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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關稅總局 97 年度自行研究報告提要表 
 
研究報告名稱：廢除船隻掛號之研究 

（研究報告總字數：24,516 字） 
研究單位：基隆關稅局資訊室、關稅總局資料處理處 
研究人員：周順然、林其明、申文靜 

陳木榮、吳培鈺 

研究期間：97 年 1 月至 97 年 12 月 

 
報告內容提要： 
一、 研究緣起與目的 

93 年 12 月 4 日中華日報航運版報導：海關貨物報關規定，要求

航商於艙單提供獨有的四碼裝貨單號碼，以致船公司必須變更其全球

系統，以符合上項僅台灣特有的規定，不僅造成業者的不便、費時，

且增加成本支出。因此航商建議海關應接受業者以提單號碼代替四碼

裝貨單號碼，不但與其他已開發國家一致，且航商不必花大筆經費修

改系統。 

歐洲商會 2006-2007 年對政府的建議書，針對貨物通關規定再提

出廢除艙單申報艙號之規定，改以提單號碼取代之建議。建議海關應

儘速升級為國際標準系統，不宜堅持使用四位數字貨運單號碼（艙號

）。 

國際關務組織（WCO）正積推動 SAFE 架構，我國海關正密切注意

其發展及預擬相關配合措施，可預見該方案勢將對現有通關業務及電

腦系統造成重大的改變，船隻掛號及艙單編列艙號涉及國際規範的問

題，亦須事先妥為研究因應。 

 
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蒐集資料瞭解現況 

1.蒐集現行通關作業使用船隻掛號之資料，並對相關業務進行瞭

解。 

2.蒐集外國艙單申報資料及相關 WCO 艙單資料標準。 

3.蒐集我國艙單資料與 WCO 艙單資料標準比對結果。 

 

(二)相關業者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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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隻掛號（含艙號）在通關業者使用的情形，與廢除船隻掛號

之困難度及推動策略有密切關係，必須深入瞭解，掌握變動的

可能影響。 

 

(三)廢除船隻掛號之變動分析 

船隻掛號（含艙號）為報單號碼組成之主要部分，而報單號碼

又是海關處理通關業務的主鍵，幾乎九成以上業務均須使用該

號碼。相關業者（如運輸業、報關業、倉棧業、進出口業等）

與海關業務之銜接、溝通，亦均以報單號碼對應，因此廢除船

隻掛號對海關及相關業者的變動性、衝擊性相當巨大，有必須

深入分析，方能提出較可行之方案。 

 

(四)研提可行方案 

廢除船隻掛號（含艙號）是與國際接軌必須推動的工作，經由

上述現行業務的瞭解及可能造成的影響，對研擬可行方案引導

出正確方向，再配合適當時機，如能研訂逐步改革的步驟，降

低對業者的衝擊，對廢除船隻掛號工作的進行，較可平順完成

。 

(五)提出研究報告 

 

三、研究發現與建議 
(一)研究發現 

WCO SAFE 架構的推行已是國際關務共識，依其預先貨物資

訊的規範，進出口艙單、報單資料項目均無「船隻掛號」及「艙

號」，因此廢除船隻掛號、艙號已是勢在必行的課題，而不是可

不可行的問題。本研究結論重點為如何在與國際關務接軌下，提

出可行方案，並考慮在此重大變革下，研擬衝擊較小之推動步驟

及時機，順利完成海關通關流程再造之基礎。 

 

(二)研究建議 

1.廢除船隻掛號後，定義靠港船舶改以船公司代碼及航次區分。 

2.海運進出口報單編碼原則採與空運報單一致，同時便利跨關區

報關之推動。 

3.規定提單號碼及航次至少 2 年內不可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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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廢除船隻掛號前先行實施前項規定，並於進口核銷艙單作業

增加比對提單號碼及航次，預先調適爾後 WCO SAFE 架構之新通

關作業。 

5.廢除船隻掛號涉及海關通關系統重大變革，運輸業、貨棧業、

報關業及通關網路等相關業者亦須配合修改各自系統，最佳變

革時機為併入「優質經貿網絡計畫」之「預先貨物資訊子計畫

」實施。 

6.廢除船隻掛號作業對海關而言應是83年實施通關自動化作業以

來最大的作業改變，建議併同「預報貨物資訊子計畫」就通關

作業流程全面檢討再造，尤其出口通關作業應澈底簡簡化，例

如：在無船隻掛號下，出口貨物實際結關裝船資料配合出口美

國貨物 24 小時前申報，免除出口後再申報出口艙單；由於結關

裝船資料已確定承載之運輸工具，可免除退關轉船作業等。 

7.出口貨物可採由出口人自行編列 UCR（Unique Consignment 

Reference number ）自貨物出廠、內陸運輸、進入海關監管之

貨棧、通關、放行後裝船等全程監控物流狀態。 

8.進口貨物卸准單之申請，主要以進口艙單內容為準，只要申請

內容與艙單相符，無不准之理由。建議於通關流程再造中以一

次申報為原則，採艙單申報資料內容控管卸貨，如有錯誤，直

接更正艙單即可。 

9.進口通關流程查詢增加以提單號碼查詢功能，便利進口業者依

其掌握之提單即可查詢貨物通關狀態，提升通關作業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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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93 年 12 月 4 日中華日報航運版報導：海關貨物報關規

定，要求航商於艙單提供獨有的四碼裝貨單號碼，以致船公

司必須變更其全球系統，以符合上項僅台灣特有的規定，不

僅造成業者的不便、費時，且增加成本支出。因此航商建議

海關應接受業者以提單號碼代替四碼裝貨單號碼，不但與其

他已開發國家一致，且航商不必花大筆經費修改系統。 

歐洲商會 2006-2007 年對政府的建議書，針對貨物通關

規定亦提出廢除艙單申報艙號之規定，改以提單號碼取代之

相同建議如下： 

現行所有船公司和船務代理行都必須將進、出口貨物的

船貨清單透過 EDI 傳送至海關系統，海關在這方面的要求每

一艘船/每一趟航程的每一份貨運單都必須各自編上一個獨

有的四位數字號碼，這項要求使得每一家船公司都要修改其

全球系統來適應台灣這套特有規定，不但增加成本不菲而且

費時。建議海關應儘速升級為國際標準系統，接受以提單號

碼做為輸入資料，而不宜堅持四位數字貨運單號碼。 

國際關務組織（WCO）正積推動 SAFE 架構，我國海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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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注意其發展及預擬相關配合措施，可預見該方案勢將對

現有通關業務及電腦系統造成重大的改變，船隻掛號及艙單

編列艙號涉及國際規範的問題，亦須事先妥為研究因應。 

海關實施數十年的船隻掛號、艙單編列艙號規定，其原

有時空背景與現行通關環境已有巨幅的改變，在上述業者多

年來的殷殷期盼及國際關務趨勢的觸動下，興起重新檢討廢

除此項業務之意念。 

 

第二節 研究目標 

一、 提出廢除船隻掛號之可行方案規劃 

二、 建議推動可行方案之較佳步驟 

三、 提出其他衍生之通關作業簡化建議 

 

第三節 研究步驟 

一、蒐集資料瞭解現況 

(一)蒐集現行通關作業使用船隻掛號之資料，並對相關業務

進行瞭解。 

(二)蒐集外國艙單申報資料及相關 WCO 艙單資料標準 

(三)蒐集我國艙單資料與 WCO 艙單資料標準比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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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業者訪談 

船隻掛號（含艙號）在通關業者使用的情形，與廢除船

隻掛號之困難度及推動策略有密切關係，必須深入瞭解

，掌握變動的可能影響。 

三、廢除船隻掛號之變動分析 

船隻掛號（含艙號）為報單號碼組成之主要部分，而報

單號碼又是海關處理通關業務的主鍵，幾乎九成以上業

務均須使用該號碼。相關業者（如運輸業、報關業、倉

棧業、進出口業等）與海關業務之銜接、溝通，亦均以

報單號碼對應，因此廢除船隻掛號對海關及相關業者的

變動性、衝擊性相當巨大，有必須深入分析，方能提出

較可行之方案。 

四、研提可行方案 

廢除船隻掛號（含艙號）是與國際接軌必須推動的工作

，經由上述現行業務的瞭解及可能造成的影響，對研擬

可行方案引導出正確方向，再配合適當時機，如能研訂

逐步改革的步驟，降低對業者的衝擊，對廢除船隻掛號

工作的進行，較可平順完成。 

五、提出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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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資料蒐集 

第一節 蒐集他國運輸業及海關資料 

本研究案緣起為歐洲商會反應我國海關要求海運運輸

業者申報艙單特有的艙號，與他國海關不同，故瞭解各國海

關要求申報內容應為重點。因此研究小組竭力蒐集他國資料

包括；美國〈附錄一〉、日本〈附錄二〉、香港〈附錄三〉、

澳州〈附錄四〉、新加坡〈附錄五〉、韓國 〈附錄六〉及英

國〈附錄七〉等七國〈附件共 53 頁〉，主要為通關所需之艙

單資料及船隻進出口申報等核心資料，另有部分國家尚包括

進出口報單格式等之其他申報書表。 

由於各國〈經濟體〉國情、律法、地理環境及文化上的

顯著作差異，由各官方網站所下載之書表加以分析，內容差

異不小，雖然核心資料欄位尚稱大同小異，惟因通關流程〈

船隻報關與貨物報關〉及港口監理與港務管理機關，各國〈

經濟體〉不盡相同，申報的方式與適用對象，亦有若干區隔

，尚未見船隻掛號及艙號之類似資料。 

另配合優質經貿網絡計畫已即將開始推動，本總局所負

責項目中有關預先電子資訊〈Advancement Electronic 

Information〉子計畫部分，本報告亦蒐集到歐盟〈EU〉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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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之稅務與關務聯盟〈European Commission's Taxation 

and Customs Union〉所製作有關預先電子資訊計畫之技術

性參考資料，包括進出口艙單及報單等之重要欄位，內載歐

盟的建議與美國之需求間之比較〈附錄八〉共 16 頁，於其

間並將世界海關組織 WCO〈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之共同資料項目〈Common Data Element〉一併納入對照，

內容頗具實質參考性，可供日後規劃建置預先電子資訊平台

之參考。 

 

第二節 訪談相關業者 

訪談港務局資訊室 

一、 對船舶進港如何採一致之定義表示非常必要。 

二、 對船舶該航次之編號採一次掛號雙方共同使用有共識。 

三、 對於進出口貨物進倉在取消 D/O〈小提單，Delivery 

Oder〉或 S/O〈裝貨單，Shipping Order〉之 4位編碼

後，採何資料定義一批貨物，處理其貨物進倉賦予倉位

及後續出倉貨物之處理，將與業務單位瞭解後，評估其

變動情形。 

四、 廢除船隻掛號、艙號後，涉及港務相關系統修改，預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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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可編列預算委外配合。 

訪談港務局經營貨棧業務 

一、 管理貨棧之電腦系統委外設計。 

二、 進口貨物資料來源及內容為 51011S（進口艙單資料經

運輸業者同意，由關貿網路加值送貨棧業者運用於點貨

進倉作業）。 

三、 進口貨物進倉存放位置，CFS 貨物未將儲存位置建檔，

CY 貨物以 S/O 建檔。 

四、 放行銷艙作業仍由海關駐庫關員核銷。 

五、 放行貨物提領先確定已收到海關放行訊息，再核對報單

號碼或船舶編號（運輸業者向港務局申請船舶進港時，

由港務局賦予之編號）。 

六、 貨棧業務之處理以「船舶編號」為主，若無船舶編號時

則以船舶呼號查詢輔助。 

七、 出口貨物資料來源及內容為書面申請進倉文件。 

八、 出口貨物進倉如何安排其存放位置，並無特別電腦處理

。 

九、 出口放行貨物提領裝船並，無特別電腦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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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貨櫃集散站業者 

一、 管理貨棧之電腦系統委外設計及維護。 

二、 進口貨物資料來源及內容為 51011S（進口艙單資料經

運輸業者同意，由關貿網路加值送貨棧業者運用於點貨

進倉作業）。 

三、 進口貨物進倉安排其存放位置，採用船名代碼(4 碼)＋

航次＋艙號或貨主(大客戶集中存放)定位置。 

四、 放行銷艙作業用船名代碼(4碼)＋航次＋艙號或報單號

碼，查核比對放行訊息及件數資料。 

五、 船舶呼號與貨棧業務關聯性較小，可從艙單資料取得。 

六、 出口貨物資料來源為書面申請進倉文件，由報關業者填

寫。 

七、 出口貨物進倉採用船名代碼(4碼)＋航次＋艙號安排其

存放位置。  

八、 出口放行貨物提領裝船作業，依〈船名＋航次〉列印放

行資料比對，再出倉裝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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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運輸業者 

一、 聯營船，同一艘船可能有不同出口航次。 

二、 艙位 Booking 後經確認出貨，如貨物未合併則 Booking 

No.與提單號碼相同。否則合併後另給不同提單號碼。 

三、 退關轉船貨物提單號碼不會更換。 

四、 大提單換小提單不會更換提單號碼。（國外無此更換作

業） 

五、 建議不須於出口報關時即先確定貨物裝那艘船，貨物放

行後裝船作業由業者依規定自主管理，僅須辦理不出口

之退關〈以今年統計至 12 月 15 日，初計整船退關比率

不到百分之一〉而無現有退關轉船作業，出口艙單於結

關時同時提出。 

六、 海運承攬業掌握 70%貨源，建議納入管理。 

七、 轉口貨物申報 6次建議予以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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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報關業者 

業者議題 

一、 取消船隻掛號及艙號後對一批貨物的定義將改以船舶

呼號／船公司代碼＋提單號碼認定（遠程為貨物唯一識

別碼 Unique Consignment Reference, UCR ），報單號

碼將改採空運編碼原則，由業者自行編碼，此對業者的

影響為何？ 

二、 出口貨物進倉資料由原船隻掛號、S/O 組成之報單號碼

改為船舶呼號／船公司代碼+提單號碼，或自編報單號

碼取代，是否可行？ 

三、 進出口報單正確申報提單號碼有何困難？ 

 

業者意見 

一、 取消船號、艙號之報單編碼改為空運報單報關業者自行

編碼，只要維持 14 碼，對報關系統及製作報單均無影

響。 

二、 進口貨物如何認定為同一條船，可用船舶呼號、航次及

進口日期識別，提單號碼用來識別那批貨物，必須規範

至少 2年不可重覆。提單編碼應尋求國際標準，最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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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何家船公司核發之提單，如為承攬業者之貨物，應

報出其核發之分提單號碼，俾與船公司自己承攬之貨物

區分。承攬業者應納入管理，對高風險承攬業者之貨物

加強管理，落實安全通道建立。 

三、 出口貨物如何認定為同一條船，可用船舶呼號、航次識

別，航次編碼至少同一條船（相同船舶呼號）同一年不

可重覆。出口貨進倉時應取得船舶呼號、航次及主／分

提單號碼，並據以填報進倉資料。船公司在客戶訂艙位

時配合提供提單號碼，承攬業貨物，應在船公司提供之

主提單號碼下配合提供分提單號碼。 

四、 聯營船同一艘船，不同船公司可能編不同航次，應以船

東所訂航次為準，否則傳送艙單無法找到表頭，造成錯

誤，無法歸列在同一份艙單。 

五、 進口提單號碼申報只要規定運輸業者核發之提單號碼

應與進口艙單一致，報關人應依提單內容申報；其他如

提單號碼前面為零之數字一律申報、中間不可有空白等

常見錯誤注意避免，即可提升申報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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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通關網路業者 

海關廢除船隻掛號對業者各項服務之影響為何？ 

一、 貨櫃動態資料庫系統 

二、 聯營船之出口放行清表依不同船公司承攬之貨物，分送

相關船公司。 

三、 保稅貨物帳務稽核系統 

 

第三節 提單資料 

提單(Bill of Lading, B/L，俗稱大提單)，是指由船

長或船公司或其代理人所簽發之正本提單，證明已收到特定

貨物，允諾將貨物運至特定的目的地，並交付給收貨人的憑

證。提單也是收貨人在目的港據以向船公司或其代理人換發

Deliver Order（D/O 俗稱小提單）作為提取貨物的憑證。 

為通盤瞭解大提單上實際記載資料，經收集整理經營規

模不同的多家運輸業者核發之大提單、小提單〈附錄九〉，

發現提單號碼、發貨人、收貨人、裝貨港、卸貨港、船名、

航次、貨名及件數等重要基本資料均有登載。其中航次、提

單號碼、收貨人、貨名、件數及裝貨港等資料依海關規定應

列入進口艙單一併申報；通關系統中核銷艙單必須比對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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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船舶呼號」，在大多數大提單上竟然無此資料，令人頗

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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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現況瞭解 

第一節  船隻掛號 

一、船隻掛號作業之背景 

83 年貨物通關全面自動化前 

進口：便利報單與艙單比對核銷、依船隻掛號及艙號之

流水序號裝袋歸檔及調閱（依船號、艙號順序裝

袋） 

出口：便利船隻結關、銷艙、報單歸檔及調閱（依船號

、艙號順序裝袋） 

全面通關自動化後艙單核銷已電腦化且無紙化，理單已

不須按船號艙號歸檔而改以完成審核之順序由電腦系統編

袋序號歸檔，出口貨物之結關船公司已不須派員至出口單位

依船號艙號整理出口報單，製作結關資料，直接以海關放行

資料結合訂艙位資料完成電子結關申請及艙單申報。原船隻

掛號的功能已消失大半。 

 

二、船隻掛號作業 

(一)船隻掛號編碼原則： 

船隻掛號為六碼（前 2碼為年度、後 4碼為流水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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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流水號依接收艙單單位不同，給予不同起訖區間流水

號如下： 

基隆關稅局 0001～9000（可用數 9,000 個） 

(暫時保留) 9001～9500（可用數  500 個） 

花蓮分局 E001～E999（可用數  999 個） 

蘇澳派出課 9501～9900（可用數  400 個） 

馬祖辦事處 8A01～8Z99（可用數 2599 個） 

台中關稅局 F001～J999（「I」除外)(可用數 3,996 個

) 

高雄關稅局 K001～T999（「L」及「O」除外)(可用數

7,992 個) 

前鎮分局 U001～W999（可用數 2,997 個） 

中興分局 X001～Z999（可用數 2,997 個） 

註： 

1.船隻掛號第一位為文字時，A、B、C、D、O、I、L暫時

保留不用。 

2.上列分配範圍若不敷使用時，可將第二位數改為文字

（由 A字開始用至 Z，即可增加 2,60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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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船隻掛號 

1.「船隻掛號申請書」（簡 5151）包括「表格」及「訊

息」，均屬「海運專用」；表格格式請參閱通關自動

化報關手冊附件 8-38。 

2.「連線船公司(代理行)」依規定時限〔進港前 15 日內

(不論是否為貨櫃輪)─關稅總局(83)公字第 00056 號

公告〕將本訊息透過 T／V傳送「海關」申請船隻掛號

。經邏輯檢查，合格者電腦自動以簡 5108S 訊息，將

船隻掛號透過 T／V傳送「船公司(代理行)」；不合格

者電腦自動以簡 5108S 訊息通知「船公司(代理行)」

補正。 

3.「未連線船公司(代理行)」申請船隻掛號時應檢具：

(1)本申請書、(2)「簡 5152 船隻掛號核覆通知」(其

項目與簡 5151 相同)等(簡 5151 與簡 5152 兩份套寫)

向海關艙單單位申請，艙單單位將有關資料輸入電腦

後，依電腦螢幕顯示核給之船隻掛號登載於簡 5151(

予以存查)及簡 5152(交付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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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無論船公司(代理行)連線或不連線，船隻掛號之更正

或註銷，均應以人工方式辦理，海關應俟相關報單已

辦理更正或註銷手續完竣後始准辦理。 

5.「航次」欄填進港航次(如無，則填「Nil」)；「到港

前一港」欄，如為新船，則填本地港口。 

 

(三)船隻掛號核覆通知-簡 5152 

1.「船隻掛號核覆通知」僅有「表格」(「訊息」併入 5108S)

，屬「海運專用」。 

2.本「表格」與「訊息」係依船公司使用簡 5151 申請書

送達或傳輸到達後，「連線者」由「海關」回覆「船

公司」。「未連線者」，海關依電腦螢幕顯示核給之

船隻掛號於「表格」加註並簽章後發給「船公司」。 

 

出口：使用原「進口」時船隻掛號號碼 

其他：非國際商船或遊艇或客輪或其他等編號同上原則 

例外：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應向海關申報；惟進口後不上

下客貨，並在 24 小時內出口者，可免辦（即不用申請船隻

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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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報單編號 

船隻掛號如廢除，因船號為海運報單編號之一部分，如

何重新訂定海運報單編號原則，將是一項必須研究的重要課

題。茲先就海空運報單、轉運申請書之編號整理比較如下，

俾利可行方案之研擬。 

一、 海運及空運一般進出口報單編號之比較 

 
海運 空運 

進口 海運通關單位 

收單關別／轉至關別／民國年度／船隻

掛號(4 碼)／艙號(4 碼) 

AA/BE/97/Z001/0001 

空運通關單位 

收單關別／轉至關別／民國年度／箱號或

800(3 碼)／5位序號(5 碼) 

CA/  /97/001/00001 

出口 海運通關單位 

收單關別／出口關別／民國年度／船隻

掛號（4碼）／裝貨單號碼（4碼） 

AA/  /97/0002/0002 

空運通關單位 

收單關別／出口關別／民國年度／箱號或

800(3 碼)／5位序號(5 碼) 

CA/  /97/002/00002 

雜單 (1)報關業申報者 

收單關別／報單類別／民國年度／箱號

加轄區關稅局代碼第1位(4碼)／報關業

自編 4位序號(4 碼) 

AA/報單類別/97/015A/0003

(2)非報關業申報者 

收單關別／報單類別／民國年度／

9999(4 碼)／海關核編 4位序號(4 碼) 

(1)報關業申報者 

收單關別／報單類別／民國年度／箱號(3

碼)／5位序號(5 碼) 

 

CA/報單類別/97/018/00003 

(2)非報關業申報者 

收單關別／報單類別／民國年度／800(3

碼)／5位序號(5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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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報單類別/97/9999/0004 CA/報單類別/97/800/00004 

郵局 

進口 

(1)報關業申報者 

收單關別／轉至關別／民國年度／箱號

(3 碼)／5位序號(5 碼) 

AP/報單類別/97/001/00005

(2)非報關業申報者 

收單關別／轉至關別／民國年度／

800(3 碼)／5位序號(5 碼) 

AP/報單類別/97/800/00006

(1)報關業申報者 

收單關別／轉至關別／民國年度／箱號(3

碼)／5位序號(5 碼) 

CP/報單類別/97/001/00005 

(2)非報關業申報者 

收單關別／轉至關別／民國年度／800(3

碼)／5位序號(5 碼) 

CP/報單類別/97/800/00006 

郵局 

出口 

(1)報關業申報者 

收單關別／出口關別／民國年度／箱號

(3 碼)／5位序號(5 碼) 

AP/報單類別/97/002/00007

(2)非報關業申報者 

收單關別／出口關別／民國年度／

800(3 碼)／5位序號(5 碼) 

AP/報單類別/97/800/00008

(1)報關業申報者 

收單關別／出口關別／民國年度／箱號(3

碼)／5位序號(5 碼) 

CP/報單類別/97/002/00007 

(2)非報關業申報者 

收單關別／出口關別／民國年度／800(3

碼)／5位序號(5 碼) 

CP/報單類別/97/800/00008 

 

二、 保稅區及自由貿易港區視同進出口報單編號之比較 

 
海運 空運 

保稅工廠 

加工出口區

農業科技園

海運通關單位 

收單關別／報單類別／民國年度／監管

編號(後 4碼)／業者自編序號(4 碼) 

監管編號填報方式: 

空運通關單位 

收單關別／報單類別／民國年度／箱

號或 999／五位序號  

一、報關行申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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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科學工業園

區 

 

一、進口 

(1) 保稅工廠:海關核給監管

編號後 4碼 

(2) 加工出口區:海關核給監

管編號後3碼+英文字母(1碼

)合計 4碼 

(3) 科學工業園區:採用科管

局所編園區事業代號(3 碼)

並於該代碼前補 0合計 4碼

(4) 農業科技園區: 海關核

給監管編號後 3碼+英文字母

(1 碼)合計 4 碼 

二、出口 

(1) 保稅工廠:海關核給監管

編號後 4碼 

(2) 加工出口區:海關核給監

管編號後3碼+英文字母(1碼

)合計 4碼 

(3) 科學工業園區:採用科管

CA／報單類別／97／018／00007  

二、非報關行申報者： 

CA／報單類別／97／999／0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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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所編園區事業代號(3 碼)

並於該代碼後補一碼 S 或 R

合計 4碼 

(4) 農業科技園區: 海關核

給監管編號後 3碼+英文字母

(1 碼)合計 4 碼  

保稅倉庫物

流中心(含

設置於加工

出口區、農

業科技園區

或科學工業

園區之保稅

倉與物流中

心) 

海運通關單位、加工出口區

、農業科技園區 

(1)報關業或物流中心申報

者 

收單關別／報單類別／民國年度／箱號

加轄區關稅局代碼第一位(4 碼)/自編 4

位序號(4 碼) 

AA/報單類別/97/015A/0001

(2)非報關業申報者 

收單關別／報單類別／民國年度／

9999(4 碼)／海關核編 4位序號(4 碼) 

AA/報單類別/97/9999/0002

 

加工出口區、農業科技園區(

編號原則同海運通關單位) 

DT/報單類別/97/016D/0003

空運通關單位 

 

(1)報關業或物流中心申報

者 

收單關別／報單類別／民國年度／箱號(3

碼)／5位序號(5 碼) 

 

CA/報單類別/97/001/00007 

(2)非報關業申報者 

收單關別／報單類別／民國年度／999(3

碼)／5位序號(5 碼) 

CA/報單類別/97/999/00008 

 

科園區:(編號原則同空運) 

CS/報單類別/97/017/00005 

CS/報單類別/97/999/00006 

 26



DT/報單類別/97/9999/0004
 

自由港區事

業與保稅區

、課稅區、

其他自由港

區間之交易 

收單關別／報單類別／民國年度／箱號

加轄區關稅局代碼第一位(4 碼)/自編 4

位序號(4 碼) 

AA/報單類別/97/015A/0001

收單關別／報單類別／民國年度／箱號(3

碼)／5位序號(5 碼) 

 

CW/報單類別/97/018/00007 

 

三、 海空運轉運申請書編號之比較（海運區分為 T1、T2、

T4 至 T6 及 L1；空運為 T1、T2、T7 及 L1）  

1.T1 轉運申請書 

 
轉運申請書（進口編號） 運往地申報進口報單 

(1) 海運轉

科園區  

收單關別／轉至關別／民國年度／船隻

掛號(4 碼)／艙號(4 碼)  

AA/CS/95/7001/0001  

收單關別／轉自關別／民國年度／箱號(3

碼)／5位序號(5 碼)  

CS/AA/95/005/01234  

(2) 空運轉

加工區、農

技區 

收單關別／轉至關別／民國年度／箱號

(3 碼)／5位序號(5 碼)  

CA/BK（BV）95/003/00005 

收單關別／轉自關別／民國年度／船隻掛

號(4 碼)／艙號(4 碼)  

BK（BV）/CA/95 /0003/ 0005 

*註 1 

(3) 海運轉

海運  

收單關別／轉至關別／民國年度／船隻

掛號(4 碼)／艙號(4 碼)   

BA /AA /95/K001/ 0001 

收單關別／轉自關別／民國年度／船隻掛

號(4 碼)／艙號(4 碼)   

AA /BA/95/K001/0001 

(4) 空運轉
收單關別／轉至關別／民國年度／箱號

(3 碼)／5位序號(5 碼) 

收單關別／轉自關別／民國年度／箱號(3

碼)／5位序號(5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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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運 CA/BF/95/003 /00001 BF/CA/95/001/00002 

(5) 海運轉

空運 

收單關別／轉至關別／民國年度／船隻

掛號(4 碼)／艙號(4 碼) 

AA/CA/95/K0001/0001 

收單關別／轉自關別／民國年度／箱號(3

碼)／5位序號(5 碼) 

CA/AA/95/001/00002 

(6) 空運轉

海運 

收單關別／轉至關別／民國年度／箱號

(3 碼)／5位序號(5 碼) 

CA/BN /95/001/00002 

收單關別／轉自關別／民國年度／船隻掛

號(4 碼)／艙號(4 碼) 

BN/CA/95/0010/0002 

*註 1 

*註 1：空運貨物轉加工出口區、農業科技園區及海運關區者

，以報關箱號及自編序號為海運進口報單之船號及艙

號(後 4碼不得全部為 0)。  

2.T2 轉運申請書 

 
進口編號 出口編號 

一般案件 

(海運)  

收單關別／轉至關別／民國年度／船隻

掛號(4 碼)／艙號(4 碼) 

AA/  /95/7001/0002 

*註 2 

 

收單關別／出口關別／民國年度／船隻掛

號(4 碼)／艙號(4 碼) 

AA/ /95/7003/0004 

高雄關稅局BA

，BC，BD，BE 間

之案件 (海

運) 

收單關別／轉至關別／民國年度／船隻

掛號(4 碼)／艙號(4 碼) 

BC/BA/95/U005/0007 

收單關別／出口關別／民國年度／船隻掛

號(4 碼)／艙號(4 碼) 

BC/BA/95/K01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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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運（他關區

轉出口案件） 

收單關別／轉至關別／民國年度／箱號

(3 碼)／5位序號(5 碼) 

BF/CA/95/003/0001 

收單關別／出口關別／民國年度／箱號(3

碼)／5位序號(5 碼) 

BF/CA/95/003/00001 

*註 2：同一關區進出口案件，進口報單轉至關別欄與出口

報單出口關別欄，應予空白。 

3.T4 轉運申請書 

 
進口編號 出口編號 

一般船用品

轉運案件 

收單關別／轉至關別／民國年度／船隻

掛號(4 碼)／艙號(4 碼) 

AA/DA/95/1600/0002 

收單關別／出口關別／民國年度／船隻掛

號(4 碼)／艙號(4 碼) 

AA/DA/95/G321/0003 

*註３ 

自用船用品

案件 

收單關別／轉至關別／民國年度／船隻

掛號(4 碼)／艙號(4 碼) 

AA/DA/95/1234/0001 

收單關別／出口關別／民國年度／箱號(3

碼)+關別(1 碼)／艙號(4 碼) 

AA/DA/95/123A /0001 

*註 4 

*註 3.：同一關區進出口案件，進口報單轉至關別欄與出口

報單出口關別欄，應予空白。 

*註 4.：供船舶自用之船用品由船長簽收，則出口編號改以

雜項編號並免列入出口艙單。 

4.T5 轉運申請書 

 
進口編號 出口編號 

溢卸貨物轉
收單關別／轉至關別／民國年度／船隻

掛號(4 碼)／艙號(4 碼) 

收單關別／出口關別／民國年度／船隻掛

號(4 碼)／艙號(4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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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案件 AA/DA/95/1601/0002 AA/DA/95/1355/0003 

*註 5 

*註 5.：同一關區進出口案件，進口報單轉至關別欄與出口

報單出口關別欄，應予空白。 

5.T6 轉運申請書 

 
進口編號 出口編號 

一般海空聯

運案件  

收單關別／轉至關別／民國年度／船隻

掛號(4 碼)／艙號(4 碼) 

AA/CA/95/1595/0003 

收單關別／出口關別／民國年度／船隻掛

號(4 碼)／艙號(4 碼) 

AA/CA/95/1595/0003  

*註 6 

海運船用品

以空運轉運

方式出口 

收單關別／轉至關別／民國年度／船隻

掛號(4 碼)／艙號(4 碼) 

AA/CA/95/1595/0003 

收單關別／出口關別／民國年度／船隻掛

號(4 碼)／艙號(4 碼) 

AA/CA/95/1595/0003  

*註 7 

*註 6.：出口編號與進口編號相同 

*註 7：海運船用品以空運方式轉運國外港口者，以 T6 申報

。 

6.T7 轉運申請書 

 
進口編號 出口編號 

一般空海聯

運案件  

收單關別／轉至關別／民國年度／箱號

(3 碼)／5位序號(5 碼) 

CA/AA/95/004/00005 

收單關別／出口關別／民國年度／船隻掛

號(4 碼)／艙號(4 碼) 

CA/AA/95/169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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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運船用品

以海運轉運

方式出口 

收單關別／轉至關別／民國年度／箱號

(3 碼)／5位序號(5 碼) 

CA/AA/95/123/00001 

收單關別／出口關別／民國年度／箱號(3

碼)+關別(1 碼)／艙號(4 碼) 

CA /AA/95/123C/0001 

*註 8 

*註 8：供船舶自用之船用品由船長簽收，則出口編號改以雜

項編號並免列入出口艙單。出口編號之雜項編號原則

參見五 (二)1.；空運船用品以海運方式轉運國外港口

者，以 T7 申報。 

7、L1 轉運申請書 

         編 號 

類 型 

轉運申請書（進口編號） 

（1）海運進儲物流

中心 

收單關別／轉至關別／民國年度／船隻掛號(4 碼)／艙號(4 碼) 

AA/  /95/1035/0035 

（2）空運進儲物流

中心 

收單關別／轉至關別／民國年度／箱號(3 碼)／5位序號(5 碼) 

 CA/  /95/003/00035 

*註 9 

註 9：轉至關別應予空白（L1 轉運申請書訊息格式簡 5105A

、簡 5105S 之轉至關別）。 

 

第三節  報關業如何填報 

一、 一般進出口貨物報關，填列報單號碼時應依「報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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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運申請書編號原則」之規定辦理，計分 5 段：收單

關別／轉至關別／民國年度／船隻掛號或報關箱號／

艙號或序號。 

第 1 段：收單關別，2 位大寫英文字母代碼。如基隆關稅局

進口組為 AA。 

第 2 段：轉至關別：2 位大寫英文字母代碼。如非由他關稅

局轉運來者免填，應予空白。 

第 3段：中華民國年度，用阿拉伯數字填列 2位。 

第 4段： 

A.海運填「船隻掛號」4 位數。(代理船公司於船舶未

進港前先向欲靠港碼頭所屬之關稅局以 EDI 或人工

方式申請船掛，海關依申請先後順序給予 4碼之流水

編號，依此船掛代理船公司即可編製進口艙單並申請

特別准單及普通卸貨准單) 

B.空運報單、科園區報單及海運郵局報單則填「報關

業箱號」3位數，如 001、003。 

第 5 段：  

A.海運報單填艙單號碼，用 4 位阿拉伯數字。未滿 4

位數時，前面用「0」填補，例如「0032」。(代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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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於編製進口艙單時依次按提單號碼而編排序號

，此序號即為艙號，當與船公司換取小提單 D/O 時，

代理船公司才於小提單上加註船掛及艙號供報關業

者申報進口報單) 

B.空運報單及海運郵局報單用 5 位流水號，由報關業

自行編列。 

二、 加工出口區、農業科技園區、科學工業區之報單編號

，請參閱前節第二項之說明。 

三、 雜項報單之填列，請參閱前節第一項之說明。 

 

第四節  國外船隻掛號作業 

經詳細審閱所蒐集之其他國家之進出港報告、進出口艙

單與報單及其他書表，並參閱歐盟所編製之技術參考文件，

發現從美國、日本、歐盟、澳洲，以至亞洲之香港、新加坡

及韓國等，未發現船隻進出口需向海關申請船隻掛號〈

Applying Vessel Registration Number 〉之作業，各國艙

單皆有要求提報該船之船舶呼號〈Call Sign，文數字 6或 7

位〉或國際海事組織船隻識別碼〈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ship identification number，IMO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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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位數字〉加 2 位船籍共 9 位，英國及美國申報艙單時需

提報 IMO 代碼，美國海關在其現有 AMS〈Automated Manifest 

System〉即要求申報此代碼，並在 24 小時限制規範亦要求

使用後者〈同 ITU，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代碼〉辦理申報。 

由於足以識別特定航次船隻所載艙單資料，不外乎採用

可資識別該航次的特定欄位或其組合，如船舶呼號、IMO 號

碼、航次及如到港日期之特定日期等，就電腦系統言，適時

的掌握此類資料或其組合，即可作為申報及後續通關作業所

需，故他國之通關作業亦可在無對應船隻掛號之情形下運作

。 

雖然我國海關已習慣使用船隻掛號，作為後續卸貨准單

、通關及結關等作業之肇始，由於世界海關組織〈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WCO〉全球貿易安全與便捷之標準

架 構 -SAFE 〈 Framework of standards to secure and 

facilitate global trade〉，已於若干先進國家正積極推動

中，以出口貿易為導向的我們，當然亦需劍及履及，遵循國

際共通之標準，提供進出口相關業者更便捷、安全之通關環

境，提升國際競爭力並利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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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隻掛號若取消，原有海運通關作業將需作相當幅度的

修改與調整，如原於船隻掛號電子訊息所載之「預定到港日

」〈Estimated Time of Arrival, ETA〉為目前認定之預報

進口日期，關係著進口報單及轉運申請書之預報作業；卸貨

准單，不論普通或特別卸貨准單皆以船隻掛號為申核依據；

船隻出港前之整船退關轉船、結關、銷艙、離港控管及助航

服務費作業，亦皆以船隻掛號為作業基準等，皆是業務技術

需共同面對的課題。雖然，不論從系統面、業務面階需作整

體性通盤檢討、調整及創新規劃，由於近十幾年來，海關同

仁配合政策與業務推動，業務面已累積豐富經驗，技術單位

亦不斷的研究、導入適用的新科技術，相信在雙方通力合作

下，應可再開創海關的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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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現況分析 

第一節  忽視提單的重要性 

數十年來海關以船隻掛號及艙號代表進出口的一批貨

物，對於原始代表一批貨物運送的文件—提單，由於通關自

動化後，C1 案件報單已免遞送書面文件，即使 C2、C3 案件

報單仍須投遞書面文件，提單亦不是必要應附文件，有被漸

漸忽視之趨勢。進口放行訊息雖有傳送提單號碼，但海運進

口銷艙作業不比對提單號碼，造成提單號碼申報錯誤不能即

時更正，對於提單資料之運用形同虛設。 

為確切瞭解提單資料申報之狀況，經以電腦程式搜尋

95.8.1 起至 95.8.24 止之海運進口艙單檔，在總計 108523

筆資料中提單號碼重複筆數共 3234 筆約佔 2.3%。再深入就

申報資料重複原因逐筆加以比對、分析後大致可歸納如下： 

一、以 1、2、01、02、001 或 0001 等簡單數字申報。如晉

源、寶威、同興、開利及顗泰等多家船務代理公司即以

該等數字申報。經分別與該等公司承辦人聯繫後，瞭解

因該等公司規模較小，為節省人力及時間，將大部分編

碼很長之提單號碼僅截取部分資料申報，反正海關電腦

系統未檢查比對，不影響通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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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報之提單號碼雖完整，但業者於每航次均以同一號碼

申報。如台灣東方海外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分公司申報之

SUNSET BAY 輪，艙號由 0026 至 0030 其提單號碼均申報

為 205-99343226，經了解其原因與前者相同。 

三、部分業者未以電腦系統或人工確實控管提單編號資料，

而於短期內申報使用過之號碼。 

經統計前述提單號碼重複原因，發現以簡單數字申報提

單號碼之情形佔大多數，但對照所收集之提單紙本上之提單

號碼均非登載簡單數字而已，此結果未免令人擔心，表面看

似完整之提單號碼其正確性又如何呢？畢竟確實申報提單

號碼才是能否以該號碼取代艙號的關鍵因素。因此對提單資

料申報之正確性有必要進行分析。 

幾經研討後認為運輸業者與報關業者均係依提單內容

，分別於艙單與報單上申報提單號碼，如將兩者申報資料作

比對，再將比對不符資料與相關業者核對以找出申報錯誤原

因，亦應為可行方式。 

針對 95 年 8 月 1 日起至 95 年 8 月 24 日期間內已銷艙

之艙單資料共 87534 筆與報單作比對後計有 9115 筆（佔

10.4%）資料不相符，將該不相符資料整理歸納為 8 種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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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型態資料中挑選具代表性者逐筆與申報該資料業者核

對，以瞭解不相符原因。經與業者核對後發現大部分申報錯

誤係人為因素造成，該等業者也同意配合改善。茲將申報錯

誤之型態簡述如下：  

一、 報單上之提單號碼尾數前多一個“-”。 

例：「3003075500-1」（錯誤）；「30030755001」（正確） 

二、 報單或艙單之提單號碼錯用數字與英文字母。 

O 申報為 0；Z申報為 2；I申報為 1等。 

例：「PUS6211030」（錯誤）；「PUS621103O」（正確） 

三、 艙單之提單號碼多出不必要之空白。 

例：「20621A1 1021F」（錯誤）；「20621A11021F」（正確

） 

四、 報單或艙單之提單號碼截頭去尾。 

例：「96650110794」（錯誤）；「E096650110794001」（正

確） 

五、 報單或艙單之提單號碼未左靠填報。 

例：「   30030755001」（錯誤）；「30030755001」（正確

） 

六、 報單或艙單之提單號碼以簡單數字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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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或「       1 」等 

七、 報單之提單號碼申報“NIL”。 

例：「NIL」（錯誤）；「E456627102655001」（正確） 

八、 其他。 

例：「spkee060501」（錯誤）；「SPKEE060501」（正確） 

 

綜合以上提單號碼重覆及報單、艙單申報提單號碼錯誤

情形的分析與瞭解，要以提單資料取代船號、艙號資料，應

先配合解決提單號碼不可重覆，且將提單號碼列入銷單核銷

比對項目。 

 

第二節  進出口人對貨物通關難以掌握 

現行海運通關系統無論內部通關程式或透過網際網路

查詢貨物通關流程，報單號碼為唯一鍵值。由於一般進口廠

商之貨物通關幾乎全部委託報關業者辦理，而報單號碼中之

「船隻掛號」及「艙號」，是於報關業者持進口廠商交付之

大提單至船公司／代理行換取小提單時方能取得，故該號碼

均由報關業者掌控。進口廠商欲取得該號碼就必須向其委託

的報關業者詢問，無法由所擁有國外賣方提供之大提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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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取得報單號碼，造成上網查詢其貨物通關流程之困擾，

影響通關作業透明化實施效果。 

廠商若無法清楚通關流程，容易遭受不肖業者矇騙，連

帶影響海關形象。如何從廠商需求思考（基隆關稅局 94 年

10 月辦理通關透明化與線上申辦滿意度調查時，廠商提出希

望能以提單號碼（B/L NO）查詢通關流程之需求），提供廠

商由其掌握的提單資料，直接查詢貨物通關狀況，應為海關

重新研究改善的課題。以國際貿易而言，買賣雙方成交之貨

物，賣方依約於交貨期程內，將貨物委託國際運輸業者運送

至買方要求之交貨口岸，運輸業者於承載該批貨物後，即交

付提單給託運人（賣方），賣方將提單併同裝貨單、發票等

文件送交買方，完成交易，因此進口廠商所掌握進口貨物之

第一手資料為提單。以船公司承攬運送貨物而言，船舶於運

貨抵達港口時（前），必須先向海關申報進口艙單，如廢除

艙單資料中之船隻掛號及艙號，改以提單號碼識別何批貨物

，應可解決進口業者難以掌控、監督其貨物通關情形。 

出口貨物於出口廠商向運輸業者（船公司或承攬業者）

訂艙位時通常並未取得提單號碼，更無法得悉船號及裝貨單

號碼，因此出口商要瞭解出口貨物通關情形，一定須自報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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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取得出口報單號碼，方能透過海關網站查詢。如何以出

口商的觀點，輕易的掌握貨物出口通關處理情形，就必須想

辦法將廠商、運輸業者、貨棧業者及海關相關資訊連接，當

可解決此棘手之問題。 

 

第三節  國際接軌困難 

一、 檢視蒐集的美國、日本、WCO 共同資料項目之進口艙單

資料均無船隻掛號、艙號之資料。再檢視相同國家之進

口報單申報資料，亦均無船隻掛號資料，更遑論將船隻

掛號、艙號當作報單號碼的一部分。即使有 Sequence No

亦只是將艙單所列載貨物編流水號而已。船公司為符合

我國海關規定，必須用人工將每批貨物賦予艙號，將該

資料輸入其資訊系統，不能使用其內部既有提單號碼來

界定承載貨物，對其國際運輸資訊系統，增加額外修改

維護成本。依國際運輸業者一般作業程序，核發大提單

(Bill of Lading)後，貨物運抵進口國並無須換取小提

單(Delivery Oder，D/O)，直接可以報關。而我國仍須

持大提單換取小提單，並由船公司依提單對應之船隻掛

號、艙號於小提單加註，報關人方得依此號碼，填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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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號碼及相關資料後向海關報關。 

二、 出口貨物裝船作業於報關時即被船號限制必須裝載於

該船，而在運輸業商業模式多採聯營或策略聯盟方式經

營，在發現原售出艙位不足時，必須快速彈性換裝其他

船舶，而我國出口通關作業將船號列為報單號碼的一部

分，更改他船裝載時，船號必須更改，衍生出口報單亦

必須隨之更改報單號碼，增加退關轉船作業。與國際港

埠裝船作業不同，額外增加業者每年約 6萬件退關轉船

案件申請及海關處理之工作，有必要簡化作業，將出口

貨物通關與裝船作業分開處理，海關通知業者那些批貨

物已放行，業者自行安排處理放行貨物裝船作業，將實

際裝船貨物清單於出口艙單傳送通關即可。 

三、 各大船公司網站提供其承攬運送貨物之狀況查詢，均以

提單或貨櫃號碼為基準，窺其堂奧乃運送文件與貨物流

程有關的項目，主要關鍵為提單號碼，如屬櫃裝貨物，

由於貨櫃號碼的唯一性，亦是主要辨識貨物運送情形的

關鍵，可由此二項鍵值追踨貨物運送狀態。反觀我國現

有海運通關資訊，雖報單及艙單的申報均有提單號碼欄

位，但由於不重視提單號碼申報的正確性，亦無提單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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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不得重覆的規定，很難運用提單號碼正確提供進出口

業者、運輸業者貨物通關狀態追踨服務。 

四、 WCO SAFE 架構下之預報貨物資訊已針對艙單、報單訂

定預報電子資料標準。由此資料分析，對於船隻靠港顯

然僅能以船公司代碼及航次來定義，此航次所載運之貨

物則由 UCR 或提單號碼來確認一批貨物，在 UCR 尚未全

球實施前，現有運送文件號碼（提單號碼）應是主要確

認一批貨物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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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廢除船隻掛號可行方案研擬 

第一節  廢除船隻掛號之變動分析 

一、 海關 

報單號碼為貫穿海關通關業務流程之鑰，而船隻掛號是報

單號碼的一部分，因此廢除船隻掛號對海關業務影響至鉅，

茲就各系統變動評估如下： 

(一)現況 

海運進口通關系統： 

進口程式數目 

 qca/qcd pl/pm qpf sql total 

專家 EP 99 27 17 33 176 

復進口 G7 20   2 22 

船掛 IA 20 6 4 7 37 

艙單 IB 89 20 9 24 142 

收單 ID 36 7 9 134 186 

分估 IE 86 14 15 27 142 

驗貨 IF 88 17 14 41 160 

計稅 IG 196 83 75 70 424 

放行 IH 32 9 5 13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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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領 IJ 15 4 3 7 29 

審核 IK 96 24 18 37 175 

空運艙單 IL 17 4 1  22 

貨樣 IN 23 7 6  36 

查緝 IP 11 4 2 3 20 

額外關稅 IQ 9 2 2  13 

列表 IR 26 3   29 

產地 IS 15 1 1  17 

其他 IZ 31 18 19 30 98 

觀察 PN 12 3  1 16 

物流 TL 63 7 4 75 149 

簽審 TR 13 2  67 82 

轉運 TS 138 26 38 74 276 

批次 batch  107   107 

  

海運出口通關系統： 

出口程式數目 

作業代碼 作業名稱 資料庫程式應用程式公用模組 報表畫面

EA 進倉資料處理作業 21 2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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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 貨櫃控管作業 8 20 3 3 

EC 船隻出港作業 3 11 2 2 

ED 收單作業 119 37 6 8 

EE 分估作業 10 54 1 1 

EF 驗貨作業 28 63 3 8 

EG 放行作業 13 21 6 5 

EH 徵費作業 46 79 23 25 

EI 結關退關銷艙作業 25 51 10 12 

EJ 審核理單簽證作業 9 67 15 16 

EL 出口助航服務費作業 4 12 2 3 

EM 出口系統其他作業 2 17 3 4 

EN 復運出口 3 17 2 2 

EP 出口專家作業 5 21 5 7 

ER 出口報表列印作業 0 20 1 0 

EZ 出口系統其他作業 18 74 19 21 

TR 簽審子系統 42 39 22 3 

 其他/批次/WEB 32  61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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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程式 

1.海運公用作業（代碼 CS），共計 607 支程式 

資料庫程式：約 102 支程式 

應用程式(含畫面定義)：約 233 支程式 

公用模組：約 59 支程式 

批次程式(含進出口)：約 195 支程式 

報表畫面定義程式：約 18 支程式 

 

2.海空介面（代碼 AIR），共計 104 支程式 

資料庫程式：約 104 支程式 

 

3.黑箱（代碼 MW） ，共計 46 支程式 

資料庫程式：約 40 支程式 

流程控制(TranTrig)應用程式(含定義檔)：約 6 支程

式 

 

4.五年調檔作業，共計 197 支程式 

應用程式(含畫面定義)：約 155 支程式 

公用模組：約 14 支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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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程式(含進出口)：約 14 支程式 

報表畫面定義程式：約 14 支程式 

 

5.規費系統，共計 100 支程式 

資料庫程式：約 19 支程式 

應用程式(含畫面定義)：約 35 支程式 

公用模組：約 16 支程式 

批次程式(含進出口)：約 16 支程式 

報表畫面定義程式：約 14 支程式 

 

6.WEB 網頁查詢，共計 211 支程式 

資料庫程式：約 38 支程式 

JSP 應用程式：約 43 支程式。 

Html 程式：約 118 支程式。 

Java class 程式：約 12 支程式。 

 

7.工作管理系統(DDsys 系統開發工具) 

應用程式(含定義檔)：約 133 支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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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消船掛的影響 

進口部分： 

1.如何確認船隻的唯一性 

船隻的繫泊日期需傳入當作進口日期，若廢除船掛如

何判別每次進口的船隻，跟港務局如何溝通。船隻又

牽涉助航服務費及結關日期。 

2.另艙單如何申報，報單如何銷艙，艙單與船隻的關係

艙單以（船掛+艙單）為鍵值，若取消船掛鍵值需重新

設定鍵值；報單號碼與艙單的銷艙勾稽需重新設定；

艙單與船隻的關係如何勾稽，艙單需用到船隻的繫泊

時間當進口日期，亦需使用一些船掛檔的資料，若取

銷船掛是否申報在艙單裡面還是如何與船掛資料勾稽

。 

3.報單號碼的編碼方式 

報單編碼方式為收單關別、船隻掛號、艙單號碼等組

成，取消船掛需重新編碼，以確認其唯一性。 

4.轉運申請書如何編碼 

報單編碼方式為收單關別、轉至關別、船隻掛號、艙

單號碼等組成，取消船掛需重新編碼，以確認其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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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5.EDI 需作大幅度更改，關貿、運輸業者、港務局及報關

業者須配合修改。 

6.准單需依船掛傳輸各卸存地的貨櫃數申請准單及特別

准單，若廢申請准單的方式需跟著修改。 

 

出口部分： 

1.如何確認截止收單 

船隻的離港日期需輸入控管截止收單，若取消船掛船

隻如何控管截止收單，又涉放行清表之列印（控管截

止收單）及訊息之傳送、助航服務費之徵收。 

2.艙單如何申報，報單如何銷艙，艙單與船隻的關係 

艙單以（收單關別+轉至關別+船掛+艙單）為鍵值，若

取消船掛鍵值需重新設定鍵值；報單號碼與艙單的銷

艙勾稽需重新設定；艙單與船隻的關係如何勾稽。 

3.報單號碼的編碼方式 

報單編碼方式為收單關別、轉至關別、船隻掛號、艙

單號碼等組成，取消船掛需重新編碼，以確認其唯一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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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待配合事項： 

1.EDI 需作大幅度更改： 

通關網路、運輸業者、港務局及報關業者須配合修改

，業者是否願意配合是個大課題，因為需整個格式重

新規費，勢必更新相關業者的電腦軟體，所費不貲，

相關業者是否願意配合是最大的課題。 

2.准單申請須重新設計： 

是否還是以整艘船申請卸貨准單資料或以別的方式，

以整艘船傳輸船隻的認別以船舶呼號加申報日期為

key 值。 

3.海運系統程式需修改部分： 

(1)原針對船隻掛號進行處理者，改為針對船舶呼號+

申報日期進行處理（到港、離港、列印放行清表、

結關、助航服務費...等） 

(2)原針對艙單進行處理者，改為針對提單號碼進行處

理（艙單申報、進艙、銷 艙...等） 

(3)原由報單號碼分出船掛、艙單號碼進行處理者，改

為由報單檔查詢提單號碼進行處理 

(4)原由船掛+艙單組成報單號碼進行處理者，改為由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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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號碼查詢報單號碼進行處理 

(5)准單作業 

(6)EDI 處理部分 

進口部分 

5151 申請船掛之訊息，改為船隻申報訊息，海運系

統不再配發船隻掛號 

5101S 艙單訊息，需修改申報格式 

5102S 貨物進倉資料，需修改申報格式 

5154 船舶進港通知，需修改申報格式 

5157S 普通卸貨准單申請書，需修改申報格式 

5162S 進口貨物短溢卸報告，需修改申報格式 

5166 貨櫃清單，需修改申報格式 

5105S 報單訊息，增加提單號碼為必要欄位，需修改

申報格式 

5108S 倉儲或運輸業申報訊息回覆通知，需修改申報

格式 

 

出口部分 

5108S 倉儲或運輸業申報訊息回覆通知，需增加提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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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號碼欄位。 

5252 出口放行清表，需增加提單參考號碼欄位。 

5261 退關貨物轉船清表，需增加提單參考號碼欄。 

(7)海空運通關共用系統：例專家系統等。 

 

海運進口系統取消船隻掛號之影響 

程式類別 qca/qcd pl/pm qpf sql total

配合

修改

程式

比率

配合

修改

程式

數量

備註 

專家 EP 99 27 17 33 176 50% 90
 

復進口 G7 20   2 22 <10% 2 
視作業流程修正

幅度調整 

船掛 IA 20 6 4 7 37 100% 37
 

艙單 IB 89 20 9 24 142 100% 142
 

收單 ID 36 7 9 134 186 80% 149
 

分估 IE 86 14 15 27 142 60% 86
 

驗貨 IF 88 17 14 41 160 50% 50

以報單號碼讀取

船掛、艙單、貨櫃

資料， 

計稅 IG 196 83 75 70 424 <10% 40

計稅與船掛艙號

較無直接關聯，廢

除船掛後視作業

流程修正與報單

編碼調整 

放行 IH 32 9 5 13 59 50% 30
以報單號碼讀取

船掛、艙單、貨櫃

 53



等資料檔 

提領 IJ 15 4 3 7 29 80% 24
 

審核 IK 96 24 18 37 175 <10% 17
批審需讀取艙單

進口日期 

空運艙單 IL 17 4 1  22 <10% 2 
視作業流程修正

幅度調整 

貨樣 IN 23 7 6  36 <10% 3 
視作業流程修正

幅度調整 

查緝 IP 11 4 2 3 20 30% 6 

針對船公司、報單

、貨櫃作查緝觀察

處理，視作業流程

修訂調整 

額外關稅 IQ 9 2 2  13 <10% 1 
視作業流程修正

幅度調整 

列表 IR 26 3   29 50% 15
 

產地 IS 15 1 1  17 <10% 2 
視作業流程修正

幅度調整 

其他 IZ 31 18 19 30 98 30% 30
 

觀察 PN 12 3  1 16 30% 5 

針對船公司、報單

、貨櫃作查緝觀察

處理，視作業流程

修訂調整 

物流 TL 63 7 4 75 149 80% 120
 

簽審 TR 13 2  67 82 <10% 8 
視作業流程修正

幅度調整 

轉運 TS 138 26 38 74 276 80% 221
 

規費 42 17 18 128 205 40% 82
 

批次 batch  107   107 50% 54
 

合計 1177 385 1562 3124 2622 46%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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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出口通關系統： 

作業名稱 資料庫 應用程式公用報表合計 影響 
影響

概估 
備註 

EA 進倉 21 20 5 5 51 100% 51  

EB 貨控 8 20 3 3 34 100% 34  

EC 出港 3 11 2 2 18 100% 18  

ED 收單 119 37 6 8 170 80% 136  

EE 分估 10 54 1 1 66 60% 39  

EF 驗貨 28 63 3 8 102 50% 51 

以報單號碼讀

取船掛、裝貨單

號、貨櫃資料有

一定程度影響 

EG 放行 13 21 6 5 45 50% 22 

列印放行清表

與船掛有緊密

關聯，其餘作業

則主要以報單

號碼為主 

EH 徵費 46 79 23 25 173 <10% 17 

與船掛、裝貨單

號較無直接關

聯，視作業流程

與報單號碼修

正幅度調整 

E1 結關 25 51 10 12 98 100% 98  

EJ 審核 9 67 15 16 107 <10% 10 
視作業流程修

正幅度調整 

EL 助航 4 12 2 3 21 50% 10 

主要以船舶呼

號為主，船掛則

影響結關紀錄 

EM 其他 2 17 3 4 26 <10% 2 
視作業流程修

正幅度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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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復出口 3 17 2 2 24 <10% 2 
視作業流程修

正幅度調整 

EP 專家 5 21 5 7 38 50% 19  

ER 報表 0 20 1 0 21 30% 6 

主要影響貨物

進站、船隻離港

等報表作業，其

餘則視作業流

程修正幅度調

整 

EZ 公用 18 74 19 21 132 <10% 13 
視作業流程修

正幅度調整 

TR 簽審 42 39 22 3 106 <10% 10 
視作業流程修

正幅度調整 

批次/WEB 32 0 61 70 163 50% 81  

合計 388 623 189 195 1395 44.37% 619  

 

二、港務局 

港務局為港埠管理主管機關，兼營提供倉儲服務業務。

前者業務與海關互有資料交換，例如港務局傳送繫泊時間至

海運艙單系統，海關將結關資料傳送港務局，其他如進口艙

單及徵收商港服務費所需通關資料等均為政府機關間資料

分享。海關廢除船隻掛號後，只要雙方對船隻定義及一批貨

物的定義相同，港務機關相關作業及電腦系統配合修改困難

度不高，且因為都屬政府機關，在整體簡化便民服務之原則

下，事先商請配合，問題不大；後者部分比照下列貨棧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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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即可。 

 

三、報關業者 

廢除船隻掛號後，未來海運進出報單號碼〈含轉運、轉

口申請書號碼〉將與船隻掛號切割，若比照空運報單編號，

年度後 8碼由報關業箱號 3碼及自編序號後 5碼組成，由於

報單號碼仍保持 14 碼不得重複，與現行作業並無不同，報

關即用系統僅需能自行控制一定期限內不得重複即可，變動

不大，甚至暫不修改亦能繼續使用。 

 

四、運輸業者 

運輸業者〈船公司〉自船隻掛號起，艙單〈進出口〉作

業、准單作業甚轉運〈口〉作業、及結關作業，皆以船隻掛

號為基準，即與船隻報關及小部分貨物報關部分〈指 T1 及

T2 等運輸業者自行申報者〉，如進口艙單之艙號、出口艙單

之裝貨單號碼，未來將以提號碼予以取代，前二者反變成選

擇性欄位，後者則變為必要且需進行規則性的邏輯檢查等；

再者，業者內部皆有相關程序管控(包括先艙單後准單，先

艙單後 T1/T2 申請書等)亦需一併修改電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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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案為運輸業者所提之建議，符合國際規範，出口

貨物通關與裝船作業分離，便利運輸業者艙位之調整，免除

退關轉船作業，長遠而言，對運輸業者最有效益，其配合意

願應最高。 

 

五、貨棧業者 

業者與通關系統介接主要之相關訊息，包括進口分送艙

單、進口放行訊息簡 5116S、海運出口貨物進倉證明書訊息

簡 5259 及出口放行訊息簡 5204S。 

上述各訊息一般性邏輯檢查需加以調整外，尤其出口簡

5259 之參考提單號碼將由選擇性改為必要性，以利與報單勾

稽核對，上列提單號碼皆需依未來之規範填列申報，貨棧業

者電腦系統需增列規則性與一般性邏輯檢查，以確保進倉資

料之正確性。 

貨棧業者與運輸業者通常訂有合約關係，廢除船隻掛號

運輸業者應可獲益，雙方可協調在互助互利之原則下，由運

輸業者支援貨棧業者或由政府補助部分修改相關系統經費

，以達成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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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通關網路業者 

由於通關網路業者，主要是作通關 EDI 訊息交換處理，

原則上不對訊息內容作實質檢查，雖 EDI 訊息將有所異動，

但影響較小。惟其若有其他加值部分，涉及與船隻掛號有關

者，包括貨櫃動態查核系統、進口進倉單(51011S)分送、出

口放行清表分送及保稅稽核系統等，仍需配合修改。 

通關網路提供資料交換及加值服務均有收取傳輸費及

服務費，給予適當修改時間，配合政策的推動亦應較無問題

。 

 

第二節  規劃可行性方案 

現有海運貨物通關大致可分為兩大區塊，包括船隻報關

與貨物報關兩主要部分。 

原則上，兩大區塊間是可以用提單號碼來加以串聯，前

提當然是提單號碼〈出口稱參考提單號碼〉應予有效、明確

的規範。進口部分，因提單號碼在航商申報艙單資料前即已

確立，報關人在辦理進口報單申報時，已可由航商取得該號

碼報關銷艙；出口部分，屬於航商之直貨〈直接攬貨〉部分

亦沒問題，一般航商在確認訂定艙位後，即可給予出口提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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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碼，惟若為承攬業招攬之貨物，尤其是併裝貨，在現行制

度下〈承攬業目前尚未納入海關監管〉，出口通關時報單與

出口艙單之比對核銷需另設計，改採 UCR 應是可考慮運用的

一個重要選項。免除出口艙單申報，以減少訊息重複，簡化

出口作業便利航商，亦是另一可考慮之解決方案。UCR，國

際貨物唯一追蹤碼，是國際關務組織 (WCO) 在促進全

球貿易便捷與安全之標準架構下，為落實對國際物流與

供應鏈各個環節完整的追蹤管理，以確保供應鏈安全並

促進全球貿易便捷，因此發展一套全球標準的國際貨物

編碼，取代國際供應鏈內的現有號碼，作為共通資料的

入口鑰匙，無縫地銜接從供應商、運送人、貨運承攬業

者與進口商到實體物流。另參據 WCO SAFE 預報電子資料

〈附錄十、十一〉項目，包括艙單十三項及報單十七項，發

現其間兩者並無提單號碼之資料項目，惟 UCR 卻存在於兩者

，正是目前各現代化海關積極發展中，未來世界貿易共通的

要項。復以中國大陸〈附錄十二〉為例，查其進口艙單申報

資料項目即包含主提單號碼〈必要〉與分提單號碼〈選擇性

〉外，UCR 則為另一獨立資料項目，為條件式或選擇性申報

，應是預留為未來國際間資料交換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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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船隻掛號之廢除之可行方案，需能兼顧現有海運通

關系統正常運作與來日便利與國際接軌，研提相關作法如下 

一、船隻報關 

貨物到達目的港之申報艙單階段，與搭載出口貨物裝船

離港階段的通關作業皆是。 

目前主要之大航商〈carrier〉對於航次，已可自行由

電腦控制於一定期間內不致重複，且航商多以〈船名+航次

〉作為各船隻進出口載貨申報〈cargo report〉資料之識別

依據，美國之自動化艙單系統〈Automated Manifest System

，AMS〉也是以〈船名+航次〉作為船隻艙單申報之基準。又

目前海運艙單訊息，已包括船舶呼號〈call sign〉及航次

〈voyage number〉之資料，由船舶呼號及運輸業代碼，通

關電腦系統即可自動帶出船名。換句話說，用船隻具唯一性

之資料項目加以組合〈如船名+航次、運輸業代碼+航次及運

輸業代碼+船舶呼號等〉作為鍵值，即可識別並確保該航次

資料之唯一性，可取代船隻掛號之廢除；畢竟船名、航次皆

各有其唯一性，運輸業代碼代碼與受理關別亦可作輔助之區

隔要項。 

再者，各船隻之 IMO〈國際海事組織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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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time Organization ship identification number，7

位數字〉號碼，本即屬唯一，亦可作為識別船隻之依據，美

國即例〈參附錄一〉，將此號碼列為艙單資料必要項目之一

，有利電腦系統辨識、監控。 

總之，以〈船名+航次〉、〈運輸業代碼+航次〉及〈運輸

業代碼+船舶呼號〉3種資料組合皆具唯一性，都可代替船隻

掛號在船隻報關作業〈艙單申報、卸貨准單、結關及船隻離

港等〉的各個角色，任擇其一取代船隻掛號，都可作為相關

資料庫檔案之鍵值。經再檢視 WCO SAFE 預先電子資訊進出

口艙單資料項目〈計 13 項〉，其可供辨識該航次船隻艙單資

料即為運輸業代碼〈Carrier identification〉及航次〈

Conveyance reference number〉，更可佐證本研究案所作之

分析與研提之可行方案，是合理可行並能符合國際標準規範

，有利日後與國際接軌。 

當船隻掛號廢除，每年至少可減少 25,000 筆以上的船

掛核覆訊息，船隻掛號申請書訊息簡 5151 改由運輸業者向

海關提報「預定到港日」，通關系統不再核覆船隻掛號；另

港務主管機關以〈運輸業代碼+航次〉發出船舶進港通知簡

5154 之「繫泊時間」，其內部系統只需將內部系統作稍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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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即可符合通關作業需要；因上述兩個日期時間，係決定

該船當航次的進口日期。尤其，目前預報報單，雖然所佔比

率不高，以進口為例平均約 2-3 成，依規定仍需維持原有受

理預報之機制是必要的。  

再以進口為例，至此艙單表頭已可識別，艙單明細〈表

身〉部分，則以提單號碼作為該船每一筆貨物識別之依據。

於此重申提單號碼之規則化與一定期間不得重複的規範是

絕對必要的；海關與航商能相互配合、控管，以利艙單、報

單間之核銷，對於通關的順暢與後續統計作業的正確性具決

定性的影響； 

其實，目前船隻掛號與其受理艙單申報或出口結關所在

的關別，有其一定的對等〈或稱互相勾稽〉關係存在，船隻

掛號廢除後，可改以承辦人員所屬關別與申報資料所在之受

理關別進行管控，取代先前由船隻掛號依其號碼所屬關別與

受理關別之比對方式，一樣可達到控管目的，技術面可提供

解決方案。 

卸貨准單申核作業，需於進口艙單傳輸完成後始得提出

申請，一樣可以〈船名+航次〉或〈運輸業代碼+航次〉作為

處理基準，技術面只需調整卸貨准單檔之鍵值與卸貨准單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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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即可。或業務面可在此時機，配合規劃預先電子資訊，作

妥切之評估，若查緝面之管控無礙，上述卸貨准單的申核作

業或可考慮廢除，既可簡化作業程序、並可便利業者提早卸

櫃，取而代之的是以艙單表尾傳送完成，表示船隻艙單申報

資料已完整，航商即可辦理卸櫃；同時，將貨櫃動態資料庫

所需的艙單有關資料，即由通關電腦系統自動啟動傳輸。若

未來已無准單申核作業，貨櫃動態查核系統〈如現行封條的

異動情形係登載於櫃動庫，出口貨櫃上之封條號碼，又屬預

先電子資訊之必要項目〉屬公部門之作業，宜回歸至海關系

統處理應較為適宜，連前述需啟動自動傳輸艙單資料至該資

料庫的程序都可省略，讓系統資源得更有效的運用。 

關於出口部分，若航商之航次皆能在一定期限〈如 2年

內〉不重複，船隻裝船、結關及離港等船隻報關作業，亦可

以〈運輸業代碼+「出口」航次〉為基準，輔以受理關別、

船舶呼號、船名等作為辨識、結關處理的依據。未來若配合

預先電子訊息計畫需要修正法規，或可考慮簡併出口貨櫃清

單與艙單訊息的申報方式與內容，並落實查核，更可強化出

口艙單資料的完整性與正確性。 

總之，就船隻報關部分而言，原以船隻掛號為業務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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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依歸〈即通關系統船隻報關作業相關檔案之主要鍵值

primary key，是船隻艙單檔識別之依據〉，不論於艙單作業

、卸貨准單作業、出口結關及離港作業等，皆習慣以船隻掛

號為代表，而現有系統尚有受理關別與船隻掛號相互勾稽之

控管機制〈按船隻掛號是依其受理艙單關別由電腦系統自動

核給及控制〉，有效控管以界定權責區分。改採〈運輸業代

碼+航次〉，在取代船隻掛號廢除後，技術面提供可行之替代

解決方案是無庸置疑的；若能搭配前述之業務面簡化方案〈

如取消卸貨准單〉，相信航商應會更樂於配合此類更簡化、

更便捷、安全及更優質之新世代船隻報關環境。 

 

二、貨物報關 

現有船隻掛號是組成進出口報單號碼〈含各類轉運、轉

口申請書〉之核心項目，報單號碼中之收單關別、艙號或裝

貨單號碼，原是與進出口艙單勾稽核銷之關鍵。貨物報關部

分之可行方案為：未來廢除船隻掛號後，報單號碼編碼原則

可採與空運報單類似之規則，仍維持五段式 14 碼，對於海

關及相關業者系統之轉換衝擊較小，且對於長遠推動跨區報

關制度，報關業者亦較能適應。由於提單號碼將變成艙單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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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單間連結之關鍵核心，當然需將該訊息欄位之屬性調整為

必要，且於訊息傳入時，進行必要之邏輯規則與唯一性檢查

，並納入銷艙比對，以進口為例，即可取代現行以〈船隻掛

號+艙號〉進行比對之控管，至於其他銷艙所需欄位則可視

未來業務規劃情形，再予彈性調整。並輔以船舶呼號、航次

或 IMO 碼，即可確保銷艙後報單與艙資料之對應與唯一。  

轉運申請書部分，可比照前項進口作法，亦需改為以提

單號碼為主要之銷艙項目，其他銷艙欄位可比照前項進口作

法，視未來業務規劃再予調整，T1 轉運申請書之存廢值得加

以深究，技術面配合調整應不難。轉口作業，或可考慮跨出

一大步再予簡化，完成進口艙單核銷即可，並於結關時再將

出口報單號碼置入出口艙單，告知海關該筆轉口貨物流向，

便於歸納統計各船隻每航次之總筆數即可；若有需事先分割

或合併者，則宜先完成分割或合併後，再予處理。值此預先

電子資訊規劃期間，正是開創未來新局之最佳時機，應予好

好把握。 

目前出口參考提單號碼，不論在簡 5259 出口貨物進倉

證明書訊息及簡 5203s 出口報單訊息中皆為選擇性欄位，未

來需改為必要欄位，並作必要之邏輯規則與唯一性檢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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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資料之正確性。至於控管截止收單與助航服務費部分，

比照船隻報關的解決方案以〈運輸業代碼+航次〉控管即可

。 

貨物報關部分，主要是報單號碼編碼方式改變，進出口

通關相關程式約近半皆需修改，幅度不小需時不少，惟技術

面無問題。另一重點為銷艙作業需能落實，才能確保對內之

日後統計及對外與國際接軌相關資料之正確性與完整性。 

 

三、亟與預先電子申報結合，以開創新局 

本案正逢經建會推動「優質經貿網絡」計畫，欲構建一

安全、便捷之貿易環境與便利日後未來國際接軌考量，本總

局負責規劃建置包括預先電子資訊〈advanced electronic 

information〉等多項專案計畫，本研究案之建議與解決方

案，恰可導入預先電子資訊計畫中，在此最佳時機，規劃一

全新的通關作業流程，突破現狀及改變既有思維，開創一新

世代的全方位自動化通關環境。全新的通關流程，符合 WCO 

SAFE 國際標準的作業模式，便利日後國際接軌；並藉有此計

畫之落實與經驗，將現有之自動化通關環境加以提昇、轉化

，奠立台灣未來中長期通關環境再造，創造再次經貿奇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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碁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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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如何推動廢除船隻掛號工作 

第一節  配套措施 

一、 法規及作業規定修改 

進口艙單申報作業規定增訂同一家運輸業者核發之提

單號碼，配合艙單保存期限，至少 2 年內不可重覆。航次用

來識別整份艙單所列載之貨物，至少 2 年內不可重覆。 

二、 修改資訊系統補助措施 

配合 WCO SAFE 架構的實施，同時廢除船隻掛號，勢

必大幅修改相關業者電腦系統，對弱勢的報關業者及小型貨

棧業者及船務代理，產生較大衝擊，政府有必要比照貿易局

推動便捷貿 e 網時，補助業者費用，以減輕阻力，促成此重

大通關變革，提升國家整體國際貿易競爭力。 

 

第二節  推動步驟 

海關船隻掛號作業已行之多年，相關業者的作業及電腦

系統，或多或少均依賴船號處理其業務，尤其海關本身之作

業及通關系統將有大幅變動，廢除船隻掛號工作必須花費長

時間的準備，惟諸多的改變如在一夕間轉換，即有稍許失誤

，可能造成嚴重通關作業停頓之風險，因此推動步驟至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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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逐步推動廢除船隻掛號，將風險降至可接受之範圍

，考驗研究團隊能力，亦是與可行方案密不可分的重要一環

。幾經研究小組反覆推敲，發現現行進出口艙單資料內容，

其實已包含取代船號及艙號所需資料，惟資料的正確性不夠

，可先予導正，確定申報之正確性如下： 

一、進口提單號碼及航次不可重覆之規定於廢除船號前 2 年

開始實施。 

二、海關進口艙單電腦核銷作業配合將艙單與報單之提單號

碼及航次納入比對項目， 

三、海關出口艙單之航次不可重覆之規定於廢除船號前 2 年

開始實施。 

上述資料正確無虞後，實施廢除船號作業重點落在於報

單編號，由於採用比照空運報單編碼原則，對海關及報關業

者應不陌生，對報關作業影響尚小，加以事先宣導，個案失

誤可能發生，但應不致產生大規模嚴重的失誤。 

 

第三節  推動時機 

廢除船隻掛號牽涉海關通關系統大幅變動，由變動分析

中亦瞭解相關業者如：報關業、運輸業、貨棧業、港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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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關網路業均須配合修改作業及電腦系統，範圍甚廣。另優

質經貿網絡計畫下之關港貿單一窗口、預先貨物資訊、貨物

移動安全等子計畫政府已限期完成，海關通關作業勢必重新

再造，同樣的業者亦必須配合重新規劃新作業流程、新電子

資料交換訊息。兩者應一次整合規劃，亦是本案實施的最佳

時機，可減少業者成本或在政府補助下一氣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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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WCO SAFE 架構的推行已是國際關務共識，依其預先貨物資

訊的規範，進出口艙單、報單資料項目均無「船隻掛號」及

「艙號」，因此廢除船隻掛號、艙號已是勢在必行的課題，

而不是可不可行的問題。本研究結論重點為如何在與國際關

務接軌下，提出可行方案，並考慮在此重大變革下，研擬衝

擊較小之推動步驟及時機，順利完成海關通關流程再造之基

礎。 

 

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一、 廢除船隻掛號後，定義靠港船舶改以船公司代碼及航次

區分。 

二、 海運進出口報單編碼原則採與空運報單一致，同時便利

跨關區報關之推動。 

三、 規定提單號碼及航次至少 2年內不可重覆。 

四、 在廢除船隻掛號前先行實施前項規定，並於進口核銷艙

單作業增加比對提單號碼及航次，預先調適爾後 WCO 

SAFE 架構之新通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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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廢除船隻掛號涉及海關通關系統重大變革，運輸業、貨

棧業、報關業及通關網路等相關業者亦須配合修改各自

系統，最佳變革時機為併入「優質經貿網絡計畫」之「

預先貨物資訊子計畫」實施。 

六、 廢除船隻掛號作業對海關而言應是 83 年實施通關自動

化作業以來最大的作業改變，建議併同「預先貨物資訊

子計畫」就通關作業流程全面檢討再造。尤其出口通關

作業應澈底簡簡化，例如：在無船隻掛號下，出口貨物

實際結關裝船資料配合出口美國貨物 24 小時前申報，

免除出口後再申報出口艙單；由於結關裝船資料已確定

承載之運輸工具，可免除退關轉船作業等。 

七、 出口貨物可採由出口人自行編列 UCR（ Unique 

Consignment Reference number ）自貨物出廠、內陸

運輸、進入海關監管之貨棧、通關、放行後裝船等全程

監控物流狀態。 

八、 進口貨物卸貨准單之申請，主要以進口艙單內容為準，

只要申請內容與艙單相符，無不准之理由。建議於通關

流程再造中以一次申報為原則，採艙單申報資料內容控

管卸貨，如有錯誤，直接更正艙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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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進口通關流程查詢增加以提單號碼查詢功能，便利進口

業者依其掌握之提單即可查詢貨物通關狀態，提升通關

作業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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