企業管理》，頁 104。 
336 同前註，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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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對象，是與進出口活動直接有關的企業，具體主要有以下幾類：337 
1)外貿公司、外商投資企業有進出口經營權的商業物資企業； 
2)自營進出口生產企業和科研院所； 
3)加工貿易經營單位和接受委託加工企業； 
4)經營保稅倉儲業務的企業、設有存放海關監管貨物倉庫的企業； 
5)使用或者經營減免進口貨物的企業、免稅外匯商品經營單位； 
6)從事報關業務的企業、承接海關監管貨物運輸的企業； 
7)海關總署規定的從事與進出口活動直接有關的其他企業。 
各企業適用何種管理類別，將由企業所在地的海關審理。其中列為 A類及 D

類企業的名單，必須報海關總署備案，海關總署並且必須將 A 類企業名單轉送
給中共外經貿部。  
對於 B類企業，將依現行常規管理。A類企業在常 規管理的基礎上，海關

將再提供各項便利，主要包括：設專門視窗，優先辦理貨物申報、查驗及放行手

續；對加工貿易企業，可實行海關派員駐廠監管，並且不實施銀行保證金台帳制

度；對允許擔保的貨物，海關憑企業提交的保函驗放，免收保證金；對進口商品

可免予抽樣化驗。優先提供 EDI聯網報關。至於 C 類企業在進口允許擔保的貨
物，以及辦理加工貿易合同登記備案時，均需依規定比率繳納保證金。對於企業

的經營活動及進出口貨物，海關也將會進行重點查驗。此外，海關也將不予辦理

異地報關備案。對於 D 類企業，海關將不予辦理新的加工貿易合同備案，而該
類企業所進出口的貨物也將逐一開箱檢查。對於情節嚴重者，甚至會被取消企業

報關的資格。  
由於海關是採取動態的分類管理，因此一經發現企業發生任何不法的情事，

海關都將立即對企業管理類別進行調整。對於 D 類企業，若二年內未再發生該
辦法中第 十條所列情事者，則可改列為 C類企業。而 C類企業若二年內，未再
發生辦法中第九及第十條規定者，也可升等為 B類企業。  

為加強對異地加工貿易管理，大陸海關總署於 1999年 5月 發佈施行《關於
異地加工貿易的管理辦法》；按照該辦法規定，委託加工單位與加工企業簽訂「委

託加工合同」並檢附「海關異地加工貿易申請表」及其他資料報請 主管海關批
註簽章後製作成關封，向加工企業海關辦理合同備案登記。此外，在操作上尚有

以下限制： 
(一)委託加工單位僅能將進口料件，委託加工企業進行加工，不得將保稅進

口料件轉賣給加工企業； 
    (二)海關對委託加工單位和加工企業按規定實施 A、B、C、D分類管理，如
果兩者的管理類別不相同，按其中較低類別採取監管措施，如需實行保證金台帳

實轉者，則應按規定由經營單位交付與關稅，及進口環節增值稅等額保證金或提

供同額擔保。 

                                                 
337 同前註，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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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中國大陸海關實施企業分類的主要標準                 單位：人民幣 

級別  審核標準  

A類企業  1.年進出口總額在 3,000萬元以上 
2.註冊登記 2年以上 
3.連續兩年無拖欠海關稅款情事 
4.連續兩年加工貿易合同按期核銷 
5.指定專人負責海關事務 
6.連續 2年報關單差錯率在 5 ％以下 
7.連續 6個月無走私違規行為記錄； 
8.進口海關必檢商品簽訂免驗協議後兩年內無申報不實記錄 
9.向海關提供的單數、證件真實、齊全、有效 

10.有正常的進出口業物 
11.會計制度完善；財務賬冊健全，科目設置合理，業務記錄真實可
信 

12.凡設有存放海關監管貨物倉庫的企業，其倉庫管理制度健全，倉
庫明細賬目清楚，入庫單、出庫單等實行專門管理，作到賬貨相

符 
 

B類企業  凡不符合 A類管理條件，且未發生 C、D類情況者 

C類企業  1.一年出現 2次違規行為，或偷逃稅在 5萬元以上，不滿 50萬元
人民幣的 

2.拖欠海關稅款在 100萬元人民幣以下 
3.遺失重要業務單證或拒絕提供有關帳簿、資料 
4.不按時辦理加工貿易合同核銷手續 
5.一年內報關單差錯率在 10％以上的 
6.出借企業名義，供他人辦理進出口貨物報關 

 7.賬冊管理混亂，賬簿、資料不真實有效反映進出口業務情況的 
 8.在進出口經營活動被外經貿主管部門，給予通報批評或警告等行
政處罰的 

D類企業  1.2年內走私、偷逃稅款在 5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 
2.偽造、塗改進出口許可證或批件 
3.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物品 
4.拖欠海關稅款在 100萬元人民幣以上 
5.利用假手冊、假報關單、假批件騙取加工貿易稅收優惠的 



 173

6.被外貿主管部門暫停或撤銷對外貿易許可的異地加工貿易。 
7.在承運監督貨物的運輸工具上，私設夾層、暗格的 
8.已構成走私罪，並經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型事責任的 

資料來源：金振武，企業管理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5)，頁 108-111。 
 

 
    (三)委託加工單位，不得委託按Ｄ類管理的加工企業，開展異地加工貿易。 
    此外，為促進企業守法經營，海關對內透過科學合理的制度安排和程序安
排，使守法企業獲得最大的貿易便利，引導企業守法自律，並運用信息化管理，

建立對相對人的工作質量和守法狀況的日常監督和追蹤機制，實現企業守法狀況

等各方面信息，在各地海關、海關各部門之間的充份共享，規範和統一執法尺度。

對外則透過對企業的宣傳、教育和培訓，協助企業建立有效的內控機制，建立海

關與企業之間的新型工作關係，同時加強與有關管理和執法部門、協業協會，以

及重點企業的協調配合與信息交換，把企業守法管理融入國家信用管理體系中，

充份運用法律、行政、經濟等手段，以及海關、企業、社會和其他政府部門等多

方資源，建立教育、監管、懲戒和輿論監督的綜合治理格局。 
    最後，為保證對全國關區海關風險管理工作的統一管理與協調，中國海關在
總署和直屬海關兩級設立風險管理委員會，作為本級海關風險管理的最高協調組

織形式，審議決策本級海關風險管理工作的重大事項。海關總署和直屬海關風險

管理主管部門，主要強調在風險管理、企業管理方面的組織、協調、推動、研究、

培訓、保障和監督作用。並負責組織實施海關稽查工作。同時，其也是本級風險

管理委員會的日常辦事機構，負責協助本級風險管理委員會處理日常事務，承辦

或督辦委員會部署的具體工作。而總署和直屬海關各業務職能部門、隸屬海關及

全國價格、歸類中心及其分中心，承擔本層級、本領域風險管理工作的主管責任。

而隸屬海關各工作環節，則作為風險管理工作的基礎單元。338 
    在 2006 年的全國海關關長會議上，海關總署更進一步提出要以科學發展
觀，在海關全面推動十一五規劃，和加快現代海關制度的第二步發展戰略。其主

要內涵在於堅持一人為本，以海關人的全面現代化，作為推動海關整體現代化發

展的基礎，樹立科學的治關理念，以促進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並透過以建立風

險管理機制為中心環節，以科技進步為基礎，創新管理理念和方法。於此一目標

之下，則是要根據海關本身的實際情況，透過下述概念的具體實施，以提高海關

的把關服務功能：339 
    (一)創新觀念：樹立管理就是服務和客戶導向的理念，主動適應經濟全球化
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 

                                                 
338 鄭俊田，《海關管理研究》，頁 81。 
339 梁金成，〈完善我國海關現代化發展戰略問題的哲學思考：淺談對科學的治關理念內涵的幾點
認識〉，《海關研究》，第 2期，2006年，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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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管理創新：以風險管理為基礎，以企業為導向，推動海關與企業建立合
作夥伴關係；建立和完善企業分類管理信息體系、風險評估和處置辦法，以及企

業信用管理體系等； 
    (三)科技創新：以通關改革為契機，以業務科技一體化為目標，以聯網監管
為重點，提高海關效率、監管效能和企業經營效益； 
    (四)制度創新：建立和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體系，提高執法的透明度。簡化
和規範通關程序和手續，降低通關成本，提高管理制度化的水平。 
     
第六節 小結 

    海關是世界各國在政府部門裡，設立的監督管理進出口事務，以及徵收關稅
的專門機構。世界各國都設有海關，海關的職能和國際貿易緊密相聯，因此關稅

徵收乃是各國海關的基本職能。然隨著全球經濟形勢的發展，已發展國家海關的

職能，財政作用逐步弱化，監督管理、打擊違反行為的作用愈來愈強。易言之，

已發展國家由於關稅水平愈來愈低，海關的主要作用不是徵收關稅，而是打擊毒

品、武器走私和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海關是一個國家行政機關，是中央政府的一個重要
部門。海關總署是國務院的直屬機構，在直屬機構序列中名列第一。同時，海關

也是國家的監督管理機關，具有行政處罰權的執法部門。對進出境的貨物、物品

和運輸工具等進行監督管理。此外，海關亦是專門對進出境活動，進行監督管理

的機關。各個行政執法機關皆有自己的管理領域，依據不同的法律進行相應的執

法活動。海關也是一個國家的管理機關，任何一級海關都代表國家行使權力，不

代表地方政府。此與其他機關有很大的差異。海關事務屬中央事權，各級海關不

論級別高低，都是代表國家行使對進出境貨物、物品、運輸工具的監督管理權的

中央國家機關，維護的是國家的整體利益。有些海關雖然設在地方，但其所管轄

的事務，並不是地方政府管理的事務，而是國家事務；所徵收的關稅，也不是交

給地方，而是全部上繳中央。 
    1980 年，中國海關取消地方領導體制後，開始實行中央集中的統一垂直領
導管理體制。國務院設立海關總署，作為國務院的直屬機構，統一管理全國海關，

各地海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並向海關總署負責。海關隸屬關係，不受行政區劃

的限制。對於中國海關而言，此一領導體制不僅有利於國家對外貿易發律、法規

和政策在全國範圍內的統一實施，亦減少了地方政府和地方企業，對海關執法工

作的干擾，有助於推動對外貿易經營秩序的規範，以及促進對外貿易發展。 
    在海關職能方面，中國海關主要擔負監管進出境的運輸工具、貨物、行李物
品、郵遞物品和其他物品，徵收關稅和其他稅費、查緝走私，並編制海關統計和

辦理其他業務的任務。此四項職能構成了海關對進出境活動相輔相成的監督管理

體系。其中，監管是海關最基本的職能，也是海關四項職能的基礎。海關的徵稅、

緝私和統計等職能，亦皆是建立在監管的基礎上。 
    最後，在制度建設方面，中國海關於 1998年作出「關於建立現代海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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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心」，提出要實現管理思想、管理制度、管理方法，以及管理手段的現代化，

並以通關作業改革作為第一階段推動現代海關制度的核心。2003 年，中國海關
又開始實施以風險管理為核心的第二階段現代海關制度改革。其主要目標，在於

建立起層級職責明確、業務配合協調、信息數據共享、判別處置有效的風險管理

運作模式，以及由統一數據庫、統一管理平台、若干分析監控應用系統構成的風

險管理系統，提高海關行政執法、服務把關的功能。 
    在針對中國海關內在層面觀點的討論與分析上，毫無疑問的是，已然突顯了
諸多兩岸海關所共同關切的議題。由於我國海關的組織與功能，在與國際規範的

接軌方面，其廣度與深度已是在中國大陸之上。因此，從全球關務一體性的角度

來看，推動兩岸海關關務議題的交流與合作，必然是雙方民間社會團體所殷切期

盼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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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國海關的國際交流與合作 

第一節 前言 
    自 1990年代以來，全球化已然逐漸成為國際社會的重要發展趨勢。全球化
意謂著，國與國之間在政治、經濟、社會、資訊、生態和文化等方面的快速與多

重之交流下，國與國之間的疆界已愈來愈模糊。但由於海關具有無國界功能組織

的性質，亦同時擁有主權的概念，且又有利於全球化的互動與加強，因此在兩岸

政治對立的情勢下，雙方海關似可摒除政治上的差異，並從海關議題等實務層面

來推動與加強兩岸互動的新機制。由於世界海關組織乃是目前國際經貿機構中的

一種重要國際體系，從理論的層面來看，其亦提供了一種各國必須遵守的國際規

範。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架構下，其所關切的是如何推動各會員國海關制度的協調

與一致性。因此，該組織特別重視各國間相關的海關技術和海關立法等問題，並

促進各會員國在海關事務上的交流與合作，藉以強化國際貿易的往來。 
    隨著經濟的全球化，中國海關參與國際事務愈來愈多。自 1983 年中國海關
加入世界海關組織以來，積極參加世界海關組織的常設技術委員會、執法委員

會、協調制度委員會、海關估價技術委員會、原產地技術委員會，以及自動數據

處理分委員會的活動，並積極參與京都條約、內羅華公約、審定協調制度，以及

制定原產地規畫等工作。例如，中國海關亦在 2000年簽署了修訂後的京都公約
議定書。此外，北京亦在 2005年向世界海關組織遞交了關於實施「全球貿易安
全與便利標準框架」的意向書，亦先後簽署了中美「集裝箱安全倡議」等 30個
雙邊行政互助協定或合作協議。同時，在 2005年，中國海關總署、質檢總局與
美國能源部簽署了「特大型港口計畫」《意向性聲明》，並就《諒解備忘錄》的

具體內容初步交換了意見。 

    在國際經濟邁向全球化的同時，世界貿易組織亦和世界海關組織一樣，呈現
出了一種國際體系與國際規範。世界貿易組織所強調的自由貿易和市場開放，以

強化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流動，更與各國海關的功能與職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因此，透過對此二個重要國際組織的分析與探討，以及中國海關的參與和因應世

界海關組織和世貿組織的國際規範，乃有助於我們對中國海關組織、功能及其議

題的了解和掌握，更亦有助於建構第二軌道層面的合作交流機制。 
 
第二節 世界海關組織與國際規範 
自二十世紀初以來，國際社會即不斷致力於推動海關制度的標準化和協調

化，以強化國際貿易的發展。早在 1923年，國際聯盟在日內瓦即曾簽訂了一個
《關於簡化海關手續的國際公約》；1947年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也列入了一些涉
及海關的問題，如海關估價。然而，尚無一個專門機構，負責處理海關手續或對

其提出簡化和協調的建議。1947年 9月 12日，有 13個歐洲國家在巴黎簽署了
一項聯合聲明，研究在布魯塞爾建立一個負責研究協調海關制度的專門機構的可

能性，以追求海關制度標準化、協調化，以及便利國際貿易發展的目標。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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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關稅聯盟遂成立了一個專門小組，負責此項研究工作。 
1948 年，此一研究小組又成立了經濟委員會和海關委員會。其後，經濟委

員會因其工作內容，與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EEC)重複而停止功能運作。然而，
海關委員會的工作一直繼續進行，其職掌包括對國家的海關技術問題進行比較研

究，使這些國家的海關制度協調化和標準化；制訂統一的商品分類目錄，以及採

用統一的海關估價；同時，其亦負責研究其他方面的海關法規。這三方面的工作

為日後 1950年 12月 15日在布魯塞爾簽訂的三個公約，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
三個公約分別是： 

1.《關於建立海關合作理事會的公約》(1952年 11月 4日生效) 
2.《關於海關貨物估價的公約》(1953年 7月 28日生效) 
3.《關於海關稅則商品歸類目錄的公約》(1959年 9月 11日生效) 
於此一背景下，海關合作理事會(Customs Cooperation Council, CCC)遂於

1952年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誕生。該組織的第一次理事會全體會議於 1953年
1月 26日舉行，共有 17個成員的代表團參加會議。後來，1月 26日就被定為「國
際海關日」。340世界海關組織(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s, WCO)和許多成員海關
皆在每年的這一天舉辦一些活動，如慶祝成立世界海關組織的周年紀念和宣傳海

關的活動。 
世界海關組織的前身是 1952年成立的海關合作理事會，這是該組織的正式

名稱。1994 年，為了更明確地表明該組織的世界性地位，海關合作理事會年會
通過了一項有關為該組織命名一個工作名稱的議案。因此，該組織獲得了世界海

關組織的工作名稱，從而使該組織與世界貿易組織相對應。1999 年，世界海關
組織正式成為聯合國的觀察員。 
世界海關組織是唯一專門研究海關事務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其使命在於加強

各成員海關工作效益和提高海關工作效率、促進各成員在海關執法領域的合作，

以及協調貿易規定等。341因此，在國際貿易的層面上，世界海關組織乃擬訂各項

國際公約，以簡化和協調與通關有關之國際貿易事宜。截至目前為止，世界海關

組織共有 161個成員，每個成員皆擁有同樣的權利和義務。同時，世界海關組織
亦為成員提供了一個論壇，使其能夠平等的討論海關事務。每一個成員有一個代

表和投票權，亦皆擁有相同的權利和義務，並能夠享受由秘書處直接提供的，或

由秘書處參與提供的技術援助和培訓服務。第一個加入該組織的非歐洲國家成員

是巴基斯坦。中國於 1983年成為該組織的正式成員。香港和澳門亦分別於 1987
年和 1993年，以單獨關境區(非主權國家的身份)的名義，加入了世界海關組織。 
    「京都公約」的全稱為「簡化和協調海關制度的國際公約」，其明確了海關
與其管理相對人的權利義務法律關係，以提高海關立法和執法的透明度、公正

性，並推動國際貿易效率等海關管理與執法的各項領域。因此，「京都公約」乃

                                                 
340 劉繕，〈WCO的運作機制〉，《中國海關》，第 3期，總第 166期，2003年 5月，頁 37。 
341 江邊，〈海關總署端木君參選下屆世界海關組織副秘書長職位〉，《中國海關》，第 3期，總第
141期，2001年 3月，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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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球唯一全面規定海關基本手續與標準，使各成員國海關手續得以高度簡化、

協調和統一。3421988年，中國加入了「京都公約」。從 1994年開始，亦參與「京
都公約」的修訂。該公約對中國海關的現代化，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例如，1994
年 1 月，中國海關即提出了建立現代海關制度的目標。1998 年 1 月，中國海關
正式通過了「海關總署關於建立現代海關制度的決定」。343 
    在世界海關推動國際貿易的發展上，其相當重視的原則有如下各點：非歧視
性的貿易原則、運用關稅機制促進貿易的開展與合作、關稅減讓原則、關稅談判，

以及公正與公開的競爭。344同時，世界海關組織亦積極支援各會員國的海關立

法，並強化各國海關之間，以及各國海關與各國際組織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對於

任何違反海關條例的行為，如國際性犯罪活動、恐佈主義，以及毒品和槍械彈藥

走私等，各國海關應採取共同立場防制之。 
    世界海關組織乃是唯一在世界範圍內專門研究海關事務的政府間國際組
織，為了履行使命，世界海關組織承擔以下之工作職責：345 

(一)負責制訂、維護、支持和推廣有關其制定的國際性公約，以協調和統一
各成員採用協調和簡化的海關制度和手續，對貨物、人員和運輸工具的進出境活

動進行監管，促進各國的經濟貿易發展和社會安定。 
(二)加強對各成員的工作，使各成員透過有效的監管和執法保證各國的法律

獲得遵守，並提高各成員之間及各成員與其他國際組織之間的合作成效，打擊各

種違犯海關法規的行為。 
(三)透過促進成員之間及其與其他國際組織之間的交流和合作，注重人力資

源的開發，改善海關的管理工作，協助各成員面對現代環境的挑戰，以及適應新

形勢的變化。 
世界海關組織的年度財政預算，主要來自於各成員繳納的會費，基本是按照

聯合國會費分攤方法計算。最低會費為預算額度的 0.15％。中國繳納的會費約為
400萬比利時法郎，占總會費的 0.76%。 
    此外，世界海關組織所扮演的功能，主要有下列六點： 

(一)從技術和經濟等觀點，對海關制度和相關的經濟因素進行審議，以便提
出獲得最高程度協調和統一的具體且實際的方法，俾協調各國的海關制度； 

(二)起草和制定公約； 
(三)提出建議，確保公約之統一解釋與執行； 
(四)從調解的角度出發提出建議，協調解決涉及公約解釋和實施方面的爭

議；但世界海關組織不是法院，不能偏袒任何一方和實行裁決； 
(五)主動或應請求，向有關成員政府提供海關事務方面的資訊或意見； 

                                                 
342 程濤，〈京都公約對我國海關法律制度的影響〉，《中國海關》，總 130期，2000年 4月，頁 41。 
343 高融昆，《中國海關的制度創新和管理變革》 (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2)，頁 164。 
344 Charles Lips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e: The Sources and Effects of Regime Change,”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 (Cambridg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233-272. 
345 高融昆，《中國海關的制度創新和管理變革》，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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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世界海關組織的組織架構 
 
 

(六)就其主管範圍所涉及的事務與其他國際組織進行合作。 
根據圖 7，在組織結構方面，世界海關組織主要可區分為理事會、各委員會、

秘書處，以及各技術委員會等。茲分述如下： 
(一)理事會(Council) 
理事會為世界海關組織的最高權力與決策機構，每年舉行一次全體代表會

議，來自所有成員的海關署長或署長代表參加理事會會議。理事會主要由財政委

員會(17個成員)和政策委員會(24個成員)協助工作。其宗旨主要在於研究有關關
稅合作的問題、審議徵稅技術，以及簡化海關手續等，並向各會員國提供有關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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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條例之訊息和諮詢，俾進一步強化各會員國之間關務的協調與統一。 
理事會根據政策委員會和各技術委員會提出的建議，做出各項決定，確定未

來活動的方向；並根據秘書長和政策委員會提出的建議，解決有關預算和人事問

題。最初，理事會年會是在布魯塞爾召開，但隨著該組織成員數量不斷的增加，

為考慮到一些更遙遠的國家的利益和願望，理事會決定年會除在布魯塞爾召開

外，有時還可在世界其他的地區舉行。1996 年，理事會年會在香港舉行。即是
一例。 

(二)政策委員會(Policy Commission) 
政策委員會負責對所有重要的政策問題進行研究，並向理事會提供諮詢性意

見或建議。政策委員會亦負責理事會年會的籌備工作，並在理事會主席的主持

下，一年召開兩次會議。政策委員會中的六名成員除了在委員會中擔任副主席

外，亦分別代表理事會六個地區的所有成員海關參加政策委員會會議和有關活

動，以反映各地區的利益和實際需要。世界海關組織所劃分的六個地區是：北非

及中近東地區；西非及中部非洲地區；東部及南部非洲地區；遠東、南亞和東南

亞、大洋洲和太平洋群島地區(簡稱亞太地區)；南美、北美、中美和加勒比海地
區；歐洲地區。中國是亞太地區的成員，曾於 1993年 7月至 1995年 6月，當選
世界海關組織政策委員會成員，同時也是世界海關組織亞太地區的地區代表。 

(三)秘書處(Secretariat) 
世界海關組織設有秘書處，為該組織及其各委員會提供行政服務工作。理事

會的日常工作主要是透過秘書處完成的。秘書處設在布魯塞爾，總共有 115個職
員。其中，一位秘書長346、一位副秘書長和兩位司長，須由世界海關組織所有成

員透過理事會年會選舉產生，任期五年；其下屬的副司長和技術官員，則由秘書

長任命，任期五年。此外，各成員還可在一定時期內，派遣官員到秘書處工作，

這些官員被稱為技術隨員，由各成員自行支付工資。世界海關組織所聘雇的職

員，並不代表其所屬國家的海關，其只為世界海關組織工作，秉持著中立的態度。 
1998 年 1 月 1 日，世界海關組織秘書處將原來的目錄歸類司、估價司和技

術司，更名為關稅及貿易事務司，以及守法便利司。347秘書處下設幾個司和分司，

主要職能分述如下： 
1.關稅及貿易事務司(Tariff and Trade Affairs) 

1)負責制訂和管理《商品名稱及目錄協調制度國際公約》。該公約的締約
方現已達 97個，協調制度目錄已為 176個國家或地區所普遍使用。世界貿易組
織談判也採用此調制度的目錄。目前，協調制度在國際貿易中的使用率已經達到

95％。 
2)負責管理已由關貿總協定移交世界貿易組織的「世界貿易組織估價協

                                                 
346 秘書長依照相關規定履行職責，由其所任命的秘書處官員，則負責準備有關會議工作文件，
並應成員要求查閱資料，起草各項會議記錄和會議總結，印刷和散發會議文件，提供翻譯，以及

理事會和各委員會交代的其他行政性服務工作。 
347 朱高章，〈對世界海關組織內部機構名稱變更的一點思考〉，《中國海關》，第 4期，總第 118
期，1999年 4月，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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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由於海關估價是現代海關關稅制度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其必須要能準確地

界定以便估算關稅。同時，海關估價也是統計、配額、許可證和稅收等管理的一

個重要因素。世界海關組織主要是要確保世界貿易組織有關協定的正確解釋和執

行。 
2.守法及便利司(Compliance and Facilitation) 
該司由執法/守法分司和手續/便利分司所共同組成。 

1)執法/守法分司： 
在世界海關組織所制訂的重要國際公約《內羅畢公約》中，其目的主要是為

防止、調查和懲處違反海關法規的行為，提供行政協助。在執法方面的重點，是

要加強毒品和商業瞞騙情報的國際合作。世界海關組織與國際刑警組織和聯合

國，在有關負責毒品執法的部門(如：聯合國禁毒署)，必須保持密切合作。為此
目的，世界海關組織設立了一個中央資訊系統(CIS)，專門紀錄與儲存違反海關
法規的資料庫。世界海關組織的成員，所報送的資料被存入中央資訊系統內，其

後經過分類、分析，然後再提供給各國海關。為提高此類工作的有效性，世界海

關組織還正在與有關的國際貿易和國際貨運組織簽訂協定，並且建立地區情報聯

絡處。世界海關組織還與涉及執法的其他國際組織保持密切的聯繫，尤其是在有

關販賣毒品收入、洗錢、非法財產、制毒化學品前體和易制毒化學品等方面。 
2)海關手續分司： 
世界海關組織制訂了許多涉及海關手續的公約，其中最主要的是《京都公

約》。《京都公約》是一部簡化和協調海關制度的協定；例如，向旅客提供海關便

利、暫准進口貨物手續簡化等。目前海關制度方面的工作重點，是在海關自動資

料處理和電子資料交換方面，如電子資料交換。 
3.人力資源部：(Capacity Building) 
世界海關組織設有一個培訓專家小組，在該小組，以及各成員和國際組織專

家的合作下，人力資源部實施了多項培訓和技術合作專案，如： 
1)世界海關組織海關改革和現代化項目； 
2)為各成員海關的決策人舉辦入門培訓； 
3)成員國（地區）開展問題診斷研究； 
4)協助成員制訂實施計畫； 
5)協助進行專案評估； 
6)與世界海關組織有關部門合作，舉辦世界海關組織主要公約的講座和研

討班； 
7)在有關專家的協助下，編寫海關各方面的業務單元培訓教材348，俾供海

關培訓人員在本國培訓中使用； 
8)為各成員未來擔負培訓工作的人員，舉辦教學技能培訓班； 
9)舉辦獎學金學習班，使參加者有機會熟悉世界海關組織工作，並繼續進

行所選定的海關業務學習。此外，學員還有機會在某一成員海關實習。這些項目

                                                 
348 如協調制度、瞞騙和自動資料處理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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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一些成員海關（如澳大利亞、法國、日本和瑞士）和世界海關組織資助的； 
10)研究培訓方法，並調查世界各地區目前的培訓需要； 
11)編寫所舉辦專案培訓的評估報告； 
12)舉辦管理講座； 
13)提倡和推廣地區性培訓； 
14)舉辦管理者講座； 
15)資料庫的管理培訓。 

(四)技術委員會 
世界海關組織主要係透過各個技術委員會，對涉及海關專業領域的技術性問

題進行研究，這些技術委員會可按海關專業領域，劃分如下： 
1.協調制度委員會(The Harmonized System Committee) 
該委員會的任務是負責對《關於商品名稱及目錄協調制度的國際公約》進行

管理，保證協調制度與科技進步、新產品出現和國際貿易發展相符合。協調制度

委員會也負責解決一些具體的商品歸類問題，以及對各國海關在商品稅則歸類的

稅號上發生的爭議進行裁決。 
協調制度委員會亦下設兩個次委會：即審議次委會和科學次委會。這兩個次

委員會，它們分別負責研究涉及協調制度商品目錄的修改問題，以及有關的化學

問題。凡是與這兩方面有關的問題，都首先由這兩個次委會進行討論，然後再報

請協調制度委員會審議通過。該委員會亦負責對商品統一分類制度國際公約進行

管理與研修，確保統一分類制度與國際貿易發展的一致性。該委員會並亦負責解

決特定的貨品歸類問題，對各國海關在貨物分類爭議時進行仲裁。目前，國際社

會採行統一分類制度的國家或地區，共有 175個之多。 
2.關稅估價技術委員會(The Technical Committee on Customs Valuation) 
該委員會負責研究有關海關估價方面的規範與問題，對《世界貿易組織估價

協議》涉及的問題提供專家意見、評論和解釋，對一些估價問題進行專項研究和

調查。 
3.常設技術委員會(Permanent Technical Committee) 
該委員會負責向理事會提出幾乎涉及所有海關技術和手續方面的建議，其任

務是研究各層面的海關技術問題，促使海關手續在世界範圍內的簡化和協調。

1980 年代，隨著科技在海關業務中的廣泛應用，涉及技術工作的議題增多，該
委員會又下設資訊管理次委員會，349專門負責研究和討論海關科技應用中的問

題。此外，常設技術委員會主要亦負責協助理事會，提出解決技術問題方面的建

議，並以專業技術的觀點，研究各國的海關作業制度，以追求全球通關程式的簡

化與協調。亦值得注意的是，該技術委員會亦負責編撰海關專用術語詞彙，俾提

供相關組織機構，在處理海關問題上具有相同的用語。 
4.執法委員會(The Enforcement Committee) 
執法委員會係於 1986 年從常設技術委員會中獨立而出，其目的是為了擴大

                                                 
349 其在 1995年前稱為自動化資料處理次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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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商業瞞騙和麻醉品非法交易的打擊力度。執法委員會所研究和討論的議題，還

涉及到一些執行國際公約管制規定的使命和活動，如打擊走私和非法販運毒品、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核材料和放射物質和假冒香煙、保護知識產權，以及反洗錢

和跨國有組織犯罪。再者，有關國際海關行政互助問題，包括執法資訊和情報交

換在內，亦在研究之列。 
5.原產地規則技術委員會(The Technical Committee on Rules of Origin) 
1995 年，世界海關組織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要求，成立了原產地規則技術

委員會，專門負責從技術角度審核各成員日常工作中，所產生的原產地規則方面

的具體問題；並根據各成員所提供的事實，提出合理解決問題的建議。該技術委

員會還可應成員的要求，提供有關決定貨物原產地的資訊或建議。原產地規則技

術委員會主要強調透過公正、透明、可預知、穩定，以及無歧視的方式，制定並

實施原產地規則，建立協商機制，其能有效解決在原產地規則協定方面所產生的

爭端。 
此外，世界海關組織在制定國際海關公約方面，亦值得注意。自海關合作理

事會成立以來，先後制定了《關於設立海關合作理事會公約》、《海關商品估價公

約》、《海關稅則商品分類目錄公約》、《關於包裝用品暫准進口海關公約》、《關於

專業設備暫准進口海關公約》、《關於貨物憑 ATA 報關單證冊暫准進口海關公
約》、《關於海員福利用品海關公約》、《關於科學設備暫准進口海關公約》、《關於

教學用品暫准進口海關公約》、《關於在展覽會、交易會、會議等事項中便利展出

和需用貨物進口海關公約》、《關於簡化和協調海關業務制度國際公約》（簡稱京

都公約）、《關於協調商品名稱及編碼制度國際公約》（簡稱 HS 公約）、《關於防
止、調查和懲處違反海關法行為的行政互助國際公約》（簡稱內羅畢公約）、《海

關暫准進口公約》等 14個國際海關公約。1971年指定的《關於貨物實行國際轉
運或過境運輸海關公約》，因未達到法定締約方數目，而尚未生效。 

1973 年，在日本京都簽署的「京都公約」，包括主約和 31 個附約，內容包
含海關管理的各項措施。1994 年，世界海關組織決定對該公約進行修訂。1999
年 6月，世界海關組織理事會年會通過了《京都公約》修改議定書。修訂後的公
約，增加了海關外部審計、風險管理、電子數據轉換等新業務；並進一步明確了

海關管理的範圍、海關機構、通關程序、關稅徵管、擔保、信息技術應用、行政

裁定，以及海關申訴復議等制度。該公約的附約，亦具體規定了提供報關單之前

的手續、貨物的暫儲、通關、海關倉庫、轉關、轉運、進境加工、退稅、旅客、

郵件、貿易性運輸工具等。350此外，世界海關組織目前已基本完成新的多邊行政

互助公約的起草工作，並將提交 2003 年 6 月召開的世界海關組織理事會第
101/102屆年會通過。 
中國海關已加入了其中 6個公約，即《關於建立海關合作理事會的公約》、《關

於協調商品名稱及編碼制度國際公約》、《關於貨物憑 ATA 報關單證冊暫准進口
海關公約》、《關於簡化和協調海關業務制度國際公約》、《海關暫准進口公約》、《關

                                                 
350 高融昆，《中國海關的制度創新和管理變革》，頁 160-161。 



 185

於在展覽會、交易會、會議等事項中便利展出和需用貨物進口海關公約》。除此

之外，中國還加入了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制定的《1972年集裝箱關務公約》。 
1986 年，聯合國禁毒基金在香港舉行工作會議。該會議由海關合作理事會

負責策劃，並由 13 個亞太經社理事會(ESCAP)成員參加。會議主要目的是要探
討減少毒品犯罪對該地區的威脅。由於會中所達成的共識是要加強地區成員海關

之間的訊息交流，故會議乃制定了一個專案行動計畫，主要內容是：1)每個與會
成員海關指定一名「海關聯絡官」；2)建立毒品月報交換制度；3)分析、協調情
報；4)監視涉嫌人員、貨物及運輸工具；5)制定用於交換行動資訊的核查表。 
經過 9 個月的實踐，1987 年參加該專案的成員海關，一致同意建立「區域

聯絡處」(Regional Liason Office, RLO)，統一處理與毒品有關的報告，協調地區
海關之間的情報交換。最初，各成員同意將中心設置在香港海關內運作，運作內

容主要限於交換涉及毒品的報告。1992年，「區域聯絡處」更名為「區域情報聯
絡處」(Regional Information Liason Office, RILO)，負責情報分析，內容也擴展到
除毒品以外的商業瞞騙、知識產權、瀕危動植物和武器彈藥等。目前，「區域情

報聯絡處」每年召集一次聯絡官會議，討論世界海關組織執法委員會的工作內

容。「區域情報聯絡處」最初成立時有 16個成員，即澳大利亞、新西蘭、中國、
孟加拉、香港、日本、韓國、印度、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尼泊爾、巴基斯

坦、菲律賓、斯里蘭卡和泰國。隨後，朝鮮、越南、緬甸、蒙古和澳門海關亦加

入成為成員。 
1999 年 1 月，亞太「區域情報聯絡處」改設立於東京。除亞太地區「區域

情報聯絡處」外，世界海關組織還在世界其他地區，建立了 9個地區情報聯絡處。
它們分別是設在波蘭的中/東歐「區域情報聯絡處」，在智利的南美「區域情報聯
絡處」、在波多黎各的加勒比「區域情報聯絡處」、在摩洛哥的北非「區域情報聯

絡處」、在聖地牙哥的西非「區域情報聯絡處」、在喀麥隆的中非「區域情報聯絡

處」、在肯雅的東南非「區域情報聯絡處」、在沙烏地阿拉伯的中東「區域情報聯

絡處」、在巴拿馬的中美洲「區域情報聯絡處」。2004 年 1 月，亞太「區域情報
聯絡處」亦再改設置於北京。 
    2004 年，中國海關當選世界海關組織負責亞太地區事務的副主席；同時，
上海海關高等專科學校，亦成為世界海關組織亞太地區培訓中心之一。同年，中

國海關並在上海召開了「世界海關組織知識產權保護地區論壇」，並積極推動與

美國、歐盟、東盟、上海合作組織，以及中亞等海關的合作關係。351 
 
第三節 全球貿易安全與便利標準架構 
國際貿易是經濟繁榮的基本動力，但全球貿易體制極易受到恐怖分子的利

用，從而嚴重損害全球經濟。作為監管國際貨物流動的政府部門，海關在加強全

球供應鏈安全和通過稅收徵管與貿易便利，為社會經濟發展做出貢獻方面，遂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為此，世界海關組織有必要通過一個便利貿易流動的方式，來

                                                 
351《中華人民共和國年鑑 2005 》，頁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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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全球貿易安全的戰略。為加強對國際貿易的保護，世界海關成員乃制定了一

個加強國際貿易安全與便利的制度，此即是《世界海關組織全球貿易安全與便利

標準框架》。 

由於世界海關組織擁有 166個成員海關，集聚了全球 99%的貿易量。同時，
海關亦擁有其他政府部門所沒有的重要權力，即查驗進出口，以及過境貨物和物

品的權力。海關也擁有拒絕貨物進出口，以及加快進口的權力。此外，海關亦可

要求提供有關進出口貨物的資訊。根據相關立法，海關可要求提前提供電子資

訊。由於具備專有的權力和專業的知識，遂使得海關能夠在全球貿易安全與便利

方面，扮演核心的角色。 

由於對每一項進出口貨物都實施查驗，是一種不可接受和不必要的負擔，因

此，現代化的海關必須要採用自動化系統，對各種問題進行風險管理。於此一背

景下，海關不應提出各種不同的保護和便利貿易的要求，否則將對國際貿易界產

生障礙。世界海關組織應當建立一套國際海關標準，並要避免與其他政府間要求

的互相抵觸與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該框架的目標和原則，主要基於下列六點： 

(一)制定全球貿易供應鏈安全與便利的標準，促進穩定性和預見性； 

(二)形成對所有運輸方式適用的一體化供應鏈管理； 

(三)增強海關應對 21世紀挑戰和機遇的作用、職能和能力； 
(四)加強成員海關之間合作，提高辨識高風險貨物的能力； 

(五)加強海關與商界的合作； 

(六)透過保護國際貿易供應鏈安全，促進貨物暢通無阻的流動。 

至於該框架下的四個核心元素，則分別為下列各項： 

(一)《框架》協調了對進口、出口和轉運貨物提前遞交電子貨物資訊的要求； 

(二)加入《框架》的國家，皆應針對貿易安全威脅採用一致的風險管理手段； 

(三)《框架》提出，應進口國的合理要求，出口國海關基於風險管理手段，

應對出口的高風險集裝箱和貨物進行查驗，最好使用非侵入式查驗設備，如大型

X光機和放射性探測儀等； 

(四)《框架》規定成員海關必須要滿足貿易供應鏈安全的最低標準。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海關組織全球貿易安全與便利的標準，其主要基礎有二： 

    (一)海關之間的合作 

為了要確保貨物和集裝箱在國際貿易供應鏈中的安全，海關之間必須以共同

接受的標準為基礎加強合作；並為保護國際貿易供應鏈的安全，不受恐怖主義和

其他跨國犯罪的影響，共同建立有效的機制。例如，傳統上，海關在貨物到達國

內港口時進行檢查，但現在的海關必須具有在集裝箱或貨物到達之前篩選檢查貨

物的能力。由於海關掌握專有的權力和專業的知識，故其肩負著保護全球貿易安

全，並促進貿易便利的重責大任。 

海關合作的中心原則，乃是運用提前獲得的電子信息，辨識高風險的集裝箱

或貨物。例如，運用自動風險布控方式，海關可以在貿易進出口中，盡早在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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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之前，識別具有高風險的集裝箱。為此，海關需為自動化的資訊交換制定相關

規則。同時，為保證通關效率和不延遲貿易流動，海關應當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對

高風險貨物進行查驗，此類技術包括大型 X 光機、咖瑪射線機和放射性探測儀

等。利用現代技術保持貨物和集裝箱的完整，也是海關合作的重要組成部份。 

為了要加強海關之間的合作，似此採行如下之標準： 

    1)標準 1：一體化供應鏈管理 
海關應遵守世界海關組織一體化供應鏈管理指南(ISCM Guidelines)所規定

的海關監管制度。實施一體化海關監管制度，需要相應的法律授權，使海關可以

安全風險評估為目的，要求出口商和承運人提前提供電子數據申報。此外，一體

化海關監管制度，亦包含了為加強整體安全和放行程式，而實施的海關風險評估

和海關監管的跨境合作。為了要達到這些目標，世界海關組織所制訂的《海關資

訊收集和傳輸的國家立法制訂指南》、《雙邊協定的範本》，以及《海關事務的雙

邊行政互助國際公約》等，乃成為上述作法的重要法律基礎。 
2)標準 2：貨物查驗權力 
海關有權對起運地貨物、過境貨物、出口貨物（包括存放在甲板上的貨物），

以及轉運貨物進行查驗。 

    3)標準 3：現代化技術在查驗設備的運用 
只要條件允許，並且符合風險評估的要求，非侵入式（NII）查驗設備和放

射性探測儀，應盡可能運用於查驗過程。這類設備對快速查驗高風險集裝箱和貿

易是必要的，同時亦不阻礙合法貿易的流動。 

    4)標準 4：風險管理系統 
海關應該建立一個風險管理體系，藉以識別潛在的高風險貨物，此一系統應

以電腦自動化為主。該系統應包括風險評估、風險布控和最佳方案選擇機制。此

外，海關應當建立自動化系統，在提前申報資訊和戰略情報基礎上，運用風險管

理手段識別具有潛在安全威脅的貨物和集裝箱。對於海運集裝箱貨物，應當在裝

船前統一運用此項職能。 
由於風險管理是向海關提供必要資訊，以識別和確定危險運輸或貨物的管理

機制，因此有效的風險管理體系把資訊收集處理和發布，以支援海關監管和業務

運行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風險管理體系的情報功能和標準化風險評估

（SRAs），為海關對貨物和運輸工具的布控和檢測提供了風險指標。《世界海關

組織全球資訊和情報戰略》中，詳載了這些風險指標。此外，《世界海關組織風

險管理指南》、《世界海關組織全球資訊和情報戰略》、《世界海關組織標準化風險

評估》，以及《通用高風險指標》等，皆是海關關於實行和評估風險管理的重要

參考資料。 
5)標準 5：高風險貨物或集裝箱 
高風險的貨物和集裝箱之定義，主要是指缺乏充分的資訊可以將貨物確認為

低風險者、情報顯示為高風險者，以及以安全相關數據為基礎的風險指數評估，

確認其為高風險貨物。對此，海關應當運用成熟可靠的方法，識別和確定潛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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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風險貨物，包括在貨物離境或到達之前的提前電子資訊，戰略情報、自動化貿

易資料、異常情況分析，以及貿易商供應鏈的安全性等。 
6)標準 6：提前的電子信息 
海關應該提前獲取貨物和集裝箱的電子信息，並進行及時準確的風險評估。

為此目的，海關必須要強化電腦自動化，建立電子數據交換標準、建立世界海關

組織資料庫，以及加強對數據的保護等措施。 

7)標準 7：監控和交流 
海關應提供聯合監控和檢測方式，並採用標準化的作法，進行資訊交換。這

些作法將有助於相互監管機制度的建立。 

根據《世界海關組織全球資訊和情報策略》的第四章，其對標準化風險評估

(SRAs)作出了詳細的規定，並為海關關員對貨物和運輸工具的布控和檢查提供了
具體的風險指標。 

在世界海關組織所通用的高風險指標中，包含了承運人艙單、高風險國家的

識別、潛在的高風險的貨物和運輸因素、已知的被藏匿的高風險貨物、可能用於

恐怖襲擊的危險貨物清單，以及可能意味著高風險的因素，如集裝箱、進口商、

出口商和發貨人等。 
值得注意的是，《海關關員的 WCO 風險指標專用手冊》亦明列了盜版和侵

權的高風險因素，對於這些風險指標的明確化，將有助於提升規範化的風險管理

標準，並協助海關關員確定有潛在風險的貨物。此外，為保證運輸安全和打擊跨

境組織犯罪方面，海關亦可以採取聯合風險管理和查驗等措施來增強效果。實施

此類共同措施的規則和條件，一般皆由雙方海關共同制定。 
8)標準 8：績效評估 
海關應對各項措施的實施情況進行統計報告，包括審查貨物的數量、高風險

貨物目標、對高風險貨物的查驗情況、利用非侵入式檢查技術（NII）對高風險

貨物進行查驗的情況、利用人工查驗方式對高風險貨物進行查驗的情況、通關時

間，以及各項措施所取得的成效和評估。 

9)標準 9：安全評估 
海關應與其他職能機構合作進行安全評估，包括國際供應鏈中貨物的流動，

並要盡快解決發現的問題。 

10)標準 10：工作人員的清廉 
海關和其他職能機構應開展反貪腐的活動，並同時查處貪污腐敗行為。對

此，《修訂後的世界海關組織阿魯沙宣言》可說是海關建立反腐敗體系的行動指

南。 

11)標準 11：出口安全查驗 
若進口國的要求合理，出口國海關應對出口的高風險集裝箱和貨物實施查

驗。若進口地海關在運用風險評估手段後，認為抵達該國任何港口的集裝箱可能

存在高風險，也可以請求出口國海關在裝船前實施集裝箱查驗。 
    (二)海關與企業界的合作 



 189

各海關都應該與企業建立夥伴關係，以保證國際貿易供應鏈的安全與便利。

海關與企業界合作的核心，在於建立一個國際化的企業識別系統，為其在供應鏈

中發揮高度的安全保障。 

海關可以依賴企業夥伴，對貿易環節中所可能存在的風險因素，進行評估和

識別。同理，企業採取堅決的措施，以加強貿易進出口的安全，亦將使其自身受

益。此一合作關係透過引入私營企業的參與，以及對在原產地口岸安全要求的提

高，將貨物和集裝箱的安全，延伸到集裝箱在國外製造廠貨物裝箱，以及集裝箱

在供應鏈中行進的每一個環節。 
至於海關與企業界合作的標準，則包含如下各端： 

1)標準 1：夥伴關係 
與國際貿易供應鏈有關授權的經營者(AEO)，應當參與一項自我評估體系，

該體系預先制定了安全標準，以確保其內部政策及制度提供適當的保障措施，並

排除貨物和集裝箱從海關監管的目的地驗放前存在的風險。同時，海關和企業界

的夥伴關係，應考慮到以授權經營者的商業模式為基礎，從而制定和記錄與企業

界的夥伴安全措施。 

2)標準 2：安全 
經授權的企業，應將預先制定的保障貿易安全的作法，融入其現行的商業行

為當中。這些作法包括保證建築物，以及其他監測、監管內外界因素的安全；定

期對安全敏感職位雇員的背景調查；確保貨物處理資訊的正確性；以及針對海關

雇員實施培訊等。 
3)標準 3：授權認證 
海關當局應和企業界代表共同設計一套確認體系，或者一套鑑定制度，使企

業能透過獲取經授權經營資格而得到激勵。 
4)標準 4：技術 
海關與企業界皆應使用現代化技術，以確保貨物和集裝箱的完整，使其避免

受到不必要的干擾。 
5)標準 5：交流 
海關應定期討論與更新與企業界夥伴關係的項目，以改進最低安全標準和貿

易供應鏈的安全。同時，企業界亦應加強與海關的對話，以確保項目在雙方受益

的最低安全標準下，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 
6)標準 6：便利 
海關應與企業界加強合作，適時地修正相關條款，以鞏固和改進與海關相關

的通關所需求資訊的提交過程，以加強貿易的便利與安全，並確保對高風險貨物

的辨識。 
 
第四節 世界貿易組織 
世界貿易組織成立於 1995年 1月 1日，其前身是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世界

貿易組織現有成員 137個，另有約 30個國家和地區正在申請加入。其總部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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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日內瓦。世界貿易組織乃是世界上最大的多邊貿易組織，成員的貿易量占全

球貿易的 95%以上。自 1947年以來，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共進行了八輪的多邊貿
易談判。352最近、持續時間最長的一輪叫烏拉圭回合談判，該回合從 1986年開
始，前後長達 7年半之久，其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創立了世界貿易組織。 
世界貿易組織的基本職能，主要在於制訂和規範國際多邊貿易規則、組織多

邊貿易談判，以及解決成員之間的貿易爭端。該組織的宗旨，在於提高人類生活

水準，保證充分就業，大幅度和穩定地增加實際收入和有效需求，擴大貨物和服

務的生產與貿易；並秉持永續發展的原則，審慎使用世界資源，保護環境，並以

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下各自需要的方式，加強採取各種相應的措施；確保發展中國

家，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在國際貿易增長中，獲得與其經濟發展需要相符合的比

例。 
因此，作為一種多邊的國際貿易體制，世界貿易組織的功能主要如下：即管

理和執行多邊和雙邊貿易協定；作為多邊貿易談判的論壇；爭端解決機制的行政

管理安排；審閱和評估國家貿易政策；以及加強和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合作，追求全球經濟決策的一致
性。353世界貿易組織主要追求的是貿易的自由化、貿易公正化，以及貿易便捷化

等三大目標。為了要追求這些目標，世界貿易組織乃確立了最惠國待遇原則、國

民待遇原則、互惠待遇原則、關稅減讓原則、取消數量限制原則，以及透明度原

則等。 
世界貿易組織的基本原則，主要包括下列各點： 
(一)公平競爭原則 
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公平競爭為原則，價格取決於市場供求關係，各成員國

的出口貿易經營者，必須採用市場價格參與國際競爭，不得採取不公正的貿易手

段，進行或扭曲國際貿易競爭，尤其不能採取傾銷和補貼的方式在他國銷售產

品。易言之，世界貿易組織主張自由貿易、開放市場，以及公平競爭等。 
(二)非歧視原則(the nondiscrimination norm) 
非歧視原則又稱為無差別待遇原則，要求每個締約國在任何貿易活動中，都

要給予其他締約方以平等待遇，以保證沒有任何成員受到歧視性待遇。非歧視原

則包括無條件的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 
    最惠國待遇原則的基本意涵，在於締約國的一方，給予另一方的優惠待遇，
不低於現在或將來給予締約國任何第三方的待遇。易言之，最惠國待遇即是要求

外國人與外國人的待遇相同。在世界貿易組織體制中的最惠國待遇原則，具有多

邊化、無條件化和制度化的特點。多邊化主要係指，最惠國待遇原則適用於世界

貿易組織所有成員之間的貿易關係；無條件係指在世界貿易組織體系中，最惠國

待遇的適用，不取決於任何的前提條件，不論此等條件是貿易性質或非貿易性

                                                 
352 Charles Lips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e: The Sources and Effects of Regime Change,”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240-241. 
353 Richard Blackhurst, “The Capacity of the WTO to Fulfill Its Mandate,” in Anne O. Krueger, ed., 
WTO as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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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而制度化則是指，世界貿易組織成員根據最惠國待遇原則，給予其他成員的

優惠待遇，編列在作為 GATT或 GATS附件的減讓表中，成為有關協定不可分割
的內容。 
    國民待遇原則的基本含義，在於經濟活動與民事權利義務等領域，不低於其
本國國民所享受的待遇，抑或相同於本國國民所享受的待遇。易言之，國民待遇

的標準，乃是外國人和本國人的待遇相同。在世界貿易組織的體系中，國民待遇

原則乃是作為最惠國待遇原則的補充和延伸。 
    根據 GATT 第三條規定，國民待遇原則主要適用於對進口產品徵收國內稅
費，以及國內法律規章方面。第三條第一款規定，國內稅費和國內法律規章，在

對進口產品或國內產品實施時，不應用來對國內生產提供保護，締約方應給予從

其他締約方進口的產品，以本國產品相同的待遇。第三條第二款規定，對從其他

締約方進口的產品，不應直接或間接地徵收高於對相同的國內產品，所直接或間

接地徵收的國內稅，或其他國內費用。第三條第四款規定，在實施關於產品的國

內銷售、推銷、購買、運輸、分配或使用的全部法令、條例和規章方面，給予從

另一締約方進口產品的待遇，不應低於相同的國內產品所享受的待遇。 
(三)關稅減讓原則(reduction of trade barriers) 
此原則一直是多邊國際貿易談判的主要議題。關稅減讓談判一般在產品主要

供應者與主要進口者之間進行，其他國家也可參加。雙邊的減讓談判結果，其他

成員按照最惠國待遇原則，可不經談判而適用。關稅乃是世界貿易組織所允許保

護本國產業和市場的唯一合法手段。透過關稅減讓來消除關稅壁壘，促進貿易自

由化，乃是世界貿易組織的重要目標之一。國別關稅減讓與約束原則，係指各成

員方在世界貿易組織的主持下，在最惠國待遇原則的指導下，透過多邊談判，在

對等、互利的基礎上，相互讓步，進行關稅談判，承擔減低關稅的義務。各成員

方政府承擔不得透過徵收高於其在關稅減讓表中所承擔的約束某種產品關稅稅

率的義務。 
(四)透明度原則(transparency) 
透明度原則乃是關貿總協定的三個主要目標之一，即貿易自由化、透明度和

穩定性。此一原則要求各成員國將其實施的有關對外貿易的各項法律、法規、行

政規章、政策制度等，提前加以公布，以使其他成員國政府和貿易經營者得以熟

悉。各成員政府之間，或政府機構之間，簽署的影響國際貿易政策的現行協定和

條約，也應提前加以公布。各成員應在其境內統一、公正和合理地實施各項法律、

法規、行政規章、司法判決。成員方發生糾紛時，以公布的貿易政策為解決依據。

由此可見，此度原則主要強調有關貿易法令、執法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透明化。
354 
    透明度原則係指成員方正式實施的有關進出口貿易的政策、法令和條例，以
及成員方政府或政府機構所簽訂的影響國際貿易政策的現行協定，皆必須公佈

                                                 
354 Sylvia Ostry, “Article X and the Concept of Transparency in the GATT/WTO,” in Sylvia Ostry, 
Alan S. Alexandroff and Rafael Gomez, eds., China and the Long March to Global Trade: The 
Accession of China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12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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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關稅暨貿易總協定要求的透明度是互惠的，各成員方彼此都要公開法規和條

例；所有應予公佈的貿易條例，應迅速對外公佈，並且是現行有效的。成員方採

取按既定統一辦法提高進出口貨物關稅，或其他稅費的徵收率，或者對進口貨物

及其支付轉賬實施新的或更嚴的規定、限制或禁止的普遍適用措施，非經正式公

佈，不得實施。此外，成員方應把國際貿易、補貼和反補貼、許可證、保障措施

等活動，向世界貿易組織有關機構提出專門報告，有關本國法規、規章和決定的

副本，也要提交給秘書處；成員方亦應以統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實施所有應

予公佈的法令、條例、判決和決定。 
(五)保護措施原則(the safeguard norm) 
基本上，保護原則乃是一種臨時性的措施，主要透過關稅或配額等方式，針

對那些進口可能威脅或傷害到國內工業，所採取的一種保護措施。355在貨物貿易

方面，世界貿易組織允許關稅保護，但只能利用關稅進行保護，不可採用其他非

關稅壁壘。尤其是以配額和許可證為主要方式的數量限制。該原則認可出問題的

成員方，運用例外條款保護自己，包括發展中國家的幼稚工業，也被允許加以保

護。 
(六)發展中國家特殊待遇原則(special treatment of LDC trade) 
對發展中國家的保護程度，大於已發展國家；發展中國家關稅可較已發展國

家為高。可繼續享受普惠制；向世貿組織過渡期長於已發展國家；可利用寬鬆條

款，亦可從世貿組織得得特殊援助。 
    (七)互惠待遇原則(the reciprocity norm) 
    互惠係指利益或權利的相互讓與，在國際貿易中互惠原則是指兩國互相給予
對方以貿易上的優惠待遇。GATT規定締約方應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進行談判，
以期大幅度降低關稅，以及進出口其他費用的一般水平。在新成員加入的各項條

款中，普遍將互惠原則與最惠國待遇結合起來實施。此一原則，長久以來即被關

貿總協定視為最主要的國際規範。356 
    (八)取消數量限制原則 
    在不同形式的非關稅貿易壁壘中，數量限制最為普遍。因其簡單易行，效果
明顯，故常被用來限制進出口，對國際貿易的正常進行影響極大。因此，世界貿

易組織多邊貿易體制規定了禁止使用除關稅外的保護措施原則，要求任何締約方

除了徵收稅捐或其他費用外，不得設立或維持配額、進出口許可證或其他措施。

若確有必要實施數量限制，應在非歧視和最惠國待遇原則的基礎上實施。 
世界貿易組織的最高決策權力機構為部長會議(Ministerial Conference)，至少

每兩年召開一次會議，可對多邊貿易協定的所有事務作出決定。部長大會下設總

理事會(General Council)和秘書處(The Secretariat)，負責該組織的日常會議和工
                                                 
355 Claude Barfield and Mark Groombridge, “Avoiding Deadlock,” in Sylvia Ostry, Alan S. 
Alexandroff and Rafael Gomez, eds., China and the Long March to Global Trade: The Accession of 
China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2), p.35. 
356 Jock A. Finlayson and Mark W. Zacher, “The GATT and the Regulation of Trade Barriers: Regime 
Dynamics and Function,”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28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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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總理事會設有貨物貿易(Council for Trade in Goods)、服務貿易(Council for 
Trade in Services)、知識產權(Council for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等三個理事會，以及貿易與發展 (Committe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國際收支(Committee on Balance-of-Payment Restrictions)、行政預
算(Committee on Budget, Finance & Administration)等三個委員會。 

1996年 12月 9日至 13日，在新加坡召開世界貿易組織首屆部長級會議。 
會議成立 3個工作小組，分別處理貿易與投資，貿易與競爭政策，以及政府採購
透明度等事宜。會後並共同發表了針對資訊技術產品貿易自由化的「新加坡部長

宣言」。1998年 5月 18日至 20日，世界貿易組織在日內瓦舉行第二次部長級
會議和多邊貿易體制 50周年大慶；會議主要討論烏拉圭回合各項協定的執行情
況、下屆部長會議議程，以及發動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的籌備工作等。本屆部長

會議通過的《部長宣言》，除總結多邊貿易體制在過去半個世紀中所發揮的效果

之外，還就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的有關事宜作出安排。該《部長宣言》亦指出，

解決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關鍵因素，是按照世界貿易組織的章程實施貿易自
由化，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傾向。 
    1999年 11月 30日至 12月 3日，世界貿易組織第三屆部長級會議在紐西蘭
舉行。根據烏拉圭回合協定，以及各方在部長級會議前所達成的共識，新一輪多

邊貿易談判的議程包括「既定議程」和「新議題」。「既定議程」主要指農產品

和服務貿易的進一步開放；「新議題」則指目前各方具有共識的議題，如競爭政

策、貿易便利、電子商務，以及政府採購透明度等。雖然美國等少數西方國家卻

試圖將勞工標準等問題納入新一輪談判中，但因受到了發展中國家的抵制而未

果。 
中國大陸於 2001年 12月 11日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此標誌著中國

改革開放已進入了嶄新的階段，其對中國經濟和社會必然產生深遠的影響。因

此，中國大陸的加入世貿組織，其不僅承諾要在相當程度上，減少關稅和非關稅

障礙，同時也同意開放一些長久以來封閉的產業，如資訊、金融、保險，以及資

產管理等。再者，北京亦同意遵守世貿組織的所有規定，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

等。357 
    整體而言，中國大陸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所應盡的義務，可區分為如下
各點：358 
    (一)削減關稅 
    1994年關貿總協定第 28條附加第一款規定，各成員方在戶惠互利基礎上，
進行談判，以大幅度降低關稅和進出口其他費用的一般水平，特別是降低那些使

少量進口都受到阻礙的高關稅。目前已發展國家成員方的加權平均進口稅，已從

四十五年前的 40%，降到 3.8%左右。發展中國家成員方，也下降到 11%。中國
大陸的關稅，從 1993 年的平均 36%，降低到 1996 年的 23%，以及 1997 年 10
                                                 
357 Nicholas R. Lardy,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2), p.2. 
358 黃天華，《中國關稅制度》 (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頁 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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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 17%。2000年，關稅繼續降低到 15%；2005年，亦降低到 10%左右。但仍
高於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準。359 
    (二)逐步取消非關稅措施 
    根據 1994年關貿總協定第 11條第一款規定，不得設立或維持配額、進出口
許可證或其他措施，以限制或禁止其他締約方本土的產品的輸入，或向其他諦約

方輸出或銷售出口產品。 
    (三)開放服務業市場 
    烏拉圭回合所達成的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要求各成員方對服務貿易執行
與貨物貿易同樣的無歧視和無條件的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逐步降低貿易壁

壘。根據世貿組織統計的服務行業，包括銀行、保險、運輸、建築、旅遊、通訊、

法律、會計、諮詢、商業批發，以及零售等 150餘種行業，皆屬於開放的範圍。
360而中國大陸在入會後，亦承諾開放通訊、金融、物流、專業諮詢顧問、視聽、

建築等服務產業。361 
    (四)擴大知識產權的保護範圍 
    世貿組織實施管理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要求各成員方擴大對
知識產權的保護範圍。已發展國家在先進科技、工藝專利、名牌商標、文化著作，

以及計算機軟體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優勢和利益，擴大知識產權的保護，係符合

已發展國家的需要。在過去 15年來，已逐步建立了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體系，
如「商標法」和「專利法」的擬訂。 
    (五)增加貿易政策的透明度 
    主要目的是為了要消除歧視、公平交易，以及促進貿易的發展。在加入世貿
組織後，中國將按世貿規定，公布有關經濟貿易方面的政策、法律、條例和規章

等，非經公布措施，不得實施。同時，也將提供國內經濟貿易情況的報告，並定

期接受審議。 
對中國海關而言，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意味著必須要在新的起點上，全面推

進業務制度的改革、管理方法的創新，全面提升海關執法能力和通關效率。為此，

中國海關總署乃成立了由兩位副署長負責的世界貿易組織工作領導小組，以及世

界貿易組織事務辦公室，專門研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海關工作如何適應，以

及協調處理與世界貿易組織相關的海關工作。在加入世貿組織的前夕，海關總署

即曾指出海關的相應改革，主要集中在下列五項：362 

                                                 
359 Jason Z. Yin, “The WTO: What Next for China?” in Andrew J. Nathan, Zhaohui Hong and Steven 
R. Smith, eds., Dilemmas of Reform in Jiang Zemin’s China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p.93.  
360 Richard Janda and Men Jing, “China’s Great Leap of Faith: Telecommunications and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tments,” in Sylvia Ostry, Alan S. Alexandroff and Rafael Gomez, eds., China and the 
Long March to Global Trade: The Accession of China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66-98. 
361 Nicholas R. Lardy,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2), pp.66-75. 
362 江楓，〈主動適應WTO新要求：訪中國海關總署署長牟新生〉，《中國海關》，第 11期，總第
149期，2001年 11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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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入研究和掌握世界貿易組織各項規則，尤其是涉及法律法規、經濟政
策，以及行政管理規範等方面的內容，透過各種形式進行普及教育和對策研究。 

(二)清理和修改不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涉外法律法規，確實遵守承諾，
實行不歧視原則，維護公平競爭環境；在海關執法中，堅決維護國家法律的一致

性，以及貿易政策的統一性。 
(三)依照世界貿易組織有關原則，進一步完善關稅體系，以及稅目、稅率結

構和關稅配額管理辦法。在進口關稅稅率逐步降低的基礎上，分階段調整清理完

善關稅減免稅政策。 
(四)規範行政管理，取消不合理的審批、核准、許可，以及備案等規定，研

究制定更加規範、公平、透明、高效的海關業務制度，依照世界貿易組織規則，

改進和完善政策法規發布制度，加強執法透明度。 
(五)深入研究世界貿易組織的各項例外條款、操作規程和爭端裁決機制，依

照世界貿易組織，吸收和借鏡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有效作法，改進和完善海關法，

以及外貿政策的執行手段和實施方式，防止因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削弱海關監管

手段，導致走私和偷逃稅泛濫，以保護國家經濟安全。 
迄 2005年止，中國的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已然使其海關法律制度，更為完

善、透明與規範。首先在清理、修改和完善海關法規方面，除在海關總署層面清

理了 3000餘件的海關規範性文件外，在各直屬海關層面也對共計 1915件與行政
管理相對人直接相關的規範性文件，進行了清理；2001年 1月 1日在《海關法》
修訂後，中國又先後頒布了《關於進口貨物原產地預確定的管理規定》、《審定進

出口貨物完稅價格辦法》、《進口貨物特許使用費估價辦法》、《進出口關稅條例》、

《進出口貨物原產地管理條例》，以及《海關法行政處罰實施細則》等。其次，

為了要提高海關法規的公開透明程度，自 2003年 1月起，亦正式建立了《海關
總署文告》制度，定期向全國公佈海關行政執法中的最新政策法規。最後，在規

範海關的行政行為方面，包括修訂並公佈執行《海關規範性檔制定管理辦法》、

健全完善「關務公開制度」，以及具體執行《行政復議法》等各項工作。亦值得

注意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於 2004年 3月 1日正式實
施，可看出加強海關知識產權邊境保護，已成為保護境內外權利人的合法權益、

維護正常的進出口貿易秩序、改善國內投資環境的迫切要求。 
由於中國大陸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對關稅減讓的承諾與履行，增加了

海關稅收的不確定因素。按照入世的承諾，中國大陸關稅水平必須要降到 9.9 %，
降幅約為 1.73 %。其次，中國與東盟全面合作協議的持續推動，以及提供 28個
最不發達非洲國家的零關稅待遇，以及《建立更緊密經貿的安排》實施範圍的擴

大，皆將對海關稅收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此外，在國家宏觀調控的政策下，固

定資產投資規模的過快增長將得到控制，但亦將從而減弱中國對鋼材、銅、鐵礦

砂、棉花，以及豆油等主要生產資料，或原材料的進口需求。再加上主要稅收商

品石油價格的回落，汽車及零件進口的持續下降，可能皆會導致稅收減少。363 

                                                 
363 孫毅彪，”迎接挑戰、把握趨勢、沉著應對：入世後過渡期海關工作對策研究，”侯真喜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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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入世承諾，至 2005 年，中國關稅總水平要由 2001 年的 15.3%下降至
9.7%。2002年和 2003年已分兩個階段降為 11%。關稅稅率的下降，再加上實施
《海關估價協定》後，海關在確定進口商品海關完稅價格中，受到成交價格原則

的制約，使海關在完成關稅及進口環節稅的徵收任務方面，受到較大的壓力。但

由於外貿進口持續增長，其中一般貿易進口在 2002年成長了 13.8%；2003年，
增幅達到了約 48 %，故為海關稅收奠定了充足稅源基礎。另一方面，中國海關
系統亦採取一系列措施，全方位加強征管、堵塞漏洞、打擊走私和提高效率，也

化解了履行入世降稅承諾，所可能產生的海關稅收壓力。2002 年，完成徵收海
關稅收 2590.67億元，同去年長 3.95 %，超額完成國家預算 2400億元計畫 190.67
億元。2003年 1—10月，徵收海關稅收 3059.12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了 46.14 %，
完成全年海關稅收計畫 2590億元的 118.11%。 
對中國大陸而言，由於外貿經營權的全面放開、市場對外開放的加速，必將

對海關的估價與歸類的工作，造成極為深遠的影響。364中國大陸在《中國加入工

作組報告書》第 102、140、143段中承諾，自加入時起，中國將全面實施世界貿
易組織的《原產地規則協定》，以及世界貿易組織的《海關估價協定》，並將以完

全符合上述協定的方式具體實施之。因此自入世以來後，中國海關已採取了一系

列措施，來執行《海關估價協定》和《原產地規則協定》。據統計，2002年中國
海關採用成交價格方法，確定進口貨物完稅價格的數量比例，已達到了 98.35 %，
已經高於世界海關組織統計的 95%的各國平均水準。對於未按成交價格確定完稅
價格的進口貨物，海關基本都是按照世界貿易組織《海關估價協定》規定的原則，

推估海關完稅價格。對於極少數未按規定方法估價的個別案例，則透過行政復議

和行政訴訟方式，予以及時的修正。 
海關估價，係指一國海關機構根據法定的價格標準和程序，為實現海關徵稅

等職能，對進出口貨物確定其價格標準和價格的程序。在關貿總協定的第七條

中，即曾就進口貨物的海關估價，確定了以產品的實際價格，作為海關完稅的主

要價格依據。但由於其過於抽象，且難以具體操作，因此從 1955年起，到東京
回合之前的十餘年間，海關估價制度日漸喪失公平、統一和中性的原則，對推動

自由貿易和市場准入原則，逐漸產生負面的影響。在東京回合談判時，由於海關

估價問題的日趨嚴重，各國乃簽署了「關於實施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七條的協

定」，期能加強海關估價原則的系統性、具體性和操作性。其後，在 1994年烏拉
圭回合所達成的「1994年海關估價守則」，更要求各會員國對此協定的普遍適用
原則。365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世界貿易組織關於海關估價的核心原則，估價方法的基

                                                                                                                                            
中國海關學術論叢：第一輯(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6)，頁 16-17。 
364 孫毅彪，〈迎接挑戰、把握趨勢、沉著應對：入世後過渡期海關工作對策研究〉，侯真喜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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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鄭才明，〈WTO海關估價制度對我國海關估價工作的影響〉，《中國海關》，第 6期，總第 132
期，2000年 6月，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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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概念如下：366 
(一)進口貨物的成交價格：此指的是有關貨物出口到進口國時的實付或應付

的價格，即買方為進口貨物已支付，或將支付給買方的貨物總額。 
(二)相同貨物的成交價格：倘進口貨物的海關估價，無法按照上述成交價格

確定，與該進口貨物同時，或大約同時向同一進口國出口的相同貨物的成交價

格，即為該進口貨物的海關估價。 
(三)類似貨物的成交價格：倘進口貨物的海關估價，無法依照上述進口貨物

的成交價格，以及相同進口貨物的成交價格確定時，與該進口貨物同時，或大約

同時向同一進口國出口的類似貨物的成交價格，即為該進口貨物的海關估價。 
(四)扣除價格：倘進口貨物的海關估價，無法依次按照上述方法確定時，海

關當局應該採用扣除價格的方法。扣除價格的方法，係指以進口貨物，或相同進

口貨物，或類似進口貨物，在進口國內的銷售價格為基礎，扣除有關的稅費後得

出的一種價格。 
(五)估算價格：倘進口貨物的海關估價，無法按照上述進口貨物的成交價

格、相同或類似進口貨物的成交價格確定時，可以選擇計算價格確定海關估計。

進口貨物的計算價格，是以進口貨物在生產國的生產成本為基礎，另加相關費用

而得出的一種價格。 
(六)其他合理方法：倘進口貨物的海關估價，無法依照上述方法予以確定，

海關估價應採用合理方法來確定。1994年的「海關估價守則」，並未針對合理方
法作出明確的規定，但要求在採用其他合理方法時，應儘可能彈性採用前述五種

方法。因此，合理方法亦稱之為重複使用法。為使海關當局在採用合理方法時，

遵循守則的原責，第七條進一步規定，不得根據下列情況來確定海關估價： 
1)在進口國內生產此等貨物的售價； 

  2)為海關完稅目的，接受兩個備選價格中較高的一種方法； 
  3)貨物在出口國國內市場上的價格； 
  4)根據有關規定，已為相同或類似貨物，確定了計算價格以外的生產成本； 
  5)貨物出口到進口國之外的某一國家的價格； 
  6)最低海關估價； 
  7)武斷的或虛構的價格。 
以世界貿易組織海關估價守則來看，進口商品的成交價格，乃是海關估價的

主要方法。1987年 7月 1日實施的現行海關法第 38條規定，進口貨物以海關審
定的正常到岸價格為完稅價格。但正常價格的定義較抽象，與世界貿易組織的海

關估價守則不一致。1992年 3月 18日，國務院第二次修訂發布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進出口關稅條例」，其中第 10條規定，進口貨物以海關審定的成交價格為基
礎的到岸價格，作為完稅價格；到岸價格包括貨價，加上貨物運抵中華人民共和

國關境內輸入地點，起卸前的包裝費、運費、保險費和其他勞務費等費用。 
目前中國有關進出口貨物原產地規則方面的法律、法規和管理措施，已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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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貿易組織原產地規則協定要求完全一致。同時，中國亦已經完成按照入世承

諾，向世界貿易組織海關估價委員會通報估價立法，以及向原產地規則委員會通

報進口原產地管理立法等工作。 
此外，自入世以來，中國海關辦理註冊登記的企業，亦呈現快速的成長。2001

年上半年，全國海關受理企業登記總數為 12.8萬家；到 2004年 9月底，已達到
23.4萬家之多，增加了 82.8 %。其中，私營企業増加了 13.5倍。值得注意的是，
私營企業增加，改變了海關監管企業的構成。2004 年，全國私營企業走私犯罪
案件，為入世前 2001年的 3倍。此說明了，隨著入世後外貿經營權的全面開放，
外貿主體的多元化，將使海關對企業管理的難度加大。367 
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進出口貿易所面臨的國際競爭更趨激烈，為了要提供

更好的管理和服務工作，海關必須進行業務改革、創新管理方法、提高執法水平

和工作效率，以協助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368由於中國大陸進出口貿易量的持

續增長，以及外資企業的投資設廠，遂使得如何提升海關的管理模式、管理水平

和工作效率，更具有急迫性。同時，由於現代物流管理模式的推廣，以及「零庫

存」等生產管理方式的運用，社會各界對提高口岸通關效率的要求日益迫切。為

了適應這種環境變化發展的需要，中國海關為了追求提高通關效率、降低通關成

本，以及擴大外貿發展等目標，乃採取了下列具體措施： 
1)全面深化和完通關作業改革，強化物流監控，提高資訊化技術和風險管理

技術的應用水平，在保證嚴密監管的同時，簡化通關手續，加快通關速度； 
    2)積極提供通關便利，加速進出口貨物驗放。此外，並增配人力與物資，在
業務繁忙現場實行 24小時通關，保證正常進出口通關暢通無阻； 
    3)全面推廣長江、珠江水域和廣東、滬蘇陸路的「兩水兩路」快速轉關改革，
減少辦理轉關申報單、聯繫單、預錄入和重複檢查等手續，實現轉關運輸的「一

次申報、一次查驗、一次放行」，建立全國快速通關體系； 
    4)積極推動「口岸電子執法系統」建設，實現企業「網上報關」，方便企業
辦理進出口環節各種手續。 
在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大陸對進出口貿易的管理手段，亦逐漸由直接干

預，轉向間接宏觀調控。為了要在世貿組織規則之下，採取必要措施防止進口貿

易增長過快，海關需要及時掌握進出口貿易動態。在過去幾年來，海關不斷採取

有效措施加強統計基礎工作，以確保統計資料的品質，逐步建立進出口監測預警

機制，及時向政府各單位提供有關進出口動態專題分析。與此同時，海關總署亦

在各部門之間，建立了協調聯動快速反應機制，以確保國家進出口調控，在全國

各口岸獲得統一、迅速、及時的貫徹與執行。 
 
 

                                                 
367 孫毅彪，〈迎接挑戰、把握趨勢、沉著應對：入世後過渡期海關工作對策研究〉，侯真喜主編，
《中國海關學術論叢：第一輯》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6)，頁 18。 
368 高融昆，《中國海關的制度創新和管理變革》，頁 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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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兩岸關務合作之思考與建議 
    根據本章的分析，世界貿易組織與世界海關組織實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首

先，世界海關組織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要求，成立了原產地規則技術委員會。世

界海關組織原產地規則技術委員會，以及世界貿易組織原產地規則委員會，共同

負責協調原產地規則的工作計畫。世界貿易組織原產地規則協議，指出原產地規

則技術委員會的任務是，負責審核各成員日常工作中，產生的原產地規則方面的

具體技術問題；並根據所提供的事實，提出合理解決問題的建議。 

世界貿易組織係當前國際社會最重要的國際經貿組織，而台灣已於 2002年
1月正式成為其會員國。自烏拉圭回合談判完成以來，世界貿易組織所規範之領
域除傳統之貨品貿易議題外，另亦包括服務業與智慧財產權等議題。自 1996年
世界貿易組織第一屆新加坡部長會議後，該組織更進一步對經濟發展、競爭政

策、投資、政府採購透明化，以及資訊科技等議題進行討論；公元 2000年並繼
續就農業、服務業等議題展開新回合談判。由於世界貿易組織會員，係採用共識

決或票決之方式，決定該組織各協定規範之內容，以及對各會員之權利義務，並

將多邊貿易體系予以法制化及組織化，俾使各會員據此制定與執行其國內之貿易

法規。因此，世界貿易組織遂成為會員間討論如何建置經貿規範之論壇，並可監

督與協助會員執行及遵守相關協定之規範。  
再者，世界貿易組織各會員亦可將任何與該組織協定有關之貿易爭端，訴諸

具準司法性質之爭端解決機制，且其裁決對於各會員具有拘束力。此外，世界貿

易組織透過與聯合國和其他專業性國際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世界

關務組織、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等之密切合作，亦突顯其已然成為國際經貿體系

之總樞紐。 
由於世界貿易組織的主要目標，是要推動貿易的自由化與便捷化，而各國進

出口貿易的業務與統計，亦與海關息息相關。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世界貿易組

織不僅提供了許多兩岸共同關切的貿易相關議題，而且亦建構了兩岸海關相互交

流與合作的切入點之一。鑑於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日益密切，透過民間團體的推

動，必然可逐步建立兩岸關務交流與合作的基礎。 
    其次，世界海關組織下設的關稅及貿易司，已接管了由世界貿易組織移交的

「世界貿易組織估價協議」的管理工作。海關估價乃是現代海關關稅制度中的一

項重要支柱，也是各國海關準確計徵關稅、編制貿易統計，以及適用配額許可證

管理的重要手段。同時，公正的海關估價也是促進自由貿易，以及維護國際貿易

公平的重要保障。世界關組織也將從技術層面，保證世界貿易組織有關協議的正

確解釋和有效執行。由世界海關組織所編輯的海關估價協議，亦提供世界貿易組

織各締約方的理解和適用。 

    最後，世界海關組織的守法及便利司所制定的有關海關手續和制度的協議，

有助於推動貿易效率、降低貿易成本。「京都公約」是一部旨在簡化和協調各國

海關制度的國際公約；並倡導和推進電子數據交換技術在海關通關管理中的應

用，逐步實現無紙化通關，以促進貿易效率，降低貿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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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海關組織的工作，主要在於調和貨品分類之稅則號列、落實世界貿易組

織關稅估價協定、研擬該組織非優惠產品原產地規定、協調及簡化關務程序，以

及研發關務改革，以協助推動會員國海關的現代化目標。台灣已於 2002年1月
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會員，並已參加世界海關組織關稅估價技術委員會，以及

原產地規則技術委員會等相關會議與活動。在京都公約生效後，台灣並得以觀察

員身分參加京都公約管理委員會會議。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雖非世界海關組織的成員國，但現行海關行政及通關制

度，大都已採行世界海關組織所訂定之相關國際公約與規範。現階段台灣雖因兩

岸政治因素，在加入世界海關組織方面，仍有相當的困難性。但為了要確實掌握

國際關務動態之最新資訊，有效執行國際關務制度，提高關務行政效率，並接強

與各國海關密切合作，以共同防制毒品走私和商業詐欺，因此台灣除應積極爭取

參與世界海關組織關稅估價技術委員會、原產地技術委員會，以及京都公約管理

委員會等活動外，亦應加強與世界海關織建立關稅技術問題洽詢之聯繫管道。最

後，我國亦應利用世界海關組織的架構，逐步加強與各會員國海關的交流與合作。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係於 1961年成立，總部設於法國巴黎。其亦在波昂、東京、
墨西哥市及美國華府等地，均設有辦事處。該組織的基本任務，是要推動會員國

之間的相互諮詢與合作，以加強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展與成長，並改善全球人類

所面臨的發展困境，即貧窮與落後的問題。此外，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經常提供

建議給會員國，以協助會員國決定其經貿政策。值得注意的是，該組織亦鼓勵各

會員國的提供政府發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俾協助發展中
國家所面臨的發展難題。目前經濟合作暨合作組織的會員，共由 30個，即美國、
加拿大、日本、德國、法國、英國、義大利、澳洲、紐西蘭、比利時、荷蘭、盧

森堡、丹麥、瑞典、芬蘭、奧地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挪威、冰

島、瑞士、土耳其、墨西哥、捷克、匈牙利、波蘭、韓國，以及斯洛伐克等國。 

由於在過去十餘年來，台灣經貿實力已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因此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織遂於於 1989年 6月，首次邀請台灣派員參加該組織的非正式研討會。
至 2003年底，我國派員參加相關會議的次數，已超過 143次以上，會議主題包
括貿易、競爭、稅賦、行政革新、造船、鋼鐵、知識經濟、中小企業、婦女企業，

以及電信等。倘台灣能藉參加非正式研討會之機會，深化與該組織國家代表討論

彼此之經貿政策立場，對促進國際交流與相互瞭解，必然有所助益。更重要的是，

由於我國已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會員，實已符合申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貿易

委員會」觀察員之先決條件。展望未來，我國除應積極申請成為「貿易委員會」

的觀察員之外，亦應廣為宣傳台灣的國際發展合作計畫，並表達台灣欲回饋國際

社會，以及協助發展中國家的經貿發展，期能獲得與該組織各會員國的加強合

作，提升台灣的國際形象。 

    在國際層面上，如何推動兩岸的關務交流與合作，可包含如下各項： 

    (一)從國際體系與國際規範的觀點來看，世界海關組織的宗旨主要在於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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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海關之間各相關議題的交流合作，以及工作效率的提升。此外，並透過國際

公約的制定，追求海關工作的協調。對於這些議題的探討，不但是中國海關所強

調的重點，也是台灣海關所共同關切的焦點。再加上海峽兩岸之間的經貿投資關

係，亦使兩岸海關具有了共同關切的議題。例如，關稅、貿易、共同打擊走私犯

罪、緝毒走私、經濟犯罪、恐怖主義等議題，無疑成為兩岸推動關務交流與合作

的一個重要切入點。 

    (二)由於海關業務的特殊性，以及世界海關組織所呈現出的國際體制與國際
規範，因此乃提供了兩岸民間一種互動的橋樑與機制。例如，打擊國際恐佈主義、

消滅組織犯罪、防制毒品走私，以及加強經貿關係等議題，皆可在降低政治敏感

度的情況下，逐步推動海峽兩岸的交流與具體合作。再者，海峽兩岸倘能簽署關

務行政互助，即有助於打擊犯罪；雙方若能進行進出口報關資料的互換，並可提

供他方作為進出口資料，不但可以簡化報關資料的重複傳送，雙方海關亦可利用

這些資訊，強化風險管理，使貨物通關更為便捷快速，減少不必要的開箱檢查。

至於對原產地的認定、完稅價格，以及稅則的核定等，將更能精確，以免引起不

必要的困擾。 
    (三)世界海關組織設有區域情報聯絡處，針對毒品犯罪的相關資訊，推動區

域成員海關之間的信息流通機制。由於亞太地區的區域情報聯絡處總部設在北

京，因此雖然台灣並非是世界海關組織的成員，但透過兩岸關務民間交流與合作

機制的討論與建立，必然有助於強化兩岸民間團體的互動基礎與友善的環境。從

緝毒走私，以及打擊毒品犯罪的立場來看，由於並未與政治具有直接與密切的關

聯性，因此可能較易獲得來自中國海關有關毒品犯罪資訊的提供。此外，透過民

間關務議題的交流與探討，更應該利用此一機會尋求固定機制的建立。 

    (四)在世界海關組織的「全球貿易安全與便利標準框架」下，其主要目的是

要追求一個有助於加強國際貿易安全與便利的國際體系與規範。此一國際體系所

強調的重點，在於海關如何運用其查驗進出口貨物的權力，一方面推動貿易的便

利化，另一方面亦同時加強貿易的安全性。為達到此些目的，各國海關如何透過

海關的現代化，來加強關務的現代化與風險管理，已然成為主要的工作重點。更

重要的是，於此一框架之下，必然可為國家、海關和企業界帶來三贏的局面。中

國海關自 1990年代以來，亦已然展開了二個階段的海關現代化，分別強化了通
關作業改革和風險管理。從國際層面的角度來看，海峽兩岸的民間團體，如中國

海關學會、中華民國關稅協會、相關學術單位，以及相關的社會與企業人士，似

可於此一共同議題下，建立經常性的兩岸論壇，分別就理論與實務層面，進行經

驗分享和意見交流，藉以改善與和緩兩岸之間對立的政治關係。 
    (五)由於海峽兩岸皆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再加上兩岸經貿投資關係的日

益密切，因此就理論的層面而言，該組織乃成為雙方進行相關貿易議題討論和協

商的重要機制。但在實際的運作過程中，卻因政治關係的對立，使得兩岸之間相

關的經貿投資等議題，無法獲得適當的討論與解決，進而建構兩岸官方之間的良

好互動關係。基本上，世界貿易組織所關切的議題，所覆蓋的層面相當廣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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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自由化、政策的透明化、知識產權的保護、關稅減讓、海關估價，以及原產

地原則等皆是。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海峽兩岸與世界貿易組織的會議，在兩地之

間所召開的學術會議已是相當的多。但從海關的角度，集合有關海關的兩岸專業

之學者專家，共同舉辦關務與世界貿易組織議題的論壇或會議，則仍是未曾有過

的經驗。由於兩岸海關所處理的議題類似，再加上海關經貿關係發展的密切，以

及雙方所共同面對的打擊經濟犯罪，以及緝毒走私等問題，因此如何建立如此的

協商機制，似已成為兩岸關務交流與合作的重要課題之一。 

(六)世界海關組織係屬國際性組織，其主要成立宗旨在於加強與提高各會員
國之間的海關工作效益，以及強化彼此之間海關執法的合作。台灣目前雖然並非

是世界海關組織的成員國，但在現行的海關行政，以及通關制度等方面，皆已採

行世界海關組織所制定之相關國際公約與規範。因此，如何確實掌握各國關務動

態之最新資訊，俾有效執行國際關務制度，以提高關務行政效率，並藉以加強與

各國海關的密切交流與合作，已然成為台灣當前所應努力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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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國海關的區域交流與合作 

第一節 前言 
    在國際社會邁向經濟全球化之同時，區域化的發展趨勢，亦不容忽視。在與
全球化相比較之下，區域化較強調地緣、歷史和文化的共同發展特色。在一個區

域性的組織中，在成員之間具有共有追求的集體目標。同時，區域也是一些特定

國家的集合體。這些國家亦在地理上，具有一種集中趨勢。決定一個區域存在的

因素，包含了下列各點：社會和文化的同質性、類似的政治態度和行為、經濟上

的相互依賴，以及地緣關係等。369因此，一個區域性組織的形成或建立，其成員

皆認知到此一區域的合作發展，有其獨特性可言。迄 2004年止，全世界向世界
貿易組織通報的區域貿易安排，已高達 307件。370 
    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為了持續保持與追求經濟發展與成長，中國大陸需
要建構穩定與和平的外在環境。因此，自 1990年以來，中國海關亦不斷的推動
區域合作的機制。這些機制包括了上海合作組織、中亞八國海關合作、中國與東

盟海關合作、中國與大湄公河次區域的海關合作、亞太經濟合作會，以及亞歐會

議等。透過對這些區域性組織和區域性合作的安排，以及所探討的相關議題，不

但可藉此觀察出北京的區域性對外政經政策，同時亦可探討出中國海關在此些區

域安排的架構下，如何從區域性的觀點，來建構出海關的交流與合作機制。 
 
第二節 上海合作組織 
上海合作組織(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乃是中國、俄羅斯、哈

薩克斯坦(Kazakhstan)、吉爾吉斯斯坦(Kyrgyzstan)、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以
及烏茲別克斯坦(Uzbekistan)等六國，於 2001 年 6 月 15 日在上海宣佈成立的政
府間國際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的前身為「上海五國」，該機制係從中國與俄羅斯、

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四國，為加強邊境地區的信任和裁軍

開始發展起來的。在 1990年代初期，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後，這些中亞
獨立國家，乃對中國的安全造成了新的挑戰。而北京的因應措施，即是造成日後

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371對北京而言，其希望在天安門事件之後，重建與國際社

會的接軌。這些中亞國家的獨立，提供了北京一個絕佳的外交機會，以展現其維

繫區域和平與穩定的決心。對這些中亞國家而言，在其宣佈獨立之後，則是急需

廣交盟友之際，以協助其政治和經濟的發展與轉型。因此，中國和中亞國家的關

係改善，乃從邊界裁軍，以及減少貿易限制著手。372 
1991年 5月，中蘇簽訂了「中蘇國界東段協定」；1991年 12月，在蘇聯解

體後，北京分別與俄羅斯聯邦(1991 年 12 月 7 日)、哈薩克斯坦(1992 年 1 月 3
                                                 
369 Patrick M. Morgan,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to nternational Politics: What Are We to Think?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Inc., 1987), pp.207-240. 
370 《中國商務年鑑 2005》，頁 54。 
371 Marc Lanteigne,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lternate Paths to Global Power (London: 
Routledge, 2005), p.115.  
372 Ibid., pp.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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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吉爾吉斯斯坦(1992年 1 月 4日)，以及塔吉克斯坦(1992年 1月 5日)，分
別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其後，北京開始與該四國就中國邊境地區相互削減武裝

力量，以及在軍事領域加強信任等問題，進行聯合談判。此一談判模式，乃成為

上海五國機制的起源。373 
1996年 4月 26日，上述五國元首在上海正式簽署了「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

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此象徵上海五國元首定期會談機制的形成。1997 年 4
月 24日，上海五國元首第二次會談在莫斯科舉行，並簽署了「關於在邊境地區
相互裁減軍事力量的協定」；主張邊境地區軍事力量的裁減，以及邊境地區軍事

的互不侵犯。1998 年 7 月 3 日，上海五國元首第三次會晤在阿拉木圖舉行，共
同簽署了「阿拉木圖聲明」，並提出共同打擊各種形式的民族分裂、宗教極端勢

力、恐佈活動、武器走私，以及販毒等。1999年 8月 25日，上海五國元首第四
次會談在比什凱克舉行，除重申第三次元首會晤的立場外，亦強調打擊非法移

民，以及跨國犯罪。2000年 7月 5日，上海五國元首第五次會談於杜尚別舉行，
揭櫫了睦鄰互信、平等互利、團結合作，以及共同發展等原則；此外，烏茲別克

斯坦總統亦首次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了會談。此後，此一年度會談乃輪流在五國

舉行。會談內容也由加強邊境地區信任逐步擴大到五國在政治、安全、外交、經

貿等各領域的互利合作。 

2001年 1月，烏茲別克斯坦正式提出了加入上海五國的要求。同年 6月 14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俄羅斯聯邦、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

以及烏茲別克斯坦等 6國元首，共同通過聯合聲明，同意烏茲別克斯坦以平等身
份加入上海五國。2001年 6月 15日，時值「上海五國」五周年，「上海五國」
成員國元首和烏茲別克斯坦總統在該機制發源地上海舉行會談。六國元首首先簽

署聯合聲明，同意烏國為「上海五國」機制成員，其後並共同發表《上海合作組

織成立宣言》。該宣言指出，為更有效地共同利用機遇和應對新挑戰與威脅，提

升相互合作層次和水平，6國決定在「上海五國」機制基礎上成立上海合作組織。 
2002年 6月 8日，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在聖彼德堡(St. Petersburg)舉行

會晤，簽署《上海合作組織憲章》。該憲章對上海合作組織宗旨原則、組織結構、

運作形式、合作方向及對外交往等原則作了明確闡述，並推動區域間的戰略、經

濟和文化領域上的交流與合作，此標誌著新組織從國際法意義上得以真正建立。 
根據《上海合作組織憲章》和《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上海合作組織的

主要宗旨是：加強成員國之間的相互信任與睦鄰友好；發展成員國在政治、經貿、

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環保等領域的有效合作；共同維護地區和平、

安全與穩定，推動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374透過上海合

作組織的正式設立，有助於中國的強化其在西部邊界地區的國防，以及遏阻可能

                                                 
373 李綱主編，《上海合作組織：加速推進的區域經濟合作》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4)，
頁 10。 
374 楊開煌，〈地緣政治與中共對中亞之外交戰略〉，中華歐亞基金會主編，《地緣政治與中共外交
戰略》(台北：大屯出版社，2006)，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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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獨立運動。375 
此外，上海合作組織遵所循的基本原則，包含如下各點：恪守《聯合國憲章》

的宗旨和原則；相互尊重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互不使用或威

脅使用武力；所有成員國一律平等；透過相互協商解決所有問題；不結盟、不針

對其他國家和組織；對外開放，願與其他國家及有關國際和地區組織，開啟各種

形式的對話、交流與合作。上海合作組織積極倡導並實踐以相互信任、裁軍與合

作安全為內涵的新型安全觀，以夥伴而不結盟為核心的新型國家關係，以大小國

家共同倡導、互利協作為特徵的新型區域合作模式，並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

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為基本內容的「上

海精神」。 
2003年 9月 23日，上海合作組織六個成員國總理，於北京召開會議。會議

期間，共同簽署了「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多邊經貿合作綱要」、「上海合作組織

地區反恐怖機構設置和人員編制」(Regional Anti-Terrorism Structure, RATS)、「上
海合作組織 2004年度預算」、「上海合作組織常設機構編內工作人員工資、保
障和補貼條例」、「關於技術性啟動上海合作組織常設機構的備忘錄」，以及「上

海合作組織總理會晤聯合公報」等六項文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根據「上

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多邊經貿合作綱要」的內容，其主要目的在於推動貿易投資便

利化，實現上海合作組織架構內的貿易流通；減少通關口岸、檢驗檢疫、統一標

準、交通運輸等項目之間的非關稅壁壘。此外，該綱要亦強調推展在交通、能源、

電信、農業、家電，以及紡織等領域的合作。然而，其最終的目標，在於逐步建

立上海合作組織自由貿易區。376 
上海合作組織的機構，包括會議機制和常設機構兩部分： 
(一)國家元首會議：係上海合作組織最高機構。其職能在於確定組織活動的

優先領域和基本方向；決定組織內部結構設置和運作的原則問題；決定組織與其

他國家及國際組織相互協作的原則問題；研究迫切的國際問題。元首會議例會每

年召開一次，由各成員國按國名俄文字母順序輪流舉行。元首會議例會主辦國為

組織輪值主席國。 
(二)政府首腦（總理）會議：主要職能在於通過組織預算；研究和決定組織

框架內具體領域，特別是經濟領域合作的主要問題。總理會議例會每年一次。例

會主辦國總理擔任會議主席，會議舉辦地點由成員國政府總理預先商定。 
(三)外長會議：主要職能是討論、研究，以及解決組織當前活動的重要問題，

包括籌備元首會議，落實組織的決定，就國際問題舉行磋商。外長會議例會每年

安排在元首會議例會前一個月舉行。舉辦元首會議例會的成員國外長擔任外長會

議主席，可代表組織開展對外交往。 
(四)各部門領導人會議：根據國家元首會議和國家政府總理會議的決定，成

員國各部門領導人定期召開會議，主要職能在於研究和解決在各專業領域開展合

                                                 
375 Marc Lanteigne,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lternate Paths to Global Powe, pp.138-139. 
376 李綱主編，《上海合作組織：加速推進的區域經濟合作》，頁 16-17。 



 206

作的具體問題。為籌備和舉辦會議，經各成員國預先商定，可成立常設或臨時專

家工作小組，遵循部門領導人會議確定的工作章程開展工作。目前，已建立起總

檢察長、國防部長、經貿部長、交通部長、文化部長及執法安全、緊急救災等部

門領導人的會議機制。 
(五)國家協調員理事會：係上海合作組織日常活動的協調和管理機構。理事

會為國家元首會議、政府總理會議，以及外長會議作必要準備。理事會會議每年

至少舉行三次。理事會主席由元首會議例會舉辦國國家協調員擔任，經外長會議

主席授權，可對外代表組織。 
(六)秘書處：係上海合作組織常設行政機構，設在北京，於 2004 年 1 月正

式啟動。主要職能是：為組織活動提供組織、技術保障；參與組織各機構檔的研

究和落實；就編制組織年度預算提出建議。秘書長由元首會議任命，由各成員國

按國名的俄文字母順序輪流擔任，任期三年，不得連任。首任秘書長為張德廣(中
國公民)。 

(七)地區反恐怖機構：係上海合作組織常設機構，設在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
什干，於 2004年 1月正式啟動。主要職能是：協調成員國打擊恐怖主義、分裂
主義和極端主義的活動。地區反恐怖機構由理事會和執委會組成。理事會由成員

國主管機關領導人組成，是反恐機構的決策和領導機關。執委會是地區反恐怖機

構的日常執行機構，執委會主任由元首會議任命。 
目前，上海合作組織的合作範為，已然涉及安全、經濟、交通、文化、救災、

執法等廣泛領域。其中，安全與經濟合作更是兩個優先推動的項目。 
(一)關於安全合作：上海合作組織安全合作的重點是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

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合作組織是最早鮮明提出打擊「三股勢力」的國際組織。2001
年 6月 15日，上海合作組織成立之日，即簽署《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
端主義上海公約》，在國際上首次對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作了明確定

義,提出了合作打擊「三股勢力」的具體方向、方式及原則,為上海合作組織安全
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礎。2002 年 6 月，聖彼德堡高峰會簽署了《上海合作組織成
員國關於地區反恐怖機構的協定》。2002年 10月，中、吉兩國在上海合作組織
框架內舉行了雙邊聯合反恐軍演；2003 年 8 月，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又成功舉
行了首次多邊聯合反恐軍演。上海合作組織還決定儘快建立反毒合作機制，並正

加緊商談有關文件。 
(二)關於經濟合作：經濟合作是上海合作組織的重點合作領域，是組織順利

發展的物質基礎和保障。2001年 9月 14日，六國總理在阿拉木圖舉行首次會議，
討論區域經濟合作問題，簽署了《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間關於區域經濟合作

的基本目標和方向及啟動貿易和投資便利化進程的備忘錄》。2002 年，六國先
後建立起經貿部長和交通部長會議機制，開始探討在貿易、投資、交通、能源等

領域開展務實合作的途徑。2003年 9月 23日，六國總理在北京舉行第二次會議，
通過了《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多邊經貿合作綱要》，其中明確規定了六國經貿合

作的優先領域、主要任務及實施機制，為六國在今後較長時期內開展經濟合作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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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重要基礎。 
    
第三節 中亞八國海關合作 
中亞地區的海關合作，係源之於亞洲開發銀行每年一度的年會(財長會議)之

倡議；各國財政部長認為，海關工作對於促進中亞地區的經濟和貿易的發展，具

有重要和深遠的意義。為落實此一倡議，亞銀中亞東亞局於 2001年初，通過中
國財政部長的提議，邀請中國海關總署參加在亞銀總部馬尼拉，所召開的第一次

中亞五國海關小組會議。會議探討了在中亞地區開展海關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

性。2002 年 1 月，中亞五國海關工作組會議在馬尼拉召開，該會議確定了中亞
海關合作的機制。由於亞銀中亞東亞局負責該地區共八個國家，因此中亞五國海

關合作，乃擴展為八國；2002年 3月，中亞五國財長會議在菲律賓馬尼拉召開，
會議將發展海關現代化，以及開展海關間的相互合作，列為中亞區域貿易便利化

的優先領域，同時批准成立中亞八國海關合作委員會(CCC)機制。 
2002 年 8 月在中國的烏魯木齊召開了中亞八國海關合作委員會第一次會

議，會議確定了中亞八國海關合作委員會為中亞海關合作的最高決策機構，該委

員會由各海關的署長、副署長或其授權的代表組成，每兩年(或一年)定期在各成
員輪流召開一次海關合作委員會會議，討論並決定區域內海關合作的戰略問題，

其成員國包括了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土庫曼斯坦、蒙古、塔吉克

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中國。 
在中亞八國海關合作委員會會議第一次會議上，不但確定了未來中亞海關合

作的架構，並制定了今後兩年中亞海關合作集體行動計畫(Collective Action 
Program, CAP），該計畫共涵蓋以下七個領域： 

1)簡化與協調海關單證和手續； 
2)發展邊境口岸監管點和設施； 
3)簡化轉運制度； 
4)發展資料和資訊共用與海關業務相關資訊技術； 
5)發展風險管理和後續稽查技術； 
6)發展地區情報交換系統； 
7)區域海關的能力建設。 
為更好地實施上述計畫，中亞八國海關合作理事會決定成立兩個工作組，即

簡化與協調海關制度工作組，以及海關監管、風險管理及資訊通訊技術工作組；

前一個工作組由中國海關領導，後一個工作組則由烏茲別克斯坦海關負責之。 
近幾年來，由於中亞地區的資源優勢和戰略地位，歐盟等國在中亞區域內積

極倡導建立「中亞－高加索－歐盟運輸大通道」(TRACECA)，從而擴大了歐盟
對該地區的政治、經濟的影響力。與此同時，自蘇聯解體後，中亞地區各國在經

歷了經濟下滑、國有資產流失、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階段後，對於中國二十年來

經濟持續增長和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

因此，積極推動中國與中亞各國的雙邊和多邊合作與交流，配合中國在該地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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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外交戰略，對於促進邊疆地區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具有無比重要的意義。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中亞八國海關合作亦有其發展上的困境。首先，由於中

亞區域海關大多數成員國地處內陸，因此轉關運輸成為該區域內一個十分重要的

問題。大多數國家既是重要的轉關過境國，同時本國的貨物也依賴於高效的轉關

過境系統從鄰國關境運輸。因此，發展轉關係統是中亞地區國家海關一項十分緊

迫的任務。然而發展區域轉關係統是一項牽涉面廣、內容複雜的工作。目前中亞

區域轉關係統主要存在以下一些問題：海關監管手續，包括海關印章和標識，缺

乏相互承認和認可；在發展轉關係統方面缺乏相關部門的參與，如交通運輸部門

和私有企業；轉關運輸貨物缺乏銀行部門有效的擔保和保障；區域內法律法規缺

乏協調一致。 
其次，由於該機制並未將俄羅斯納入其中，因此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在海關

領域上的合作，仍然有著相當大的發展空間。目前各國在貨物通關方面，所存在

的問題主要有三：其一，該組織大部份成員國的海關，其基礎設施和檢測手段落

後，且不符合國際標準，難以滿足現代化的通關要求，由此乃降低了通關速度，

加大了通關成本。其二，一些國家內部與通關相關的政府主管部門之間，尚未能

形成有效的協調機制，不僅延誤了通關的時間，也加重了企業的負擔。其三，有

些國家的海關工作人員，英文水準較差，無法了解國際通行的英文版合同，此亦

拖延了通關時間。因此，為了改善上述缺失，各成員國在海關領域的合作方面，

應該加強完善法律制度、增加立法的透明度、簡化與協調海關單證與手續、積極

推進簡化的轉關系統，以及出入境檢驗檢疫的合作等。377 
為了改善中亞地區海關合作的缺失，亞銀乃建議在評估現有各國加入的轉關

運輸法律，以及實行轉關過境系統的基礎上，逐步建立區域內轉關過境系統。為

此，亞銀諮詢專家遂推出了目前在歐盟實行的「新的電腦過境轉關係統」(NEW 
TRANSIT COMPUTERIZE SYSTEM)，作為該區域轉關系統的參考模型。此乃造
成了中亞各國使用統一格式的報關單證，而中國卻單獨使用本國報關單證。 
綜上所述，為了要解決中亞海關合作所存在的上述問題，在亞銀的積極推動

和支持下，自 2002年第一次中亞八國海關合作會議成立以來，即分別舉辦如下
之會議，期能推動中亞國家海關之間更深層次的交流與合作。 

1)2003年 4月 21日至 25日，在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市舉辦了中亞八國海關
合作會議工作組會議。會議圍繞集體合作計畫的七項領域，制定了具體的行動計

畫和時間表。 
2)2003年 8月 4日至 8日，在吉爾吉斯伊賽庫組織召開了中亞地區的“貿易

便利化和海關現代化建設”研討會。會議主要就發展簡化轉關係統、海關現代化

建設中的資訊共用和通訊技術交流和海關邊境活動交流三方面議題進行了討論

和有關培訓。 
3)2003年 9月 9日至 12日，在中國烏魯木齊海關培訓基地舉辦了風險管理

和後續稽查的研討班。會議邀請各成員國對目前本國做法進行了溝通交流，研究

                                                 
377 同前註，頁 12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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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決各方存在的問題，探討下一步地區海關合作的方案。 
4)2003年 10月 7-9日，在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干召開了 CCC第二次會議，我

署葉劍署領導率團參加了會議。 
5)2004年 3月在吉爾吉斯比什凱克召開了轉關運輸研討會。中國海關總署國

際司和烏魯木齊海關派員參加了會議。 
6)2004 年 4 月 22-23 日在中國北京召開了中亞八國海關改革與現代化研討

會。龔正副署長到會並致辭，中亞八國及中國海關總署國際司、監管司和烏魯木

齊海關的代表參加了會議。 
 
第四節 中國與東盟海關合作 
2002年 11月 4日，中國與東盟十國領導人，簽署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

作框架協議」，正式開啟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進程。根據此一協議，到 2010
年，中國與東盟五個老成員國之間，將建成自由貿易區；東盟五個新成員國，則

可擁有五年的過渡期，至 2015年加入自由貿易區。378因此，為落實 2002年朱鎔
基總理在中國－東盟高峰會議所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南亞國家聯盟全面

經濟合作框架協定》中，有關加強海關合作的要求，中國和東盟乃在 2003年正
式推動雙邊海關的合作。 

2003年 6月 3日至 6 日，中國海關代表團首次獲邀參加東盟海關專家委員
會第 10 次會議。此次會議的議題，主要在於討論東盟海關的能力建構(capacity 
building)、與中國海關的合作、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以及與日本海關的
合作等。會議期間，東盟海關皆表示願意在「東盟/中國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定」
的架構下，加強與中國海關的合作。此時，各國海關代表亦同意建立專家委員會

談機制，俾為未來建立東盟與中國海關的署長級會晤機制奠定基礎。 
2003年 7月 8日至 10日，海關總署龔正副署長應東盟秘書處和泰國海關的

邀請，率團赴曼谷參加東盟-中國海關署長會議，同時亦有來自東盟 10國海關的
署長和東盟秘書處的官員參加了此次會議。此次會議是正為了落實 2002年 11月
中國與東盟領導人簽署的《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定》中，有關加強海
關合作的要求而召開的，也是中國海關總署第一次應邀參加的署長級會議，因此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會議中，中國針對海關合作議題，提出五項倡議：一、

建立定期會晤機制，協調中國和東盟海關在國際海關事務方面的立場；二、積極

務實地推進中國-東盟自貿區原產地規則的談判；三、儘早啟動中國和東盟海關
各國合作的優先領域；四、啟動東盟和中國《海關行政互助協議》的談判工作；

五、研究如何為區域內四個東盟新成員提供技術援助問題。 
中國海關代表於 9月 17日，在印尼參加了中國-東盟海關專家委員會第二次

磋商會議。此次會議主要是為落實和推動在同年 7月的東盟-中國海關署長會議，
所提出進一步加強中國與東盟海關的合作倡議。會中所達成的共識，包括透過加

                                                 
378 安民，《內地與香港澳門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知識讀本》 (北京：中國商務出版社，2004)，
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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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海關之間的合作、提高海關法規的透明度、有效實施框架協議，以及最大限度

地減少與海關工作有關的壁壘；便利國際貿易和經濟交流，支持中國與東盟自由

貿易區的建立；建立海關合作的優先領域，如：確定貨物的原產地、海關估價、

簡化海關手續、海關自動化、提高海關法規和手續的透明度、貨物分類、加快貨

物的通關速度；加強海關執法合作，尤其是在資訊和情報交流方面，以打擊商業

瞞騙等違反海關法行為；加強人力資源的開發和能力建設，建立本地區海關現代

化的架構；以及推動電子海關和資訊技術在海關管理上的應用，實施貿易便利化。 
2003年 12月，中國海關在昆明舉辦「中國－東盟《京都公約》海關研討會」，

是項會議目的主要有四：一是提高東盟成員國海關對於修訂後的《京都公約》的

認識；二是交流各國在加入《京都公約》進程中的經驗和做法；三是進一步尋找

海關合作領域；四是促進相互理解，加強本地區海關間的合作關係。 
2004年 2月 19至 20日，中國-東盟海關專家委員會第三次磋商會議，在馬

尼拉舉行。為配合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會議提出了中國和東盟海關的
合作，需要一個法律框架的保護，同時應擴大中國和東盟海關合作的廣度和深

度。為此，會議建議研究第二次專家委員會，所提出關於中國和東盟海關合作的

七個優先領域，爭取在第四次會議上提出具體的行動方案；著手草擬中國和東盟

海關的合作備忘錄；探討未來中國和東盟海關在統一載貨清單、統一商品歸類、

統一報關單，以及簡化海關手續方面，推動合作的可能性。 
2004年 5月 24日至 27日，中國東盟原產地規則研討會在廈門召開，與會

代表們除討論了實施世界貿易組織，以及世界海關組織非優惠和優惠原產地規則

的經驗和教訓外，亦探討了在東盟-中國自貿區的框架下，如何制定和完善東盟-
中國優惠原產地規則，並對在實施原產地規則中存在的問題，提出多項建建議：

為提高通關效率，可採取網上核對原產地證、簡化原產地的核定過程、加強海關

與相關政府部門和企業界的溝通。 
    此外，為了要推動世界海關組織亞太地區海關的廉政建設，馬來西亞、澳大
利亞、紐西蘭、中國香港和印度等五個亞太地區海關成員，亦在馬來西亞召開海

關廉政小組會議，研究制定亞太地區海關廉政自我評估工作指南。此一工作指南

主要是從十二項指標，進行自我評估。此些指標包括了最低限度使用行政解釋、

提高海關法規透明度、提高海關自動化程度、工作的轉換和調離、管理責任制、

海關內部審計、道德修養、海關人員錄用、海關行為準則、海關反腐敗教育、海

關人員報酬，以及與商界的關係等。379 
    2004 年，經過中國和東盟國家的談判，雙方同意就自由貿易區貨物貿易的
減稅模式，以及爭端解決機制等達成共識。首先，雙方同意就 593種農產品進行
減稅。就 2004年而言，雙方降稅產品貿易總額，達到了 19.7億美元；其中，中
國的進口為 11.5億美元，出口為 8.2億美元。380 

                                                 
379 李納，〈世界海關組織亞太地區海關廉政自我評估指南介紹〉，《中國海關》，第 10期，總第
124期，1999年 10月，頁 45-48。 
380 《中國商務年鑑 2005》，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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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 11月，中國與東盟十國共同簽署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
協議貨物貿易協議」。該協議規定，自 2005年 7月 1日起，中國和東盟將針對近
7,000 種產品，開始實施降稅。其中，中國和東盟中的六國，即文萊、印尼、馬
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等國，將在 2010年把大部份產品的關稅降為零。
至於中國和越南、柬埔寨、寮國和緬甸等四國，則將在 2015年把大部份產品的
關稅降為零。易言之，中國和東盟的產品和服務，可在零關稅、免配額，以及其

他市場准入條件進一步改善的情況下，順利的進入對方市場。381 
 
第五節 中國與大湄公河次區域的海關合作 
1984 年，中國大陸雲南、貴州、四川和廣西等西南四省，成立了西南四省

五方經濟協調會。1986年，西藏與成都亦先後加入。1997年，在重慶成為直轄
市後，協會乃更名為「西南六省區市七方經濟協調會」。基本上，西南地區係處

於亞洲大陸與中南半島的連接地帶，並與東南亞和南亞具有人種和地緣上的關

係。西南地區由於具有鐵公路和內陸河運，可以與緬甸、寮國、泰國、柬埔寨和

越南聯繫，故就面對東南亞和南亞的廣大國際市場而言，西南地區遂成為一個重

要的跳板。382 
由此可見，中國大陸與亞太地區的進行經濟整合，已經不再僅限於沿海省

區。在邊境省區和其鄰國之間的經濟交流與合作，亦開始不斷的增加。自 1990
年代以來，雲南省亦開始重視與東南亞國家的發展貿易關係。早在 1984年，大
西南經濟合作區即已告成立，試圖加強區內資源、技術、資金、企業、能源，以

及管理專業的合作，並推動彼此間的經貿合作關係。於此一背景下，雲南遂開始

重視區域性的貿易發展。383 
為了要維繫區域性的和平與穩定，以及改善西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北京乃於

1992年，與其他五個在湄公河流域的國家，共同設立了大湄公河次區域(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GMS)，以加強彼此間的區域合作。384這些參與的國家，包括

了柬埔寨、寮國、緬甸、泰國、越南和中國(雲南)等。自 1992 年以來，次區域
各國開始推動一項經濟合作計畫。該計畫涉及交通、能源、投資、通訊、環境、

人力資源開發、旅遊、貿易和私營部門投資等領域。385在 2002年以前，經濟合
作計畫主要表現在各國部長級和工作小組的磋商和對話上。但 2002 年時值經濟
合作計畫實施 10周年，也是大湄公河次區域國家領導人，首次在柬埔寨首都金
邊召開高峰會議，此體現了各國領導人對經濟合作計畫的重視。 

整體而言，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乃是建立在平等、互信、互利的基礎

                                                 
381 鐘雁明，〈入世後廣東與東盟貿易優勢弱化及相關問題值得高度關注〉，侯真喜主編，《中國海
關學術論叢：第一輯》 (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6)，頁 249。 
382 趙甦成，中國大陸西南省區對外貿易發展模式(台北：成陽出版社，2002)，頁 99-101。 
383 Ingrid d”Hoogh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Yunnan,” in David S.G. Goodman and Gerald 
Segal, eds., China Deconstructs: Politics, Trade and Reg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295. 
384 Supachai Panitchpakdi and Mark L. Clifford, China and the WTO: Changing China, Changing 
World Trad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Ltd, 2002), p.129. 
385 Ibid., p.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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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推動發展中國家互利合作、聯合自強的機制；也是一個試圖透過加強經濟聯

繫，促進次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機制。值得注意的是，其合作形式主要是以專案

項目為主，根據次區域成員的實際需要，提供適當的資金和技術支援。 
亞洲開發銀行亦在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負責籌措

各類資金和提供各項技術援助。至 2002 年 11 月止，亞銀已使用各類資金約 20
億美元，直接貸款為 7.72億美元，提供各類援助超過 5600萬美元。10年來，大
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在交通、能源、電訊、環境、旅遊、人力資源開發、貿易

便利化和投資等８個重點領域，共開展了近 100個合作項目。2001年，第 10次
部長級會議通過了《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未來 10年戰略框架》，提出了建設
重要交通走廊、電信聯絡網、投資、貿易，以及旅遊等專案。  
領導人會議是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的最高層級會議。自 1992年由亞洲

開發銀行倡議發起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以來，部長級會議每年舉行一次，下

設專題論壇和工作組。2002年 11月 3日，首次領導人會議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舉
行。與會 6國領導人總結了過去 10年取得的成功經驗，確認了未來 10年的合作
前景及承諾，決議進一步加強 6國夥伴關係。會議發表了聯合宣言，決定今後每
3年在成員國輪流舉行一次大湄公河次區域領導人會議。會後，有關國家簽署了
《大湄公河次區域便利運輸協定》備忘錄，以及《大湄公河次區域政府間電力貿

易協定》等。 
2003年，在雲南大理召開的第 12次經濟合作計畫部長級會議上，中國代表

團建議，成立各國海關總署層面的專門委員會，以取代當時貿易便利化工作組項

下的海關工作組。於此一部長會議上，亦強調制定一項務實、前瞻性的貿易投資

便利化議程，以推動海關合作，加速實現「一站式海關檢查制度」。為此，中國

海關參與經濟合作計畫的重點，主要有如下三點： 
1)對外提供海關培訓 
為配合國家的外交政策和對外經貿發展，中國海關積極參與經濟合作計畫，

乃屬必然之趨勢。在 2001年所召開的第 10次經濟合作計畫部長級會議上，中國
政府代表提出由中國海關與亞洲開發銀行，共同出資向各國家提供為期三年的培

訓項目。2002 年 5 月，中國海關首次在雲南昆明舉辦了便利跨境海關管理研討
班。2003 年，原定在中國舉辦的四國海關足球邀請賽和海關培訓，由於 SARS
的原因被迫取消。2004年 6月 22日至 24日，經與亞洲開發銀行協商，中國海
關同意再與亞銀共同合作，於雲南舉辦跨境運輸協定有關海關問題研討班。 

2)便利跨境客貨運輸框架協定 
中國海關自參與經濟合作計畫以來，亦積極參與了由交通部負責的《大湄公

河次區域便利跨境客貨運輸框架協定》的研究工作，並參加了《框架協定》有關

附件和議定書的談判工作。根據大湄公河次區域部長會議的安排，大湄公河六國

將分三個階段，完成框架協定 15個附件和 3個議定書的談判。第一階段所涉及
的 8個附件之談判工作，已於 2003年完成，並已經國務院批准；其中涉及海關
業務，則為附件 4《跨境手續便利化》，其主要內容為實施「一站式海關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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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在進行的是第二階段三個與海關有關附件的談判。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海

關在整個談判中，乃是居於主導地位。 
3)一站式海關檢查 
根據《框架協定》附件 4，關於跨境手續便利化的主要措施，主要在於實施

「一站式海關檢查」。為此，中國海關總署辦公廳口岸辦、監管司和國際司，提

出了在中越邊境的河口－老街口岸，實施「一站式海關檢查」的試點建議。2003
年 6月 28日至 29日，中、越海關和亞銀專家，共同對雲南河口口岸進行聯合考
察，檢驗試點工作的成效。 
 
第六節 亞太經濟合作會 
亞太經濟合作會(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係屬於一種總理論壇

(premier forum)，其目的是要推動亞太地區的經濟成長、合作、貿易和投資。值
得注意的是，亞太經濟合作會乃是在此區域間，唯一屬於政府間的一項定期會議

與機制。就國於國之間的關係而言，亞太經濟合作會的各會員國，主要是建立在

非制約性的承諾(non-binding commitments)、開放對話(open dialogue)，以及平等
尊重所有參與者的觀點等基礎之上。與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或其他多邊貿易機構不同的是，亞太經濟合作會對其經濟體，並未要求條
約與責任。因此，在亞太經濟合作會內部所做出的決策，皆是透過國與國之間自

由意志的共識和承諾。易言之，從國際關係理論的角度來看，世界貿易組織係屬

於一種所謂的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regime)，此一體系有其原則(principle)、規範
(norm)、規則(rule)和決策程序(decision-making)等，並強調各會員國必須要遵守
這些約定。386反觀，亞太經濟合作會則係屬一種較鬆散的對話機制。 

目前亞太經濟合作會共有 21個會員，387合計約超過 25億人口，國內總生產
毛額(GDP)19兆美金，並高佔全球貿易的 47%。該理事會也代表了全球最具經濟
動力的地區，在其成立的最初十年間，即佔全球經濟成長的 70%。亞太經濟合作
會自 1989 年設立以來，其目標即在於更進一步的強化該地區的經濟成長和繁
榮，以及加強建構亞太地區的社區發展。自設立以後，亞太經濟合作會即不斷在

亞太地區推動降低關稅，以及減少其他貿易障礙，並鼓勵自由和開放的貿易和投

資，以創造有效率的國內經濟成長和增加出口。同時，該理事會亦不斷致力於透

過政策的協調，以及經濟技術上的合作，共同創造出有效率和安全的貨物、服務

和人員的跨國流動。 

  在 2004年，亞太經濟合作會的主要工作目標，乃建立在「一個社區，我們
的未來」(one community, our future)之上。至於其次要目標，則為加強貿易發展、

                                                 
386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Stephen D. D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1-22. 
387 廿一個會員分別為澳洲、汶萊、加拿大、智利、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印尼、日本、南韓、
馬來西亞、墨西哥、紐西蘭、巴布亞紐幾內亞、祕魯、菲律賓、俄羅斯、新加坡、中華台北、泰

國、美國和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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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較佳的活動分享利益、提升面對未來挑戰的技術、鼓勵企業成長，以及追求

經濟的成長和穩定。此外，對於 2004年而言，其主要欲推動的優先項目，包含
了促進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強化人類安全，以及透過亞太經濟合作會，協助人

民和社會將全球化轉變為正面的影響因素。 
  就組織架構而言，亞太經濟合作會下設企業諮詢會議(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部長會議 (Ministerial Meeting)、專業部長會議 (Sectoral Ministerial 
Meetings)、資深官員會議(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SOM)，以及秘書處(Secretariat)
等。於上述組織與機構之下，亞太經濟合作會亦設置了貿易和投資委員會

(Committee on Trade & Investment)、經濟委員會(Economic Committee)、資深官員
會議之經濟科技委員會(Committee on ECOTECH)、預算和經營管理委員會
(Budget & Management Committee)、資深官員會議特殊工作小組(SOM Special 
Task Groups)，以及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s)等。 
亞太經濟合作會於成立之初，係屬於一般性的地區經濟論壇和協商機構。但

經過十幾年的歷史發展，已逐漸演變為亞太地區最高層級的政府間經濟合作機

制，以及聯繫太平洋兩岸的重要紐帶和各經濟體之間共同合作的平台。不可否認

的是，亞太地區乃是全球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地區，其不但擁有極為豐富的自然資

源，廣大的市場與腹地，再加上人民的工作勤奮與努力，以及工資低廉等優勢，

皆使此一地區極富經濟發展潛力。 

但從亞太各國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狀況看來，此一地區也是世界上結構最為

複雜的地區。例如，亞太地區有已開發的資本主義國家，如美國、日本、加拿大

和澳大利亞等；但卻又有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如東協各國、台灣、新加坡、

香港和韓國等；此外，仍有堅持社會主義的共產國家，如中共、北韓、越南和寮

國等。388因此，上述各國除了在意識型態方面，依然存在著根本的對立外，在歷

史文化、背景、宗教、語言和風俗習慣等方面，亦均有著極大的差異。凡此均使

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出現了遲緩性和低層次性。儘管如此，亞太地區國家基於

未來長遠的經濟利益考量，仍顯現出強烈的合作意願，於是亞太經濟合作會乃在

此一背景下應運而生。  

基本上，亞太經濟合作的構想，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即提出了所謂 
的「大東亞共榮圈」，此堪稱為此一構想之濫觴。然而當時日本一連串的對外侵

略行動，使亞太各國咸認此一共榮圈，僅為在日本侵略野心的外表上，披上一層

美麗的外衣而已。因此，隨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的潰敗，此構想亦告煙消

雲散。此後直到 1960 年代，日本企業家鹿島森之助再提出了成立泛亞洲合作組
織的想法，而同時日本學者小島清更鼓吹亞太經濟合作的構想。美國夏威夷大學

的「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亦曾於 1965年也主張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
雖然此後類似的建議曾被多次提出，但事實上皆未能獲得具體的進展與落實。但

1967 年的成立以各國民間企業為主體的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Pacific Basin 

                                                 
388 雖然中國大陸自 1978年推動改革開放以來，已開始走向市場經濟，但其社會主義的思想依然
存在。因此，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路線，乃稱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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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Council, PBEC)，卻將亞太經濟合作推向一個嶄新的紀元。1968年成立
的太平洋貿易及發展會議(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PAFTAD)，
以及在 1980 年所成立的產、官、學三方參與的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皆分別代表著不同階段的亞太經濟合作進
程，但是以純官方政府間為主的經濟合作組織仍尚未成型。 
直至 1980年代後期，鑑於歐洲和北美洲地區已逐漸形成經貿共同市場，或

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促使亞太地區的國家開始體認到，實有必要成立一個屬於亞

太地區各政府間經濟合作的非正式協商論壇，以討論解決共同關切的經貿議題。

因此，澳洲總理霍克遂於 1989年初，提議在亞太地區設立一個經濟合作組織，
期望透過部長間的諮商會議，尋求亞太地區經貿政策之協調，並推動亞太地區的

貿易自由化與區域合作，俾維持亞太區域的成長與發展。此一倡議立即獲得美

國、加拿大、日本和東協國家的積極回應。1989年 11月 6日至 7日，亞太經濟
合作會第一屆部長級會議，遂在澳大利亞首都坎培拉舉行，此標誌著亞太經濟合

作會的正式成立。  

自 1989年成立以來，亞太經濟合作會經歷了 4個不同的發展階段： 
1)初期發展階段(1989年到 1992年) 
於此一初期階段，亞太經合會建立了作為一個區域性經濟組織的基本架構；

各經濟體皆致力於推動區域自由貿易、投資與技術合作，並達成了共識設立十個

專門工作小組。1991 年，亞太經濟合作會所召開的漢城會議，通過了所謂「漢
城宣言」，作為亞太經合會的基本章程，並首次對該組織的宗旨、原則、活動範

圍，以及加入標準等列出了詳細規定。1992 年，亞太經合會的曼谷會議，亦決
定在新加坡設立亞太經合會秘書處，由各經濟體認繳會費，使亞太經濟合作會在

組織結構上更臻步完善。 

2)快速發展階段(1993年到 1997年) 
自 1993年起，亞太經濟合作會從部長級會議，提升到由各經濟體領導人參

與的非正式會議，強化了此一區域性協商議題的重要性。從 1993年到 1997年間，
亞太經濟合作會的年度會議，皆針對不同的議題提出討論與協商，試圖解決當時

區域合作所面臨的各項議題。 

3)調整階段(1998年到 2000年) 
1997 年東南亞金融風暴的發生，使得此一區域性的亞洲金融危機，直接影

響到亞太經濟合作會的發展與進程，並直接或間接影響及受害國對貿易與投資自

由化，開始採取慎重的態度。再者，亞太經濟合作會於一九九七年開始推動的「部

門自願提前自由化」(Early Voluntary Sectoral Liberalization, EVSL)計畫，389卻在

                                                 
389「部門自願提前自由化」項目包括環保設備及服務、漁產品、林產品、珠寶、醫療設備、電信

設備相互認證、能源、玩具及化學品等，訂於 1998年確定範圍期程，儘可能於 1999年開始執行。
除了關稅的消除之外，還包括對相關部門非關稅措施的認定，其他便捷化措施，以及彙整並執行

經濟與技術合作(ECOTECH)，以加速部門的開放。關稅障礙的消除是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主要
手段，至於非關稅措施的認定與排除，則應該是亞太經濟合作會另一個支柱--貿易與投資便捷化
--的具體表徵；加上經濟與技術合作這第三個支柱，EVSL便成了一個具體而微之亞太經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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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錯誤評估了亞太地區的現實發展情況，使該計畫難以按原有進度加以

推行之。雖然區域經濟技術的合作構想可以獲得加速發展，但因部分經濟體的態

度消極，因此難以獲得實質上的進展。由此觀之，亞太經濟合作會遂於 1998年
和 1999年間，邁入了鞏固、徘徊與再摸索的調整階段。公元 2000年，在亞太經
濟合作會所召開的非正式領袖會議中，乃重申應堅持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發展目

標，並加強人力、機構、基礎設施，以及市場等方面的能力建構(capacity building)。 
4)穩定發展階段(2001年迄今) 
經過 1990年代後期的調整，亞太經濟合作會持續重申堅持貿易與投資自由

化，以及強化便利化目標的重要性，並以「上海共識」為基礎，全面推動亞太經

濟合作會在貿易與投資領域的各項合作。同時，在世界貿易組織「多哈發展議程」

啟動之後，更為亞太經濟合作會的各經濟體所關注的焦點。 
亞太經濟合作會成立的宗旨，乃是要加強亞太地區的區域經濟發展，並積極

推動貿易暨投資自由化和便捷化 (Trade &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and 
Facilitation，TILF)，以及強化經濟技術合作(ECOTECH)等，作為其工作的三大
基石。隨著亞太經濟合作會的逐漸發展，其所探討的議題與合作範圍日漸擴大和

深化。例如，這些討論的議題已經逐漸從傳統的貿易、投資、科技、農業和電信

資訊等，涵蓋到教育、社會安全網、青年與婦女參與等非經濟議題，期望能夠使

亞太經濟合作會能以成為亞太區域內最重要的全方位組織之方向邁進，俾能落實

「亞太經合會社區」(APEC community)的精神與目標。  
1991年 11月，亞太經濟合作會第三屆部長級會議於韓國漢城召開。會中通

過了「漢城宣言」，正式確立亞太經合會的宗旨與目標為「相互依存，共同利益，

堅持開放的多邊貿易體制，以及減少區域貿易壁壘」。1993年，亞太經濟合作會
在西雅圖的非正式領袖會議宣言中，亦提出了所謂亞太經濟合作會的大家庭精

神。此一精神旨在為亞太地區人民，創造穩定和繁榮的未來，並建立亞太經濟的

大家庭，以開放與合作夥伴為基礎，強化支持更開放的國際貿易體制，共同為全

球經濟作出貢獻。因此，開放、漸進、自願、協商、發展、互利與共同利益等原

則，乃成為反映亞太經合會精神的七個關鍵用語。 
設立亞太經濟合作會之最終目標，旨在於達成貿易自由化，以促進亞太區域

內之貿易自由化為主，並以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為輔。於此一廣義貿易自由化的

理想之下，亞太經濟合作會所致力追求的目標，則為維持區域的成長與發展、加

強經濟相互依存的利益、形成並強化多邊貿易體系，以及降低經濟體貨物與服務

之貿易與投資障礙。 

根據上述之討論，追求區域貿易與投資的自由化，已然成為亞太經濟合作會

的長遠目標。但由於亞太經合會各經濟體的經濟發展，依然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

性，因此在實現與推動貿易與經濟自由化目標的具體步驟上，亞太經濟合作會遂

採取了差別對待的方式。在區域貿易自由化方面，亞太經濟合作會於一九九四

年，在印尼茂物所舉行的非正式領袖會議中，明列出具體的時間表。其中要求所

                                                                                                                                            
會理念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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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亞太經濟合作會之各經濟體，應致力於 2020年之前，完成亞太地區內部貿易
與投資的自由和開放目標；至於已工業化之經濟體，則應提早於 2010年前完成。 
此外，亞太經濟合作會各經濟體，同意以區域內之自由貿易為最高目標，並

除現行的措施外，亦致力尋求其他有助於貿易自由化的手段。例如，對於在烏拉

圭回合或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中無法獲得全球一致看法之議題，以及未來

多邊談判中可能處理之議題或競爭政策、爭端解決、環境保護、出口貸款、財務

服務、外國投資、政府採購、智慧財產權、國家貿易、關稅降低等特定議題，亞

太經濟合作會亦致力於推動協商機制，使走向區域貿易的自由化。整體言之，片

面自由化(unilateral liberalization)及開放區域主義，乃為亞太經濟合作會邁向貿易
自由化的兩項重要政策。對亞太經濟合作會而言，推動片面自由化所產生的正面

效果，將有助於引起其他國家的起而效尤，並可減少其他冗長之談判過程。因此，

近幾年來，亞太經濟合作會乃鼓勵各經濟體，應在可能的最大範圍內實施片面自

由化。 

但值得注意的是，亞太經濟合作會亦認知到，經由雙邊或多邊談判而達成之

自由化(negotiated liberalization)，由於已然具有互惠之認知基礎，因此從政治經
濟的觀點而言，實具有優於片面自由化之處。基本上，片面自由化欠缺對各經濟

體的拘束力，而經談判協商而達成之自由化，則具有相當之拘束力，並有助於各

國政治領袖對抗國內保護主義之壓力。因此，亞太經濟合作會在推動片面自由化

之下，亦同時追求透過談判而達成之自由化。至於開放區域主義，則是亞太經濟

合作會自成立以來，所一直鍥而不捨的目標。例如，1994 年，亞太經濟合作會
強調一份實踐開放區域主義的聲明，其重點主要為下列四項層面：敘述片面自由

化，承諾繼續對非經濟體減少其貿易障礙、表示願意在互惠基礎上將其區域自由

化之結果適用到非經濟體，以及承認各經濟體得片面(不論附條件與否)將亞太經

合會自由化之結果適用到非經濟體。由此項聲明的內容可以看出，亞太經濟合作

會亦相當重視在其經濟體和非經濟體之間的貿易自由化議題，期望能將區域性的

貿易自由化，擴展到更寬廣的全球性層面。 

為促進亞太地區的貿易與投資，亞太經濟合作會亦曾提出建議，要求建立投

資原則協議、提供爭端調解服務、總體經濟政策之合作，以及競爭政策之合作等。

此外，為加強資訊流通與程序透明，提高環境管制、標準，以及強化措施之協調

性，並加速政府採購資訊之取得等，亦已成為亞太經濟合作會所關注的焦點。再

者，為加強各經濟體之間的交流與聯繫，亞太經濟合作會亦推動改善商務旅行之

簽證與通關程序，以及蒐集原產地法則等。 

為實現印尼「茂物宣言」所確定的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最終目標，亞

太經濟合作會於 1995年制訂了所謂的「大阪行動議程」。該議程試圖在貿易投資
自由化和便捷化等工作方面，制定明確的具體合作領域。其所包含的內容詳述如

下：390 

1)關稅：透過建立關稅資料庫和其他方式交換資訊，以提高各經濟體之間關

                                                 
390 http://www.capatec.org/about-APEC/APEC-whee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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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制度的透明度，達到逐步削減關稅的目的； 
2)非關稅措施：透過建立非關稅措施資料庫、編纂非關稅措施清單，以及受

這些措施影響的產品清單等方式，以提高各經濟體之間非關稅措施的透明度，並

逐步取消出口補貼和不正當的出口禁令與限制，削減非關稅措施； 
3)服務：逐步減少貿易市場的進口障礙，並提供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除

了已適用的電訊、交通、能源和旅遊等四種產業外，各經濟體可依其意願在其他

產業採取行動； 
4)投資：逐步向投資者提供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提高投資體制的透明

度，以及促進投資制度和投資環境的自由化，同時並透過技術援助和合作等方案

以促進各經濟體的相互投資； 
5)標準一致與過程透明：確保各經濟體評量標準的一致性與過程的透明化，

以推動各經濟體評量準則與國際準則接軌，俾得實現各經濟體間評量標準的相互

認可，促進相互間技術發展方面的合作； 
6)海關：透過簡化海關手續，強化亞太地區的貿易流通與發展； 
7)智慧財產權：依據「世貿組織與貿易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以及其他相

關協定所規定的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和透明度原則為基礎，推動亞太地區智慧

財產權方面的立法管理和執行工作； 
8)競爭政策：在各經濟體之間，透過實施有效的競爭政策和法律，提高透明

度以及促進合作，改善本地區競爭環境，促進市場的有效運作，加強生產和貿易

之間的競爭，並保護廣大消費者的利益； 
9)政府採購：增加對各經濟體政府採購制度的瞭解，以實現本地區政府採購

市場的自由化與便捷化； 
10)放寬管制：提高各經濟體管理制度的透明度，減少與消瀰由於各經濟體

國內規章條例所引起的貿易與投資糾紛； 
11)原產地規範：確保各經濟體原產地規範與國際規則的相符合，並建立該

規範適用的公正性、透明度和中立性； 
12)爭端調解：以有效率的方式，解決亞太地區私營企業與政府之間，或私

營企業本身之間的爭端；並提高政府法律、規章和行政程序的透明度，以減少和

避免有關貿易與投資的衝突，建構一個穩定、可預測的整體經濟環境； 
13)商務旅行：交換商務旅行相關制度的資訊，並透過簡化和加速短期商務

旅行和臨時住所的處理，以促進亞地地區商務人員的相互交流； 
14)烏拉圭回合決議的執行：推動各經濟體在規定的時間內，有效率的執行

烏拉圭回合決議案； 
15)資訊蒐集與分析：調查亞太地區的貿易與投資障礙，並分析貿易自由化

的影響，研究次區域貿易安排的影響，進而建立有關貿易、服務和投資的資料庫

等。 

為達成亞太經濟合作會永續成長，以及均衡發展的目標，其在 1996 年宣佈
了所謂的經濟合作與發展架構，確定了亞太經濟合作會的六大優先發展議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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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發展人力資源、確保資本市場的安全與效率、強化經濟基礎建設、培育未來科

技、提昇保護環境之永續經濟成長，以及鼓勵並協助中小企業的成長等。根據此

一合作發展架構，亞太經濟合作會強調各經濟體人民，不分男女皆應共同積極參

與各項活動，以分享經濟成長的最大利益，並提昇民間、企業與政府部門之間的

相互合作，以健全亞太地區區域發展的基礎。 

亞太地區雖然享有高經濟成長率，但其亦已然面臨許多發展之瓶頸，例如公

共基礎建設不夠、人力素質有待提昇，以及技術與管理知識的欠缺。茲以中國大

陸為例，其雖然自 1980年代推動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與成長速度相當驚人，
但由於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導致的區域發展不均衡，以及城鄉發展貧富差距的日

益擴大，使得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面臨了另一個重大的難題與困境。此外，根據

聯合國 2003年的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3)，其指出許多亞
太地區國家的人類發展，亦已出現了開倒車的現象。391因此，除了前二項的主要

目標外，亞太經濟合作事會乃亦揭櫫了第三項重要目標，即加強各經濟體之間的

技術合作，以推動個別與整體的能力建構。 

在強化技術合作方面，其中以人力資源之開發為最重要，並以高等教育之合

作最為優先，鼓勵不同大學之學生與教授進行交流；一方面可彼此學習觀摩，另

一方面亦可了解亞太文化的豐富多樣性。至於技術合作的第二個項目，即在於中

小企業政策之合作。由於中小企業的發展，已為亞太經濟提供無比之動力，然而

傳統的中小企業政策卻經常傳遞落伍及負面形象，不時帶有政治性考量而且強調

所得分配，以致中小企業對經濟發展之正面效果不彰，故各經濟體之間實有必要

進行充份的議題合作，以整頓與強調中小企業的效率，及其對產業發展之貢獻。

至於技術合作的第三個項目，乃是試圖推動區域間的電訊、運輸及能源之發展，

藉以強化區域內的資訊流通，並提升區域經濟合作與發展的前景。 

亞太經濟合作會位於環太平洋地區，各經濟體分佈在美洲、亞洲和大洋洲等

地。亞太經濟合作會各經濟體，均有其不同的歷史、文化和宗教發展背景，在政

治和經濟制度，以及價值觀方面亦呈現相當大的差異性。此外，在各經濟體之間

的經濟體制、經濟發展水準、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程度，均亦出現多元化與多樣

化的情勢。在參與的成員方面，亞太經濟合作會現有廿一個經濟體。澳洲、汶萊、

加拿大、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紐西蘭、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美國

等 12國，係於 1989年 11月亞太經濟合作會甫成立時加入的；而中國、中華台
北和香港，則於 1991年 11月加入；墨西哥、巴布亞紐幾內亞則於 1993年 11月
加入；接著智利於 1994年加入；秘魯、俄羅斯、越南則在 1998年 11月亦相繼
加入該組織。亞太經濟合作會接納新經濟體時，需要獲得全體經濟體的同意與認

可。但在 1997年的溫哥華高峰會議時，其宣佈亞太經濟合作會進入 10年的鞏固
期，故暫不接納新成員的加入。 

值得注意的是，各經濟體歷年雖均派部長級官員參加部長級年會，但均以經

濟體(Economies)，而非代表國家之身分參與。因此經過多年的發展，亞太經濟合

                                                 
391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New York: UNDP,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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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會已包含了非正式領袖會議、部長級會議、資深官員會議，以及其下屬各項委

員會和工作小組、秘書處等多層次的組織與工作機制；這些組織機構所處理的議

題，含蓋了貿易投資自由化、經濟技術合作，以及經濟政策對話等廣泛的合作範

圍。但其中最重要的即是所謂的非正式領袖會議，該會議所發佈的「領袖宣言」，

乃是亞太經濟合作會的重要綱領性文件。  

亞太經濟合作會的主要運作機制，係由下列五大組織機構所組成： 
一、非正式領袖會議 
儘管非正式領袖會議，並非是亞太經濟合作會的正式架構，但從 1993年以

來，領袖會議卻已經逐漸發展成為亞太經濟合作會的各年度焦點。過去，亞太經

濟合作會僅有每年一次的部長級會議，與數次的資深官員會議。但自從 1993年
召開西雅圖非正式領袖會議之後，亞太經濟合作會即成為相當引起國際社會注意

的區域性國際組織。 
不可否認的是，一方面亞太地區各國經濟領袖，史無前例的齊聚西雅圖；另

一方面，由於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早已經成為國際社會所共同矚目的焦點，因

此任何聚集所有亞太地區領袖的會議、決議或共識，皆將影響及全球人口最多、

產值最大的亞太區域經濟發展，同時對全球整體經貿發展自亦將產生重大的影

響。故自 1993年以來，亞太經濟合作會皆在部長級年會之後，隨即召開非正式
領袖會議，會中按例均採納部長級年會所通過的重大決議，並經由宣佈「領袖宣

言」的方式，揭示亞太經濟合作會未來發展的重要政策取向。 
二、部長級會議(Ministerial Meeting) 

基本上，亞太經濟合作會部長級年會，可區分為部長會議(Ministerial Meeting)
與專業部長會議(Sectoral Ministerial Meetings)，約於每年9月至11月間，在每年
的非正式領袖會議召開前舉行。自 1989年召開部長級會議以來，每年皆由東協
成員和非東協成員輪流主辦之，出席代表為各經濟體的經濟部長或外交部長。部

長級會議的主要任務，係為決定亞太經濟合作會的政策方針，並討論區域內的重

要經貿問題。各經濟體如認為有特殊共同議題需要處理與討論時，亦可以召開專

業部長級會議，如財政、環保、能源或電信等部長會議。有些專業部長級會議，

亦同樣是每年舉行一次。 
三、資深官員會議(Senior Officials Meetings, SOM) 
在每年亞太經濟合作會部長級年會召開之前，會議主辦國得視需要性，舉辦

若干次資深官員會議。該會議主席，由當年部長級會議的主辦國代表擔任之。資

深官員會議為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運作之核心機制，每年召開四次，但亦可視議題

需要，而另外召集會議之。各經濟體多由司長或局長層級官員，代表出席資深官

員會議；其目的旨在進行部長級會議的籌備工作、討論部長級會議決議的細節事

項，以及進一步溝通各經濟體對於部份議題的政策與態度等。  
四、委員會和工作小組(Committee & Working Group) 
資深官員會議下設四個委員會 (Committee)、十一個工作小組 (Working 

Group)、六個資深官員會議特殊工作小組(SOM Special Task Groups)，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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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專門委員會，分別負責推動貿易暨投資自由化與便捷化、經濟技術合作、

電子商務、人力資源發展、能源、工業科技、運輸、海洋資源保育、電信暨資訊、

觀光、漁業、農業、中小企業，以及衛生等領域的合作。此外，若干工作小組在

推動工作上，如認為有提高協商層次之必要時，亦可召開專業部長會議為之。 
(一)委員會 

1)貿易和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Trade & Investment) 
亞太經濟合作會係於 1993年成立貿易和投資委員會，其工作範圍包含

關稅、非關稅措施、服務、投資、標準一致與過程透明、海關、智慧財產權、競

爭政策、政府採購、放寬管制、原產地規則、爭端調解、商務旅行、烏拉圭回合

決議的執行，以及資訊蒐集和分析，並致力於減少區域性間的貿易障礙。  
2)經濟委員會(Economic Committee) 
經濟委員會前身為經濟趨勢和問題特別小組，於 1994年在雅加達舉行

的第六屆部長會議上，更改名稱為經濟委員會。除負責研究、分析亞太區域的經

濟問題，以及發展趨勢，撰寫有關專題報告外，亦可成為各經濟體交換資訊與分

享對經濟趨勢與議題看法的論壇。 
3)預算和經營管理委員會(Budget & Management Committee) 
預算和經營管理委員會，主要係就有關亞太經濟合作會之預算、行政

和管理等問題，向資深官員會議提出意見與建議。此外，該委員會亦負責評估亞

太經濟合作會的預算結構，並提出建議，審查專案申請，草擬亞太經濟合作會的

年度預算報告，並審查其預算及與預算有關之問題，以及研究亞太經濟合作會的

管理與改革議題。 
4)經濟科技委員會(Committee on Econom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1997年在溫哥華部長級會議中，決定成立一個專門負責亞太經濟合作

會之經濟技術合作的機構，即資深官員會議經濟技術合作委員會。該委會在 1998
年的第一次資深官員會議，正式獲得成立，並在新加坡舉行了第一次的會議，確

定其職權範圍、議事規則，以及工作計畫等。其職責範圍包括協助協調資深官員

會議、管理亞太經濟合作會的經濟技術合作活動，以及審查各項活動的進行情

況；此外，經濟科技委員會亦秉持相互尊重、互利互助、協商一致的原則，與亞

太經濟合作委員會各論壇進行充分協商。該委員會的主席和副主席，其任期均為

兩年。 
(二)工作小組  

1)貿易推廣(Working Group on Trade Promotion, WGTP) 
貿易推廣工作小組，負責擬訂國家間交流、貿易和工業資訊，提供促進

經濟和貿易往來的各種建議，並促進和舉辦與貿易相關的國際會議、亞太商品交

易會，以及貿易促進培訓班等。 
2)工業科技(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orking Group, ISTWG) 
工業科技工作小組，負責投資資訊網路的建設、舉辦產業技術研討會，

以及促進產業技術開發和移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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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力資源發展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Working Group, 
HRDWG) 

人力資源發展小組專司促進亞太地區的各國之間，就商業管理、工業培

訓、技術革新、項目經營，以及發展規劃等方面，策劃與推動交流事宜。 
4)能源合作(Energy Working Group, EWG) 
能源合作小組負責制訂合作專案，建立一個地區性的能源供需資料庫，就

煤炭的利用技術、能源的節約、技術轉讓，以及資源的勘探和開發等問題，進行

意見之交換。 
5)海洋資源保護(Marine Resource Conservation Working Group, 

MRCWG) 
海洋資源保護小組，負責調查海洋污染的程度，並就亞太經濟合作會各

經濟體加入國際法公約等事宜，提供建議，以及研究改善海洋污染的技術和政

策。 
6)電信(Tele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Working Group, TEL) 
電信工作小組職司編寫亞太經濟合作會的電訊發展活動報告，介紹各經

濟體的電訊環境、發行如何接受通訊組織培訓的手冊，以及探索和擴大區域電訊

網的方式。 
7)運輸(Transportation Working Group, TPTWG) 
運輸工作小組主要職掌在於，加強亞太地區的成長和開發，以建立有效

率的運輸系統。其工作內容包括貨物和旅客相關資訊的交換、入境手續的簡化、

技術移轉，以及基礎設施之建立等。  
8)觀光(Tourism Working Group, TWG) 
觀光工作小組負責亞太地區旅遊障礙之調查、觀光和環境關聯性之研

究，以及相關資訊之整理和交換等。  
9)漁業(Fisheries Working Group, FWG) 
漁業工作小組專門負責研究亞太地區在開發漁業資源方面的相互合作

方式，並透過亞太經濟合作會與現有國際組織的協調互補作用，共同推動亞太經

濟合作會各經濟體之間的合作。 
10)農業技術合作小組(Agricultural Technical Cooperation Working Group, 

ATCWG) 
農業技術合作小組專司推動亞太區域內有關農業技術的合作方案，其旨

在藉由農業合作與能力建構，改善亞太經濟合作會各經濟體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福

利。 
11)中小企業小組(Small & Medium Enterprises Working Group, SMEWG) 
亞太經濟合作會認知到中小企業為亞太地區提供了充分的就業機會，且

已成為區域經濟成長的支柱；因此，中小企業工作小組最重要的任務，即在於促

進亞太地區中小企業的發展。 
(三)資深官員會議特殊工作小組(SOM Special Task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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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恐怖主義工作小組(The Counter Terrorism Task Force, CTTF) 
由於恐怖主義可能直接衝擊亞太經濟合作會欲建立一個自由、開放與繁

榮經濟體的目標，並與該理事會各經濟體所秉持的基本價值背道而馳。因此，反

恐怖主義工作小組的工作重點，旨在協調實施 2002年所制訂的「領導人反恐與
促進成長聲明」(Leaders' Statement on Fighting Terrorism and Promoting Growth)。  

2)電子商務指導小組(Electronic Commerce Steering Group, ECSG) 
電子商務指導小組，係依據 1998年亞太經濟合作會電子商務行動藍圖

(1998 APEC Blueprint for Action on Electronic Commerce)所制訂；該小組設立之目
的，旨在於扮演協調亞太經濟合作會的各項電子商務活動。並追求在亞太地區創

造出一個有法治、規律與制度的環境，不但可促進與加速電子商務的發展，進而

始其向可預測、透明化與一致化的方向邁進。再者，電子商務指導小組亦期望能

利用資訊科技與電子商務的方式，推動各經濟體之間的電子交易。 
3)亞太經濟合作會社會安全網能力建構網絡(APEC Social Safety Net 

Capacity Building Network, APEC SSN CBN) 
亞太經濟合作會社會安全能力建構網絡，旨在有效率的建構亞太區域內

的社會安全網，並藉由資訊交換、研究發展，以及研討會等方式，共同商討社會

安全網絡的議題。 
4)兩性平等網絡(Gender Focal Point Network, GFPN) 
由於女性對亞太經濟合作會各經濟體的發展，具有莫大之貢獻；此外，

超過 50%以上的女性，乃是亞太經濟合作會各經濟體的主要勞動人口，故女性對
亞太地區的經貿與投資，已然產生極大之貢獻；兩性平等網絡的建立，其主要目

的即在於提供女性平等的社會與經濟生活。 

5)健康工作小組(Health Task Force, HTF) 
從 2003 年所發生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以及 2004年的 H5N1禽流感(avian influenza H5N1)疫情的爆
發，皆顯示出病菌可藉由旅遊、運輸，以及農產品等管道傳染到各國社會。有鑑

於此，亞太經濟合作會乃設立了健康工作小組，試圖建立更快速的因應機制，並

且針對正在出現的傳染性疾病，對各經濟體發佈健康威脅通告。 

6)緊急快速反應小組(Emergency Preparedness Virtual Task Force, EPVTF) 
任何一個經濟體發生了大規模的自然災害，皆將影響及整個亞太地區。

因此，為了保障亞太地區人民的最基本生活需求，緊急快速反應小組的任務，乃

是要結合亞太地區的共同利益，加速改善對自然災害的快速反應能力。 
  (四)企業諮詢委員會(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ABAC) 
企業諮詢委員會係成立於 1995年，定期公佈年度與正式報告，將民間部

門的意見，直接提交亞太經濟合作會各經濟體之領導者參考；該委員會並於年度

報告中，提出改善亞太地區的商業與投資環境的建議。企業諮詢委員會每年召開

四次會議，並可派代表參加部長級會議。 
五、秘書處(Secretar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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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經濟合作會於 1993年 1月，在新加坡設立了秘書處，專司負責行政、
財務、資訊蒐集、出版，以及組織協調各工作小組會議等事務性工作。其主要職

能，亦包括提供部長級會議和資深官員會議相關文件和服務、準備年度預算並向

資深官員會議提出使用建議、監測和審查工作小組的活動並提出協調建議、聯繫

媒體、商界、學術團體和大眾傳播資訊，以及辦理資深官員會議授權交辦的其他

任務等。秘書處執行主任，由每年部長級會議的主辦國派員擔任之。 
亞太經濟合作會的第一次領袖會議，是美國在 1993年擔任輪值主辦國時，

由美國總統柯林頓所發起。會中討論的議題主要有三：即二十一世紀亞太地區的

經濟展望、促進亞太經濟合作會內部，以及區域間的合作與相關機制和手段等；

會中並發表了「亞太經濟合作會領導人經濟展望聲明」。於會議召開期間，與會

人士咸認為亞太經濟合作會之所以能獲得成功，主要是因為具有適應周遭環境變

化的能力。在生命共同體意識的推波助瀾之下，亞太經濟合作會的各經濟體，正

在朝向相互依賴的方向發展。此一相互依賴的觀念，意涵著議題的多元化、軍事

外交關係重要性的遞減，以及各項議題的合作與協調等。392根據此一定義，亞太

地區在經濟發展的層面上，乃是相互依存和多樣化。為此，亞太經濟合作會乃同

意召開財政部長會議，要求工商界的領導人成立「太平洋工商論壇(PBF)」，以及
設立「亞太經合會教育計畫」等，以共同推動與發展區域間的經濟和高等教育合

作等事宜。 
1994 年的領袖會議在印尼茂物召開，會後發表「茂物宣言」 (Bogor 

Declaration)，並宣示了貿易自由化與投資便捷化的目標，規定已發展國家必須於
2010年以前完成，而發展中國家則必須在十年之後，即 2020年前達成此一目標。
由於亞太經濟合作會的目標，是要增加亞太地區的貿易和投資，因此各經濟體同

意把亞太地區實行自由、開放的貿易和投資作為長遠目標。為了要達成此一目

標，亞太經濟合作會將採取進一步減少貿易和投資壁壘的方式，以促進貨物、服

務和資金在各經濟體之間的自由流動。 
1995 年，在日本大阪召開的亞太經濟合作會第三次領袖會議，會中討論和

制定如何順利實現「茂物宣言」的行動方針，俾建構出區域內的長期合作框架。

會中所發表的「亞太經濟合作會領導人行動宣言」，簡稱「大阪宣言」。該宣言並

通過實施貿易投資自由化和經濟技術合作的「大阪行動綱領」(Osaka Action 
Agenda)。於此一綱領中，各經濟體同意「行動綱領」所列舉的重要原則，並以
此為實現自由化和便捷化的基礎。這些原則具有全面性、與世界貿易組織一致

性、可比性、非歧視性、透明度、維持現狀、同時啟動、持續推進、靈活性與合

作等特點。此一行動綱領更要求各經濟體的部長及官員們，立即著手籌備具體的

行動計畫，以送交 1996年菲律賓部長會議進行評估，並計畫於 1997年 1月開始
全面實施上述行動計畫，以及進行年度的評估工作。 

1996 年，在菲律賓所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第四屆領袖會議，會中發表了

                                                 
392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Boston: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89), pp.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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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經濟合作會領導人宣言：從憧憬到行動」，並通過實施貿易自由化的「馬

尼拉行動計畫」，以及有關經濟技術合作的「框架宣言」。該會議決定自 1997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亞太經濟合作會馬尼拉行動計畫」。該計畫乃係以「大阪
行動議程」為基礎，逐步推動和全面實現亞太地區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俾在 2010
年與 2020年相繼實現「茂物宣言」所揭示的目標。在執行此一目標的方式上，
各經濟體採取持續協商的方式，改進過去單邊行動計畫，同時要求各經濟體部長

們開會審議單邊行動計畫，並考慮私營企業部門的意見與建議。「馬尼拉行動計

畫」亦詳述 1997年應推動簡化海關手續、有效實踐智慧財產權的承諾、海關估
價一致化、服務貿易全面便捷化，以及確保投資環境改善等工作。，呼籲世貿組

織部長級會議達成 2000年取消關稅的資訊技術協定。「馬尼拉行動計畫」亦支持
各經濟體部長們，通過「亞太經濟合作會經濟合作和發展原則架構宣言」，確定

開發人力資本、建立安全的資本市場、加強經濟基礎設施、利用未來的技術、促

進環境保護，以及鼓勵中小企業的發展等，作為亞太地區的優先發展主題。 
亞太經濟合作會於 1997年，在加拿大溫哥華召開了第五屆領袖會議。會中

討論了貿易投資自由化、經濟技術合作，以及東南亞的金融風暴等問題，並通過

了「亞太經濟合作會非正式領袖宣言：聯繫大家庭」。於此一會議中，各經濟體

的領導人堅信，亞太地區經濟將保持持續成長的情勢，且將在全球經濟中發揮領

導的角色與作用，並將 1997年訂為亞太經濟合作會的行動年。由於東南亞金融
風暴的發生，亞太經合會各經濟體乃共同面對此一挑戰，進行深入的研究與討

論。與會各經濟體領導人認為儘速恢復金融穩定與經濟成長，實有助於亞太地區

的經濟穩定，繼續強化對整個國際社會的貢獻。因此，亞太經濟合作會應共同面

對挑戰，採取適當政策和加強應變能力與措施，以防止金融危機的再度發生。各

經濟體領導人在宣言中亦一致指出，認可世界貨幣基金會對解決金融危機具有無

比的重要性。 
1998 年，在馬來西亞所舉辦的亞太經濟合作會第六屆領袖會議，會中通過

了「亞太經濟合作會非正式領袖宣言：加強成長的基礎」；其中指出了亞太經濟

合作會面臨了三大挑戰：(1)金融危機的挑戰，包括有整體性的宏觀經濟發展政
策、社會對就業和保險網絡的支持、調整金融與公私部門、推動私人資本的流動，

以及加強國際金融體制的管制等；(2)對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捷化的挑戰；(3)對
區域性經濟技術合作的挑戰。最後，該會議並通過了「走向二十一世紀的亞太經

合會科技產業合作協議」，以及「吉隆坡技術開發行動計畫」等兩項重要方案。 
亞太經濟合作會的第七屆領袖會議，於 1999 年在紐西蘭舉行，會中通過了

「亞太經濟合作會非正式領袖宣言：奧克蘭挑戰」，並批准了「亞太經合會加強

競爭和法規改革的原則」，以及「婦女融入亞太經合會框架」等方案。第七屆領

袖會議強調應透過強化市場功能，以進一步開放來推動經濟的持續成長；此外，

並主張加強改革以促進競爭，俾恢復和實現持續的經濟成長。有鑑於此，亞太經

濟合作會應致力改善總體環境，以恢復經濟成長，推動貿易投資的自由化，並增

加商業投資機會，擴大人民的就業機會。此外，由於金融危機的暴發，更促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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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經濟合作會決定加強亞太地區的人力資源與體制能力建設。最後，亞太地區應

建立開放、透明和良好的市場，包括國內和國際市場在內，以確保經濟的交流和

繁榮。對紐西蘭的領袖會議而言，其強調促進經濟技術合作，乃是實現繁榮和縮

小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的關鍵所在。為此，該會議乃主張應持續在全球經

濟，特別是多邊貿易體制中發揮作用、擴大各界對亞太經合會的支持、歡迎婦女

和商界參與亞太經合會的相關活動，並將「非歧視性、全面性、透明度及可靠性」

明訂為制定競爭政策的主要原則。 
公元 2000年，亞太經濟合作會在汶萊舉行第八屆領袖會議，會中主要討論

了經濟全球化、新經濟、次區域合作、經濟技術合作、人力資源開發，以及石油

價格等議題。會中最後通過了「亞太經濟合作會非正式領袖宣言：造福社會」和

「新經濟行動議程」，並重申各經濟體堅持「茂物宣言」所確定的貿易與投資自

由化目標，加強人力、機構、基礎設施和市場等方面的能力建構。汶萊會議亦決

定採用電子版單邊行動計畫(E－IAP)，試圖透過網路宣傳各經濟體就貿易與投資
自由化和便捷化所採取的措施。第八屆領袖會議通過了「新經濟行動議程」，就

促進新經濟的發展，提出合作方案，並決定請各經濟體部長於此基礎上，制定詳

盡的工作計畫。對亞太地區各經濟體而言，其均認為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客

觀趨勢，強調在面臨全球化機遇的同時，應正視全球化所帶來的正面機會與挑

戰，因此各經濟體皆十分重視以資訊技術為主導的新經濟，在世界經濟發展中所

發揮的作用。最後，與會人士亦強調技術革新所產生的好處與效應，然由於尚未

使整個亞太地區的民眾受益，因此各經濟體的領導人乃宣佈藉由政策架構的實

施，在 2010年前實現使整個亞太地區的民眾，皆能透過網路獲取資訊和服務的
目標。最後，油價持續攀升的問題也在會議上引起關注，由於對區域經濟發展必

然產生影響和衝擊，因此各國領導人乃呼籲穩定油價的重要性，並要求亞太經濟

合作會持續加強在能源方面的合作。 
2001 年在中國上海舉行了第九屆領袖會議，會中通過「領導人宣言：迎接

新世紀的新挑戰」、「上海共識」和「數位亞太經合會戰略」。由於受到美國九一

一恐佈份子攻擊事件的影響，各出席經濟體乃針對反恐問題進行了意見之交換，

會後並發表了「亞太經合會領導人反恐聲明」。該聲明強調，此次上海會議是在

十分關鍵的時刻舉行，由於全球主要經濟體成長趨緩，情況比想像得更為嚴峻；

再者，九一一事件更對投資者信心，造成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因此，表達強烈

反對恐怖主義的訊息，同時決心扭轉經濟下滑的趨勢，乃成為此次上海會議所關

注的焦點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共識」則進一步彰顯實現「茂物宣言」目

標的決心，包括拓展亞太經合會遠景，進一步明確實現茂物目標的戰略與加強執

行機制。為此，亞太經合會部長級會議，必須在 2002年部長會議前提出具體的
行動方案；有關貿易便捷化的部分，則希望在 2006年前，促使亞太地區的貿易
交易費降低百分之五。此外，為檢視貿易自由化的執行成效，上海共識也決定於

2005年進行期中評估。 
亞太地區經過金融危機的衝擊後，在改革與結構調整方面已初見成效，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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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經濟體更已強化建構了對抗經濟趨緩和外部衝擊的能力。因此，為了重建金

融的應變能力，亞太地區除應繼續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對話與合作外，更要與國

際金融體系展開密切合作，以建立有效機制，防止金融危機的再次暴發。同時，

在經濟發展減緩的趨勢下，亞太經濟合作會更要堅持開放的目標，決心反對一切

形式的保護主義，支援多邊貿易機制的建立。為達此目的，上海會議乃指出，由

於全球化乃是經濟成長的強大動力，但新經濟並未被各個經濟體與經濟體內的各

群體充分分享，因此如何加強人力資源的建設，乃成為未來的工作核心。  
2002年，亞太經濟合作會在墨西哥召開了第十屆領袖會議。其所發出的「領

導人宣言」，主要包括兩項重點：第一，亞太經濟合作會領袖，對各經濟體最近

所面臨的恐怖主義暴行表示關切；第二，亞太經濟合作會領袖支持打擊恐怖主

義，以促進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為此，在前述第一個面對恐怖主義威脅的議題

上，亞太經合會領袖遂重申支持上海 2001年的「反恐宣言」，並認為應該使用各
種方法，打擊對全球和平、安全和經濟穩定造成威脅的暴行。在 2002年亞太經
合會的領袖反恐聲明中，亦確認了恐怖活動所帶來的威脅，同時重申支持亞太地

區針對反恐怖主義所做出的努力。其次，亞太經濟合作會亦譴責最近發生在亞太

地區的恐怖暴行，尤其是發生在印尼、菲律賓，以及俄羅斯等國的恐怖主義暴行。

並對遭到恐怖暴行侵害的受害人及其家屬，以及印尼、澳大利亞、菲律賓、俄羅

斯等國政府，表達了深切的悲痛與同情。為了有效遏止恐佈主義的橫行，亞太經

濟合作會亦要求遵守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第 1440、1438和 1373號決議案，並鼓
勵亞太經合會各經濟體一起努力，以減緩恐怖主義暴行對經濟所造成的不利影

響。最後，墨西哥會議與會領袖，亦支持促進亞太地區貿易安全的作法，加強有

關反恐訓練，以及要求終止對恐怖份子的援助，做到共同打擊恐怖主義以促進亞

太地區的經濟安全和繁榮。 
2003年，在泰國舉行亞太經濟合作會的第十一屆領袖會議，該會主題為「在

多樣性的世界，為未來建立夥伴關係」。對亞太地區而言，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

與便捷化，保障民眾和社會免受安全威脅，並能從自由開放的貿易中充分受益，

最好的政策乃是透過合作夥伴關係的建立。強化協調反恐行動，呼籲重啟全球貿

易自由化談判，並以口頭聲明方式要求透過六國會談和平解決北韓核武問題，以

達成朝鮮半島非核化等，即是合作夥伴關係的建立與加強。於此次泰國的亞太經

濟合作會的「領導人宣言」中，共區分為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加強安全，以及

促進人民與社會的全球化受益等三大部分。各領導人咸認為亞太經合會不僅是要

提昇經濟繁榮，也要確保人民安全，但因為受到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

擴散，已然對於這些目標的達成，造成直接且深遠的影享與威脅。有鑑於此，與

會各經濟體領袖乃承諾採取一切必要行動，完全瓦解威脅亞太經合會經濟體的跨

國恐怖集團。而在貿易方面，各領導人亦重申多邊貿易體系的重要性，呼籲各國

重啟全球貿易自由化談判。 

第一屆亞太經濟合作會部長級年會，於 1989 年在澳大利亞舉行，共有十二
個經濟體參加，包括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汶萊等六個東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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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SEAN)會員，以及美國、加拿大、澳大
利亞、紐西蘭、韓國和日本等；再加上三個觀察員，即東協秘書處、太平洋經濟

合作理事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及南太平洋論壇(South 
Pacific Forum, SPF)等。該部長級年會所揭櫫的宗旨，為確保世界貿易自由化、
減少區域貿易障礙、改善資訊、資金、科技與人力的流通，以及共同從事經濟研

究等。會議主席並就會中所討論全球和區域的經濟發展、貿易自由化，以及亞太

經濟合作所獲致的成果表示肯定，並決定第二屆部長級年會在新加坡舉行。  

第二屆亞太經合會部長級年會，於 1990年在新加坡舉行，由全體十二個經
濟體參加。會後與會部長曾就烏拉圭回合談判發表宣言，並頒發了會議共同聲

明，決定第三屆部長級年會於次年在韓國舉行，而第四屆部長級年會在泰國舉

行，以及第六屆的部長級年會在美國舉行。在第一屆和第二屆的亞太經合會部長

級年會舉行時，中華台北雖未獲邀參加，但與會各部長咸認為中華台北、中國大

陸，以及香港對亞太地區之未來繁榮極具重要性。因此，在第二屆部長級年會之

共同聲明中，除強調亞太經合會係亞太地區各經濟體高階代表間的非正式諮商論

壇外，並表示將與中華台北、中共和香港三個經濟體進行諮商，俾達成三者和其

他十二個經濟體皆可接受之身份安排，以促成三者之早日入會。其後，由韓國以

第三屆部長級年會地主及會議主席身分，依據第二屆部長級年會的共同聲明，分

別與三者進行諮商。  

第三屆亞太經合會部長級年會，於 1991年在韓國舉行，中華台北、中國及
香港均應邀參加，並正式入會。使亞太經合會會員國的是目，增加至十五個。會

中並發表宣言，確定亞太經合會之原則及目標。第四屆亞太經合會的部長級年

會，則於 1992年在泰國舉行。值得注意的是，該會議除達成將亞太經合會秘書
處設於新加坡的重要決議外，中華台北與會代表團並曾強調中小企業在經濟發展

中之重要性，表示願將中小企業發展之經驗與各經濟體分享之。  

第五屆亞太經合會部長級年會，於 1993年在美國舉行。會中通過墨西哥和
巴布亞紐幾內亞，加入亞太經合會成為正式的會員，使會議成員數目增加到十七

個之多。此次的部長級年會，亦另成立了貿易暨投資委員會，以及預算暨行政委

員會。1994 年的第六屆亞太經合會部長級年會在印尼舉行，會中也通過智利的
加入亞太經合會，使成員數目增至十八個。  

1995 年，第七屆亞太經合會部長級年會在日本召開。該項會議初步通過亞
太經合會的「大阪行動綱領」，俾供隨後舉行之亞太經合會第三次非正式經濟領

袖會議採納並頒布之。第八屆亞太經合會部長級年會，緊接著於 1996年在菲律
賓舉行。會中亦通過了「馬尼拉亞太經合會行動計畫」(Manila Action Plan for 
APEC，簡稱 ＭＡＰＡ)。該計畫主要係依據「大阪行動綱領」所擬訂之具體架
構，其第一部分內容為「貿易投資自由化暨便捷化」(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and Facilitation,ＴILF)；第二部分的內容則為「經濟暨技術合作」
(Econom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ECOTECH)。「貿易投資自由化暨便捷化」
的部分內容，又可區分為各會員體所分別草擬之「個別行動計畫」(IAP)，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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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員所共同撰寫之「共同行動計畫」(CAP)。「經濟暨技術合作」部分之內容，
則為各論壇(forum)將執行之「共同行動」(Joint Activities)。「馬尼拉亞太經合會
行動計畫」，已然自 1997年起付諸實行，其最終目標即為達成印尼茂物宣言所揭
示之貿易自由化進程。「馬尼拉亞太經合會行動計畫」為一「動態文件」(living 

document)，往後將依各會員體的實際執行情形逐步加以修正。亞太經合會馬尼拉

部長級年會，另亦通過「加強經濟合作與發展宣言」，明白宣示亞太經合會未來

平衡發展「經濟暨技術合作」領域之決心。此外，該會所通過的「糧食、環境、

能源、經濟發展及人口架構」(FEEEP)，亦顯示亞太經合會未來亦將加強跨領域
(cross-cutting)議題之研究。 

第九屆部長級年會則於 1997年，在加拿大的溫哥華召開。該會議所獲致的
重要成果，包括加強公私部門合作，推動基礎建設發展，以及選定九項漁產品，

作為「提前自願性部門自由化」(EVSL)之清單。該清單將就產品範圍，以及自
由化措施與時程等，進行工作項目的界定，並於 1999年開始實施；同時，糧食、
環境、能源、經濟成長與人口，亦於此會議中明訂為亞太經合會各經濟體未來的

合作重點。在馬來西亞所舉行 1998年的第十屆部長級年會，其重要決議包括「提
前自願性部門自由化」(EVSL)，決定將九大優先部門關稅措施，轉移至世界貿易

組織推動之；此外，第十屆部長級會議亦同意通過「邁向廿一世紀 APEC科技工
業合作綱領」和「APEC電子商務行動藍圖」；並將「預算暨行政委員會」，更
名為「預算暨管理委員會」，且裁撤了「貿易暨投資資料審定工作小組」。  

1999 年，第十一屆部長級年會於紐西蘭舉行。其重要決議為在世界貿易組
織中，持續推動亞太經合會加速關稅自由化，並通過亞太經合會糧食系統報告、

強化競爭政策和法規改革、婦女整合架構報告，以及非拘束性政府採購原則等。

此外，該會議亦強調了推動生物科技議題的重要性。第十二屆部長級年會於公元

2000 在汶萊舉行，決議通過支持非世界貿易組織之會員、儘早加入亞太經濟合
作會、強化多邊貿易體系、支持新回合多邊貿易談判應儘速展開、持續推動貿易

及投資自由化與便捷化(TILF)、發展知識經濟及電子商務，以及推動建立亞太區
域的糧食體系，促使亞太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更加繁榮與穩定。 

2001 年在中國大陸召開的第十三屆部長級年會，強調支持在第四屆世貿組
織部長級會議中，應啟動新一輪的談判；確認更新後之「大阪行動綱領」的第一

部份；支持「人力建構高階會議」所通過之「北京倡議」，致力於將為新經濟背

景下之人力資源能力建構，強化亞太地區各經濟體之間的合作機會。最後，並重

申加強經濟技術合作，以促進亞太地區的永續發展和實現共同繁榮。 
第 14屆部長級年會於 2002年在墨西哥召開，各經濟體出席該會議之部長，

一致譴責恐佈主義在印尼的恐怖爆炸罪行，並支持美國所提「領袖反恐聲明」

(Leaders’ Statement on Counter-terrorism)，以及「亞太經合會區域貿易安全」
(Secure Trade in the APEC Region) 與「網路安全」(Cyber Security)等兩項倡議。
此外，各會員體亦就亞太經合會支持世貿組織新回合談判，以及經濟暨技術合作

等多項議題進行討論。2003 年的第十五屆部長級年會，則係在泰國舉行。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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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討論了世貿組織的多哈協議(Doha Development Agenda, DDA)，同時亦思考如
何面對與解決跨國恐怖主義的威脅，以及傳染病對區域安全與繁榮所造成的挑

戰。2004年在智利舉行的亞太經合會第 12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亦針對推動亞
太地區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進行討論，並建議加強海關效率，以及各國海關

間標準的一致化。393 
根據以上之分析，亞太經合組織從 1989年成立起，已逐漸發展成為亞太地

區最有影響的經濟論壇，並致力於推動亞太地區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1992 年 9 月，亞太經濟合作會第 4 次部長級會議，決定把強化世界海關組織的
活動，作為推動亞太地區貿易和投資自由化進程的一個重要方式。為此，亞太經

濟合作會區域貿易自由化非正式小組(後成為貿易與投資委員會)，乃同意成立海
關手續工作組(Customs Procedures Working Group)，其主要使命是簡化和協調海
關手續，以推動貿易的便捷化，並就相關問題向亞太經濟合作會貿易和投資委員

會報告。1993年 5月，海關手續工作組召開首次會議。1994年 11月，工作組更
名為海關手續次委員會(Sub-Committee on Customs Procedures, SCCP)。 
海關手續次委員會的會期，通常與亞太經濟合作會的高峰會相銜接，每年在

亞太經濟合作會會議地主的城市，至少開會 2次，每次會期 3天。海關手續次委
員會的成員與亞太經濟合作會的組成一致；1998年，在原有 18個成員的基礎上，
新增加秘魯、俄羅斯和越南海關代表，成為擁有 21個成員的國際海關論壇。由
於亞太經濟合作會從 1996年起，凍結吸收新成員 10年，海關手續次委員會的成
員也將於此一時期保持不變。出席海關手續次委員會會議的代表，主要是各成員

海關內負責國際事務的官員，每個成員每次派 1至於 3人與會，由地主海關有關
官員擔任會議主席。會議的主要議程通常是制定海關手續次委員會年度工作計

畫，討論集體行動計畫(Collective Action Plan)的進展情況；同時，還由各成員海
關介紹參加集體行動計畫的成效，並互相交換實施海關現代化的經驗與心得。 

1994 年，海關手續次委員會在印尼成立時，其宗旨即在於確定並實施亞太
區簡化海關手續的計畫、與貿易便利有關的海關執法計畫、與企業界的貿易便利

促進組織聯合進行的計畫，以及促進海關人力資源開發的計畫等。為完成這些目

標，海關手續次委員會乃必須與亞太經濟合作其他工作組和委員會、亞太地區的

企業界、世界海關組織、其他地區性海關組織、其他亞太地區海關當局，以及其

他相關的國際組織等，建立合作夥伴關係。1995 年，海關手續次委員會在日本
會議中通過了五項基本原則，即所謂的 FACTS：便利 (Facilitation)，可信
(Accountability)，一致(Consistency)，透明(Transparency)和簡化(Simplification)等。 

1996 年，在海關手續次委員會的菲律賓會議中，建立了技術援助和人力資
源開發的框架，確立了實現集體行動計畫的基金來源，即是由日本所提供的亞太

經濟合作會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基金。1997 年，在加拿大召開的三次海關手續次
委員會會議，建構了《亞太經濟合作會海關現代化藍圖》，強調加強與企業界的

合作，推動進出口貿易的便捷化。 

                                                 
393 《中國商務年鑑 2005》，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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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在紐西蘭召開的海關手續次委員會會議，首次同意將「海關廉政」
議題，作為一項新的集體行動計畫，並討論了亞太經濟合作會關稅資料庫，以及

電子商務等問題。394 
此外，海關手續次委員會還擬訂一些支持貿易便捷化的相關專案計畫，主要

包括如下三種： 
1)電子商務：澳洲率先成立了「海關手續次委員會虛擬海關工作組」，以供

各成員交流觀點和經驗，共同發展與海關業務相關的電子商務手段。1998 年，
該工作組對各成員電子商務的經驗做了一項調查，以作為技術改進和簡化海關手

續的參考。 
2)便利商務和旅客流動：「旅客預通關系統計畫」和「亞太經濟合作會商務

旅行卡計畫」，是該專案先行啟動的兩項計畫。此些計畫主要是為面向參與該項

目各海關手續次委員會成員國的旅客，提供入關便捷手續。 
3)海關手續次委員會網站：海關手續次委員會網站(http：//www.sccp.org)主

要用來向各成員和企業界，發佈集體行動計畫各項目的現狀報告、交流各項計畫

取得的成果、宣佈海關手續次委員會未來的活動和會議的日程，以及提供各海關

手續次委員會成員的聯絡人名單等。目前該網站由加拿大海關代表海關手續次委

員會管理之。 
為了強化與亞太經濟合作會的關係，中國廣泛且積極參與了 APEC區域內貿

易投資自由化的協商，以及經濟技術領域內的合作。對於歷屆部長級會議、貿易

投資自由化委員會，以及其他 APEC的重要會議，如各項有關專題工作小組的工
作等，中國亦是積極的參與。此外，中國亦支持亞太經濟合作會內的海關合作，

肯定亞太經濟合作會對擴大和改善亞太地區海關合作，具有正面的影響。迄今，

中國海關先後參加了亞太經濟合作會的貿易投資委員會，以及海關手續次委員會

等。 
此外，與亞太地區海關合作發展，具有密切關係的是「曼谷協定」。「曼谷協

定」全名為「亞太經濟社會理事會發展中成員國之間貿易談判第一協定」。1975
年 7月，經過近兩年談判，孟加拉、印度、寮國、韓國、斯里蘭卡、菲律賓和泰
國等國，在曼谷就一系列產品達成了降低關稅的協議。正式議定書先後獲得孟加

拉、印度、寮國、韓國和斯里蘭卡五國的批准。值得注意的是，其是在聯合國亞

太經濟社會理事會(ESCAP)主持下，發展中成員國之間所簽署的貿易優惠安排。
此一優惠僅適用於協定國之間，而不給予任何第三方。曼谷協定的核心內容和目

標，主要試圖透相互提供優惠關稅和非關稅減讓，以擴大相互間的貿易往來，促

進成員國經濟發展。 
1993 年，中海關總署派團對「曼谷協定」的部分成員國進行了考察，提出

了為發展中國與周邊國家經貿關係，發揮中國在區域事務中的影響力，中國海關

總署乃會同外交部、外經貿部上報國務院，建議國務院批准中國申請加入「曼谷

                                                 
394 實施集體行動計畫時，海關手續次委員會必須要為每一專案，選出專案協調人、實施目標，
以及期望達到的效果和實施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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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定」。經國務院批准，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劉華秋副外長於 1994年 4月，在
聯合國亞太經社會第 50屆年會上，正式宣佈中國申請加入「曼谷協定」。1995
年 8 月，由外經貿部、外交部、海關總署和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辦公室(現為
財政部稅制稅則司)，共同組成了中國加入「曼谷協定」的談判協調機制。自 1997
年年初開始，中國談判代表團分別與孟加拉、印度、斯里蘭卡和韓國，舉行了數

輪的雙邊談判。1997年 7月，中國與斯里蘭卡達成協議，並簽署了諒解備忘錄；
1999年 6月和 2000年 3月，中國又分別與孟加拉和韓國結束談判，並簽署了諒
解備忘錄。 
鑒於中國加人談判已獲相當的進展，在聯合國亞太經濟社會理事會秘書處的

建議下，「曼谷協定」秘書處於 2000年 4月 3日至 5日，召開第 16次常設技術
委員會。常設技術委員會為「曼谷協定」唯一的常設機構，由所有「曼谷協定」

成員國的代表組成。常設技術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在於審議「曼谷協定」的實施

情況，並就相關問題舉行磋商。常設技術委員會一般至少兩年開一次會。 
    2001年 5月，中國正式加入「曼谷協定」，並於 2002年 1月 1日開始實行
該協定稅率。395根據「曼谷協定」的規定，中國在完成核准和生效後，將正式成

為「曼谷協定」成員國。值得注意的是，「曼谷協定」乃是中國加入的第一個具

有實質性優惠安排的區域貿易協定。中國透過相互提供優惠關稅和非關稅減讓，

將有助於中國進一步與「曼谷協定」成員國之間的貿易。 
    迄目前為止，「曼谷協定」成員國之間共舉行過兩輪談判。在 1972年至 1975
年的第一輪談判中，成員國在 104 個稅號的產品上給予了關稅優惠；另外在 15
個稅號的產品上，給予了寮國特殊優惠。1979 年，成員國在第一輪談判結果的
基礎上，進行了重新談判，對相互減讓的產品數目和優惠程度作了適度調整。 
第二輪談判於 1984年至 1990年，在韓國漢城舉行，故稱之為「漢城回合」。

孟加拉、印度、斯里蘭卡和韓國皆參加了談判，談判內容包括關稅優惠和非關稅

優惠等議題。經過五年的談判，成員國在 438個稅號上交換了關稅優惠，同時在
63 個稅號上給予孟加拉以特殊優惠。在原產地規則方面，參加國還一致同意對
所有「曼谷協定」簽字國適用 50 %的增值標準；但對最不發達國家則適用 40%
的增值標準。自 1995 年開始，「曼谷協定」成員國開始醞釀推動第三輪談判，
並成立了由成員國參加的專家小組來就第三輪談判的模式、指導方針、談判領

域、時間表和程式等問題進行研究。成員國一致認為，第三輪談判應在中國加人

「曼谷協定」後展開。 
    為進一步擴大成員國之間的貿易，第 16 次常委會決定在中國成為正式成員
後將啟動第三輪談判。會議就第三輪談判的原則、範圍和模式等問題達成了一系

列共識： 
    1)第三輪談判將在中國成為「曼谷協定」正式成員後儘快進行，爭取在 6到
12個月內完成； 
    2)透過談判擴大關稅減讓範圍，提高優惠幅度和增加減讓產品的非關稅措施

                                                 
395 安民，《內地與香港澳門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知識讀本》，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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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透明度； 
    3)服務貿易將不納人談判範圍，但將繼續研究日後談判的可能性； 
    4)今後各「曼谷協定」成員所做的減讓(即在最惠國待遇稅率基礎上的優惠)
將以百分比的方式，顯現在減讓範圍內的各具體稅號上，並保持與最惠國稅率相

同的調整幅度； 
    5)關於談判採用 HS 6位數稅則號的問題，除中國表示有些困難外，其他成
員國均表示同意。中國建議採用 8位稅號。最後，成員一致同意在盡可能的基礎
上採用 8位稅號； 
    6)印度提出第三輪談判，應討論「標準」問題；首先，應研討各成員國的標
準交換資訊，其後再考慮在一些領域談判共同的標準。但韓國對第三輪談判中，

談判標準問題尚存有疑慮。最後，與會成員同意在第三輪談判中，各方可就標準

問題交換資訊，同時考慮達成共同標準的可能性； 
7)各成員國還同意，第三輪談判除了採用產品對產品的談判方式外，還應考

慮在產業部門的基礎上，進行談判的可能性。 
 

第七節 兩岸關務合作之思考與建議 
    (一)上海合作組織主要由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坦、塔吉克
斯坦，以及烏茲別克斯坦等國所共同組成。從地理位置的角度來看，此一區域組

織的成立，有其地緣政治因素的考量。基本上，上海合作組織的緣起，主要仍基

於政治、外交和軍事等層面的交流與合作。因此，共同反對民族分裂、宗教分離

運動、恐怖主義，以及武器走私等，乃亦成為各成員國所關注的焦點。但到了

2003年，上海合作組織所通過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多邊經貿合作綱要」，其
目標則在於促進貿易投資的便利化，以及加強各成員國之間貿易的互通有無；並

就各國海關業務之間，如通關口岸、檢驗檢疫，以及人員、貨物和運輸工具等議

題，進行資訊交流與合作。由於中國海關總署近幾年來，亦在中國大陸內部的推

區域經濟化的過程中，要求海關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與功能。因此，在上海合作組

織各成員國的邁向建構自由貿易區的目標時，海關實扮演重要的角色。不過，在

各成員國的海關之間，由於作業通關的水準層次不一，故仍待彼此間的協調與合

作。對上海合作組織推動貿易便利化議題的了解，亦有助於台灣的推動與中國海

關的關務交流與合作。 
    (二)在與中亞國家實際的海關合作方面，中國亦在 2002 年與中亞國家確定
了具體的合作機制，參與的國家共有中國、蒙古、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阿塞

拜疆、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等八國。根據中亞海關合作的集

體行動計畫，主要強調資訊的交流、海關能力的建構，以及轉運制度的簡化。值

得注意的是，雖然中亞八國海關合作的議題，與台灣海關並無直接之關聯性，但

對於此一合作議題，我們應必須有所了解與掌握。由於該項合作乃是在亞銀體制

下所推動的機制，再加上台灣也是亞銀的成員之一，因此對於有關中亞八國海關

合作的資訊，似可經由亞銀體系來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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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就中國的參與區域性組織而言，其與東盟國家的海關合作，可說是最值
得台灣關切的議題之一。北京與東盟十國的簽署「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

議」，主要目的即在於試圖推動區域自由貿易區的形成。為了推動貿易自由化的

目標，北京和東盟亦同意開啟雙邊的海關合作機制。基本上，在海關合作的範疇

上，主要的領域包括了海關的能力建構、貨物的原產地規則、海關估價、海關手

續的協調與簡化、海關執法合作、相關資訊交流，以及打擊走私犯罪等。由於東

盟國家也是台灣對外貿易投資的重要夥伴，因此如何透過對中國東盟海關的合

作，來增進台灣和東南亞國家海關的交流與合作，亦是值得關切的議題。 
    (四)大湄公河次區域的建立，主要是中國試圖尋求大西南省區的加強與東南
亞國家的經貿投資關係。由於西南省區地處偏遠地帶，因此為了追求經濟發展，

這些省區主要強調的是要發展與鄰國的貿易關係，尤其是邊境貿易。其次，透過

邊貿的發展，西南省區乃欲藉與鄰國的地理通道，建構與東南亞國家更深層次的

經貿投資往來。大湄公河次區域組織的建立，即是在此一背景下的產物。此一次

區域組織的成立，主要宗旨在於追求彼此間的經濟合作，除經貿投資等議題外，

亦涉及旅遊、交通、能源、資訊與人力資源開發等項目。為了推動上述議題的交

流與合作，中國海關對參與的各成員國提供了海關培訓、推動跨境人員和客貨運

輸的便利化，以及一站式海關檢查等。這些作法實有助於強化此一區域經濟整

合，並促進貿易的自由化。亦值得注意的是，於中亞海關合作計畫類似的是，大

湄公河次區域合作方案的推動，亦是在亞銀的架構下進行之。中國海關的實際推

動「大湄公河區域經濟合作未來 10年戰略框架」，實值得我們密切注意。 
    (五)在亞太地區，最具影響力的論壇，即是亞太經濟合作會。由於該會的宗
旨，主要在於推動區域性貿易投資的自由化，因此亞太經濟合作會亦設立了海關

程序次委員會，強化成員國之間海關程續的協調與簡化，並成立了國際海關論

壇。該論壇主要針對各成員國海關的現代化進程加以討論，並探討如何強化便

利、可信、一致、透明和簡化等原則，以及推動海關廉政、電子商務等議題。由

於台灣也是亞台經濟合作會的成員之一，因此台灣相關海關單位似亦應透過此一

機制，了解與積極參與該會針對海關議題的各項交流與合作議案。此外，雖然曼

谷協定乃是一個具有實質優惠安排的區域貿易協定，並試圖透過優惠關稅和非關

稅減讓，加強成員國之間的貿易流通與自由化。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此些貿易優

惠安排僅適用於中國、孟加拉、印度、寮國和斯里蘭卡各成員國之間。 
台灣以「中華台北」名義，自 1991年即成為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會員，也

是我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前，以正式成員身份參與之少數國際經貿組織之

一。由於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主要宗旨，在於維繫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與成長，

促進商品、勞務、資本和技術的流動，以及推動區域內的貿易自由化，因此台灣

若能積極參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各項會議與活動，實有助於增加我國在國際經

貿場合之能見度，並突顯台灣為國際社會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台灣海關在擴展區域層面的交流與合作上，事實上遭遇到相當多的阻礙與困

境。造成此些困境的因素，主要還是在於外交上的受挫。在東亞和東南亞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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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均無任何的正式邦交國。反觀，北京無論是在外交或海關的交流與合作上，

在區域層面皆有相當的進展。因此，兩岸政治關係的對立，乃制約了我國海關在

區域層面上的交流與合作。儘管台灣缺乏與東南亞國家的正式邦交關係，但鑑於

台灣與該地區經貿投資的密切關係，因此我國應有系統的從貿易自由化的觀點，

加強海關與海關之間的業務合作與議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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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中國海關的雙邊交流與合作 

第一節 前言 
除了國際和區域層面外，中國海關亦不斷推動雙邊的交流與合作。這些交流

與合作，主要是在於海關間的互訪和簽約，並多以互助合作的方式為之。在 2005
年，與中國海關進行高層互訪的國家和地區，共有 55個；截至 2005年為止，則
與中國建立海關合作關係的國家或地區共有 110個之多，締結政府或海關間雙邊
互助合作協議共 28個，致力推動貿易的便利化。396在與中國海關簽署海關合作

與互助協定的國家，包括了俄羅斯、南韓、匈牙利、烏克蘭、哈薩克斯坦、以色

列、美國、土耳其、阿塞拜疆、巴基斯坦、印度，以及烏茲別克斯坦等國。例如，

2004年 12月，中國更與歐盟海關簽署了海關事務的合作與行政互助協定，雙方
就保稅、原產地、外部審計、知識產權保護、緝毒和海關估價等領域，進行交流

與合作。397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海關亦先後與相關部門和企業，簽署

了 500多項合作備忘錄，加強企業界對海關的理解與支持，並促使企業的守法自
律，保護企業的合法權益。398 

    於雙邊的交流與合作的層面上，最值得我們關切的應該是在中國大陸的分別 
與港澳，簽署了「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協議。在 2003年 6月和 10月， 
北京的分別與香港和澳門簽署是項協議，無論是在推動貿易的自由化，以及海關 
之間的交流與合作方面，均與台灣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由於北京一向是以「一 
國兩制」的原則，作為海峽兩岸未來走向統一的主要架構；因此，此一協議的簽 
署，在某種程度上而言，亦成為北京的揭示未來海峽兩岸經貿互動關係的藍圖或 
架構。由於海峽兩岸之間的經貿投資關係，一向極為密切；再加上兩岸三通、開 
放農產品進口中國大陸，以及相關貨物進出口引起的爭議等問題，亦突顯了雙方 
在經貿交流方面所出現的一些困境與難題。值得思考的是，透過對「建立更緊密 
經貿關係的安排」協議的分析，必將有助於台灣相關單位的了解在港澳和中國大 
陸內地之間的經貿互動關係，並探討對兩岸之間的經貿關係的影響為何。 
 
第二節 與港澳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由於香港和澳門乃是中國的單獨關稅區，實行與內地不同的經濟體制，因此 
在內地與港澳之間，必然存在一些貿易、投資障礙，進而影響雙方之間經貿合作 
的發展。因此，如何逐步消除內地與港澳經貿交流的制度性障礙，促進內地與 
港澳之間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和經濟整合，遂成為內地與港澳經貿發展合作的重 
大課題。399有鑑於此，2003年 6月，中國與香港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 
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協議(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Arrangement,CEPA)。 
同年 10月 17日，中國亦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簽署了「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 
                                                 
396 劉廣平主編，《今日中國海關》 (北京：中國海關雜誌社，2006)，頁 66。 
397 官慧君，〈中歐海關合作新起點〉，《中國海關》，第 12期，總第 200期，2005年 12月，頁 8。 
398《報關協會通訊》，第 25期，2006年 5月 26日。 
399 《中國商務年鑑 2005》，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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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協議。雖然透過這些協議，以及零關稅制度的實施，實際 
宣告了中國大陸與香港、澳門自由貿易區域的形成；但由於內地與港澳在相關的 
關稅政策和規範上的差異，勢將使得「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可能面臨許 
多來自於關稅制度方面的挑戰。 
    「安排」共 6章 23條和 6個附件。(請參見附錄 3)此 6個附件分別為，「關 
於貨物貿易零關稅的安排」、「關於貨物貿易的原產地規則」、「關於原產地證 
書簽發和核查程序」、「關於開放服務貿易領域的具體承諾」、「關於服務提供 
者定義及相關規定」，以及「關於貿易投資便利化」等。內地與港澳間的「安排」， 
其主要目的即在於逐步推動內地與港澳的貨物貿易自由化、服務貿易自由化，以 
及貿易投資便利化等各項措施。由於港澳是自由港，對貨物進口和服務業務投資 
方面，基本上皆無限制，故此一安排可視為中國大陸對港澳的進一步開放。「安 
排」的內容，主要可區分為如下四項：400 
    (一)貨物貿易自由化     
    在對香港的承諾方面，中國大陸自 2004年 1月 1日起，對原產香港進口金 
額較大的 273項稅目的產品，實行零關稅。內地將不遲於 2006年 1月 1日，對 
上述 273項以外原產香港的進口貨物實行零關稅。但須事先由特區政府核定產品 
確實在港生產，並由雙方核定產品清單和確定原產地標準。401內地於 2004年 1 
月 1日起，取消對港產品的非關稅措施，以及關稅配額。雙方不採用反傾銷和反 
補貼措施。對加工貿易方式申報進口的港產品，仍維持現行的管理方式，實行保 
稅監管。 
    在對澳門的承諾方面，與對香港產品的降稅步驟一樣，內地也分兩階段對原 
產於澳門的進口產品，實行零關稅。自 2004年 1月 1日起，對原產於澳門的 273 
個稅目的進口產品實行零關稅；2006年開始，對原產澳門的其餘進口產品實行 
零關稅。對澳門首批實行零關稅的 273個稅目的產品中，123個與香港首批實行 
零關稅的產品相同；另外 150種產品係根據澳門製造業的特殊性而定。同時，內 
地承諾於 2004年 1月 1日起，取消對原產於澳門產品的非關稅措施，雙方互不 
採用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 
    (二)服務貿易對港澳的開放 
    中國大陸承諾，自 2004年 1月 1日起，在管理諮詢、會議展覽、廣告、會 
計、法律、醫療、牙醫、物流、貨代、倉儲、分銷、運輸、建築、視聽、旅遊、 
電信、銀行、保險和證券等 18個服務行業，擴大對香港、澳門的開放。並根據 
不同行業的特點，分別採取提前 1至 3年實施中國對世貿組織的一些承諾。對港 
澳投資企業，取消股權限制，允許獨資經營；降低對港澳投資企業的註冊資本、 
資質條件等門檻；放寬地域和經營範圍的限制；允許港澳會計、律師、醫生等專 
業人士，參加內地專業考試，以及取得執業資格等。 

                                                 
400 安民，《內地與香港澳門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知識讀本》，頁 6-8。 
401 陳慰星，”CEPA關稅制度：走在雙贏與風險的邊緣，”中國海關，第 10期，總第 173期，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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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貿易投資便利化 
    根據內地和港澳經貿交流與合作的實際情況，雙方同意加強在貿易投資促
進、通關便利化、電子商務、法律法規透明度、商品檢驗檢疫、食品安全、質量

標準、中小企業合作，以及產業合作等七個領域上的合作。此外，雙方亦將加強

在金融領域和旅遊領域上的合作。 
    (四)對原產地規則和服務提供者的規定 
香港和澳門都是自由港，尤其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乃是 

內地進出口貨物的最大轉口港，也是外商對中國內地投資的中介地。因此，在對

港澳擴大開放的同時，一方面需要採取措施防範外國轉口商品，以港澳產品名義

享受零關稅，衝擊內地市場；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跨國公司以港澳公司的名義享

受「安排」規定的開放政策，影響內地的服務業。 
首先，在貨物貿易方面，為防止外國轉口商品以港澳產品的名義，享受零關 

稅待遇，「安排」中乃制定了專門的原產地規則，以及兩地海關聯合監管等措施。

根據港澳製造業的實際狀況，「安排」中的原產地規則，是在港澳現有原產地規

則的基礎上制訂的。按照原產地規則的規定，除在港澳完全生產與製造的產品

外，其他產品必須在香港、澳門經過實質性加工，402方可視為港澳產品。港澳產

品申請享受零關稅待遇進入內地，須提供香港、澳門特區政府，以及其授權機構

簽發的原產地證書，雙方海關和貨物貿易的主管部門，對這些產品實行聯網監

管。透過這些措施，可以有效防止第三方產品轉口，或在港澳簡單加工後進入內

地市場。 
在服務貿易方面，為防止跨國公司以港澳公司名義進入內地，「安排」對如 

何界定「香港服務提供者」和「澳門服務提供者」作了規定。此外，有鑑於港澳

經濟高度國際化的特點，故亦基於港澳整體經濟受益的原則，「安排」中規定港

澳服務提供者，須分別依照港澳的法律，在港澳註冊成立，在港澳從事實質性商

業經營 3年以上，少數敏感行業為五年以上，並向特區政府納稅，以及多數員工
為港澳居民等。 
    從「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之總體目標來看，逐步減少或取消雙方之 
間，實質上所有存在貨物貿易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逐步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 
減少或取消雙方之間，所有的實質歧視措施，以及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皆是整 
個「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制度的核心。同時，香港將持續對所有原產內 
地的進口貨物，實行零關稅。 
    為保證貨物貿易優惠措施的實施，雙方將加強和擴大行政互助的內容和範
圍，包括制訂和實施嚴格的原產地證簽發程序，建立核查監管機制、實行兩地發 
證，監管機關聯網，以及電子資料交換等措施。雙方將不對原產於對方的進口貨 
物，採取與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不相符的非關稅措施；內地將不對原產於對方的進 

                                                 
402 主要是符合規定的加工工序標準，其中少數敏感產品附以增值 30%的要求，或者實現稅號改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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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貨物，採取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403 
    由此觀之，設計「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主要目的，即在於建立內 
地和香港，在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相關規定的準貿易自由區。所謂準自由貿易區， 
即在於一方面擁有作為自由貿易區內的貨物流通自由，即兩地之間貨物流通的零 
關稅措施；另一方面，則是「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流通自由，尚僅限 
於貨物一項，對服務業和人員的流通，尚有諸多限制。 
    具體而言，由於香港在實施「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之前，即已經實 
際上對於大陸的產品實行零關稅制度，404因此，「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下的零關稅政策，在實際意義上，即是針對香港輸入內地的產品而言。由於「建 
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規定了「需事先由特區政府核定產品確實在港生產， 
並由雙方核定產品清單和確定原產地標準」的香港貨物進口前提，因此為整體零 
關稅制度的實施，確定了一個原產地規則的標準。然而，僅僅依賴香港單方面的 
核定，來確認內地對香港貨物進口適用零關稅的依據，依然有其問題存在。其主 
要理由有三：405 

(一)香港作為世界的自由港，一直都是世界貨物的集散中心，許多世界貿易 
的貨物流轉地也設在香港，其中不乏出口到中國內地的大量貨物。對於那些出口

商而言，倘能利用「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零關稅作為跳板，間接完成對

中國內地的出口，即意味著出口商能夠節約一大筆的進口關稅。即使中國不再享

有世界貿易組織發展中國家過渡時期的稅收水平的保護，其整體關稅水平也仍然

會停留在 10 %左右的水準。此一高額關稅差的誘惑，必然促使出口商紛紛進行
各種諸如「貼牌」、「簡單加工」等異地產品產地本土化的「變身」活動；再加

上香港作為生產性原材料純進口地的特點，更易使得上述假借生產名義的貨物進

口，轉變為香港製造的地方產品。 
    (二)中國大陸進出口原產地規則適用範圍過於狹礙，不適合未來在「建立更
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施行之後，兩地對外經貿迅速發展的需要。中國大陸

的相關法律法規，僅僅是為貫徹實 
施「關稅條例」中有關進口兩種稅率的運用，以及簽發出口貨物原產地證書而制 
定的。但依照一般的國際慣例，如世界貿易組織「原產地規則協議」，以及世界 
其他國家的法律規定，原產地規則的適用，則範圍相當廣泛，包括了最惠國待遇、 
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的實施、原產地標誌的監管，以及任何差別性數量限 
制或關稅配額的適用等。由於適用範圍的重大差異，必然使得中國大陸原產地規 
則，很難適應「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零關稅制度的要求。 
    (三)中國大陸現行關於原產地規則立法不夠明確化，勢將產生一些貿易風險 
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如下各點： 

1)爭議解決程序不夠周延、欠缺規範，亦無法按照世界貿易組織「原產地
                                                 
403 陳慰星，〈CEPA關稅制度：走在雙贏與風險的邊緣〉，《中國海關》，第 10期，總第 173期，
頁 32。 
404 因為香港本身即是一個自由港，對於一般貨物，實際上也是不徵收，或者少量徵收關稅。 
405 陳慰星，〈CEPA關稅制度：走在雙贏與風險的邊緣〉，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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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協議」要求，確定原產地的行政行為，並接受作出原產地評定意見的當局之

司法、仲裁，以及行政聽證或程序的審查等規定； 
      2)缺乏原產地預先評定機制，以便利進出口貿易的發展，並為進出口商提 
供有關進出口貨物原產地的意見； 
      3)判定原產地的標準，其過程欠缺嚴謹與合理性；例如，對於加工企業的 
設立年限問題，其雇員的香港本地比例問題，皆是急需明確界定的重點。 
    另一方面，從制度層面來看，為了要因應「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下， 
所可能產生零關稅的風險，主要的作法有三： 

(一)針對零關稅帶來的所謂外國出口商製造「香港原產地」的規避性作法， 
有必要對香港的進口貨物，設置嚴格的貨物原產地檢驗通關制度。此一體系，同

時包括中國大陸和香港兩個層面：就中國大陸而言，應當建立完善的香港貨物通

關手續流程，對於那些申報香港原產地的特殊進口貨物，需建構有效的監控和審

核機制。就香港而言，有助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提升香港產品在內

地銷售的成本優勢，但香港產品的界定標準，若單純依賴國際慣例的 50 %，406則

此一規定，對於不是以製造業為主的香港產品而言，顯然難以適用。因為香港大

多數產品都是轉口貿易，而本身製造產生附加值高的產品並不多。因此，如何準

確釐訂零關稅的優惠範圍，以推動貿易流通的便捷化，仍是未來必須重視與解決

的焦點。  
    (二)必須在立法層面，擴充中國大陸「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原產地 
規則的適用範圍。具體措施可包括香港和中國大陸特殊稅收優惠待遇的實施、反 
傾銷、反補貼稅、保障措施、原產地標誌的監管，以及任何差別性數量限制，或 
關稅配額的適用等。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優惠， 
僅適用港澳與中國大陸，但在世界貿易組織國民待遇等原則的規範下，難免會產 
生國際規範與國內立法相互衝突的情形。因此，如何從國內立法的層面，明確界 
定上述的特殊優惠適用條件與對象，必然有助於減少在「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 
安排」架構下，貿易的障礙和風險。 
    (三)中國大陸與港澳必須建立一套結構完整(包括原則、標準和程序)、定義 
清晰的商品分類系統，以及具體的貨物原產地規則。 
    在「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原產地的確認標準方面，對於直接從香港、 
澳門進口的「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項下貨物，應當根據下列原則確定其 
原產地：407 
    1)完全在香港、澳門獲的貨物，其原產地為香港、澳門。 
      (1)在香港、澳門開採或者提取的礦產品； 
      (2)在香港、澳門收獲，或者採集的植物或者植物產品； 
      (3)在香港、澳門出生並飼養的活動物； 

                                                 
406 即產品在對方國家的生產加工帶來的附加價值，應保持或超過這個數目，才能算是對方生產
的。 
407 許丁、何耀明、周亞春、陳輝，《通關作業》，頁 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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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從在香港、澳門出生並飼養的活動物中獲得的產品； 
      (5)在香港、澳門狩獵或者捕撈所獲得的產品； 
      (6)持香港、澳門牌照並懸掛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旗的船，只在公海捕

撈獲得的魚類和其他海產品； 
      (7)在持香港、澳門牌照，並懸掛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旗的船，只加工

第(6)項所述項目而獲得的產品； 
      (8)在香港、澳門消費過程中，所產生僅適於原材料回收的廢舊物品； 
      (9)在香港、澳門加工製造過程中，所產生僅適於原材料回收的廢料； 
      (10)利用上述第(1)項第(9)項所述產品在香港、澳門加工所獲得的產品。 
    2)非完全在香港、澳門獲得的貨物，只有在香港、澳門進行實質性加工，其

原產地才可以認定為香港、澳門。針對實質性加工的認定，應當採用製造

或者加工工序標準、稅號改變標準、從價百分比標準，或者混合標準等評

估之； 
      (1)製造或者加工工序，是指賦與加工後所得貨物基本特徵的主要工序，

在香港、澳門境內完成該工序，即是所謂的實質性加工； 
      (2)稅號改變，是指非香港、澳門原產材料，在香港、澳門境內加工後，

所得產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稅則」中，四位數的稅目歸類發生

了變化； 
      (3)從價百分比，是指完全在香港、澳門獲得的原料，其組合零售、勞工

價值和產品開發支出價值的總和，與出口製成品離岸價格(FOB)的比
值；該比值大於或者等於百分之卅，且產品的最後製造，或者加工工序

在香港、澳門境內完成的，即可視為實質性加工。 
    3)貨物製造過程中使用的能源、工廠、設備、機器、工具的產地，以及不構

成貨物組成成份，或者組成部份的材料的產地，在確定貨物原產地時將不

予考慮。 
    4)隨貨物一起報關進口，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稅則」中與該貨物一

併歸類包裝，其包裝材料、容器，以及附件、配件、工具、介紹說明性材

料，於確定貨物原產地時，應當忽略不計。 
    至於在「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項下，進出貨物的通關程序，有下列
三點：408 

    1)「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項下進口貨物，應當從香港、澳門直接輸
至內地口岸進口貨物從澳門經過香港運往內地口岸，並且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的，視為從澳門直接運輸； 
      (1)僅是由於地理原因或者運輸需要； 
      (2)未在香港進行貿易或者消費； 
      (3)除裝卸或為使貨物保持良好狀態所需的加工外，在香港未進行其他任

何加工。 

                                                 
408 同前註，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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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進口貨物報關時，收貨人應當主動向申報地海關，申明該貨物適用零關
稅，並提交符合「關於原產地證書的簽發地和核查程序」規定的有效原產地

證書。從澳門經過香港運輸至內地口岸的進口貨物，除符合前面的規定外，

收貨人還應當向申報地海關補充提供下列單證： 
      (1)在澳門簽發的聯提單； 
      (2)貨物的原廠商發票； 
      (3)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原產地證書經海關聯網核對無誤的，「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項下進
口貨物，即可按照零關稅辦理貨物進口手續。經海關核對確認證書無效的，

則不適用零關稅。 
    3)因故無法進行聯網核對，收貨人可繳納相當於應繳稅款的等值保證金後，
向申報地海關要求放行貨物，按規定辦理進口手續。 

    根據中國海關的統計，2004年內地進口享受「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零關稅優惠的香港貨物，涉及「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原產地證書 2577
份；進口總值 1,27億美元，優惠關稅總額 6643.3萬元人民幣。香港企業共有 67
個「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項下稅號的貨物，享受到了零關稅措施，其中

包含了藥品、服裝、紡織、香料，以及珠寶首飾等多類產品。在澳門方面，2004
年內地進口享受零關稅優惠的澳門貨物，涉及「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原

產地證書 61份，進口總值 23.22萬美元，關稅優惠總額 12.2萬元人民幣。零關
稅貨物包括了機電、礦產品、紡織製品，以及食品等四大類共十稅號的商品；若

按貨值大小排列，依續為電導體、硝酸鹽水泥、塑膠袋、空白光碟，以及各式服

裝等。409 
    此外，為了更進一步擴大與港澳「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之內容，中
國大陸於 2004年 10月，再分別與港澳簽署了「補充協議」，並於 2005年 1月
開始實施。根據「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及其「補充協議」，內地承諾對

1108 種原產香港的貨物，以及 509 種原產澳門的貨物，實行零關稅。在服務貿
易方面，內地在法律、會計、醫療、視聽、建築、分銷、銀行、證券、運輸、貨

代和個體工商戶等 11個領域，對港澳地區進一步擴大開放。至於新開放的領域，
則有專利代理、商標代理、機場服務、文化娛樂、信息技術、職業介紹、人才中

介機構，以及專業資格考試等八項。410 
 
第三節 與香港海關的合作互助安排 
中國大陸內地海關與香港海關的交流，起源於 1982年。當時主要是透過廣

東分署與香港海關，所共同開展粵港兩地海關的業務聯繫。但隨著粵港海關交流

的快速發展，兩地合作的範圍逐漸擴大到海關技術培訓，以及業務研討等領域。 
1997 年，在香港回歸中國大陸以後，中國海關總署即曾在 1998 年 4 月 27

                                                 
409 《中華人民共和國年鑑 2005》，頁 696。 
410 《中國商務年鑑 2005》，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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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30日，就內地海關與香港海關的全面合作問題進行磋商，提出未來雙方的
交往與互助應遵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規定，在「一國

兩制」的框架內，開展高層領導定期會晤、海關行政互助、人員交流、海關院校

交流，以及合作簡化海關監管手續等方面的工作。會晤結束時，雙方代表簽署了

《非正式磋商會談紀要》，確定了未來海關合作的原則，並成為未來雙方開展合

作的重要基礎。 
    1998年 8月 3日至 8日，內地海關與香港海關合作與交流會議，在北京召
開。會後，雙方簽署了《香港海關與海關總署關於加強雙方合作的備忘錄》，指

定中國海關總署外事部門和香港海關所委派的部門，共同負責未來交流合作計畫

的擬訂與實施。1999 年 1 月，為了落實《備忘錄》項下的海關行政互助合作項
目，兩地海關在香港舉行了第一次會談。雙方同意根據兩地海關的不同情況，將

日後簽署的合作互助協定稱之為《合作互助安排》，不具有法律約束力。期間，

雙方還對《合作互助安排》的主要專案進行了討論，並列出完成簽署《合作互助

安排》的時間進度表。 
    1999年 5月，應中國海關總署的邀請，香港海關副關長李偉民先生率團於 5
月 30日至 6月 2日訪問杭州，並於 5月 31日針對海關總署所起草的《兩地海關
互助合作安排》草案，舉行第二輪會談。此次會談根據香港海關提出的書面修改

意見，對簡化海關手續、情報交換、特別監視、核查、情報和文件的使用、打擊

麻醉品和非法販運、異地約見相關知情人、特別監視、粵港海關會晤制度、聯絡

渠道，以及年度會談等條款，進行了廣泛的討論，並達成了共識。 
    2000年 2月 29日至 3月 3日，中國海關總署署長牟新生訪問香港海關，並
於 3 月 1 日與香港海關正式簽署了《兩地海關互助合作安排》。(請參見附錄 3)
此乃雙方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以及在香港基本法的框架下，並根據國際海關

通行的行政互助協議所涵蓋的基本條款，以及兩地海關之間特殊的合作方式，所

具體擬訂的協定。《互助合作安排》係由合作與行政互助兩個部分構成。相關的

條款與議題包括簡化海關手續、經驗交流、人員交流、校際交流、情報交換、特

別監視、核查、情報和檔的使用、打擊麻醉品和非法販運、異地約見相關知情人、

特別監視、粵港海關會晤制度、聯絡渠道、雙方配合行動、知識產權，以及年度

會談機制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合作互助安排》屬於同一主權下兩個獨立關稅

地區之間的海關業務協作規範，未具有條約性質，亦無法律約束力。 
為了有效實施《合作互助安排》，中國海關總署盛光祖副署長乃於 2000 

年 11月 24日至 11月 30日，率海關代表團參加在香港舉行的首次海關年度定期
業務聯繫會晤，雙方對《兩地海關互助合作安排》簽署以來的工作推展，給予極

高之評價，並對建立粵港陸路通關快速通道、加強中英街管理，以及建立聯絡官

會晤制度等問題，進行意見之交換。雙方決定對上述問題成立專家小組，分別研

究解決之。 
    2000年 6月 19日至 20日，在上海所舉行的第一次聯絡官員會議，雙方針 5
對即時通報制度的成效和改進方法，以及建立兩地聯合打集走私合作的體制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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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進行磋商。2001年 9月 24日至 26日，在大連所舉行的聯絡官員會議，確定
了 2001年度兩地海關業務聯繫年會的議題。2001年 11月 9日至 16日，香港海
關關長黃鴻超關長率團參加兩地海關年度業務聯繫會談，針對完善聯絡官制度、

加強情報交流，以及確定下一年度合作專案等問題舉行了會談，並簽署了會談紀

要。 
    值得注意的是，粵港海關業務聯繫制度創立於 1982年，是在中國海關總署
的指導下，由廣東分署協調深圳、廣州海關與香港海關，所共同正式開展合作的

管道。雙方透過即時通報、業務查詢、定期會晤，以及年度業務例會等多種方式，

推動反走私、禁毒、知識產權保護、業務研討及人員培訓等多方面議題合作。基

本上，粵港海關的聯繫機制，主要包括如下 7點： 
    1)年度業務例會制度：業務例會是雙方最高行政領導一年一度的例行會議，
已分別在廣東和香港輪流舉行了 19屆。主要內容是回顧過去一年來聯繫和合作
的成果，介紹新的業務制度和有關執法情況，確定新的合作交流計畫等。 
    2)海關聯絡員會晤制度：1995年雙方建立了聯絡員會晤制度，廣東地區選派
5名聯絡員，411與香港海關聯絡員每年舉行定期會晤。於緊急情況下，亦可召開

緊急會議。截止目前，雙方已舉行 31次聯絡員會晤。 
    3)即時通報制度：自 1996 年以來，雙方先後開展了對煙、酒、凍肉，以及
成品油等重點商品的有效監控，雙方即時通報來往粵港兩地重點商品的進出情

況，確定涉嫌走私的交通工具。 
    4)陸路口岸熱線聯繫制度：粵港海關為了及時處理口岸發生的緊急情況，在
雙方口岸設置熱線電話和傳真。目前中國海關在文錦渡、羅湖、皇崗（落馬洲）、

沙頭角、廣州白雲機場等五口岸與香港海關建立了口岸熱線聯繫制度。 
    5)業務專家研討制度：雙方開展陸路通關、緝私、知識產權、關稅、估價等
海關專項課題研討會，至今已舉辦了 10屆研討會。透過研討活動，有助於增進
對雙方海關業務的全面了解。 
    6)知識產權海關保護聯繫制度：為了打擊粵港走私盜版活動，1996年 10月，
粵港海關分別設立知識產權保護海關聯絡員，相互通報侵權盜版活動，以及生產

盜版光碟生產線的訊息。目前雙方已開展了十餘次打擊侵權盜版的貨檢聯合行

動，共查獲大量走私盜版 CD和侵權 VCD。 
    7)海關人員業務培訓制度：議題包括海上緝私和緝毒等技術培訓。自 1995
年以來，香港海關先後派出 10批，68人次來廣東地區參觀訪問。中國海關也派
出 10批，共計 220餘人次參加在香港海關學校舉辦的業務培訓班。 
 
第四節 與澳門海關的合作互助安排 
在澳門海關正式成立以前，澳門海關業務係由澳門水警稽查大隊管轄之。於

此期間，中國海關總署主要是透過多邊框架，與澳門水警稽查大隊保持聯繫關

係。1993 年，當澳門透過葡萄牙政府正式申請加入世界海關組織時，中國海關

                                                 
411 廣東分署 2名、深圳海關 2名，以及廣州海關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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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澳門必須以單獨關稅區的形式加入該組織。 
    1999 年，中國海關總署首次邀請澳門水警稽查大隊代表團訪問中國大陸，
雙方同意加強合作，共同打擊走私違法活動。2001年 11月 6日，澳門海關正式
成立。2003 年 8 月底，中國海關總署與澳門海關，在北京進行《海關總署與澳
門海關合作互助安排》之磋商。2004 年 3 月，雙方正式簽署《海關總署與澳門
海關合作互助安排》(請參見附錄 4)，正式啟動兩地海關的合作機制。值得注意
的是，此一雙邊海關互助合作的協議，主要是在「一國兩制」的架構下，尊重兩

地的法律制度，加強兩個不同關稅地區的海關合作與行政互助。 
    首先，在海關情報的交換方面，雙方海關同意針對計徵關稅，以及可能違反
海關法的進出境物品，進行情報與資訊的交流。對於違反海關法的進出境物品，

包括了對環境或健康有害的貨物或物質、麻醉品和精神藥物、瀕臨絕種的動植

物、武器和彈藥、侵犯知識產權者、具歷史文化價值的文物、偽造貨幣，以及有

毒化學物品等。 
    其次，在海關資訊的交流方面，對於任何可能違反海關法的情行，經一方的
請求，另一方必須向請求方，針對下列事項進行回報： 
    (一)作為附件隨貨物申報單遞交給請求方的文件，是否屬實？ 

(二)運到請求方關境內的貨物，是否是從被請求方關境內合法出口？ 
(三)從請求方出口的貨物，是否合法運入被請求方關境內？ 

    此外，經一方的請求，另一方亦得就下列各項情況進行調查，並按請求方的
要求，提出有關下列事實的資料報告： 

(一)參與或涉嫌參與違反海關法活動的人員。 
(二)參與或涉嫌參與違反請求方海關法活動有關的貨物或物品。 
(三)用於或涉嫌用於違反請求方海關法活動的運輸工具。 

    除了上述的海關資訊交流外，雙方亦同意針對麻醉品和精神藥物的非法販
運，進行情報的蒐集與交換： 
    (一)參與或涉嫌參與麻醉品和精神藥物非法販運活動的人員。 

(二)用於或涉嫌用於非法販運麻醉品和精神藥物的車輛、船舶、航空器及其
他運輸工具、集裝箱和郵件。 

(三)用於或涉嫌用於藏匿非法販運麻醉品和精神藥物的貨物及物品。 
  (四)雙方將主動相互提供，關於麻醉品和精神藥物的非法販運手段、販運趨
勢，以及有效打擊麻醉品和精神藥物非法販運的策略及方法的情報。 
    在加強廣東和澳門海關間的行政互助方面，雙方同意在此協議所提供的架構
下，由海關總署授權海關總署廣東分署，開展廣東省內海關與澳門海關間的互助

合作，尤其是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至於行政互助的請求，根據本安排的內容，

請求宜以書面形式提出，並附上執行上述請求所必須的文件。如情況緊急，亦可

採用口頭請求的方式，但隨後請求方應立即以書面形式加以確認。 
    在一方提出請求後，被請求方的回應與作法，基本上可採用下列三種方式： 
    (一)被請求方將採取一切合理的措施，執行對方的請求。如被請求方不是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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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該請求的適當部門，可將該項請求轉送有關部門，並獲得該部門的合作。但此

一情況必須通知請求一方。 
(二)被請求方將按請求方的要求遵循特定方式，除非所採取的方式，與被請

求方所適用的現行法律或作法抵觸。 
(三)如請求方要求，被請求方須將執行協助所採取行動的時間和地點，通知

請求方，俾使行動的合作與協調。 
    更重要的是，在簡化海關手續方面，雙方將採取必要的措施，以簡化海關手
續，並提高通關速度和效率，以便利雙方人員和貨物的往來。為增進雙方海關的

相互了解，合作的領域包括如下各項目： 
 (一)就共同感興趣的事項，進行海關官員和專家的交流。 
(二)互派海關人員進行觀摩與學習。 
(三)組織兩地海關專家，就共同感興趣的議題進行專題研討。 
(四)推展海關業務培訓。 

  此外，在資訊的交換方面，其內容可包括如下八點： 
  (一)新頒佈的海關法規。 

(二)商品資訊及價格資料。 
(三)有關貨物原產地的資料。 
(四)海關對運輸工具、貨物、旅客行李和郵件監管的新辦法。 
(五)關於走私活動、走私形式、藏匿方式、新的走私工具和方法的情況、查

緝方法及其成果。 
(六)開展風險管理工作的做法及經驗。 
(七)與海關業務有關的其他專業和科技資料。 
(八)雙方共同感興趣的其他有關資料和資訊。 

    最後，在建立雙方的海關聯繫機制上，雙方將各自指定聯絡人員處理與本安
排有關的事宜。對此，中國海關總署指定國際合作司司長；而澳門海關則指定一

位助理關長為各自的聯絡官，就本安排的執行細節進行直接聯繫。此外，雙方亦

同意授權各自執法部門，就其職權範圍內的事項進行直接聯絡，並指定各自的聯

絡員為之。為確保海關聯繫機制的常態化，雙方代表將每年舉行一次會晤，以商

討與執行本安排有關的事項。會晤的時間和地點，將由雙方共同商定之。 
 
第五節 兩岸關務交流與合作之思考與建議 
台灣海關目前與美國、日本、香港、韓國、比利時等國家，皆建置有「情資

通報窗口」，進行交換走私情報資料，以掌握跨國走私動態，作為查緝走私之參

考。由於台灣並非是聯合國之會員國，再加上中國大陸在國際社會積極壓縮台灣

的活動空間，因此政府應設法加強與其他國家的合作，俾能獲得更多之走私情報

資料。尤其是有關走私毒品、槍械、武器彈藥，以及香菸等物品，其供給據點分

佈於全世界各國與地區，如能廣為與其他國家密切合作，則對台灣的掌握國際情

資，以及查緝走私毒品等物品，必將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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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關的雙邊交流與合作上，鑑於台灣和美國經貿關係的日益密切，雙方海

關有必要加強合作，台灣曾於 2001年 1月 17日，與美國海關共同簽署了「中美
關務互助協定」，期望中美雙方可透過其關務主管機關，加強彼此合作，共同打

擊走私犯罪、資訊交換、增進關務合作，以及提升通關效率等。此外，依據該項

互助協定，將相互提供協助，確保關稅法令的執行，以及關稅與其他稅捐的課徵；

同時為防制、監督與打擊非法行為等，就方法與技巧進行資訊通報，以及關員特

殊技術之訓練活動等。  

「貨櫃安全計畫」(Container Security Initiative, CSI)乃係美國海關在 911事件
後，為確保其國家安全，所採取的一種反恐措施，由美國海關總署長於 2002年
1月提出。因美國海關鑒於911事件後，對美國經濟造成相當之損失，故為確保
國土經濟與安全，必須就進口貨物加強檢查。為防止恐怖份子利用海運貨櫃裝載

毀滅性武器進入美國港口，製造恐怖事件，顛覆美國經濟，造成全球貿易癱瘓，

美國乃決定推動「貨櫃安全計畫」，與各國海關合作，對輸美貨櫃於出口港先作

檢查，將美國港口作為安全防衛之最後一道防線，而非第一道防線，經預先檢查

之貨櫃亦可在運抵美國後加速通關。 

美國海關為防範恐怖份子以美國港口作為攻擊目標，積極推動「貨櫃安全計

畫」。該方案包括：規定所有輸往美國之貨物，須於國外港口裝運前 24小時通
知美國海關，以使其在輸美貨物裝運前，有充分時間分析裝運貨櫃，是否裝載毀

滅性武器攻擊美國本土，並增加該貨物抵美後之通關速度。 

美國推動「貨櫃安全計畫的第一個階段，先以輸美前 20大港口為其合作推
動對象；其中在亞洲包括了香港、上海、新加坡、東京和高雄等十一個港口；另

歐洲亦有荷蘭鹿特丹等九個港口。第二階段，則邀請全球各地更多港口，如義大

利熱那亞、英國利物浦，甚至非洲及中東等地的港口參與「貨櫃安全檢查方案」；

第三階段則將目標，擴展到全球所有港口。此外，美國海關亦擬調度關員於全球

所有港口駐守，以便協助各地港口評估，以及檢查具高危險性的貨櫃。 

台灣為了防衛全球海運貿易安全，亦於 2004年 8月 18日與美國簽訂「貨櫃
安全計畫」原則性聲明。根據該原則性聲明，台美雙方海關將採取密切合作，互

相交換資訊及人員，事先過濾及篩選出高風險貨櫃。此一計畫於 2004年 9月，
正式推動之。整體言之，「貨櫃安全計畫」的重點有如下四項： 

(一)建立以安全為目的之基準，以事先收到之艙單資料過濾出高危險群貨
櫃。 
(二)在貨櫃抵達美國前應用高科技設施，在國外裝貨港事先檢查。 
(三)利用大型貨櫃檢查儀作非侵入性過濾檢查，包括輻射物質偵測。 
(四)開發及使用智慧型安全貨櫃，例如裝有電子感應器及封條。 

    此外，在中國海關的建立雙邊合作關係上，最值得台灣注意和關切，而且也
與台灣關係最密切的，即是中國大陸的分別與香港和澳門簽署的「更緊密經貿關

係的安排」。雖然香港和澳門分別在 1997年和 1999年的回歸中國大陸，乃是秉
持著「一國兩制」的原則，但有鑑於中國大陸和港澳經濟體制的差異，以及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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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增強兩地的經貿關係發展與成長，作為向台灣拉攏的立場，因此北京與港澳

的簽署此一協議，其動機與實際作法，實值得我們關切。 
    雖然台灣迄今皆不同意「一國兩制」的原則，但在海峽兩岸之間經貿投資往
來的密切，「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自亦有了解的必要。誠如本章所分析，中

國海關在推動與港澳更緊密的經貿關係上，無論是在資訊情報交流與合作、原產

地規則，以及推動貿易自由化方面，亦皆與港澳海關建立了聯繫與合作互助的機

制。因此，從二軌外交的角度來看，台灣與中國海關在推動關務交流方面，似可

採行下列方法： 
    (一)自 1987 年台灣開放對中國大陸探親以來，兩岸經貿關係發展迅速。由
於兩岸之間仍為開放三通，因此許多台灣對中國大陸的投資和進出口貿易，皆是

透過香港作為轉運站。中國大陸與香港的經貿互動關係，尤其是在原產地規則的

確立、零關稅的安排，以及服務貿易的開放等方面，亦值得我們關切。在中國大

陸與港澳簽署「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之後，兩岸的海關均未曾就此些議題進

行討論與意見交換。由於兩岸海關在官方層面的推動交動，仍有其困難性，因此

似可從民間的角度，透過中華民國關稅協會，或其他相關學術團體，定期與中國

海關學會在此些議題進行討論，以建立共識，並營造良性互動的友好基礎。會議

召開的地點，可以選擇在中國大陸、香港、澳門或台灣等地。對於這些議題的討

論結果，雙方可將建議提供各自的海關參考，並可進而對台商提供更好的資訊與

服務。 
    (二)由於台灣並非是世界海關的成員，對於許多各國海關間的情報資訊均不
易取得。但海峽兩岸在過去廿餘年的經貿關係發展，亦已產生了許多負面的因

素，如走私販毒和經濟犯罪等。為了要共同打擊這些違反海關規定，或影響雙方

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問題，兩岸似可針對有系統性的情報與資訊交流與合作等議

題，進行專業且務實的協商。在打擊經濟犯罪和走私販毒等方面，海峽兩岸之間

在過去已有許多成功的合作案例，如何建立在這些基礎之上，建立經常性的交流

機制，以強化情報與資訊的互通有無，似是雙方可以在未來努力的方向。 
    (三)雖然兩岸三通的問題，一直仍未正式開放，但兩岸經貿的快速發展，以
及小三通的實踐，卻不斷加快了兩岸民間社會的往來與交流。由於廣東省與福建

省毗鄰台灣，與台灣的經貿互動最為密切，因此對於如何強化兩岸的經貿互動機

制一向是最為關切。同時小三通的開展，亦與福建省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息息相

關。由於廣東分署下轄廣州海關、深圳海關、拱北海關、汕頭海關、黃埔海關、

江門海關，以及湛江海關；再加上福建省的福州和廈門等直屬海關，這些海關皆

與台商經貿投資有較密切的關係。因此，似可從民間的觀點與立場，推動與這些

地區海關學會的關務交流。或是定期召開海關關務經貿論壇，就兩岸經貿交流，

尤其是小三通的議題，以及所延伸而出的相關問題，進行現況發展、評估與未來

展望的討論。並針對未來開放全面三通，所可能面對的問題，進行深入之討論。

參加上述會議或研討會的代表，可藉著中華民國關稅協會或其他學術與社會團體

的名義，選派相關海關關員與會。由於地緣關係的重要性，會議地點似可選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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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深圳或廈門等地。 
    (四)在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兩岸經貿合作論壇」於 2005年 4月 15日
閉幕之前，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主任陳雲林，曾宣佈採取「促進兩岸交流合

作，惠及台灣同胞的十五項政策措施」，其中包括了開放台灣民眾參加報關員考

試。北京除了決定開放台灣民眾參加中國大陸報關員的考試外，亦將同時允許香

港和澳門民眾報考。不過，一般台灣民眾報考的資格，為在中國大陸工作，擁有

臺胞證，並在大陸居住超過五年，具有高中和中等專業學校以上的學歷，皆可報

名參加考試。412成績合格者，在報名地海關即可申請報關員資格證書。由於此一

考試，可能會引起許多台灣民眾的興趣和報考，因此我們似應即刻針對此一議

題，與中國海關學會進行正式的討論，並將討論的結果與可能面對的任何問題，

讓更多的台灣民眾了解。 
    (五)從民間二軌外交的角度來推動兩岸關務的交流與合作，對於當前兩岸政
治氣氛的不佳，實有其重要性與必要性。為了要加強與台灣的經貿與學術關係，

中國海關學會及其分會均顯示高度的興趣來建構此一交流機制。但值得我們注意

的是，根據本計畫的研究，以及實際參訪中國海關學會所獲得的結果，中國海關

學會雖然是海關總署之下的一個社會團體，但其本質上仍具有準官方的性質。中

國報關協會、中國口岸協會，以及中國保稅區出口加工區協會等三個隸屬海關總

署的社會團體，亦與官方具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因此，在中國海關學會之下，雖

然亦設有天津、上海、廣州、大連和昆明等分會，分會之下又設立了 48個基層
學會單位，但其仍實行非常嚴格的垂直管理體系。易言，任何分會或基層學會的

與台灣民間或學術團體進行交流，或召開研討會等，皆必須先透過中國海關學會

的審核與同意。由此觀之，未來民間的角度來推動兩岸關務的交流與合作，我們

的主要活動目標應該還是以中國海關學會為主，然後才是以其他的分會為輔。 

                                                 
412 〈北京近期公佈台港澳民眾報考關員辦法〉，《中央通訊社》，2006/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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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結論  

一、研究發現     
由於海峽海岸在政治關係上的對立，以及北京在國際社會的層面上，對台灣

進行外交上的打壓，使得兩岸在過去十餘年來，欲從官方的層面來討論與解決現

階段所面臨的各種經貿投資，以及社會交流所造成的問題，可說是乏善可陳。因

此，在與歐盟各國由民間交流，逐漸邁向政治統合的模式相比較之下，我們可以

發現兩岸的情況是民間交流日益密切，但在政治關係方面，卻是依然裹足不前。

然而，海峽海岸的經貿和民間交流日益密切，其所衍伸出來的許多問題，亦亟待

解決。由於各國海關均具有無國界的職能，不但具有主權的概念，同時其宗旨又

在於推動與強化全球自由貿易的發展，在兩岸的政治關係依然低迷之際，由於雙

方皆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是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成員；同時，海關也可說是

目前最能跳脫政治的框架，建立兩岸互動機制的機構之一。因此，為了要解決兩

岸的經貿問題，以及討論國際規範的演變與影響，兩岸海關乃成為目前兩岸最適

合與最迫切進行交流與合作之機構。但然而由於海峽兩岸政府層面互動的困難

性，因此在海關關務之間的互動與交流合作上，從第二軌道的觀點出發，乃成為

一種最實際可行的方式。 
    在本研究中，在推動兩岸關務之交流與合作方面，我們的切入點是中國海關
總署所轄的四個社會團體，即中國海關學會、中國報關協會、中國口岸協會，以

及中國保稅區出口加工區協會等。根據本計畫的研究，我們也發現了這四個社會

團體的性質，與西方國家傳統的民間團體在本質上有很大的差異。這些團體基本

上與政府的關係非常密切，並為政府和海關提供理論與實務的服務與諮詢，其部

份的經費亦來自於政府預算，人員幹部的任命與編制，其決定亦來自於政府。基

本上，此依然是屬於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中國大陸在計畫經濟體制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乃是國家嚴厲的執行其對社
會的控制力。國家不但完全控制了社會，而且社會也可說是和國家完全重疊在一

起。政府透過了城市地區的國有企業，完全控制了所有的城市勞工；在農村地區，

中共亦透過人民公社的機制，全然掌控了農民的日常生活。透過戶口制的實施，

在城市和農村之間的禁止勞動力流動，突顯了中國大陸的農村社會和城市社會都

是被孤立的。由於勞工和農民的生活都是發生在其工作單位內，因此單位亦可視

為是一種小社會。此些小社會為社會大眾，同時扮演了政治、經濟和社會上的功

能。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在計畫經濟體制下的勞工和農民，雖然是處於被全面

監控之下，但中共為了換取他們的政治支持，亦交換以經濟和社會上的利益。 
    但是在 1978年的推動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大陸傳統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亦
歷經了重大的變化。由於國有企業的進行改革，是從黨企分開和政企分開著手，

此意謂著黨對勞工的控制愈來愈鬆散。人民公社在 1984年的解體，更是農村地
區出現了多元的企業類型，如私營企業、集體鄉鎮企業、村辦企業，以及外資企

業等。農民不再附屬於土地，並開始擁有擇業與勞動力流動的自由，此亦同時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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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了中共對農民的監控能力。更值得注意的是，農村和城市在 1980年代的改革，
亦致力於將國有企業和人民公社的傳統社會功能，正式移轉給政府和社會。此意

謂著在中國大陸經濟改革與社會的轉型過程中，傳統的工作單位已無法提供人民

所需要的社會福利。同時，政府亦受到經費預算的制約，無法針對那些農民工、

盲流、失業工人、下崗工人等，提供就業機會和相關的社會福利。因此，一些專

門提供社會服務等功能的社會團體，乃告大量興起。再加上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

發展，以及為因應發展所需要的各項服務與諮詢功能，如會計、報關、法律，以

及管理等議題，亦造成諸多社會中介團體的興起。此外，政府機構的精簡與改革，

亦使許多行業協會應運而生，試圖在政府和社會各行各業之間，扮演一個中介橋

樑的溝通角色。 
    受到 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影響，中共對於任何可能造成社會潛在動亂的因
素，皆是非常的重視與關切。民間社會團體的興起，乃很自然成為中共所注意的

目標。對此，任何民間社會團體的登記與註冊，乃必須掛靠兩個政府機關，一個

作為行政主管單位，另一個作為業務主管單位。社會團體的任何活動，必須向這

些單位進行報告或報備。此一關係架構的存在，乃一如本研究所建構的組合主義

觀點。在政府和社會團體之間，雙方係維持一種互惠的交換關係。易言之，政府

制定了規範，只要社會團體同意遵守，則該團體亦可因之保有其某種程度的自主

性。此乃反映出中共對社會團體在某種程度上的控制，以及這些社會團體的具有

準官方的性質。 
    但是值得深思的是，從中國大陸內部的觀點，雖然可以觀察國家與社會的互
動模式，但仍然不足以窺其全貌。當中國大陸在 1980年代和 1990年代，逐漸加
強其國際化，並邁向全球化經濟之際，傳統中國大陸內部國家與社會關係的互

動，乃逐漸受到外在因素的挑戰。從制度的層面來看，世界海關組織和世界貿易

組織，皆突顯了追求自由貿易的一種國際規範。中國大陸身為這些國際組織的會

員，自然亦必受到此一國際規範的影響。此外，由於不同的非政府組織追求不同

的議題，而對於這些議題的倡導與關切，極易與國際社會建立出一種網絡關係，

因此本土非政府組織在理念和議題的建構下，亦可能受到影響而發生變化。所以

由於外在因素的介入，乃使得傳統僅重視內部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的架構，需要

給予新的理解和詮釋。 
    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大陸民間社會組織和公民社會的發展，均和西方國家大
異其趣。西方國家的非政府組織發展，強調的是民主與人權，以及一種獨立於公

部門之外的自主性運作。這種由下而上的機制，與中國大陸社會團體所重視的由

上而下的運作，可說有相當程度的不同。但由於民主、人權，以及公民社會的發

展，已逐漸成為一種普世的價值。因此，從理論的層面來看，當中國大陸社會團

體與國際社會進行系統性的接軌時，並會受到國際社會主流價值的影響與衝擊，

進而改變其威權專制，以及準官方的本質。此一思考模式，乃成為本研究計畫試

圖透過第二軌道的推動，以加強兩岸關務合作的主要動力。 
    然而，在從第二軌道的觀點，推動兩岸關務合作之際，為了要營建兩岸的良



 253

性互動關係，以建立具有系統性的合作機制，在議題的選擇方面，則必須要特別

的重視。為了要正確選出議題進行交流，以達到議題倡議的目標，對於中國海關

的發展，及其組織結構與功能的特色，自然必須要先有所深入的了解。 
    (一)中國海關的組織與功能 
    由於受到特殊歷史背景發展的影響，中國海關實行三級制的垂直領導體制。
第一個層級是中國海關總署；第二層級是廣東分署、天津和上海兩個特派員辦事

處，以及四十一個直屬海關等；最後一個層級，則是共有 317個的隸屬海關。此
三個不同層級的存在，反映了中國大陸幅員的遼闊，以及各省區間經濟發展的不

均衡。由於這些組織機構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並直接向海關總署負責，因此地方

政府之間並未具有任何實際的行政或業務支配關係。 
    在中國海關的任務與功能方面，與一般國際海關並無太大之差異，但其功能
卻也反映出受到國際規範的影響。中國海關的任務，主要在於監管入出境運輸工

具、貨物和物品；徵收關稅及其他稅費；查緝走私；以及編制海關統計等。其中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海關總署的走私犯罪偵查局之下，亦成立了國家緝私

警察。在 2002年時，緝私警察亦被賦與了行政處罰權，對任何走私犯罪的案件
可予進行偵查、拘留、逮捕和預審等。 
    由於中國大陸對外經貿的快速發展，以及相關自由貿易國際規範對海關運作
功能的衝擊與影響，乃造成了中國海關法的進行修訂。在修訂內容中，足以反映

受到國際規範影響者，主要有海關商品歸類、海關估價制度、原產地規則制度、

知識產權海關保護，以及海關稽查制度等項目。對於這些議題的修正與重視，突

顯了中國大陸的遵守國際規範，及其重視全球貿易自由化的發展趨勢。 
    1)現代海關制度的建立 
    為了要加強與國際社會接軌，以及適應中國大陸的經貿發展，1998 年中國
海關總署決定推動建立現代海關制度，其強調的重點是通關作業改革，並從海關

法制、大通關、信息管理、企業守法管理、物流監控，以及行政管理等體系著手。

第二個階段係於 2003 年決定，以建立風險管理體制為目標，推動風險管理為海
關改革的重心，進而追求海關和企業社會界利益的合諧與一致。其具體作法，包

括統一數據資料庫與管理平台，並確立分析監控應用系統，以強化海關的風險管

理，提高其行政執法與服務功能。建立現代海關第二階段改革的目標，預計在

2010年完成。 
    事實上，通關作業改革和建立風險管理體系，乃是各國海關刻正共同努力的
方向。對海峽海岸的海關系統而言，透過執行關務經驗的分享，通關作業改革和

建立風險管理機制的成效評估，不但有助於建立雙方良好的互動平台，以及彼此

間關務的交流與合作，必然更有利於兩岸經貿關係的推展。 
    2)中國海關總署隸屬之四個社會團體 
    在中國海關總署隸屬的四個具準官方性質的社會團體，分別為中國海關學
會、中國報關協會、中國口岸協會，以及中國保稅區出口加工區協會。在這四個

社會團體中，以中國海關學會最具代表性和重要性。在 2002年，中國海關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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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設立了出口加工區分會；一直要到 2005年，出口加工區分會才被納併為中國
保稅區出口加工區協會。由於中國大陸歷史發展的特殊性，因此這些社會團體的

設立和發展，亦呈現了本身的特色。 
    對中國海關學會而言，其主要強調學術研究，以及理論與實務工作的結合，
並將其研究成果對海關總署提出建議。此外，亦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海關學會所

被賦與的重要職能之一，即在於推展與國外海關組織和學術的交流。此乃提供了

我們以第二軌道推動兩岸關務合作的一個重要切入點。 
    中國口岸協會也是在海關總署的主管下，針對中國口岸進行理論與實務的調
查研究，並推動口岸間的資訊交流、國際合作、業務培訓和諮詢服務等。由於中

國大陸在港口經濟發展，在產業結構、基礎設施、管理體制和通關作業方面，依

然面臨發展不均衡的情勢。因此，該協會的最終目的，即在於強化口岸間的合作

與協調。該協會的領導班子，亦是由各政府部門的現任領導所共同組成。此乃是

我們在推動與該協會交流時，所必須注意的事項。 
    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下，以及在中國大陸對外經貿的快速成長下，乃造
成了中國報關行業的發展與成長。但在報關行業發展的過程中，由於企業成份龐

雜、行業缺乏自律，再加上報關人員專業與管理素質普遍不佳，不但嚴重影響通

關效率，而且亦容易發生錯誤。因此，中國報關協會的設立，不僅可作為一股行

業自律管理的力量，而且也可以在海關與企業之間，扮演溝通與聯繫的角色。此

外，為了要強化報關行業的服務與效率，中國報關協會亦通過了「報關行業自律

準則」和「報關員公約」。由於台灣是以國際貿易導向的國家，報關行業的演變

與發展，亦有其長久的歷史。從此一議題而論，不但可進行兩岸報關行業發展的

比較研究，並可透過民間報關團體的交流，以及學術與實務會議的召開，加強對

兩岸報關行業的了解與評估。 
    在中國大陸追求對外經貿的發展與成長時，保稅區和出口加工區扮演了非常
重要的角色。但在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保稅區的傳統功能受到相當

大的影響。再加上中國大陸的承諾降低關稅，不但使得保稅區內外的稅率縮減，

更造成保稅區的優勢逐漸喪失。此外，由於出口加工區乃是一種全封閉的海關特

殊監管區域，並按「境內關外」的原則運作，實行進口稅收優惠政策。在區內從

事生產的企業，可因此享有免稅、保稅和退稅的待遇，從而提供企業進入區內投

資設廠的經濟誘因。然而中國大陸有些出口加工區的發展，由於受到地理位置、

產業規劃，以及引進技術等因素的影響，卻也逐漸出現了區域發展不均衡的情

勢，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區。於上述之背景下，中國保稅區出口加工區協會的成立，

其宗旨即是要在保稅區和出口加工區，以及政府之間扮演協調與溝通的角色；並

推動各區之間的資訊交流與健全發展。因此，與該協會就保稅區、出口加工區，

以及自由貿易區等議題進行研討與交流，亦屬可行。 
   3)中國海關的對外交流與合作：三個層面的分析 
    從國際層面來看，中國海關已是世界海關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這些
國際組織所制訂的一些公約或規範，乃發展成為一種國際規範或國際體系。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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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國際規範，包含了原產地規則、海關商品估價、海關稅則商品分類目錄、

全球貿易安全與便利標準框架、自由貿易、關稅減讓，以及知識產權保護等。在

中國大陸的邁向經濟全球化時，這些議題所呈現的國際規範，必然對其產生相當

大的影響。台灣雖然不是世界海關的成員，但台灣海關的組織與運作功能，皆已

按重要國際規範實行之。再加上兩岸均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因此雙方似可在世

貿組織的架構下，針對上述議題進行討論與研究。 
    從區域的層面來看，中國大陸為了穩定國內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因此必須強
化與周邊區域鄰國的和平關係。上海合作組織、中國與東盟的海關合作、大湄公

河次區域的海關合作，以及亞太經濟合作會，即是中國海關配合推動區域外交的

重點工作。由於與這幾個區域組織的加強合作，亦都包含了經濟貿易層面的交

流，因此海關亦扮演了重要的功能與角色。由於台灣也是亞太經濟合作會的成

員，因此海峽兩岸應可就此一區域架構，尤其是藉著參與海關手續次委員會，就

其所揭櫫的海關合作原則與重點，進行雙邊的討論與研究；此外，兩岸亦可就「亞

太經濟合作海關現代化藍圖」，以及曼谷協定進行研討與交流，以拓展兩岸關務

的良性互動關係。 
    從雙邊的層面來看，中國大陸與港澳的分別簽署「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儘管其主要目的是在推動內地與港澳的自由貿易，但由於香港一直是台灣

對中國大陸出口貿易的最主要轉運站，故此一議題亦值得我們關切與重視。其中

「關於貨物貿易零關稅的安排」、「關於貨物貿易的原產地規則」、「關於原產地證

書簽發和核查程序」、「關於開放服務貿易領域的具體承諾」，以及「關於貿易投

資便利化」等附件，亦值得台灣的研究與討論。雖然港澳係屬特別行政區，且在

「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在實質上與台灣和中國大陸的關係並不相同。但兩岸經

貿投資的發展，以及人員、貨物和運輸工具的透過港澳轉運，皆顯示出對上述議

題進行深入研究，已屬刻不容緩。更重要的是，兩岸之間已開放小三通；而全面

開放三通，以及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旅遊，亦可能將於不久的未來實現之。因

此，為了因應未來之實際需要，相關民間和學術團體應立即有系統的展開與港澳

海關，或是與廣東分署推動有系統性的研討會議，從而帶來兩岸關務的交流與合

作。 
   (二)台灣海關的組織與功能 
  關稅總局為關稅業務執行機關，隸屬於財政部，地位相當於中國海關總署。

下轄基隆關稅局、台北關稅局、台中關稅局，以及高雄關稅局等四個關稅局。海

關的主要功能，隨著時代的演變，大體可區分為下列幾種： 
1)財政功能：徵收關稅、辦理退稅保業務、代徵營業稅、貨物稅、菸酒稅、

健康福利捐，以及推廣貿易服務費等； 
2)經濟功能：配合經貿發展、執行進、出口貨物邊境管制與查核，如智慧財

產權保護、仿冒商標、關稅配額，以及原產地查核等； 
3)服務功能：實施通關自動化與通關便捷化，修改不合時宜法令，改善作業

程序，大幅縮短海、空運貨物通關時間，增加廠商國際競爭力。國際整合型快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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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相繼於國內設置營運總部或轉運中心；針對旅客方面，則實施紅綠線通關，

簡化「旅客申報單」格式，採行選擇性申報，以便利和服務商旅； 
4)查緝走私，維護國家社會安全：依據海關緝私條例及懲治走私條例，在國

際機場、港口、郵局等地實施貨物，以及人員的進出口查緝工作，並與友好國家

建立情資互換管道。 
  此外，台灣海關通關作業大都已經遵照國際關務公約(京都公約)原則執行，
且已國際接軌，目前更進一步依照世界海關組織的要求，講求便捷通關與查緝並

重。例如：1)實施事後稽核：意即在通關點上儘速放行，降低廠商營運成本，放
行後再至廠商處所，詳予查帳稽核；2)風險管理：建立危機控制機制，篩選高危
險廠商加強控管，對於危險群則減少干預，以降低查驗比例；3)策略聯盟：海關
與優良廠商訂定策略聯盟，由其自主管理，並建立合作機制，共同打擊走私犯罪，

創造雙贏。 
亦值得注意的是，減少非關稅障礙和加強查緝走私，也是世界貿易組織、世

界海關組織，以及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所積極倡議的議題，以有效查緝代替盲目圍

堵。目前在這一方面台灣已躋身先進國家之林。在亞洲開發銀行與美洲開發銀行

的邀請世界海關組織進行評比之下，台灣便捷通關與查緝之現代化，已被列海關

最佳範例(Customs Best Practice)之一，可供其他國家，尤其是開發中國家之借
鏡。此外，台灣更與菲律賓、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國，簽訂了關務合作備

忘錄；亦與美國簽訂了關務互助協定。因此，台灣如能善加運用海關建立的國際

關係，配合外交政策，以關務技術為援外資源之一，則必然有助於提昇我國的國

際地位。於此一基礎上，在未來推動與規劃台灣成為全球運籌中心、自由貿易港

區，並建立海空聯港、以及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等，若能獲得海關專業團隊的共同

參與推動，必然可獲致更好的成效。 
二、政策建議 

  「京都公約」是一部旨在簡化和協調各國海關制度的國際公約；以倡導和推

動電子化數據交換技術在海關通關管理的應用，逐步實現通關無紙化。而世界海

關組織所制定的有關海關通關手續和制度的協調，亦有助於增進通關及貿易效

率，降低貿易成本。 
  透過國際公約的簽署或制定，以追求海關工作的協調，以及積極加強與各國

(地區)海關之間各種相關議題的合作交流，以提升工作效率，已然成為海關兩岸
海關所共同注意的焦點。同時，兩岸經貿投資關係日益密切，亦使得兩岸海關具

有許多共同關切的議題。例如，加速通關、排除貿易障礙、推展貿易、原產地的

認證、貨物估價、稅則歸類、查緝走私、保護智財權取締仿冒、打擊經濟犯罪，

以及防範恐佈主義活動等皆是。由於海關關務的特殊性，以及世界海關組織所展

現之國際體制與國際規範，亦因而提供了兩岸民間一種互動的橋樑與機制。例

如，針對毒品犯罪的相關資訊，可試圖建立兩岸海關之間的信息流通機制，透過

兩岸關務民間交流與合作機制的討論與建立，必然有助於強化兩岸民間團体的互

動機制。從查緝毒品走私和打擊組織犯罪之角度而言，由於並未與政治具有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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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密切的關聯性，因此在這方面較易獲得來自中國海關有關毒品犯罪與組織犯罪

情資之提供。例如，兩岸刑警合作打擊犯罪模式，即值得借鏡。 
  再者，兩岸倘能比照自1990年以來兩岸稅務學術交流會模式，亦必然有助
於雙方透過民間團體來強化海關業務的交流與合作。2006 年 10 月 30 日，中國
租稅研究會在台北舉辦了「兩岸稅務學術交流會」，並選定「稅收管理與納稅服

務」，以及「稅務培訓」等議題，共同提出討論和研究。該會議期望能藉著透過

會議研討及交流，為相關稅收理論及實務工作經驗提供兩岸有益的借鑒，或由兩

岸海關簽署有關關務行政方面的互助協議，雙方進行進出口報關資料的互換，提

供他方作為進出口資料，非但可以簡化報關資料的重複傳送，兩岸海關亦可利用

這些資訊，強化風險管理，使貨物通關更為便捷化，以減少不必要的查緝。至於

原產地的認定（兩岸相互輸出、入物品鑑定）、完稅價格及稅則之核定等，似可

透過第二軌道委請權威機構代為鑑定或查證，以消弭徵納雙方不必要之爭議與困

擾。此外，在反恐及加強經貿關係等議題，皆可在降低政治敏感度的情況下，逐

步推動兩岸的關務交流與合作。 
    根據本研究計畫的探討與分析，茲將政策建議事項，劃分為短期、中期與長
期目標： 
    (一)短期目標：共同打擊走私犯罪與關務資訊交流 
      1)議題選擇：針對本研究計畫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議題及目前兩岸海關較迫
切待解決問題，如兩岸農工產品認證、緝毒走私及打擊犯罪情資蒐證、出版文件

交換、海關的發展沿革、世界海關組織、世界貿易組織、海關培訓、海關與國際

規範、亞太經濟合作會、兩岸小三通與三通、緝毒犬的代訓等，皆可作為此一階

段的議題討論。 
      2)交流單位與方式：台灣方面可委由中華民國關稅協會，或相關社會、學
術團體負責之；參訪團可包含現任數位海關官員在內。交流的方式宜以參訪、座

談會和研討會為主，以建立初期的良性互動關係與架構。 
      目前中國大陸共有昆明、深圳和北京等三地，進行緝毒犬之訓練。中國海
關學會表示此一議題，可透過正式討論，協助台灣緝毒犬的訓練。對於此，在

2007年，台灣應該擬訂具體計畫，加強與該學會的溝通與合作。 
3)對口單位：於現階段中，應加強與中國海關學會，及其下屬的各分會進

行交流與參訪。並可於適當時間邀請該會組團前來台灣參觀訪問。 
      4)時程：2007-2008年。 

(二)中期目標：關稅理論與實務的交流 
      1)議題選擇：主要以海關商品估價、海關估價制度、現代海關制度、通關
作業改革、大通關、風險管理機制、知識產權保護、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口

岸問題、保稅區、出口加工區、報關行業，以及相關海關的理論與實務議題。 
  2)交流單位與方式：推動中華民國關稅協會、相關學術與民間團體，與中

國海關組署所隸屬的四個社會團體，採用參訪與研討會的方式，進行全面性的交

流與合作。更重要的是，邀請這些大陸社會團體來台訪問時，可安排參觀台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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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重要民間組織，使其了解台灣民間組織發展的本質與動力。 
  3)對口單位：以中國海關總署所隸屬的中國海關學會、中國報關協會、中

國口岸協會和中國保稅區出口加工區等四個社會團體為主。 
  4)時程：2009-2010。 
(三)長期目標：關務合作機制的建立 

     1)議題選擇：針對兩岸經貿投資的發展現況，主要的議題應置於海關關務
交流與合作機制、情報與資訊交換機制、反走私與緝毒機制，以及共同打擊犯罪

等機制的建立。 
     2)交流單位與方式：於此一階段的交流單位，應以現任的海關官員為主，
輔以民間和學術團體成員。透過正式的雙邊會議，簽署並落實具有共識的議題備

忘錄。 
     3)對口單位：中國海關學會或中國海關總署，或經授權的廣東分署、直屬
海關等。 
     4)時程：201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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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報關行業自律準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維護報關市場秩序，增強行業自律能力，提高告關企業和報關從

業人員的執業水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及其他有關法

律、法規、規章和《中國報關協會章程》，制定本準則。 
第二條 依法在海關註冊登記准予經營報關業務的報關單位和報關從業人

員，應遵守本準則。 
第三條 本準則下列用詞的含義是： 

報關單位，指依法在海關註冊登記，向海關辦理報關事務的境內法

人或其他組織。包括進出口貨物收發貨人和報關企業。 
報關從業人員，指專業報關企業的法定代表人，貨運代理企業、國

際船舶代理企業報關業務負責人，取得報關資格並在海關依法註冊

登記的報關員，以及報關企業雇用的報關輔助人員。 
報關企業，是指下列企業： 
(一)專業報關企業。接受進出口貨物收發貨人委託，以進出口貨物    
收發貨人名義，向海關辦理報關納稅手續的企業。 

(二)承攬運輸報關企業。接受承攬運輸進出口貨物收發貨人委託，  
以收發貨人名義或自己名義，依法在海關註冊登記、向海關辦理

承攬運輸貨物報關手續的國際貨物運輸代理企業、國際船舶代理

企業。 
同行，是指已依法在海關註冊登記的報關單位和所有執業報關從

業人員。 
第四條 中國報關協會負責本準則的制定、修改、公佈、實施、監督檢查。 

第二章 一般原則 
    第五條 報關單位和報關從業人員應恪守守法、誠信、嚴謹的原則。 
    第六條 報關企業應當積極引進先進的管理觀念、管理方法和技術手段，不    

斷提高內部管理水平。 
第七條 報關單位和報關從業人員應自覺遵守國家法律法規；不得超出有關    

法律、行政法規和行政規章規定的範圍從事經營活動；不得參與進 
出口收發貨人逃避國家貿易管制和偷逃稅等走私、違規行為；不得 
索賄，也不得行賄執法人員。 

第八條 報關從業人員應當積極參加海關、報關協會或其授權單位組織的各 
類崗前培訓、在職培訓，並堅持在職自學，以達到熟悉國家一般法 
律法規、稅務、外貿、商品知識，精通海關法律、法規、海關業務 
制度和辦理海關手續的技能，保持自身專業勝任能力的要求。 

第九條 報關單位和報關從業人員應當主動配合有關行政執法機關執行公 
務，據實舉報違法行為，自覺抵制和糾正行業不正之風，維護報關 



 270

行業形象。 
第三章 報關業務規範 

第十條 報關單位和報關從業人員開展報關業務，應當事先依法取得報關從    
業資格，並在主管海關依法註冊；認真參加年審年檢；不得無證報

關。 
第十一條 報關單位和報關從業人員應當以國家管理部門核准的方式和範圍 

從事經營，不得以任何形式出借、出租、轉讓報關權，不得非法

代理他人報關或者超出業務範圍進行報關活動。 
第十二條 報關單位應當建立健全內部監督機制，加強制度建設，以完善、 

有效、切實可行的制度來規範對報關業務、報關從業人員的管理, 
努力提高工作質量和效率。同時，報關單位還應當健全帳冊，依

法保存報關業務記錄和報關單證。 
第十三條 報關企業承接報關業務，應當指定註冊報關員具體承辦。 
第十四條 報關企業和報關從業人員應當切實對委託人提供的單證等報關資  

料的真實性、完整性進行“合理審查”，並據此按照《中華人民共
和國海關進出口貨物報關單填報規範》填制報關單，承擔相應的

法律責任。不得承接單證不真實、資料不齊全的報關業務。 
合理審查內容包括： 
(一)證明進出口貨物的實際情況的資料，包括進出口貨物的品  
名、規格、用途、產地、貿易方式等； 

(二)有關進出口貨物的合同、發票、運輸單據、裝箱單等商業單  
據； 

(三)進出口所需的許可證件及隨附單證； 
(四)海關要求的加工貿易手冊（紙質或電子資料的）及其他進出  
口單證。 

第四章 對委託人的責任 
第十五條 報關企業和報關從業人員應當以服務、誠信為本，熱心為委託  

人排憂解難、如實回答委託人對委託有關事項的詢問，高質

量、高效率地完成報關服務工作。 
第十六條 報關企業和報關從業人員在接到委託人遞交的《代理報關委託

書》後，應當本著自願、平等、互利的原則簽訂《委託報關協

議》，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並按照《委託報關協議》的約

定履行對委託人的承諾。 
第十七條 報關企業和報關從業人員應當為委託人保守商業秘密，並不得

利用該商業秘密為自己或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 
第十八條 除國家法律、法規另有規定或者國家執法機關有要求外，報關

企業和報關從業人員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他人提供保函或報關

所需的證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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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報關企業和報關從業人員應當在《委託報關協議》上標明報關
收費數額。 

第二十條 報關企業和報關從業人員不得以虛假宣傳欺騙委託方；不得虛
構事實增加委託人的開支；不得向委託人或通過委託人索取報

關服務費以外的非法利益。 
第五章 對同行的責任 

第廿一條 報關單位和報關從業人員應當遵守公共關係準則，保持同行 
間良好的工作關係，合法執業、公平競爭。不得捏造、散佈虛

假事實，損害同行的商業信譽；不得以虛假宣傳、免收服務費

用和不正當的低廉價格，以及在帳外暗中給付他人傭金、回扣

等不正當競爭方式招攬報關業務。 
第廿二條 報關單位應當嚴格遵守國家對勞動保障的有關規定，與報關從

業人員簽訂勞動合同，不得損害報關從業人員的合法權益，不

得雇用正在其他報關企業從業的報關員。 
第廿三條 報關從業人員應當恪守職業道德、愛崗敬業；不得損害受雇企

業的合法利益，不得隨意違約離職，不得同時在兩家或者兩家

以上的報關企業從業。 
第六章 獎勵與懲誡 

第廿四條 報關單位和報關從業人員模範遵守本準則，或者對提高報關質   
量作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報關協會可予以通報表彰和物質獎

勵。 
第廿五條 對涉嫌違反本準則行為的報關單位和報關從業人員，報關協會

調查屬實後，應當向常務理事會報告並提出處理建議。 
第廿六條 報關單位和報關從業人員有下列行為之一的，根據情節輕重，

經常務理事會或會長會議批准，可以對其重新培訓、通報批

評、開除會籍，並將有關材料提供給相關執法機關： 
(一)嚴重違反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的； 
(二)違反中國報關協會章程和本準則，並造成惡劣影響的； 
(三)嚴重違反行業指導價格，進行不正當競爭，擾亂報關市場   
秩序的； 

(四)嚴重違反報關委託協議，侵害委託人利益，對報關行業造  
成惡劣影響的。 

第七章 附則 
第廿七條 本準則不適用於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台灣   

省的報關單位和報關從業人員。 
第廿八條 本準則由中國報關協會負責解釋。 
第廿九條 各地方報關協會可按此《自律準則》的原則，結合本地情況，    

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 



 272

附錄 2：江蘇報關行業自律準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維護報關市場秩序，增強行業自律能力，提高報關企業和報關從

業人員的執業水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中華人民共

和國海關總署令(127號)(129號)、中國報關協會《報關行業自律準
則》和《江蘇報關協會章程》以及其他相關法規，制定本準則。 

第二條 依法在南京關區各海關註冊登記准予經營報關業務的報關單位和報
關從業人員，應遵守本準則。 

第三條 本準則下列用詞的含義是： 
(一)報關單位，指經南京海關行政許可並依法在關區各海關註冊登
記的報關企業和進出口貨物收發貨人。 

(二)報關企業，指接受進出口貨物收發貨人委託，以進出口貨物收
發貨人的名義向海關辦理報關納稅手續的企業和接受承攬運輸

進出口貨物收發貨人委託，以收發貨人名義和自己名義依法在海

關註冊登記，向海關辦理承攬運輸貨物手續的國際貨物運輸代理

企業、國際船舶代理企業。 
(三)報關從業人員，指報關企業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和取得報關
資格並在海關依法註冊登記得報關員，以及報關企業雇用的報關

輔助人員。 
(四)復核報關員，指經報關企業按規定條件推薦，經報關協會專項
培訓考試合格後，報海關備案的，業務素質較高的在職報關員。 

(五)進出口貨物收發貨人，指具有進出口經營權的外貿代理企業、
進出口貨物生產企業和加工貿易企業。 

(六)轉委託，指國際貨代企業接受進出口貨物收發貨人的委託後，
經進出口貨物收發貨人同意，委託報關企業代理報關。 

(七)複委託，指國際貨代企業接受進出口貨物收發貨人的委託後，
未經進出口貨物收發貨人同意，委託報關企業代理報關。 

(八)同行，是指已依法在海關註冊登記的報關單位和所有執業報關
從業人員。 

第四條 江蘇報關協會負責本準則的制定、修改、公佈、實施、監督檢查。 
第二章 基本原則 
第五條 守法經營原則。報關單位和報關從業人員應當自覺遵守國家法律法

規；不得超出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和行政規章規定的範圍從事經營

活動；不得參加與進出口收發貨人逃避國家貿易管制和偷逃稅等走

私、違規行為；不得索賄，也不得行賄執法人員。 
第六條 誠信服務的原則。報關企業和報關從業人員應當以誠信服務為本，

熱心為委託人服務、為社會服務，虛心誠懇地接受海關等政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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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業務指導。 
第七條 嚴謹操作的原則。報關企業和報關從業人員應當切實對委託人提供

的單證等報關資料的真實性、完整性進行“合理審查”，並據此按

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貨物報關單填寫規範》填制報關單，承

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不得承接單證不真實、資料不齊全的報關業務。

報關企業應當積極引進先進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和技術手段，不

斷提高內部管理水平。 
第八條 公平競爭的原則。報關單位和報關從業人員應當遵守公共關係準

則，合法執業、公平競爭。不得捏造、散佈虛假事實，損害同行的

商業信譽；不得虛假宣傳、免收服務費用和不正當的低廉價格，以

及在帳外暗中給付他人傭金、回扣等不正當競爭方式招攬報關業務。 
第九條 激勵先進的原則。報關單位和報關從業人員模範遵守本準則，積極

參加海關、報關協會或其授權單位組織的各類培訓，並堅持在職學

習，以達到熟悉國家一般法律法規、稅務、外貿、商品知識，精通

海關法律、法規、海關業務制度和辦理海關手續的技能，保持自身

專業勝任能力的要求，不斷提高報關質量；主動配合有關行政執法

機關執行公務，據實舉報違法行為，自覺抵制和糾正行業不正之風，

維護報關行業形象。對作出突出貢獻的，江蘇報關協會及時總結經

驗進行宣傳，並予以通報表彰和獎勵。 
第三章 報關行為、業務規範 
第十條 報關單位和報關從業人員開展報關業務，應當先依法取得南京海關

企業管理部門行政許可並在關區各海關依法註冊登記，不得無證報

關。 
第十一條 報關單位和報關從業人員應當以國家管理部門核准的方式和業務

範圍從事經營，不得以任何形式出借，出租，轉讓報關權，不得非

法代理他人報關或者超出業務範圍進行報關活動。 
第十二條 報關單位應當按照南京海關和江蘇報關協會制定下發的《江蘇報

關企業行為規範和業務管理制度》要求，加強制度建設，建立健全

內部管理監督機制，以完善、有效、切實可行的制度來規範對報關

業務、報關從業人員的管理，努力提高工作質量和效率。同時，報

關單位還應當健全帳冊和報關業務記錄台帳，依法保存報關單證。 
第十三條 報關企業承接報關業務，現場申報、查驗、辦理相關海關手續，

應當指定註冊報關員具體承辦。同時，為減少申報差錯提高報關質

量，報關企業向海關申報時，試行復核報關員制度。凡報關企業向

海關申報的報關單必須經復核報關員復核簽名後方可向海關申報。

復核報關員對復核後申報出現的差錯負責。 
第十四條 除國家法律、法規另有規定或者國家執法機關有要求外，報關企

業和報關從業人員，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他人提供保函或報關所需的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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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材料。 
第四章 對報關委託人與同行業的責任 
第十五條 報關企業和報關從業人員在接到委託人遞交的《代理報關委託書》

後，應當本著自願、平等、互利的原則簽訂《委託報關協定》，明確

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並按照《委託報關協議》的約定履行對委託人的承

諾。 
第十六條 報關企業和報關從業人員在接受國際貨代企業轉委託或複委託

的，除報關企業與國際貨代企業要簽訂長期的《代理報關委託書》外，

還必須在每次的《委託報關協議》上加蓋國際貨代企業公章並由當事

人簽署姓名和委託日期。 
第十七條 報關企業和報關從業人員應當為委託人保守商業秘密，並不得利

用商業秘密為自己或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 
第十八條 報關企業和報關從業人員應當在《委託報關協議》上標明報關收

費數額。 
第十九條 報關企業與報關從業人員不得以虛假宣傳欺騙委託方；不得虛構

事實增加委託人的開支；不得向委託人或通過委託人索取報關服務費

以外的非法利益。 
第二十條 報關企業和報關從業人員應當與同行保持良好的工作關係，不得

以不正當手段與同行競爭、招攬業務。 
第廿一條 報關單位應當嚴格遵守國家對勞動保障的有關規定，與報關人員

簽訂勞動合同，不得損害報關人員的合法權益，不得雇用正在其他報

關企業從業的報關員。 
第廿二條 報關從業人員應當恪守職業道德，愛崗敬業；不得損害受雇企業

的合法權益，不得隨意違約離職，不得同時在兩家或者兩家以上的報

關企業從業。 
第五章 獎勵與懲戒 
第廿三條 報關企業和報關從業人員，應當認真貫徹執行《南京海關關於規

範和考核報關企業行為的通知》(寧關調發[2004]211號)精神，積極參
與關區「誠信守法報關企業」和「優秀報關員」評選活動，對被評為

「誠信守法報關企業」和「優秀報關員」的由江蘇報關協會會同南京

海關業務主管部門聯合通報表彰和獎勵。 
第廿四條 對涉嫌違反準則行為的報關單位和報關從業人員經報關協會常設

機構調查屬實後，向常務理事會報告並提出處理建議。 
第廿五條 報關單位和報關從業人員有下列行為之一的，根據情節輕重，經

常務理事會或會長會議批准，可以對其重新培訓，通報批評，開除會

籍，並將有關材料提供給相關執法機關： 
(一)嚴重違反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的； 
(二)違反江蘇報關協會章程和本準則，並造成惡劣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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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擅自提高或降低對外公佈的報關服務收費標準，進行不正當競
爭、擾亂報關市場秩序的； 

(四)嚴重違反報關委託協議，侵害委託人利益，對報關行業造成惡劣
影響的； 

(五)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假借海關名義向委託人索取財物或向執法人
員行賄的； 

(六)嚴重違背職業道德，向執法人員饋贈禮品、禮金、有價證券；為
執法人員支付和報銷應由個人承擔的各種費用，安排宴請、娛樂、

旅遊和其他高消費活動的； 
(七)不配合執法機關執行公務和報關協會行業管理的； 
(八)冒用執法機關名義，向委託人亂收各種費用的； 
(九)發生其他嚴重違反行業規定、公約行為，造成惡劣影響的。 

第六章 附則 
第廿六條 本準則自江蘇報關協會理事會通過之日起實行。 
第廿七條 本準則適用於在南京關區註冊登記的報關單位和報關從業人員。 
第廿八條 本準則由江蘇報關協會負責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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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前言 
為促進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以下簡稱雙方)經濟的共同繁榮與發展，加強
雙方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貿聯繫，雙方決定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

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以下簡稱《安排》)。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目標 
    通過採取以下措施，加強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以下簡稱香港)之間的
貿易和投資合作，促進雙方的共同發展： 
    (一)逐步減少或取消雙方之間實質上所有貨物貿易的關稅和非關稅壁
壘； 
    (二)逐步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減少或取消雙方之間實質上所有歧視性
措施； 
    (三)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 
第二條 原則 
《安排》的達成、實施以及修正應遵照以下原則： 
     (一)遵循「一國兩制」的方針； 
    《安排》中，內地系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部關稅領士。 
     (二)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 
     (三)順應雙方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需要，促進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四)實現互惠互利、優勢互補、共同繁榮； 
     (五)先易後難，逐步推進。 
第三條 建立與發展 

(一)雙方自 2004年 l月 l日起開始實施《安排》下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
自由化的具體承諾。 
(二)雙方將通過不斷擴大相互之間的開放，增加和充實《安排》的內容。 

第四條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檔中特定條款的不適用 
雙方認識到，內地經過 20多年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
內地企業的生產與經營活動已經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雙方同意《中國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第 15條和第 16條，以及《中國加入世界貿
易組織工作組報告書》第 242段的內容不再適用於內地與香港之間的貿
易。 

第二章 貨物貿易 
第五條 關稅 

(一)香港將繼續對原產內地的所有進口貨物實行零關稅。 
(二)自 2004年 1月 1日起，內地將對附件 1中表 1列明的原產香港的 
進口貨物實行零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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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遲於 2006年 l月 l日，內地將對附件 1中表 1以外的原產香港的    
進口貨物實行零關稅。具體實施步驟載於附件 1。 

(四)任何根據本條第三款取消進口關稅的貨物應補充列入附件 1中。 
第六條 關稅配額和非關稅措施 

(一)一方將不對原產于另一方的進口貨物採取與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不  
符的非關稅措施。 

(二)內地將不對原產香港的進口貨物實行關稅配額。 
第七條 反傾銷措施 
雙方承諾一方將不對原產于另一方的進口貨物採取反傾銷措施。 

第八條 補貼與反補貼措施 
雙方重申遵守世界貿易組織《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及《1994年關
稅與貿易總協定》第 16條的規定，並承諾一方將不對原產于另一方的
進口貨物採取反補貼措施。 

第九條 保障措施 
如因《安排》的實施造成一方對列入附件 1中的原產于另一方的某項產
品的進口激增，並對該方生產同類或直接競爭產品的產業造成嚴重損害

或嚴重損害威脅，該方可在以書面形式通知對方後臨時性地中止該項產

品的進口優惠，並應儘快應對方的要求，根據《安排》第十九條的規定

開始磋商，以達成協議。 
第三章 原產地 
第十條 原產地規則 
    (一)適用於《安排》下貨物貿易優惠措施的原產地規則載於附件 2。 
    (二)為保證貨物貿易優惠措施的實施，雙方決定加強和擴大行政互助的 

內容和範圍，包括制訂和實施嚴格的原產地證簽發程式，建立核查

監管機制，實行雙方發證和監管機關聯網、電子資料交換等措施，

具體內容載於附件 3。 
第四章 服務貿易 
第十一條 市場准入 
    (一)一方將按照附件 4列明的內容和時間對另一方的服務及服務提供者  

逐步減少或取消實行的限制性措施。 
    (二)應一方的要求，雙方可通過協商，進一步推動雙方服務貿易的自由 

化。 
    (三)任何根據本條第二款實行的服務貿易自由化措施應補充列入附件 

4。 
第十二條 服務提供者 

(一)《安排》中「服務提供者」的定義及相關規定載於附件 5。 
(二)任何世界貿易組織其他成員的服務提供者，如系根據一方的法律所     
設立的法人並在該方從事附件 5中規定的“實質性商業經營”，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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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享受另一方在《安排》下給予該方服務提供者的優惠。 
第十三條 金融合作 
雙方採取以下措施，進一步加強在銀行、證券和保險領域的合作： 
(一)內地支援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及部分股份制商業銀行將其國際資金 
外匯交易中心移至香港； 

(二)支援內地銀行在香港以收購方式發展網路和業務活動； 
(三)內地在金融改革、重組和發展中支持充分利用和發揮香港金融仲介 
機構的作用； 

(四)雙方加強金融監管部門的合作和資訊共用； 
(五)內地本著尊重市場規律、提高監管效率的原則，支援符合條件的內 
地保險企業以及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其他企業到香港上市。 

第十四條 旅遊合作 
(一)為進一步促進香港旅遊業的發展，內地將允許廣東省境內的居民個 
人赴港旅遊。此項措施一首先在東莞、中山、江門三市試行，並不 
遲於 2004年 7月 l日在廣東省全省範圍實施。 

(二)雙方加強在旅遊宣傳和推廣方面的合作，包括促進相互旅遊以及開 
展以珠江三角洲為基礎的對外推廣活動。 

(三)通過合作，提高雙方旅遊行業的服務水平，保障遊客的合法權益。 
第十五條 專業人員資格的相互承認 

(一)雙方鼓勵專業人員資格的相互承認，推動彼此之間的專業技術人才 
交流。 

(二)雙方主管部門或行業機構將研究、協商和制訂相互承認專業人員資   
格的具體辦法。 

第五章 貿易投資便利化 
第十六條 措施 
雙方通過提高透明、標準一致化和加強資訊交流等措施 
與合作，推動貿易投資便利化。 

第十七條 合作領域 
(一)雙方將在以下領域加強合作； 
    1.貿易投資促進； 
    2.通關便利化； 
    3.商品檢驗檢疫、食品安全、質量標準； 
    4.電子商務； 
    5.法律法規透明度； 
    6.中小企業合作； 
    7.中醫藥產業合作。 
(二)從本條第一款所列領域的具體合作內容載於附件 6。 
(三)應一方的要求，雙方可通過協商，增加貿易投資便利化的合作領域或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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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四)任何根據本條第三款增加的領域或內容應補充列入附件 6。 

第六章 其他條款 
第十八條 例外 
    《安排》及其附件所載規定並不妨礙內地或香港維持或採取與世界貿易
組織規則相一致的例外措施。 
第十九條 機構安排 
    (一)雙方成立聯合指導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 
       委員會由雙方高層代表或指定的官員組成。 
    (二)委員會設立聯絡辦公室，並可根據需要設立工作組。聯絡辦公室分 

別設在中央人民政府商務部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商及科技局。 
(三)委員會的職能包括： 
    1.監督《安排》的執行； 
    2.解釋《安排》的規定； 
    3.解決《安排》執行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爭議； 
    4.擬訂《安排》內容的增補及修正； 
    5.指導工作組的工作； 
    6.處理與《安排》實施有關的任何其他事宜。 
(四)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例會，並可在一方提出要求後 30天內召   
開特別會議。 

(五)雙方將本著友好合作的精神，協商解決《安排》在解釋或執行過程 
中出現的問題委員會採取協商一致的方式作出決定。 

第二十條 雜項 
(一)除非《安排》另有規定，依據《安排》採取的任何行動不應影響或 
廢止一方依據其作為締約方在其他協議下所享受的權利和承擔的義

務。 
(二)雙方應努力避免增加影響實施《安排》的限制性措施。 

第二十一條 附件 
《安排》的附件構成《安排》的組成部分。 
第二十二條 修正 
根據需要，雙方可以書面形式修正《安排》或附件的內容。任何修正在雙方

授權的代表簽署後正式生效。 
第二十三條 生效 
《安排》自雙方代表正式簽署之日起生效。 
《安排》以中文書就，一式兩份。 
《安排》於 2003年 6月 29日在香港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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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中國海關總署與香港海關合作互助安排 

海關總署和香港海關(以下簡稱雙方)，同意遵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在「一國兩制」的框架內，通過建立兩個不同關稅地區相互支

援的合作與互助模式，在相互尊重兩地法律制度的基礎上，在各自的許可權和能

力的範圍內開展雙方的合作與互助，並達成如下安排： 
一、安排的適用範圍 
雙方同意，在各自的法律、許可權、能力及資源的範圍內，依照本安排進行

合作並相互提供行政互助，以保證海關法的正確實施，打擊違反海關法的行

為。 
二、情報交換 

(一)雙方將主動或經請求相互提供一切現有的關於下列事項的情報： 
   (1)可能有助於正確計征關稅和其他稅費的情報； 
   (2)關於已實施的或策劃中的與下列物品進出境有關的違反海關法  

行為的情報： 
     對環境或健康有害的貨物或物質； 
     麻醉品和精神藥物； 
     瀕危動植物； 
     武器、彈藥、炸藥和爆炸器械； 
     具有歷史、文化和考古價值的文物； 
     涉嫌侵犯知識產權的貨物； 
     雙方各自確定並即時相互通報的重點物品表中的貨物和物品。 
(二)雙方將主動並將儘快相互提供關於下列事宜的一切現有的情報： 
   (1)雙方在其正常活動中發現並有理由確信在另一方關境內將發生  

某一嚴重違反海關法的情報； 
   (2)可能有助於另一方查處違反海關法活動的情報； 
   (3)一方查獲的涉及另一方案件的有關私貨來源和非法販運路線的   

情報 
三、核查 

(一)經一方請求，另一方將向請求方通報關於下列事項的情況： 
   (1)作為附件隨貨物申報單遞交給請求方的檔是否屬實； 
   (2)運到請求方關境內的貨物是否系從被請求方關境內合法出口； 
   (3)從請求方出口的貨物是否合法運入被請求方關境內。 
(二)經請求，本條第一款第二、三項所述情況可包括驗放貨物所適用的  
海關手續。 

四、特別監視 
經一方請求，另一方將就下列各種情況進行一定時期的特別監視，並向請求

方提出監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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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參與或涉嫌參與違反海關法活動的人員； 
    (2)參與或涉嫌參與違反請求方海關法活動有關的貨物或物品； 
    (3)用於或涉嫌用於違反請求方海關法活動的運輸工具。 
五、代為調查 
經一方請求，另一方將就請求方已經開始調查的事項進行包括但不限於詢問

專家、證人和某一違反海關法行為的嫌疑人的調查和核實。 
如一方根據本地法律無權提供上一款所述協助，則將努力尋求其他有權部門

提供相應的協助或在其許可權和正常業務範圍內給予適當的協助。 
六、打擊麻醉品和精神藥物的非法販運及控制下交付 

(一)為加強在打擊麻醉品和精神藥物非法販運方面所採取的行動，雙方    
將主動並將儘快相互提供關於下列事項的情報： 

    (1)參與或涉嫌參與麻醉品和精神藥物非法販運活動的人員； 
    (2)用於或涉嫌用於非法販運麻醉品和精神藥物的車輛、船舶、航   

空器及其它運輸工具、集裝箱和郵件。 
(二)雙方將主動相互提供一切現有的關於麻醉品和精神藥物非法販運 
手段、新的有效打擊麻醉品和精神藥物非法販運方法的情報。 

(三)雙方可將本條規定的執行擴展到用於製造麻醉品和精神藥物的物  
質。 

(四)如雙方經各自有關部門授權採取控制下交付以查緝涉嫌參與走私 
活動的人員，則雙方將依照各自適用的法律並在其權力和能力範圍

內盡可能就此方面行動的實施進行合作。 
七、特別協助 

(一)異地約見知情人及相關人員 
   經一方請求，另一方將安排請求方在本地約見請求方指定的知情人  
或相關人員並提供必要的協助。 

   請求方在從事上述約見行為時，必須表明其身份並征得知情人或相 
關人員的同意。而被約見的人員所提供的情況和材料將不得作為法 
庭證據使用。 
上述協助不應被視作異地調查或執法行為。 

(二)雙方同步行動 
           應一方請求並經另一方同意，雙方可在約定的時間和各自關境內，  

開展海上及陸路口岸同步執法行動。 
同步行動請求應儘早提出並通知另一方。行動結束後，雙方將儘快

將行動成果反饋對方。 
(三)粵港海關間的互助 

           雙方同意在本安排的框架下，由海關總署授權海關總署廣東分署開   
展廣東省內海關與香港海關間包括但不限於即時通報、口岸同步行 
動在內的互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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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識產權保護 
   雙方同意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加強合作與互助。 

八、請求的方式和內容 
(一)根據本安排所提出的請求將以書面形式提出，並將隨附執行上述請
求所必需的檔。如情況緊急，可接受口頭請求，但隨後請求方應立即以

書面形式加以確認。 
(二)根據本安排所提請求將包括以下內容： 
   (1)提出請求的海關當局； 
   (2)請求採取的措施； 
   (3)請求的事宜和理由； 
   (4)關於案件和有關事實的概述； 
   (5)所涉及法律、法規的說明； 
   (6)關於所請求事項所涉及的自然人和法人的盡可能詳盡的情況； 
   (7)請求的答復時限和對聯絡方式的要求。 
(三)請求應採用中文。 
(四)如必要，被請求方可要求對上述請求進行更正或補充。 

九、請求的執行 
(一)被請求方將採取一切合理的措施執行請求。如被請求方不是執行一  
項請求的合適部門，可將該項請求轉送有關部門並謀求該部門的合 
作。此情況將通知請求方。是否執行該項請求由該合適部門自行確 
定，但無對此項請求進行答復的義務。 

(二)被請求方將按請求方的要求遵循特定程式，除非該程式與被請求方   
所適用的現行法律或通常作法相抵觸。 

(三)如請求方要求，被請求方須將執行協助請求所採取行動的時間及地  
點通知請求方，以使該行動得以協調。 

十、情報和檔的使用 
(一)根據安排所獲得的情報、檔和其他材料將僅用於本安排所規定的目 
的，並受提供上述情報、檔和其他材料一方所規定的條件的約束。 

(二)提供上述情報、檔和其他材料一方書面同意並受該方所規定的條件 
約束外，上述情報、檔及其它材料將不得用於其他目的，包括在法 
庭上作為證據使用。 

(三)根據本安排所獲得的情報、檔和其他材料，其機密性將受到在接收 
方關境內獲取同類情報、檔或其他材料所應受到的相同程度的保護。 

十一、協助義務的免除 
(一)如被請求方認為執行一項請求將損害其安全、公共秩序和其他公共  
利益，或將損害在其境內正在進行的某一程式，可拒絕提供此項協 
助，或在滿足一定條件下給予協助。 

(二)如一方所請求的協助是其自身在被請求時所不能向對方提供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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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方將在其請求書中聲明此點，以提請注意。是否執行此項請求將 
由被請求方自行酌定。 

十二、簡化海關手續 
(一)雙方將採取必要的措施簡化海關手續，提高通關速度和效率，以便 
利雙方人員和貨物的往來。 

(二)電腦應用 
   雙方將在其法律及許可權範圍內探討以電子資料交換的方式相互提  
供情報、資訊和資料的可能性。 

十三、合作與交流 
(一)為增進相互瞭解，雙方將在下列領域進行合作： 
   (1)就共同感興趣的事項進行海關官員和專家的交流； 
   (2)互派海關人員進行觀摩學習； 
   (3)組織兩地海關專家就雙方共同感興趣的問題進行專題研討； 
   (4)海關業務培訓。 
(二)雙方將及時交換下列資料和資訊： 
   (1)新頒佈的海關法規； 
   (2)商品資訊及價格資料； 
   (3)海關對運輸工具、貨物、旅客行李和郵件監管的新辦法； 
   (4)關於走私活動、走私形式、藏匿方式、新的走私工具和方法的情 

況、查緝方法及其成果； 
   (5)與海關業務有關的其他專業和科技資料； 
   (6)雙方共同感興趣的其他有關資料和資訊。 
(三)經雙方授權，兩地海關院校可直接聯繫，以交流教學經驗，互換教 
材，互派教員和學員。 

十四、費用 
(一)除支付給專家和證人等非海關雇員的費用外，雙方海關將放棄就本  
安排所產生的一切費用獲得補償的要求。如執行一項請求需要或將 
需要支付巨額或特別性質的費用，雙方將協商確定執行該項請求的 
條件及有關費用負擔的辦法。 

(二)雙方可就合作條款所產生費用的補償問題另行做出安排。 
十五、安排的執行 

(一)雙方將確定進行直接聯絡的部門並各自指定聯絡人員處理與本安 
排有關的事宜： 

   (1)海關總署指定國際合作司司長，香港海關指定一位助理關長為各 
自的聯絡官，就本安排的執行進行直接聯絡； 

   (2)雙方同意授權各自執法部門就其職權範圍內的事項進行直接聯 
絡，並指定各自的聯絡員； 

   (3)依照第七條第三項，粵港海關間的聯絡仍經粵港會晤的渠道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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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二)雙方代表將每年舉行一次會晤，以商討與執行本安排有關的事項。 
會晤的時間和地點將由雙方在會晤開始前足夠的時間內商定。 

(三)雙方將本著友好合作的精神協商解決本安排在執行或解釋過程中 
所產生的問題。 

十六、安排的法律效力 
本安排不具有法律效力。 
十七、生效和終止 

(一)本安排自雙方代表正式簽字之日起生效。自本安排生效之日起，原 
雙方所簽署的備忘錄、會談紀要等的執行應符合本安排的有關規定。 

(二)本安排長期有效。雙方可以書面方式通知終止本安排，本安排將於 
上述通知發出之日起六個月後失效。但在終止本安排前收到的請 
求，應按照本安排的規定予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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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中國海關總署與澳門海關合作互助安排 
海關總署和澳門海關（以下簡稱雙方），同意遵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在一國兩制的框架內，通過建立兩個不同關稅地區相互支援

的合作與互助模式，在相互尊重兩地法律制度的基礎上，在各自的許可權和能力

的範圍內開展雙方的合作與互助，並達成如下安排： 
一、定義 
就本安排而言，下列用語的含義是： 
(一)海關法一詞指由安排雙方執行或實施的關於貨物、物品和運輸工具進出

境和過境及為海關職責而執行的一切法律、法規。 
(二)違反海關法一詞指任何既遂或未遂的違反海關法的行為。 

二、安排的適用範圍 
雙方同意，在各自的法律、許可權、能力及資源的範圍內，依照本安排進行

合作並相互提供行政互助，以保證海關法的正確實施，打擊違反海關法的行為。 
三、情報交換 

(一)雙方將主動或經請求相互提供一切現有的關於下列事項的情報： 
1.可能有助於正確計征關稅和其他稅費的情報。 
2.關於已實施的或策劃中的與下列物品進出境有關的違反海關法行為的 
情報。 
1)對環境或健康有害的貨物或物質。 
2)麻醉品和精神藥物。 
3)瀕危動植物。 
4)武器、彈藥、炸藥和爆炸器械。 
5)具有歷史、文化和考古價值的文物。 
6)涉嫌侵犯知識產權的貨物。 
7)偽造貨幣。 
8)易制毒化學前體。 
9)雙方各自確定並即時相互通報的重點物品表中的貨物和物品。 

3.關於已實施或策劃中的由團夥或個人以“短期多次往返”旅客攜帶自用
物品進出境形式違反海關法行為的情報。 

4.用於或涉嫌用於違反海關法行為的進出境運輸工具的情報。 
5.通過快遞或郵遞渠道走私違反海關法規定的貨物和物品的情報。 
6.涉嫌通過低瞞報價等商業瞞騙手段進行走私的企業和個人的情報。 

   (二)雙方將主動並將儘快相互提供關於下列事宜的一切現有的情報： 
1.雙方在其正常活動中發現並有理由確信在另一方關境內將發生某一嚴 
重違反海關法活動的情報。 

2.可能有助於另一方查處違反海關法活動的情報。 
3.一方查獲的涉及另一方案件的有關私貨來源和非法販運路線的情報。 

(三)一方根據另一方線人提供的線索而查獲違反海關法的行為，查獲方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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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的規定提取獎勵金，由提供方代發線人獎勵金。  
四、核查 

(一)經一方請求，另一方將向請求方通報關於下列事項的情況： 
1.作為附件隨貨物申報單遞交給請求方的檔是否屬實。 
2.運到請求方關境內的貨物是否系從被請求方關境內合法出口。 
3.從請求方出口的貨物是否合法運入被請求方關境內。 

(二)經請求，本條第一款第二、三項所述情況可包括驗放貨物所適用的海關 
手續。 

五、特別報告 
經一方請求，另一方將就下列各種情況進行調查，並按請求方要求提出有關

事實情況的資料報告： 
(一)參與或涉嫌參與違反海關法活動的人員。 
(二)參與或涉嫌參與違反請求方海關法活動有關的貨物或物品。 
(三)用於或涉嫌用於違反請求方海關法活動的運輸工具。 

六、代為調查 
(一)經一方請求，另一方將就請求方已經開始調查的事項進行包括但不限於 
詢問專家、證人和某一違反海關法行為的嫌疑人的調查和核實。 

(二)如一方根據本地法律無權提供上一款所述協助，則將努力尋求其他有權 
部門提供相應的協助。 

七、打擊麻醉品和精神藥物的非法販運及控制下交付 
(一)為加強在打擊麻醉品和精神藥物非法販運方面所採取的行動，雙方將主 
動並將儘快相互提供關於下列事項的情報： 

1.參與或涉嫌參與麻醉品和精神藥物非法販運活動的人員。 
2.用於或涉嫌用於非法販運麻醉品和精神藥物的車輛、船舶、航空器及其 
他運輸工具、集裝箱和郵件。 

3.用於或涉嫌用於藏匿非法販運麻醉品和精神藥物的貨物及物品。 
(二)雙方將主動相互提供一切現有的關於麻醉品和精神藥物非法販運手 
段、販運趨勢、新的有效打擊麻醉品和精神藥物非法販運策略及方法的 
情報。 

(三)雙方可將本條規定的執行擴展到用於製造麻醉品和精神藥物的物質。 
(四)如雙方經各自有關部門授權採取控制下交付以查緝涉嫌參與走私活動 
的人員，則雙方將依照各自適用的法律並在其權力和能力範圍內盡可能 
就此方面行動的實施進行合作。 

八、特別協助 
(一)異地約見知情人及相關人員 
經一方請求，另一方將安排請求方在本地約見請求方指定的知情人或相

關人員並提供必要的協助。 
請求方在從事上述約見行為時，必須表明其身份並征得知情人或相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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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同意。而被約見的人員所提供的情況和材料將不得作為法庭證據使

用。上述協助應在本安排範圍內進行。 
(二)雙方同步行動 
應一方請求並經另一方同意，雙方可在約定的時間和各自關境內，開展

海上及陸路口岸同步執法行動。 
同步行動請求應儘早提出並通知另一方。行動結束後，雙方將儘快將行

動成果反饋對方。 
(三)粵澳海關間的互助 
雙方同意在本安排的框架下，由海關總署授權海關總署廣東分署開展廣

東省內海關與澳門海關間包括但不限於即時通報、口岸同步行動在內的

互助合作。 
(四)知識產權保護 
雙方同意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加強合作與互助。 

九、請求的方式和內容 
(一)根據本安排所提出的請求將以書面形式提出，並將隨附執行上述請求所 
必需的檔。如情況緊急，可接受口頭請求，但隨後請求方應立即以書面

形式加以確認。 
  (二)根據本安排所提請求將包括以下內容： 

1.提出請求的海關當局。 
2.請求採取的措施。 
3.請求的事宜和理由。 
4.關於案件和有關事實的概述。 
5.所涉及法律、法規的說明。 
6.關於所請求事項所涉及的自然人和法人的盡可能詳盡的情況。 
7.請求的答復時限和對聯絡方式的要求。 

(三)請求應採用中文。 
(四)如必要，被請求方可要求對上述請求進行更正或補充。 

十、請求的執行 
(一)被請求方將採取一切合理的措施執行請求。如被請求方不是執行一項請
求的合適部門，可將該項請求轉送有關部門並謀求該部門的合作。此情

況將通知請求方。是否執行該項請求由該合適部門自行確定。 
(二)被請求方將按請求方的要求遵循特定程式，除非該程式與被請求方所適
用的現行法律或通常做法相抵觸。 

(三)如請求方要求，被請求方須將執行協助請求所採取行動的時間及地點通
知請求方，以使該行動得以協調。 

十一、情報和檔的使用 
(一)根據安排所獲得的情報、檔和其他材料將僅用於本安排所規定的目的，
並受提供上述情報、檔和其他材料一方所規定的條件的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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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除提供上述情報、檔和其他材料一方書面同意並受該方所規定的條件約
束外，上述情報、檔及其他材料將不得用於其他目的，包括在法庭上作

為證據使用。 
(三)根據本安排所獲得的情報、檔和其他材料，其機密性將受到在接收方關
境內獲取同類情報、檔或其他材料所應受到的相同程度的保護。 

十二、協助義務的免除 
(一)如被請求方認為執行一項請求將損害其安全、公共秩序和其他公共利
益，或將損害在其境內正在進行的某一程式，可拒絕提供此項協助，或

在滿足一定條件下給予協助。 
(二)如一方所請求的協助是其自身在被請求時所不能向對方提供的，則該方
將在其請求書中聲明此點，以提請注意。是否執行此項請求將由被請求

方自行酌定。 
十三、簡化海關手續 
雙方將採取必要的措施簡化海關手續，提高通關速度和效率，以便利雙方人

員和貨物的往來。 
十四、合作與交流 

(一)為增進相互瞭解，雙方將在下列領域進行合作： 
1.就共同感興趣的事項進行海關官員和專家的交流。 
2.互派海關人員進行觀摩學習。 
3.組織兩地海關專家就雙方共同感興趣的問題進行專題研討。 
4.海關業務培訓。 

(二)雙方將及時交換下列資料和資訊： 
1.新頒佈的海關法規。 
2.商品資訊及價格資料。 
3.有關貨物原產地的資料。 
4.海關對運輸工具、貨物、旅客行李和郵件監管的新辦法。 
5.關於走私活動、走私形式、藏匿方式、新的走私工具和方法的情況、
查緝方法及其成果。 

6.開展風險管理工作的做法及經驗。 
7.與海關業務有關的其他專業和科技資料。 
8.雙方共同感興趣的其他有關資料和資訊。 

十五、費用 
(一)除支付給專家和證人等非海關雇員的費用外，雙方海關將放棄就本安排
所產生的一切費用獲得補償的要求。如執行一項請求需要或將需要支付

巨額或特別性質的費用，雙方將協商確定執行該項請求的條件及有關費

用負擔的辦法。 
(二)雙方可就合作條款所產生費用的補償問題另行作出安排。 

十六、安排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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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雙方將確定進行直接聯絡的部門並各自指定聯絡人員處理與本安排有
關的事宜： 
1.海關總署指定國際合作司司長，澳門海關指定一位助理關長為各自的
聯絡官，就本安排的執行進行直接聯絡。 

2.雙方同意授權各自執法部門就其職權範圍內的事項進行直接聯絡，並
指定各自的聯絡員。 

3.依照第八條第三項，粵澳海關間的聯絡經粵澳合作渠道進行。 
(二)雙方代表將每年舉行一次會晤，以商討與執行本安排有關的事項。會晤
的時間和地點將由雙方在會晤開始前足夠的時間內商定。 

(三)雙方將本著友好合作的精神協商解決本安排在執行或解釋過程中所產
生的問題。 

十七、安排的法律效力 
本安排不具法律效力。 

十八、生效和終止 
(一)本安排自雙方代表正式簽字之日起生效。自本安排生效之日起，原雙方
所簽署的備忘錄、會談紀要等的執行應符合本安排的有關規定。 

(二)本安排長期有效。雙方可以書面方式通知終止本安排，本安排將於上述
通知發出之日起六個月後失效。但在終止本安排前收到的請求，應按照

本安排的規定予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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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赴中國大陸參訪與資料蒐集報告 
一、參訪中國海關學會 
    (一)時間：2006年 8月 1日，上午 9:30 ~ 11:30 
    (二)地點：北京市中國海關學會 
    (三)出席人員： 

中國海關學會：吳乃文(中國海關學會副會長)、侯真喜(中國海關學會副
會長)、沈玉章(中國海關學會秘書長)、唐敏(中國海關
學會幹事、港澳台事務辦公室副主任)、王曉紅(中國海
關學會幹事、港澳台事務辦公室科長) 

        國立中山大學國際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訪問團：林德昌(國立中山大學
國際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主任)、林科希(高雄海關主任
秘書)、鍾清豐(高雄海關簡任稽核)、蘇金寶(高雄海關
副分局長)、翁耀南(高雄海關保稅組編審)、翁榮祥(高
雄海關機場編審)、羅傳燈(財政部關稅總局科長) 

    (四)會談重點 
       1.就建立未來兩岸關務的交流與合作，似可從議題的選擇和機制的建立

等方面著手。 
       2.兩岸關務交流，宜先由民間或學術界推動，如中國海關學會與台灣關

稅協會等，可避免敏感的政治議題； 
       3.對於防止走私、共同打擊犯罪、緝毒等重大案件，兩岸似可加強合作，

並推動情報資訊之互通有無。 
       4.在緝毒犬的訓練方面，中國大陸目前共有北京、昆明和深圳等三個訓

練基地。希望未來台灣的緝毒犬，可委為中國大陸代訓。 
.       5.海峽兩岸海關應定互訪與考察，進而提高到更實質性的合作。會中雙

方亦建議，未來兩岸關務交流，不要僅停留在交流層次，而是希望能

透過更有系統性的民間學術團體交流，獲得更具體的實質合作。 
       6.關於台灣水果出口中國大陸之認證問題，似可由台灣關稅協會負責辦

理之。 
       7.中國海關學會期望能與國立中山大學國際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建立

與保持互紡機制，促進任何有利於兩岸的交流與合作。兩岸關務交流，

未來可朝向資訊、學術，以相關學務方面的合作。小三通、大通關、

人員培訓、緝毒、信息技術、貿易便利法等理論與實務，可作為未來

交流的重要議題。 
       8.雙方代表團建議，希望可儘快於明年召開兩岸關務學術研討會，並選

擇適之議題。由於兩岸海關關務的發展，在與國際社會接軌之下，已

然趨向一致，因此未來學術研討會的召開，應採取定期在兩地互辦。 
       9.中國海關學會的設立，則是要為中國海關提供服務；至於其他協會，

如中國口岸協會、中國報關協會，以及中國保稅區加工出口區協會等，



 291

則是要為企業、社會提供服務。 
      10.中國海關學會的網站，屬於內部網站，故不對外開放使用。 
二、參訪上海海關學會 
    (一)時間：2006年 8月 3日，上午 10:00 ~ 11:30 
    (二)地點：上海市中國海關學會上海分會 
    (三)出席人員： 

上海海關學會：曹恒禮(中國海關學會上海分會會長)、顧振興(中國海關
學會上海分會副會長)、金茂新(中國海關學會上海分會
秘書長)、吳啟華(上海海關學會秘書長)、丁曄(上海海
關總值班室副主任)、毛雅君(上海海關主任) 

        國立中山大學國際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訪問團：林德昌(國立中山大學
國際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主任)、林科希(高雄海關主任
秘書)、鍾清豐(高雄海關簡任稽核)、蘇金寶(高雄海關
副分局長)、翁耀南(高雄海關保稅組編審)、翁榮祥(高
雄海關機場編審)、羅傳燈(財政部關稅總局科長) 

    (四)會談重點 
       1.上海海關學會會員，多為現任關員。該學會重視的議題，包括海關改

革、為經貿和企業服務、兩岸關務交流、風險管理、降低貿易成本，

以及簡化通關手續等議題。 
       2.未來兩岸關務交流與合作，應從議題的角度出發，確實掌握重要且適

合的議題。這些議題可包括風險管理、保稅倉庫、自由貿易港區、洋

山港保稅區、通關模式，以及商品歸類等。 
       3.過去台灣海關和昆明海關，透過訊息的交流，層共同破獲毒品走私；

未來兩岸似應加強情報資訊之交流。 
       4.上海大通關試點的成效佳，值得台灣進行更深入之了解。 
       5.中國海關學會與台灣關稅協會的功能與結構，均有所差異。前者主要

是服務海關，而且每一海關皆設有一學會；後者係為企業和廠商提供

服務，並只有一個總局存在，無其他的分支機構。 
       6.中國海關學會下設上海、廣州、大連、昆明和天津等五個代表處，下

轄 130餘個海關學會分會。 
       7.昆明海關主要以緝毒為主，故最適合訓練緝毒犬。關於台灣緝毒犬和

人員的訓練，似可與中國大陸協商合作代訓的可能性。 
       8.由於台灣並非是世界海關組織的成員，導致台灣在緝毒、反恐，以及

其他重要議題的掌控方面，欠缺即時的情報與資訊。建議是否中國海

關學會可將類似之資訊，傳達台灣關稅協會。 
       9.關於走私情報，兩岸之間似可建立資訊平台。 
      10.在查緝走私方面，台灣海關的困難度較高。中國海關總署設有緝私局，

並成立緝私警察，具有司法權力，在打擊走私方面較具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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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海峽兩岸海關可就三通之各項籌備工作，及其可能遭遇到的可能問
題，進行交流與合作；由於小三通之開放，當初並無海關參與其中。

建議未來兩岸三通議題，應讓海關共同參與之。 
      12.中國海關總署國務院，位階較高，權力較大；台灣海關直屬財政部，

位階較低。 
      13.中國海關關員有年輕化的趨勢，平均年齡為 37歲；台灣海關關員則呈

現老化的情況，平均年齡為 50歲。 
      14.台灣海關的接軌國際社會，遠早於中國大陸。在中國大陸目前邁向與

國際社會接軌的過程中，兩岸似可針對相關議題，如通關便捷化、清

廉度、透明化、年青化、海關商品估價、原產地規則，以及商品分類

等，進行交流和研討。 
      15.中國海關學會已訪問台灣三次；而台灣關稅協會亦已訪問中國大陸有

十餘次之多。因此，從民間的層面推動兩岸關務的合作，應持續保持

下去；並建立兩岸定期互訪、交流的機制。 
三、參訪中國海關學會廣州分會 
    (一)時間：2006年 8月 4日，下午 3時至 5時 
    (二)地點：廣州市中國海關學會廣州分會 
    (三)出席人員： 

中國海關學會廣州分會：倪治安(中國海關總署廣東分署副主任、中國
海關學會副會長、廣州分會會長)、吳大榮(中國海關學
會廣州分會副會長、廣州海關學會會長)、梁冬梅(中國
海關學會廣州分會副秘書長)、吳明祥(中國海關學會廣
州分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方美廣(中國海關學會廣州分
會副會長)、朱才良(廈門海關學會副會長) 

        國立中山大學國際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訪問團：林德昌(國立中山大學
國際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主任)、林科希(高雄海關主任
秘書)、鍾清豐(高雄海關簡任稽核)、蘇金寶(高雄海關
副分局長)、翁耀南(高雄海關保稅組編審)、翁榮祥(高
雄海關機場編審)、羅傳燈(財政部關稅總局科長) 

    (四)會談重點 
       1.中國海關學會廣州分會，成立於 1986年 12月。共有理事 52人，常務

理事 16人。 
       2.中國海關學會下設五個分會，而廣州分會為其中之一。分會是總會的

派出機構，秉承總會思想。廣州分會的研究課題較多，目前共有 13
個地區組織。廣州分會主要以研究為主，迄今已開辦了許多專題研討，

如珠江三角洲經濟整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兩岸三通管理事務、海

上緝私、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以及邊境管理等。 
       3.廣東海關分署負責指導、監督和協調省內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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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福建省有二個海關，即廈門和福州海關。廈門海關已推動快速通關，
另對於小三通的議題，亦已在廈門召開兩岸三通管理實務研討會。此

一研討會共由來自廈門、福州和汕頭的海關學會人員參加，但並未包

含來自台灣的相關人士。建議是否未來可邀請中華民國關稅協會相關

人士參加。 
       5.雙邊同意未來應加強兩岸海關人員、民間團體的參訪與交流。 
       6.兩岸三通是未來發展的潮流，同時海關也將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希望兩岸海關能加強交流與合作。 
       7.在中國海關和港澳海關之間的合作，已是非常密切。亦曾針對海關統

計、通關便捷化、打擊走私毒品等議題，舉辦多次之高層會議。 
       8.廣州分會為中國海關學會的派出機構，並無獨立之法人地位。其僅能

根據總會的安排行事；若有任何意見與建議，僅能向總會反映，事權

屬於總會。 
       9.在緝毒犬方面，五年前的廣州海關僅有二隻緝毒犬。昆明、深圳和北

京都是緝毒犬的訓練基地。目前，香港亦想請昆明代為訓練緝毒犬。

至於台灣方面，若有此一需要，可透過中國海關學會進行交流與合作。 
      10.關於三通議題，可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切入，並透過研討會的方式，先

進行兩岸海關的學術交流。 
四、香港中文大學短期研究與資料蒐集 
    (一)時間：民國 95年 9月 4日至 10日 
    (二)地點：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三)資料研究與蒐集內容 
       《中國海關雜誌月刊》(1993-2006)，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 

       《海關統計》(1993-2006)，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編著。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文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辦公廳編

著。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海海關編著，《北海海關志》。 南寧：廣西人民出版
社，1997。 

北京海關志編纂委員會，《北京海關志：1929-1979》。北京：海關志編
纂委員會，2002。 

北京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北京志對外經貿卷海關志》。北京：北京出

版社，2005。 
孫晶岩編著，《邊關：中國陸路邊境海關紀實》。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當代廣西海關編委會編，《當代廣西海關 1949-2001》。北京：中央文獻
出版社，2002。 

宿世芳主編，《當代中國海關》。1992。 
福建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福建省志海關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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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福州海關，《福州海關志 1861-1989》。廈門：鷺江出版
社，1991。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海關志》。南寧：廣

西人民出版社，1997。 
廣州海關編志辦公室編，《廣州海關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 
哈爾濱海關志編纂委員會，《哈爾濱海關志》。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

版社，1999。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口海關編，《海口海關志》。1992。 
海南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海南省志、口岸志、海關志、商檢志》。

海南：南海出版社，1993。 
徐蔚葳主編，《杭州海關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中華人民共和國黑河海關編，《黑河海關志：1909-1998》。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黃埔海關志編纂委員會，《黃埔海關志》。1996。 
吉林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纂，《吉林省志海關商檢志》。長春：吉林

人民出版社，1991。 
江蘇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江蘇省志海關志》。南京：江蘇人民出

版社，1994。 
九龍海關編志辦公室編，《九龍海關志：1887-1990》。廣州：廣東人民
出版社，1993。 

南京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南京海關志》。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

1993。 
青島市史志辦公室編，《青島市志海關志》。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 
山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山東省志海關志》。濟南：山東人民出

版社，1991。 
陝西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陝西省志·進出口商品檢驗志》。西安：
陝西人民出版社，1990。 

上海海關編，《上海海關統計年鑒：1994-2005》。上海：世界圖書出版
公司，1995-2006。 

李文輝主編，《上海出入境邊防檢察總站論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公

安大學出版社，2001。 
陳正恭主編，《上海海關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 
四川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川省志海關志》。成都：四川科學

技術出版社，1998。 
梧州海關編志組，《梧州海關志：1897-1992》。1997。   
中華人民共和國武漢海關編著，《武漢海關志》。1995。 
廈門商檢志編纂委員會編，《廈門商檢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 
蘇合力提等著，《新疆口岸問題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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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方誌編委會等編，《新疆通志海關志》。烏魯木齊：

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雲南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總纂，《雲南省志·海關志》。昆明：雲南人民
出版社，1989。 

公安部邊防局，《中國邊防檢查和出入境管理：1644-1949》。北京：改
革出版社，1997。 

趙長天，《中國的大門：關於上海海關的報告》。上海：上海文藝出版

社，2000。 
高融昆，《中國海關的制度創新和管理變革》。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

2002。  
郭燕，《中國海關實務》。北京：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1。 
中國口岸協會編著，《中國口岸與改革開放》。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

2002。 
亞子主編，《最高動員令：中國海關反走私紀實》。北京：中國社會出

版社，1999。 
藍野著，《入關：給中國帶來什麼？》。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1992。 
餘良軍編著，《入世後行業走勢及命運》。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1。 
王俊主編，《GATT：返關後的中國：產業出路與企業對策》。廣州：
華南理工大學，1993。 

楊翰輝等著，《WTO與中國知識產權制度的衝突與規避》。北京：中國
城市出版社，2001。 

五、上海海關學會資料蒐集 
    (一)時間：民國 95年 10月 7日至 11日 
    (二)地點：上海市上海海關學會 
    (三)資料蒐集內容 
       《海關研究》，2003-2006；海關研究係屬於中國海關總署内部刊物，為

雙月刊，但不對外開放。 
王意家、甄鳴、孫國權，2000。《海關概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付嘉駿、劉成凱、蔣小竹，2005。《商品歸類》。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 
安民，2004。《內地與香港、澳門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知識讀本》。北京：
中國商務出版社)。 

李淑霞、宋君濤，2005。《關稅徵收》。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 
李綱主編，2004。《上海合作組織：加速推進的區域經濟合作》。北京：
中國海關出版社 10。 

李華東，《貨物運輸》。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 
何彤、蘇玉軍，2005。《綜合服務》。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 
呂傳紅、胡東升、李莎，2005。《加工貿易》。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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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雷、朱飛，2006。《海關實務》。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金振武，2005，《企業管理》。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 
孫鳳玉，2005。《海關統計》。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 
高海鄉，2006。《中國保稅區轉型的模式》。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許丁、何耀明、周亞春、陳輝，2005。《通關作業》。北京：中國海關出
版社。 

許立波，2005。《世界貿易組織概論》。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 
黃天華，2006。《中國關稅制度》。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賈小寧、周豔，2005。《知識產權海關保護》。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 
張軍強、藺劍，2005。《走私犯罪偵查》。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 
廉曉梅，2005。《APEC區域經濟合作模式與發展前景研究》。北京：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劉高俊，2005，《海關稽查》。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 
劉傳、朱文豹、譚京華，2004。《中國臨港保稅區發展研究》。北京：經
濟科學出版社。 

鄭俊田，2005。《中國海關通關實務》。北京：中國商務出版社。 
鄭俊田，2006。《海關管理研究》。北京：中國商務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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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7：計畫審查委員會會議記錄 

一、期中報告第 1次審查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95年 8月 17日(星期四)中午 1時 
(二)開會地點：高雄關稅局 6樓第二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王委員廷升、王委員振軒、李委員茂、黃委員俊南、陳委員
柏生、呂委員添資 

(四)召集人：李處長茂(由出席審查委員圈選)             紀錄：張高財 
(五)召集人報告：本採購審查委員會委員共 7人，本次會議出席委員(6人) 
佔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其中外聘委員 2人，且佔出席委員總人數(6 
人)三分之一以上，因出席審查委員人數已達法定標準，開始進行會議。 

(六)計劃主持人報告：(略) 
(七)討論事項：(略) 
(八)會議結論： 

1)本研究案係海關第 1 次委託學術單位辦理，將來報告完成，除內容可
供參考外，其研究架構可作為日後海關人員撰寫研究報告範本，下列

事項請予以補強： 
         (1)本研究採用「田野調查法」，請於報告中簡介該法，並補述使用該

法理由。本報告亦使用到「實地訪談」與「文獻分析」法，是否亦

併入「研究方法」請參酌。 
         (2)請補列研究架構。 

2)從緒論與理論分析觀之，研究方向與議題似有偏離，請針對研究主題
從實務面增加探討，並研擬出具體可行的合作項目，合作事項以短程、

中程、長程方式列述。 
3)研究目的雖列有 7項，但對海關而言並不具實質利益。海關主要目的
應為透過第 2軌道情資交換以加強查緝績效。以目前海關最頭痛的「大
陸物品鑑定」為例，研議如何比照兩岸警察單位合作模式，透過第 2
軌道請彼岸代為鑑定或查證。 

4)我國主要民間組織為「中華民國關稅協會」，該協會一向經費短缺，不
若對岸「中國海關協會」由政府資助，恐影響實質推動。請將經費問

題列入探討，並將我國之國際輪船公會、報關公會及臺灣國際物流協

會等併入研究，期能推導出具體有效之可行性互動模式。 

5)我國並非世界海關組織會員，而中國大陸又一再阻撓我國加入。因此，
要在世界海關組織架構下建立兩岸關務合作似有困難，唯有研提一套

我國加入世界海關組織方法，才能有效利用此架構建立關務合作。 
6)相關資料有待補強，建議蒐集大陸之名目關稅稅率、平均實質關稅稅
率、關稅收入占國家財政總收入比率等資料，本研究有關數據請引用

至 2006年 6月或 2005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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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各審查委員已將意見填列在審查表，請參酌並配合修正。其他如筆誤、
重複、資料誤列部分，有些委員訂正在期中報告上，請林教授攜回作

為修正參考。 
(九)收回審查委員期中報告審查表。 

(十)散會。 

二、期末報告第 2次審查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95年 11月 29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二)開會地點：高雄關稅局 6樓第 2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王委員廷升、王委員振軒、李委員茂、陳委員柏生、呂委員
添資 

(四)召集人：李副局長茂                              紀錄：張高財 
(五)召集人報告：本採購審查委員會委員共 7人，本次會議出席委員(5人)， 
佔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其中外聘委員 2人，且佔出席委員總人數(5 
人）三分之一以上，因出席審查委員人數已達法定標準，開始進行會議。 

(六)計劃主持人報告：(略) 
(七)討論事項：(略) 
(八)會議結論： 

1)研究範圍既包括兩岸關務，則內容應包含中國大陸與台灣，報告中大

陸方面有非常詳細介紹，台灣方面卻隻字未提。請以專章介紹我國海

關與民間團體，並提出如何透過兩岸民間團體合作，解決中華民國海

關所關心的議題，以增加本研究的參考價值。建議將第 4、5章順序予

以調換，第 7 與 8 章請考慮予以合併。另請增列專章，論述台灣民間

關務社團及台灣海關過去在國際雙邊交流歷史與當前之國際交流情

況，藉與大陸海關及民間社團之章節作平衡對照。 

2)我國民間交流單位只列明中華民國關稅協會，惟整個報告中對該協會

並未介紹有如前述，該協會是否有能力擔此重任，應係本報告重點，

亦未見分析，如能將我國之國際輪船公會、報關公會及臺灣國際物流

協會等併入研究，並將研究主題從實務面增加探討並研提出具體可行

的合作項目，合作事項以短程、中程、長程方式(例如：推荐適當的 NGO

進行合作)列出。 

3)研究架構在陳述方面應可更明確解釋其構面上之重要性與關聯性。宜

將整體架構中所含構面及相關性以「架構圖」表示。 

4)研究方法上應加註「除了訪問行程」之外的相關社會科學方法，也就

是除了田野調查來蒐集資料外，是否能將獲得之資料更深入(制度化)的

加以比較分析，以求結論及建議更務實及有說服力。 

5)各審查委員已將意見填列在審查表，請參酌並配合修正。期中報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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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意見極具價值，惜均不見採納，仍請列入參考。其他如筆誤、重複、

資料誤列部分，有些委員訂正在期末報告上，請林教授攜回作為修正參

考。 
(九)收回審查委員期末報告審查表。 
(十)散會。 

三、期末報告第 3次審查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96年 1月 4日(星期四)下午 2時 
(二)開會地點：高雄關稅局 6樓第 2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王委員廷升、王委員振軒、李委員茂、黃委員俊南、陳委員
柏生 

(四)召集人：李副局長茂                              紀錄：張高財 
(五)召集人報告：本採購審查委員會委員共 7人，本次會議出席委員(5人)，
佔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其中外聘委員 2人，且佔出席委員總人數(5
人)三分之一以上，因出席審查委員人數已達法定標準，開始進行會議。 

(六)計劃主持人報告：(略) 
(七)討論事項：(略) 
(八)會議結論：國立中山大學期末研究報告已依 3次審查委員會議之審查意 
見修正完畢，同意付梓。 

(九)收回審查委員期末報告審查表。 
(十)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