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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關稅局成立40週年誌慶

時光荏苒，台北關稅局自58年7日1日成立以還，迄今已屆40寒暑。人逾

四十，可以不惑，而正邁入40歲的台北關稅局，建物巍峨、組織健全、制度

儼然，益發顯出其成熟而穩健的風貌。

回顧台灣原以濁水溪為界，分設台北關與台南關兩個關區，但隨著對外

貿易不斷擴展，海關業務量也逐年增加，遂於58年7月1日增設「台北關」於

台北市，並將原設在基隆市之「台北關」易名為「基隆關」，在高雄市之

「台南關」改稱「高雄關」。台灣第一個以處理空運業務為主的關區，於是

棲寄於台北松山機場倉庫臨時搭蓋的一隅正式成立，台北關稅局許多前輩、

同仁，無視草創之克難與艱辛，篳路藍縷，終創今日廓然格局。

40年來，台北關稅局一直以潔白的制服代表海關站在國家大門的第一

線，服務無數旅客，這也成為許多人對海關留下的第一個鮮明印象。除此之

外，台北關稅局也以空運講求快速的特性，率先推動許多海關重要的業務。

我國海關今日能側身於現代化海關之林，台北關稅局當年先導實施「貨物通

關全面自動化」及「旅客紅綠線通關制度」實有其功。前者將海關傳統的人

工放行貨物，委交電腦主控處理，大部分貨物均由電腦在數秒之內瞬予於

行，從此通關完全透明，大幅消弭人為干預的缺失。但此一制度81年在台北

關稅局首先推出實施時，關員摸索操作，系統壅塞，業者反彈，台北關稅局

在百般困難之中，仍然為海關跨出了艱邅而重要的第一步，為貨物通關自動

化開啟了一個嶄新的格局。而台北關率先實施的「旅客紅綠線通關制度」，

更將昔日保守海關的形象，逐漸推向服務導向的現代化海關局面。

今日之台北關稅局是昔日關員群策群力的成果，明日之台北關稅局是今

日關員淬勵奮發的展現。至盼今日每位台北關稅局的同仁，都能成為日後更

茁壯、更璀燦的台北關稅局其中一塊堅實的基石，謹此祝福台北關稅局關業

精粹、關譽日隆。

                             總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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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局長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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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關稅局成立於58年，今年已邁入40週年，本人有幸遇此盛會，深感

榮幸。

本局成立以來，為提升我國際競爭能力，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積極建構

快速便捷通關環境，施行各項簡政便民措施，除配合業務調整本局內部組織

外，並積極訂定及鬆綁各項實施辦法。在貨物通關方面，於63年實施「先放

後核」通關制度，64年實施預行報關制度，81年對機放貨物實施24小時通關

制度及實施貨物通關自動化作業，84年配合快遞貨物專區成立，對快遞貨物

採行24小時通關服務，86年施行進口C1報單及空運進口艙單無紙化作業，大

幅縮短通關時間及簡政便民；在旅客通關方面，74年引進X光機檢查儀設備，

82年首對紐、澳直航入境班機實施紅綠線通關制度，至87年全面實施，使旅

客通關由5至10分鐘縮短至現時旅客自領取行李後之通關時間不及1分鐘，快

速便捷；此外本局於88年通過ISO-9002認證，實施業者自主管理制度等，均

屬簡政便民措施。

近十年，為辦理龐大的業務量，本局於89年辦理空運通關系統轉型，91

年實施快遞貨物簡易申報制度及出口艙單無紙化作業，92年正式開啟本局緝

毒犬隊執勤新紀元，復實施出口C1報單無紙化作業，並開始受理外籍旅客申

辦退還特定貨物營業稅及試辦網際網路報關，94年本局台北郵局支局實施澳

洲模式篩選郵包作業及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正式營運，去(97)年配合執行

兩岸直航政策，新增松山機場據點，辦理旅客入出境通關業務，今(98)年5

月順應直航新增業務量，特成立專責課辦理，以提供即時服務。此外，本局

更不斷施行其他各項簡政便民措施，如設置24小時專人接聽便民服務專線，

建立「公民參與」機制，推動公務行銷，通過資訊安全ISO27001認證，於去

年首創「E-learning」組織學習模式，運用數位學習平台，建構數位學習環

境，厚植關員專業知能，效果卓著。

未來，本局將賡續研擬各項簡政便民服務措施，冀期創造契合人民期盼

的通關環境，然關員素質是否專業，是否具備服務熱忱，攸關服務品質良

窳。英文諺語有云：「Working hard is very important; working smart 

is more important.」揭示靈活落實執行職務的重要性，除專業外，關員服

務心態更屬重要。本局將持續加強服務理念訓練，培育專業服務型關員，為

海關貢獻心力，為人民提供貼心服務。另為因應國際化及配合我國規劃WCO 

SAFE安全架構與AEO優質企業制度執行需要，本局正積極培訓國際關務人才，

同時儲備執行安全架構與優質企業制度人員，期望屆臨需用時，立有可用之

才。

台北關稅局40週年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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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課與查緝如何取得平衡，是海關取捨之間的考驗。本局對於查緝，除

著重查緝方法的有效性外，更注重保障人民的隱私權與財產權益，因此，除

運用風險管理機制，篩選可疑人貨進行重點查緝外，並廣泛運用非侵入性儀

器，購置X光檢查儀器及靈活運用緝毒犬隊，以檢查旅客行李與貨物，俾維護

人民隱私權並避免損害人民財產。本局將續尋求最適方案，期使徵課與查緝

均能獲致最佳成效。

值此台北關稅局建立40週年的98年度，是個變化快速、處處契機的年

份，海關必須正向面對，提早掌握因應，轉「被動角色」為「主動服務」，

在「服務、便捷、安全、廉能」的願景基石下，持續規劃各項革新便民措

施，提升海關效率與服務品質，貫徹關員廉潔操守，藉資增強產業競爭力，

共創國家經濟發展的雙贏局面。

最後要感謝業者及所有愛護本局的朋友，本局因你們的愛護、支持而成

長茁壯；也要感謝本局所有同仁所作的努力與貢獻，希望各位能秉持初衷，

繼續努力，共為提升本局服務品質與創造經濟高峰攜手邁進。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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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首長賀文題字 前侯副總局長德基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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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首長賀文題字 前廖副總局長乾順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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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歲月
嚴立

今年欣逢台北關成立四十週年關慶。在台北關成立十週年的時候，我還

在財政部關務署（關政司前身）工作；二十週年的時候，我剛好在台北關，

我們為他辦慶祝晚會、出紀念特刊；三十週年的時候，我那時在加拿大溫哥

華，台北關秘書室機要股顏美俐股長打電話給我，要我拿一點東西慶賀，我

遂寫了一篇短文，刊在三十週年紀念特刊上；今年台北關四十歲，而我已退

休離開台北關十六年多了。人是會慢慢年華老大，而機構卻不會，台北關尤

其如此。因為最近有許多的新血注入，他會永遠年輕。台北關是一個活力充

沛的單位，記得財政部舉辦第一屆稅務關務人員運動會，台北關拿到了總冠

軍。以前財政部舉辦各項球類比賽，總是高雄關、基隆關或者台北稅捐處、

高雄稅捐處等單位輪流拿冠軍，因為他們員工多，自然人材也比較多。但是

那次運動會，不論是大隊一千米接力賽、拔河或者各項趣味競賽，都是台北

關掄元。自然得了總冠軍，跌破大家的眼鏡，那就是台北關活力無限、團結

一致的表現。

常言「歲月無情催人老」，而我在台北關服務的一段時日，我認為是人

生中「有情的歲月」，不會隨時間淡化。因為台北關以及整個海關的同仁，

不僅是活力充沛，更是熱情洋溢的一群人。我已退休多年了，但是相遇到舊

日同仁的時候，莫不親切的招呼，熱情的握手，一股熱流直傳心底。人生猶

如在水田插秧，個人逐步向後退，可是抬頭向前望去，前面的整齊秧苗，茂

密青蔥。個人雖然已退出了水田，走上了田埂，前面的秧苗將會成長向上，

結滿黃金般的稻穗，心裡充滿了無限的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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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年7月台北關成立時，筆者任職於台北關退

稅組，所以我是台北關的「開關元老」之一。（按80

年2月海關改制，各關區名稱由「某某『關』」改稱

「某某『關稅局』」；又台北關稅局退稅組於81年

裁撤，相關業務移由總局辦理。）

筆者在海關41餘年歲月中，雖在台北關稅局約

25年最久（包括台北關成立前已在退稅組6年多），

但也曾在總局、基隆關稅局及高雄關稅局服務，相

互比較後發現台北關稅局有下列諸多特色：

1.業務量最大：基隆關稅局、台中關稅局及高

雄關稅局三個關區進口（或出口）報單量的總和，

尚不及台北關稅局的進口（或出口）報單量，故台

北關稅局的業務量最大。

2.最具挑戰性：退稅業務、保稅業務、旅客入

出業務、快遞業務等皆屬台北關稅局所獨有、或以

台北關稅局為主，此等業務之成長及制度之變革，

台北關稅局均首當其衝；而通關自動化更是由台北

關稅局率先於民國81年11月開始實施。所以台北關

稅局經常需要獨力構思以適應挑戰性業務。

3.關員較年輕：上述業務急遽成長時，台北關

稅局需人孔急，因此有一陣子，凡有大批年輕關員

進關時，均優先分發至台北關稅局服務，致使台北

關稅局關員平均年齡隨之「年輕化」。

4.具備國際觀：台北關稅局職司之業務諸如：

中外旅客之進出、空運貨物（尤其是快遞貨）之通

關，在在均是國際接軌的樞紐，因而在台北關稅局

服務，自需具備（培養）寬廣的國際觀。

5.關員較活潑：由於台北關稅局之關員較年

輕，又因受業務特性等環境感染，故展現在日常生

活上，就是較活潑。

6.地處敏感帶：台北關稅局位於桃園機場，

機場周遭有上百個機構，彼此業務環環相扣，而來

往之人士三教九流無一不有，台北關稅局地處敏感

地帶且係眾所注目的機關，關員之言行自應格外審

慎。

諸位關弟、關妹（比照學弟、學妹之稱謂）

有幸能在具有這麼多特色的台北關稅局服務，關長

（比照學長之稱謂）有下列諸點「淺見」願與諸君

共勉之：

1.服務觀念：一百多年前海關成立初期，海關

之英文名稱為Customs Service，當時就已經強調

Service服務，近幾十年來「為民服務」更是任何政

府機關的口頭禪，海關每日接觸那麼多商民，尤應

抱持服務觀念，千萬勿存衙門心態。

2.效率時效：不論是旅客或貨物凡經由空運而

來，就是希望「快速」，所以關員處理業務首應注

重效率、考慮時效。

3.設身處地：處理公務除秉持「公正廉能」原

則外，也應設身處地為商民著想。

4.耐心說明：商民在通關業務有疑難時，應耐

心委婉說明清楚。

5.勿輕易處分：商民辦理通關手續有違誤時，

非不得已勿輕易處分；切勿考量一己之私（可以敘

獎）而「濫罰」。

6.公門修行：人在公門好修行，珍惜在公家服

務的歲月；替商民解決問題，何嘗不是修行捷徑！

7.升遷快慢：近年來退休者眾，現職人員升

遷機會大增。已升遷者自應更加戮力從公、勇於任

事；暫未升遷者仍應忠於職守、切忌怨天尤人。

謹在台北關稅局成立40週年之際，祝賀台北

關稅局關務順遂！各位關弟、關妹平安、健康、快

樂！

台北關稅局的特色                 
葉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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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台北關稅局眷顧我的青春歲月      
江安雄

台北關稅局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它，增廣了我的人生閱歷；它，

豐富了我的生活內涵。回顧過往，溫馨滿懷。

回憶30幾年的青春歲月，都在它豐厚的羽翼下，不斷的嘗試各項工

作的滋味，努力地學習各種關稅法規，更因此結識了上千名情同手足的

海關菁英，共同彩繪這個朝夕與共的機關。每次想到這些來自全國各

地，在不同家庭成長，不同學校培育，外表、個性截然不同的海關菁

英，個個學有專長，心中油然起敬。尤其是，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優秀

人才進入台北關稅局大門後，都能抱持全年無休、每天24小時全天候為

民服務的熱忱，享受犧牲，犧牲享受，為川流不息的空運入出境旅客，

進出口貨物、保稅貨物、國際郵包，營造最便捷舒適的通關環境，更令

我感動！

在台北關稅局的歲月，經歷「外銷品沖退稅制度」、「獎勵投資條

例」和「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的實施，見證了海關在租稅減免協助產業

發展所作的努力與貢獻。更見證了空運業務的成長與銳變，諸如：旅

客行李的通關，從威權時代的指定檯號嚴格檢查到實施人性化的紅綠線

通關作業；保稅業務，從步步為營的駐廠（庫）管理到推動業者自主管

理；郵包通關，從包包開驗到關郵連線的簡化作業；進出口貨物

及運輸工具的通關申報，更從人工收單到全面實施電腦連線自

動化通關。還有暫准通關證免稅通關、快遞貨物簡易申報通

關、科學園區進出口貨物的一段式通關，自由貿易港區的籌

設等等，台北關稅局的每一項簡政便民措施，無不是為提

升廠商的國際競爭力著想。其他如查緝技術的改進，

以科技儀器（如：X光檢查儀）透視過濾取代人工

普查，培訓緝毒犬協助查緝毒品，以及透過守法調

查、評估和情資蒐集、運用等風險管理的策略，明

顯的提升了查緝效能，達成事半功倍的查緝目標，

更建構了真正的無障礙通關環境。

同時，也要感謝台北關稅局配合我空運業務

發展，多次遷移辦公場所，讓我得以乘地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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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有些不一樣的人生體驗。譬如：從松山機場到中正機場（桃園機

場）看盡商用民航機的爭奇鬥妍，從波音（Boeing）707到777，自空

中巴士（Airbus）300到380，以及道格拉斯（Douglas）DC-3到麥道

（McDonnell Douglas）MD-11；也在美侖美奐的客運航廈入出境長廊，

享受過在地毯上漫步的閒適；工作之餘，更就近走訪了全國唯一的地下

化高鐵車站-桃園站。欣賞具有燈籠意象的外觀設計；當心情鬱悶時，

親臨竹林山觀音寺（林口）或壽山巖觀音寺（龜山），傾聽梵音淨化心

靈；心血來潮，就爬上東華高爾夫球場景觀餐廳或白沙岬燈塔，居高

臨下觀海聽濤，窮目養眼，飽覽台灣海峽的壯闊瑰麗；還有每年6月新

屋、觀音的蓮花季，更可以就近親身領略蓮花不污不濁的本性。

如今，台北關稅局長期駐在具有世外桃源美譽的桃園縣境，有福在

此上班的兄弟姐妹們，當然不會錯過桃園縣境的風景名勝，譬如：龍潭

的大池、怪屋、聖蹟亭（三級古蹟）、小人國；若想尋訪歷史古蹟，大

溪老街、李騰芳古宅、范姜古厝、大江屋古厝和基國派教堂或者角板山

蔣公行館，都是很好的選擇。其他如：名聞遐邇的石門水庫和慈湖、頭

寮風景，遠至東眼山、拉拉山和羅馬公路、桃源仙谷、小烏來等地，都

是值得暢遊的好地方。我相信在台北關稅局這個大家庭上班的同仁，每

個人都有自己最愉快的生活體驗。

儘管海關肩負的財政功能已逐漸式微，目前關稅收入也從60年代占

國家總稅收25%以上，銳減到現今的5%以下；但是除了上述協助產業發

展的經濟功能之外，我們執行邊境管理時所擔負的社會安全責任益形

重要。若說人生如戲，我認為台北關稅局是一個很好的舞臺，一年365

天，每天24小時戲碼滿檔，只要站上舞臺的每位關員，熟記關稅法規的

台詞，體察商民的需求，認清自己扮演的角色，盡情演出，必定能繼續

獲得全國民眾的滿堂彩。個人雖已洗淨鉛華，但仍然是臺下最忠實的觀

眾，由衷期盼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後輩們好戲連臺。

欣逢台北關稅局四十週年慶，謹以感恩的心祝福局運昌隆！

期勉同仁～

身為海關人，必修海關法；

宏揚海關法，光耀海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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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領航人
總務室　吳貞瑩、鄭元裕

財政部臺北關稅局於58年7月1日奉財政部（58）台財人發第07023號令成立，

由時任臺北關常務稅務司（即為現之財政部基隆關稅局）為新臺北關之首任稅務

司。40年來，由於歷任長官與同仁共同齊心努力，台北關稅局於蛻變中成長茁壯，

以下為歷任局長之芳名錄與任期。

財政部台北關稅局歷任局長及其任期資料

第1任

王樹德
民國58年7月

至

民國58年9月

第2任

葉寶書
民國58年9月

至

民國62年4月

第3任

袁寶璧
民國62年4月

至

民國65年6月

第5任

沈贊夏
民國67年8月

至

民國71年9月

第4任

林雄英
民國65年6月

至

民國67年8月

第6任

朱守謀
民國71年9月

至

民國7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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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任

侯德基
民國73年10月

至

民國78年2月

第9任

趙國安
民國81年9月

至

民國82年2月

第11任

張力雄
民國83年5月

至

民國86年7月

第13任

萬居財
民國87年8月

至

民國89年1月

第8任

嚴  立
民國78年2月

至

民國81年9月

第10任

陶如洋
民國82年2月

至

民國83年4月

第12任

陳茂廷
民國86年8月

至

民國87年7月

第14任

葉曼福
民國89年1月

至

民國9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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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任

廖乾順
民國90年12月

至

民國91年8月

第16任

朱恩烈
民國91年8月

至

民國93年7月

第18任

江安雄
民國95年1月

至

民國96年1月

第20任

李  茂
民國96年8月

至

民國97年2月

第17任

詹昭鐶
民國93年7月

至

民國95年1月

第19任

許盧節英
民國96年3月

至

民國96年7月

第21任

饒  平
民國97年2月4日

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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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58年臺北關成立紀念

▲�民國60年曲總稅務司主持海關大樓(臺北市新生南路)破
土典禮

▲民國60年同仁參加海關大樓(臺北市新生南路)破土典禮

▲民國62年臺北關海關大樓外貌(臺北市新生南路)�

歲月的軌跡
總務室　吳貞瑩、鄭元裕

一、臺北關成立【58年~62年】

臺灣光復後，海關關區劃分以濁水溪為界，區分為南北兩大關區，分設臺北、

臺南關稅務司公署。58年7月1日，由原臺北關稅務司公署（總關設於基隆）所轄位

於臺北市之駐松山機場支所、駐台北郵局支所及退稅課等3個單位改隸，增設新「臺

北關」，辦理空運旅客、貨物查驗、稽徵和全國外銷品沖退稅業務。

二、海關大樓、松山機場【62年~68年】

62年3月臺北市新生南路海關大樓落成啟用，臺北關各行政單位即由松山機場

遷到新樓辦公。

至民國68年，桃園中正國際航空站開放後，國際航線遷移至該處作業，並隨之

調整松山機場之動線為國內旅客使用，嗣97年7月4日兩岸直航週末包機正式開航，

本局亦派員進駐負責旅客通關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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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台北關稅局40週年紀念特刊

▲�簡總局長參加台北松山機場首航儀式

▲�民國68年臺北關行政大樓外觀

▲台北松山機場首航旅客通關情形

▲民國70年臺北關行政大樓外觀

三、桃園中正國際機場【68年~80年】

民國67年間，我國經濟起飛且貿易蓬勃發展，空運來台旅客，與日俱增，台北

松山機場民用空運量成長率增長迅速，較諸世界民用航空空運成長率，高達兩倍以

上。經過多年的規劃籌建及配合我國十大建設，桃園中正國際機場於68年2月24日

興建完成，我國國際航線亦隨即遷移至此處作業。本局原駐松山機場各業務單位：

稽查組、進口組、出口組、保稅組等亦同步遷至桃園中正國際機場之航站大廈及貨

運大廈辦公，行政單位則遷至本局新建之行政大樓辦公室。

四、機關組織法制化與通關大樓【80年~迄今】

   80年2月4日配合機關組織法制化作業，本局更名為財政部台北關稅局；81年

裁撤駐台北機場辦事處及退稅組，同年9月駐台北郵局支所更名為台北郵局支局、駐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支所更名為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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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機場行李檢查

▲�民國84年財政部長林振國為台北關稅局奠基題字

▲�40年代機場行李檢查

▲民國86年台北關稅局海關大樓外觀

▲民國84年台北關稅局張局長力雄為本局序文題字

民國81年出入境旅客及進出口貨物快速成長，本局原辦公處所已不敷使用，更

為因應中正國際機場發展為亞太地區空運中心，乃著手興建現之海關通關大樓，終

於民國84年正式落成啟用。其後配合推動業務需要，經多次進行組織調整。主要業

務為空運旅客、貨物與郵包之通關，

新竹、花蓮以北保稅工廠之管

理，以及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事業之保稅、通關業務。由

於經辦工作深具國際性及時

效性，故特別重視效率與服

務，因此，本局以快速通關

及便捷服務為主要目標。

五、重業業務變革 

（一）旅客行李檢查制度

21

貳
、
歲
月
的
軌
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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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松山機場外勤人員

▲民國73年中正機場旅客行李檢查 ▲�民國74年中正機場旅客行李檢查�

▲�民國68年中正機場一期航廈落成啟用出境旅客行李檢查
檯前

▲民國76年行李檢查檯 ▲民國95年X光儀檢查入境旅客行李

（二）X光檢查旅客行李

 當入境班機抵達中正機場，桃勤或航空公司裝卸人員即將入境旅客托運行李

運送至輸送帶，並通知海關由關員執行X光儀檢查作業情形。X光儀器檢查可為執檢

關員之輔助工具，透視過濾每一件旅客之托運行李，使違法亂紀者無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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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X光儀器行李檢查�

▲民國95年X光儀器�檢查旅客行李

▲

�民國96年X光儀器檢
查旅客托運行李

▲�民國87年實施紅綠線通關由時任行政院劉副院長兆玄、
邱部長政雄、詹總局長德和共同剪綵

▲�80年代中正機場旅客行李免稅/應報稅檯通關 ▲民國85年應報稅檯

▲90年代入境旅客選擇經由紅綠線通關�

（三）機場實施旅客紅綠線通關制度

中正國際機場乃國家之大門，國際人士進入國門第一類之

接觸，即為海關及境管單位；而海關通關之迅速、便捷與服務之品

質，向為國家形象之指標。本局於87年4月全面實施紅綠線通關作業，不

但旅客倍受尊重，且因海關與旅客雙方基於

誠信的配合，明顯地縮短了旅客通關時間，

大幅提升通關效率，達到先進國家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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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緝毒犬(警犬)協助檢查旅客行李

▲�民國97年緝毒犬協助查緝國際郵件情形

▲民國96年4月緝毒犬管理中心揭幕典禮

▲�民國97年緝毒犬協助緝毒情形▲98年3月局長與副局長等與領犬員合影

（四）建置緝毒犬隊協助查緝毒品

近年來我國經濟高度成長，社會環境大幅變遷，從國內各緝毒機關所查獲之各

類毒品數量來看，顯示國人吸食毒品人數逐漸攀升，且日益氾濫，亟需研擬有效防

治對策，因此運用緝毒犬查緝毒品，乃各國海關未來之趨勢，本局於91年編列採購

緝毒犬預算，92年10月完成第1隻緝毒犬之檢測驗收。96年4月本局成立緝毒犬管理

中心，由關稅總局簡總局長良機親臨主持揭牌啟用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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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自動化通關前進出口報關櫃檯業務
執行情形

▲民國95年本局轄區內保稅工廠揭牌儀式

▲現今進出口報關櫃檯執行情形

▲現今保稅貨物通關櫃檯�

▲現今本局關員至保稅工廠查核 ▲民國97年本局舉辦優良保稅人員表揚大會

（五）進出口保稅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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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3年朱局長恩烈陪同俞總局邵武長視察機放貨物

▲�95年關員執行機邊驗放情形

▲民國88年成立機邊驗放貨物通關聯合服務窗口

▲95年關員執行機邊驗放情形 ▲快遞夜間通關情形

（六）快遞機放業務

本局係以空運貨物為主，我國空運貨物約占絕大多數皆在本局辦理進出口通

關，由於空運貨物講求快速、便捷，並具有短、小、薄及運費高等特點，快遞貨物

乃快速發展，本局自83年開始規劃設置「快遞貨物專區」，並研擬「快遞貨物通關

辦法」，歷經2年時間，方於84年12月報奉財政部核准正式實施，並成立快遞貨物

專區（EHU），專責辦理快遞貨物通關作業。至民國88年4月，本局快遞機放組正式

成立。根據97年資料顯示本局每年進口報單高達926萬份，其中快遞貨物占88%；

出口報單份數達644萬份，其中快遞貨物占76%。

（七）自由貿易港區業務

為提升我國航空貨運作業環境及配合發展企業全球運籌管理模式，「桃園航空

自由貿易港區」於94年12月22日正式成立，提供進、出、轉口航空貨運服務（含快

遞、機放）及貨物加值功能，至今已有42家廠商申請獲准於自由港區事業籌設。本

局外棧組即派駐於該區，以提升貨物進出口通關之時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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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6年一期航站本局協助外籍旅客辦理退稅服務情形

▲民國94年二期航站海關服務檯

▲民國83年新科支局通關作業

▲現今本局設於海關通關大樓1樓之服務中心

▲快遞夜間通關情形

▲民國97年新科支局

▲民國94年12月本局於遠雄自由貿易港區辦公室揭牌儀式

（八）海關單一服務窗口

（九）其他各項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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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現職職員資位統計比例圖
關務(技術)佐

6人　1%

關務(技術)正

 250人

23%

高級關務(技術)

員

 377人

35%

關務(技術)員

 413人

 39%

關務(技術)監

23人　2%

關務(技術)監

關務(技術)正

高級關務(技術)員

關務(技術)員

關務(技術)佐

業務現況與成果
總務室　吳淑華

一、前言

台北關稅局為財政部關稅總局所轄四個關稅局之一，位於桃園國際機場，業務

涵蓋空運進出口貨物通關及出入境旅客行李檢查，及新竹以北地區保稅工廠、保稅

倉庫、物流中心及免稅商店等保稅業務，此外另設有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支局及台北

郵局支局，處理科學園區保稅業務與苗栗以北及台東、花蓮等地區國際郵包進出口

通關。

二、組織

本局設置局長1人、副局長2人、主任秘書1人，下設10個業務單位及6個行政單

位（詳附圖1），目前24小時通關單位計有快遞機放組、外棧組及稽查組。截至98

年3月31日止，本局總員額人數(含職員、雇員及技工友)共計1,159人。

三、人事概況

官稱結構暨業務與人員分配

（一）�海關關員官稱計分關務(技術)監、關務(技術)正、高級關務(技術)員、關

務(技術)員及關務(技術)佐，本局官稱結構分配情形如下表：

註：統計以98年4月15日人數為準(以下圖表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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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台北關稅局40週年紀念特刊
 附圖1（組織及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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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現職人員執行業務分配圖

行政

 187人

 17%

查緝

 27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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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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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緝 行政 徵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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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現職人員學歷統計圖

（二）�本局人力配置情形，執行徵課與查緝業務之關員計882人，約占職員總

人數82.51%。

�（三）學歷、年齡暨性別統計

本局職員人數為1,069人，其中男性關員701人，女性關員368人；大學以上學

歷計有795人，比率高達74%；年齡在39歲以下者達40%，屬較為「年輕化」之機

關。通過國家考試後進用者比率達99.53%，關員學歷素質極為整齊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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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局關員男女比例圖

男

 701人

 66%

女

 368人

 34%

 人數 

 年齡 

 報單份數 

旅客人數 

 快遞報單份數 
飛機架次 
人員數 

 

 四、業務特色 四、業務特色

本局每年服務通關旅客人數超過1,800萬人次，處理進出口(含快遞貨物)報單約

1,200萬份，郵包通關約1,010萬件，本局致力採取各項措施，以提升服務績效，並

追求「服務至上、效率優先」之目標，每年受理進、出口報單(含快遞報單)、服務

入出境旅客人數、保稅及郵包業務量均大幅成長，惟人力並未等比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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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進出口報單辦理數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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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報單份數 出口報單份數

 保稅工廠家數

台北關稅局

 156家

55%

台中關稅局

7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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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關稅局

 5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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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關稅局

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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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稅倉庫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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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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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商店家數

台北關稅局

 7家

645%

台中關稅局

1家

9%

高雄關稅局

3家

279%

基隆關稅局

0家

基隆關稅局 台北關稅局 台中關稅局 高雄關稅局

 (萬份) 

綜言之，本局業務具有以下特色：

（一）受理報單數量最多

本局率先於81年實施貨物通關自動化作業，運用電腦網路技術，由業者或廠

商利用連線方式將貨物報關資料傳輸至海關，不僅大幅減省人力，縮短貨物通關時

間，更為全國進、出口廠商提供一個快速、無紙化之通關經貿環境，使我國海關業

務邁向通關自動化先進國家之列。

以下為本局88年至97年進出口報單數量統計圖（不含快遞貨物報單），受經濟

不景氣之故，報單量雖較往年減少，但報單平均通關時間卻逐年縮短，至97年度進

出口報單通關時間分別為0.158時及0.152時。

（二）監管保稅業者家數最多

本局監管保稅工廠、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免稅商店家數，均為四關稅局之

首，有效減輕業者生產成本，提升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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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保稅工廠進口原料與出口成品價值統計圖(88至97年)

保稅進口原料價值 保稅出口成品價值

本局保稅工廠進口原料與出口成品價值統計圖(88至97年)

 (億元) 

�（三）快遞貨物全天24小時全年無休即時通關服務

為因應國際快遞貨物快速通關之需求，本局於84年12月設立快遞貨物專區，併

同原來生鮮農漁產品，提供全天候機邊驗放作業，擴大實施24小時、全年無休貨物

通關服務。目前已有4個快遞專區(華儲、長榮倉儲、永儲及遠雄)及3個航空貨物轉

運中心(UPS、Fedex、DHL)，建構我國成為亞太營運中心供應鏈核心成員，於我國

經濟發展，扮演舉足輕重要角。以97年度為例，進出口快遞報單量達1,340萬6,886

份，占所有關稅局比例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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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辦理進出口快遞報單數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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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份) 

（四）桃園自由貿易港區業務活絡

為執行「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配合全球運籌管理經營模式，本局

積極辦理「自由貿易港區業務」，推動貿易自由化及國際化，為全國唯一空港自由

貿易港區，並藉由國際機場空運優勢，加速便捷人員、貨物、金融及技術流通，以

提昇國家競爭力並促進經濟發展。

自由貿易港區 96年 97年

進區報單份數 7,728 15,591 

出區報單份數 10,053 21,495 

進區貨物價值(千元) 36,979,584 53,648,795 

出區貨物價值(千元) 34,652,261 53,844,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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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受理進出口郵件數量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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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份) 

（五）國際郵包通關便捷快速

本局於94年引用「澳洲模式」郵包查驗標準，以X光篩選郵包為主，並輔以防

疫及緝毒犬協查，全年無休辦理郵件通關作業。97年12月底配合兩岸直航通郵，至

98年3月底止，郵包數量達58萬8,085份，佔全國郵包數量71%比率。

（六）旅客通關數量最多：

本局位於桃園國際機場，提供出入境旅客便捷通關服務，為加速入境旅客行李

檢查通關速度，自87年4月起，對入境旅客全面實施紅綠線通關，旅客所攜帶行李

符合免稅規定，就可自行選擇經由免報稅的綠線檯快速通關，平均每位入境旅客通

關時間，由原來5至10分鐘，大幅縮短至不到1分鐘，深獲各界肯定與佳評。服務入

出境旅客人次，由88年15,014,744人次，逐年遞增至97年19,890,717人次，佔所有

關稅局比率為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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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受理外籍旅客退稅筆數及金額(千元)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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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入出境旅客人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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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份) 

 另於92年10月起配合辦理外籍旅客購買特定貨物出境核退營業稅業務，經辦核

退筆數及金額，為全國關稅局之首。

97年起配合政府開放兩岸三通政策，自97年7月4日週末包機首航、同年12月15

日擴大實施每日兩岸包機直航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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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直航

入境 出境

人數 航班
每日
平均人數

人數 航班
每日
平均人數

松山機場97/7/4-12/15入出境資料 62,512 418 651 61,745 418 643

松山機場97/12/16-12/31入出境資料 13,846 99 843 11,957 100 747

松山機場9 8年 1月入出境資料 32,193 232 1,038 25,780 324 832

松山機場9 8年 2月入出境資料 20,515 176 733 26,993 178 964

松山機場9 8年 3月入出境資料 28,208 177 910 28,074 177 906

桃園機場97/7/4-12/15入出境資料 121,638 478 1,267 128,282 480 1,336

桃園機場97/12/16-12/31入出境資料 28,862 165 1,804 27,407 174 1,713

桃園機場9 8年 1月入出境資料 63,874 324 2,060 49,130 314 1,585

桃園機場9 8年 2月入出境資料 49,370 300 1,763 70,390 297 2,514

桃園機場9 8年 3月入出境資料 77,294 305 2,493 72,852 298 2,350

五、稅款稽徵 、稅款稽徵

近幾年關稅稅率逐年降低，關稅在國庫收入所占比例雖逐年下降，但仍為政府

重要財政收入之一，97年度本局關稅收入126億元，佔全國總稅收的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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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查緝成果 �

本局近年來運用風險管理策略及加強情資蒐集評估，並輔以緝毒犬及X光儀器

協助查緝，自88年至97年止共緝獲走私案(含電器、電子類、保育類等)約 2萬1,894

件，私貨價值達新臺幣11億9,751萬7,778元，其中緝獲毒品及麻醉藥品類(安非他

命、海洛因、愷他命…等)較為龐大，約計838件，市價約5億4,190萬元，總重量達

1,319公斤，績效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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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台北關稅局緝毒犬隊建置沿革 
稽查組鄭錦德

隨著經濟成長，社會環境的變遷，由國內各查緝機關緝獲各類毒品數量顯示，

國人吸食毒品人數逐漸攀升且日益氾濫。毒品危害人民健康，滋生犯罪和社會問

題，不僅禍延子孫，更危及國家安全與世界和平。因此我國一向極為重視反毒工

作，並研思各項有效防制對策，以防止毒品入侵，戕害國人身心健康，爰依據89年

12月13日行政院院長之裁示規劃成立緝毒犬隊，本局奉命成為海關第一個運用緝毒

犬緝毒的先鋒隊伍。

叫我第一名－狗的超能耐

犬的嗅覺靈敏度位居各種家畜之首，為人類數萬倍。犬的靈敏嗅覺主要表現

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氣味的敏感程度，二是辨別氣味的能力。緝毒犬能夠從眾多的

郵包、行李中嗅出藏有海洛因、大麻、古柯鹼等毒品的包裹，利用緝毒犬查緝毒品

已成為世界各國海關緝毒的重要手段。一隻訓練有素的緝毒犬就是一部“毒品偵測

儀＂，緝毒犬憑藉其高度發達的神經系統及敏銳的嗅、視、聽等分析器官，能夠有

效地查緝各類毒品。運用緝毒犬緝毒，具有成本低、適用範圍廣、機動性高等特

點，一隻緝毒犬1分鐘就能搜查完一輛大貨車，10-15分鐘可偵測200-300名旅客，

30分鐘就能將500個郵包檢查完畢，它具有人類和其他高科技產品無法取代的獨特

作用。實驗證明，30隻緝毒犬可以在經過22天特殊訓練後，便能有效偵測出藏毒者

胃內的氣味，其準確度平均約為92.4%，高於X光機檢查的90%準確率。

41

肆
、
業
務
專
題



▲領犬員與犬玩拔河遊戲	 	 ▲靈敏度訓練				 	

訓練原理大揭密

訓練緝毒犬，是以人道的精神，利用犬隻愛玩的天性，先讓犬與毒品氣味聯

結，建立氣味圖象，不斷的重複。緝毒犬訓練的關鍵是通過銜取、遊戲喚起犬隻對

散發有毒品氣味物品的興趣，進而提高犬隻急於佔有這種物品的慾望。國內緝毒犬

訓練常用的“拔河遊戲＂也是出自這一原理，坊間流傳緝毒犬是餵食毒品，使其產

生毒癮而不得不去搜尋毒品，實屬無稽之談。

孕育的搖籃 育的搖籃

我國海關的緝毒犬為拉布拉多犬，為何情歸「拉布拉多」？目前國際通用的

緝毒犬品種主要有拉布拉多犬、史魯格犬、比利時馬林奴斯犬和德國牧羊犬等，這

些狗的嗅覺靈敏，智商高，容易接受緝毒訓練。德國牧羊犬的嗅覺在狗類中最為靈

敏，但性情暴躁，體型又比較粗壯，容易讓旅客心生恐懼而鮮少使用；拉布拉多犬

相較體型較小，加上性情溫馴，不傷人，抗干擾性強，不會讓人心生恐懼，故被各

國海關挑選為緝毒犬的比例最高。據統計，不同種類的狗適合在不同的場合查緝，

嗅覺靈敏的拉布拉多犬在大空間的緝毒效率較高，若在狹窄空間，德國牧羊犬的效

率則較好。不同品種的緝毒犬查緝的場所也不一樣。機場、港口、火車站等人流聚

集的公共場所，通常使用拉布拉多、史魯格等性情溫馴、長相可愛的緝毒犬查緝毒

品。

本局奉命規劃建置緝毒犬隊，始於91年編列採購緝毒犬預算並公開招標，由國

內私人犬舍得標，於92年訓練完成第一隻本土拉不拉多緝毒犬「小黑」，95及96年

復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協助引進紐西蘭拉不拉多犬2隻及波因達犬1隻，並代訓完成

上線執勤。另為解決犬隻照護及運送問題，乃規劃闢建本局緝毒犬管理中心，並於

96年4月完工掛牌揭幕啟用，開始自行照護犬隻及解決交通運送問題。

96年10月19日我國與澳大利亞共同簽署「駐澳大利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澳

大利亞商工辦事處關於緝毒犬育種、訓練運用、情資分享及貨物旅客篩檢之互助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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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7月松山機場兩岸首航簡總局長與緝毒犬隊合影

▲	本局舉辦緝毒犬隊發表會簡總局長、饒局長與內政部警
政署侯署長合影

解備忘錄」（MOU），關稅總局隨即擬

具「緝毒犬培訓中心建置計畫」報奉行

政院核定同意建置。並在台中縣后里鄉

原國防部軍犬育訓中心舊址佔地12甲之

土地，建置海關緝毒犬培訓中心。 

目前，后里緝毒犬培訓中心育種部

門整建工程已完工，並已自行孕育生產

2胎計14隻小幼犬。97年2月由關稅總局

甄選赴澳洲接受3個月專業訓練之5名領

犬員於同年5月15日結訓，順利取得澳大

利亞海關領犬員資格，並攜回5隻完訓緝

毒犬，投入海關緝毒行列。目前，我國

緝毒犬建置計畫仍需要仰賴澳洲海關技

術協助。惟已逐步完成技術移轉，未來

育犬選種、訓練將可全數在國內自行辦

理。透過不斷選優汰劣，預計在101年將

可成功完訓40組緝毒犬隊，分別部署在

台北、基隆、台中、高雄各關區執勤，

成為名符其實的反毒急先鋒。

犬隊成軍、初試啼聲 軍、初試啼聲

不論是日本、韓國或澳洲海關均再三強調，訓練緝毒犬隊必須投入大量金錢與

時間，為一長時程（Long term）的建置工作。日本、韓國海關都曾耗費10年的摸

索，仍然功虧一簣，慘遭失敗，只好重新遴選優秀領犬員遠赴國外接受訓練，才成

功建置了自己國家的緝毒犬訓練中心。我國緝毒犬隊建置計劃，雖起步較晚，卻擷

取澳洲等國家成功發展經驗，佔盡後發之優勢，省卻漫長摸索試研之工程，更慶幸

的是，在區區2、3年內，已有下列亮麗的查緝績效，實屬難能可貴。目前本局服

役的緝毒犬一共有7隻，以本土的小黑資歷最深，其次是來自紐西蘭拉不拉多犬的

Jock，4歲多，服勤年數已逾3年，是本局緝毒犬中表現最為優秀及亮眼。以下為本

局緝毒犬3年多來緝獲多起重大毒品走私案之績效： 

96年間Jock於台北郵局支局緝獲利用郵件夾藏大麻走私案，為我國第一宗緝毒

犬查獲毒品案例；同年又在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航廈無密報情形下緝獲一名年僅14歲

小女生貼身衣物夾藏海洛因毒品案，這名女生也是桃園國際機場開航以來年紀最輕

的走私毒品者。

 98年1月24日Jock協助查獲金屬模具走私毒品案，展現其敏銳的嗅覺能力，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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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9月「小黑」協助查獲女性旅客體內夾藏海洛因
237g及263g

▲96年9月「JOCK」查獲14歲小女生匿藏海洛因▲	「RADAR」協助緝獲大麻膏7,237g

▲	96年5月「JOCK」於北郵支局，緝獲郵件夾藏大麻案
件

於X光機無法透視高密度金屬模具，當Jock在所有貨品中搜尋，找到模具物件時，

第一個反應就是坐下來，表示找到毒品。由於模具如果經切割後查無所獲，本局

將可能面臨求償一切損失，為求慎重，領犬員一連3次帶領Jock到這個模具物件嗅

聞，牠都主動坐下來，確定有毒品，最後用電鑽切割破壞，查獲夾藏的毒品海洛因

2.1公斤，市價逾1億元。

97年6月5日緝毒犬隊於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航廈執勤，入境旅客因規避緝毒犬偵

測，引起現場關員及航警注意，經攔查後於其內褲查獲夾藏海洛因2,206公克，市價

超過1億元。

97年12月27日緝毒犬隊協助偵測自緬甸入境之旅客，於其穿著之涼鞋鞋底查獲

海洛因409公克。

98年3月3日緝毒犬隊協助偵測一件自泰國曼谷入境旅客所攜之托運行李時，緝

毒犬做出明確毒品反應，經破壞行李箱詳查結果，於該行李箱之夾層內，查獲大麻

膏7,237公克，市價約新臺幣1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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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年1月「FLYNN」於榮儲快遞協助查緝模具匿藏海
洛因2,139	g

領犬員的工作與寄養家庭

身為一個稱職的領犬員，除了需要具

備良好的領犬技術外，對於犬隻的照護，

更要付出全部的心力，隨時注意犬隻身、

心、靈的狀態，保持犬隻處於最佳狀態下

執勤。由於緝毒犬需要具備高度靈敏的嗅

覺，到底緝毒犬執勤多久的時間最具有工

作效率？根據領犬員的經驗，「平均一天

大概五、六趟，每次執勤十至二十分鐘，

十分鐘是最好的狀況」使緝毒犬每次上班都不覺得在工作，反而好像在找玩具或者

在玩遊戲。在澳洲坎培拉的海關偵測犬訓練中心，基礎訓練課程為13週，課程十分

密集，體能要求更屬嚴格，受訓學員需通過3次正式評估，完成訓練課程後，回到自

己的國家或地區，還必須接受最後兩個星期的移地訓練，以及召回訓練、品質認證

評估等各項評估作業，才能成為合格的領犬員。

至於緝毒犬的養成，除前述緝毒訓練外，我海關採用澳洲海關技術轉移模式，

利用遺傳基因，嚴格篩選種犬完成配種，孕育優秀仔犬外，在幼犬階段進行社會化

訓練，其中寄養家庭是社會化訓練最重要的關鍵部分，幼犬在兩個月至一歲是社會

化訓練的黃金時期，寄養家庭的良莠，將影響成犬後性格優劣之發展，所以在此重

要社會化過程中，寄養家庭中的犬隻，其所有飼料、醫療及相關費用均由海關負

擔，以鼓勵民眾申請成為海關緝毒犬寄養家庭。 

要成為寄養家庭需具備那些條件？根據「緝毒犬寄養家庭管理及社會化訓練作

業要點」，只要是有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民、無不良前科、及配合參與每月至少

二次社會化訓練者，均可向海關申請。不過，寄養家庭最好是要有院子，可以讓幼

犬在院子裡活動，寄養家庭需要每天都有人在家，與狗狗互動，或帶狗狗去公園晃

晃，接觸不同環境。由於狗就像小孩子一樣，如果做錯事不能打牠，只能以「愛的

教育」，提高音量說「No！」。因為國內領犬技術上尚屬起步階段，希望國內愛狗

人士能多加支持，踴躍加入寄養家庭行列。

結  語 結  語

犬隻具有超過人類數萬倍之嗅覺能力，挑選優秀品種犬隻訓練成緝毒犬，運

用於入出境旅客、行李、郵包、快遞空運貨物及海、空運進出口貨物之查緝，已成

為各國海關毒品查緝之利器。緝毒犬執勤能力不容質疑，一隻透過良好訓練的緝毒

犬，只要在一、二十分鐘就可以完成搜尋五、六百個物件，可以抵好幾個人力，彌

補人力之不足。海關代表政府把守國家關隘，肩負稽徵關稅與查緝走私兩大主要任

務。而由於貿易自由化及關稅稅率的降低，目前我國海關的功能角色已由「財政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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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澳洲結訓之領犬員及緝毒犬

收」逐漸走向「經濟安全」。唯有

強化海關的查緝功能，加強與其他

國家海關、執法機關及境內各單位

間的毒品情資交流與合作，始能有

效兼顧通關便捷與有效查緝。未

來，海關於邊境扮演的角色，將愈

來愈重要，跨國走私毒品等係屬海

關重點查緝項目。過去幾年來，海

關對毒品的查緝不遺餘力，未來緝

毒犬培訓中心建置完成開始運作

後，即可提供緝毒犬隊部署於各地區關稅局加入緝毒行列，期望藉著緝毒犬隊之優

勢作為，更有效打擊毒品走私犯罪，達到「截毒於關口」，以維護國人身心健康及

社會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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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及法規
進口組　張弘宜

緣起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官方網站自由貿易港區專區（網址http://www.cepd.gov.

tw），對我國設置自由貿易港區，有如下之背景及政策揭示：「面對來自國內、外

經濟環境明顯改變，台灣需要擬訂新的競爭策略，以驅動台灣新營運優勢。經過縝

密評估，決定推動設置自由貿易港區，致力整合全球運籌所需的資訊流、金流、商

流及物流等環節，使企業在產品的供應、下單、運輸、銷售等跨國經貿活動上，都

能快捷地在台灣完成，使台灣成為國際採購及運籌重鎮。」及「在這種潮流下，國

內業者努力推動加強整合商流、物流、金流與資訊流，也就是供應鏈管理，並學習

以全球性眼光找尋製造、銷售與維護管理最佳組合，以強化國際貿易競爭力。而自

由貿易港區所具備的特性，就是針對今日台灣企業的需求所設計。」

另在「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立法理由，亦說明「國際性企業發展全球

運籌管理之經營模式日趨普遍，備料、生產、發貨及市場配銷等整體產銷環節形成

串聯，以達整體營運規劃與及時管理之目的，並降低營運成本。在國際性企業供應

鏈環節中，為保持我國之國際競爭力，避免在鄰近地區國家中邊陲化，有必要設置

自由貿易港區，對於港區內之營運併採低度行政管制及高度自主管理，並排除港區

內進行商務活動之各種障礙，以加速貨物進出港區之流通，推動貿易自由化及國際

化，使我國成為主導國際間貿易之樞紐及集散、交易中心。」法制面揭櫫本國自由

貿易港區設置之原因及運作模式。

「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於民國92年7月23日公布實施，目前本國設置

之自由貿易港區總共有5處，分別為基隆港、台北港、台中港、高雄港等4處海港自

由貿易港區，及唯一之空港自由貿易港區：本局所轄「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

此5處自由貿易港區皆附設於隸屬交通部轄下之海、空國際港口，海港自由貿易港

區，劃設於既有之港區管制區內；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以下簡稱自由貿易港

區），則劃設於原空港管制區外，以封閉專用道路與機坪管制區連接，另劃設為管

制區，異於其他自由貿易港區。

自由貿易港區範圍

全區劃定面積為45.02公頃，扣除環區道路、堤防及防汛道路等河川用地及變電

站用地後，面積為34.79公頃。

全區隔南崁溪及4號省道與桃園國際機場東北端相望，透過機坪銜接專用道路

（高架封閉）與機場北機坪連接，提供地勤動力機具拖曳貨物之交通動線；港區部

分地區（通機坪盤車道路）雖成為機場作業範圍，但另訂管制規定，除盤車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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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他人員、車輛之機場通行證不適用於自由貿易港區。

自由貿易港區配置

一、航空貨運站

本區包含航空貨棧﹝一般進、出口貨棧及港區貨棧﹞及倉辦大樓兩部分，面積

155,340.2平方公尺，佔港區面積44.66％， 為處理港區貨物主要作業區。

（一）航空貨棧

航空貨棧一期工程建物面積為45,743.63平方公尺，其業務包括航空貨物

進、出口處理，因與機場管制區有專屬道路連結，故增加貨物處理時效，本

航空貨棧除作為一般進出口貨棧外，亦經申設成為港區貨棧。

（二）倉辦大樓

提供航空公司、承攬業、 報關行一個辦公及理貨的空間，因緊鄰貨棧，

可以很方便的將處理完成之貨物直接移往貨棧進倉報關及打盤、裝櫃，即時

運往機坪裝機。

二、快遞、機放專區

土地面積為37,017.02平方公尺，佔港區面積10.64％，包括快遞倉、機放倉的

配置。

三、加值園區

總面積為138,580.55平方公尺，共分三期工程，第一期工程為2棟地上10層、

地下2層之廠房，為境內關外之廠辦大樓，可從事零組件之生產、製造、組裝、維

修、封裝、測試等簡易加工、深層加值等法定規範業務，為招商之主要標的。

四、商務（運籌）中心

規劃之商務（運籌）中心為一地上11層、地下3層、總樓地板面積為48,887.19

平方公尺的建築物，是港區的入口 也是未來進駐企業之門面，規劃有辦公室空間及

商務中心、銀行、展示中心、會議中心、商務旅館、健康休閒中心等各種支援商務

活動之完備設施。企業可在此設立營運總部或國際採購總部（IPO），作為接待外

國客戶、國際性會議、投資洽談、商品展示等商務服務。而國外企業在此設立辦公

室，可就近與自由港區內生產事業聯繫、下單、打樣、督導出貨，目前規劃雖經行

政院核可，但仍無具體建設（詳圖1及圖2）。

自由貿易港區之法制概念

依據我國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對自由貿易港區定義如下：「經行政院

核定於國際航空站、國際港口管制區內；或毗鄰地區劃設管制範圍；或與國際航空

站、國際港口管制區間，能運用科技設施進行周延之貨況追蹤系統，並經行政院核

定設置管制區域進行國內外商務活動之工業區、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或其他

區域」（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3條第2款）。並於同條例第17條之立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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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位址範圍及管制劃分（資料來源：申請設置文件）

圖2、園區配置（資料來源：申請設置文件）

由揭示自由港區為「境內關外」（境內指國境領域內，關外指關稅領域之外）之區

域，已與上述各定義契合，並據以訂定各項關務作業，包括自由貿易港區與國外間

之貨物進出採通報制，不受海關約束。

我國劃定自由貿易港區之區位，不限國際航空站、國際港口管制區內；或毗鄰

二地區所劃設之管制範圍，法制上准許於境內任何經核定之地點設置。

我國自由貿易港區之特性：

一、為國境內之經貿特區。

二、區內可從事卸港、搬運、加工、製造、轉口、旅遊和服務等業務。 

三、貨物進出該區視為關稅領域外，不受海關當局干涉。

四、區內貨物無儲存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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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FTZ設置位址示意圖

現行自由貿易港區相關法規

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為我國自由貿易港區設置及管理之母法，依據本

條例產生3類之子法規，及其他相關法規如次，惟本條例未另訂施行細則，實務執行

產生之爭議，以提報行政院自由貿易港區協調委員會，並以函釋並刊登行政院公報

方式運行。

一、港區設置及管理法規：

（一）自由貿易港區申請設置辦法。

（二）交通部主管○○自由貿易港區事業營運管理辦法。

（三） 交通部○○局協助審查○○自由港區事業屬製造業申請引進外籍勞工作

業要點 。

（四）○○自由貿易港區管理計畫書。

（五）○○自由貿易港區入出及居住管理辦法。

（六）○○自由貿易港區收費標準。

（七）○○自由貿易港區專用車隊管理作業要點。

（八）○○自由貿易港區管理作業手冊。

（○○為海港或空港名稱，如基隆港自由貿易港區事業營運管理辦法、桃園航

空自由貿易港區管理計畫書）

二、關務作業法規

（一）自由貿易港區貨物通關管理辦法。

（二）自由貿易港區通關作業手冊。

（三）自由貿易港區事業輸往國外貨物輸出文件通報作業規定。

（四） 自由港區事業貨物售予國際航線船舶供作燃料（油）或專用物料（含船

舶日用品）作業要點。

（五）行政院自由貿易港區協調委員會辦理專案審核委託加工申請作業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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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海關審核經專案核准委託加工案件新增區外加工廠商作業規定。

（七）國外貨物進儲自由港區事業於進口地海關通報作業規定。

（八）自由港區事業自主管理作業手冊。

（九）自由貿易港區海關查核作業規定。

（十）報關業辦理自由貿易港區跨關區報關應配合辦理事項。

三、其他相關法規

（一）行政院自由貿易港區協調委員會設置作業要點。

（二）行政院自由貿易港區協調委員會辦理專案審核委託加工申請作業須知。

（三）自由貿易港區加油用船管理作業要點 。

（四）自由港區管理機關核轉選擇性落地簽證作業方式 。

（五）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商務活動許可辦法 。

四、配合修正法規

    如勞工雇用、內地稅法、關稅法及其子法等相關配合修正法條。

重要行政配合措施

一、 採低度行政管制，高度自主管理，排除區內商務活動障礙，加速貨物流

通。

二、給予租稅優惠及程序方便。

三、無獨立之專業管理機關，由園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選定。

各機關之權責劃分

一、自由貿易港區為設置門禁管理之封閉區，由行政院核定之管理機關管理。

二、 區內貨物、貨物進出區管理，及預防走私措施，由自由貿易港區管理機關

掌理。（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0條）

三、 海關業務由海關設立分支單位或指派專人配合管理機關之運作辦理。（自

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3條）

關務作業基本原則

一、 國外貨物進儲自由貿易港區、自由貿易港區貨物輸往國外或轉運至其他自

由貿易港區，採通報制。「通報」指自由貿易港區事業報運貨物進出口，

免除執行貿易管理措施，及稅費徵納程序，海關接受業者傳輸並登錄貨物

資料後即予放行之特別關務程序，為本經貿特區獨有之關務作業。

二、 自由貿易港區貨物輸往課稅區、保稅區，或課稅區、保稅區貨物輸往自由

貿易港區，應依貨品輸出入規定辦理，應向海關辦理通關。

三、 自由貿易港區事業於發貨前向海關通報後，其貨物得在區內逕行交易、自

由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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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稅工廠制度緣起變革及展望    
保稅組　余清俊

保稅工廠制度之緣起

台灣天然資源缺乏，工業所需原料大部分須仰賴國外進口，且早期政府財政收

入以關稅為主要來源，關稅稅率高稅負重，進口原料之成本因而水漲船高，所生產

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又因台灣為一海島型國家，其內銷市場有限，發

展經濟惟有拓展對外貿易。

有鑑於此，政府遂於44年公布實施「外銷品退還稅捐辦法」，規定進口原料加

工成品出口後可退還原料進口時原繳之進口稅捐，惟須於進口時先行繳納進口有關

稅捐，造成規模越大的廠商積壓的資金越多。爰此，政府乃改進進口原料繳現之退

稅制度，准許加工原料之進口稅捐於進口時以「記帳」方式繳納，再於原料加工為

成品出口後予以沖帳，以紓解廠商之壓力。

惟因廠商繳交原料進口稅捐後，須俟原料加工為成品出口始能向海關申請退

還，海關還有一定的核算之辦理期間，致稅捐核退期間仍長，造成廠商成本負擔甚

重，且記帳制度廠商仍須提供適當擔保品。再者，外銷品退稅制度愈擴大，海關辦

理沖退稅案件之人力亦相對增加，造成行政管理上的一大負擔，且外銷退稅制度於

國際貿易上，易為競爭對象詬病其為「政府補貼外銷政策」，而致外銷產品於國際

市場舞台遭受不平等待遇。

54年經濟部乃設置「加工出口區總管理處」，並於台灣南部―高雄港區、楠梓

地區先後設立加工出口區(保稅區)，引進國外高科技產品之生產技術，輔助區內廠

商大幅提昇其產品外銷市場之競爭力，更促使台灣經濟發展再創高峰。

鑑於加工出口區所生之成效， 57年9月政府頒布實施「海關管理保稅工廠辦

法」（以下稱管理辦法），規定凡加工出口廠商具備一定資格並有合格的工廠與設

備，得向海關申請登記設立保稅工廠。經核准設立之保稅工廠，其進口保稅原料得

暫免繳交關稅及其他有關稅捐，但其產製成品應全部外銷。58年3月1日「台灣飛歌

股份有限公司」經海關核准設立接管為保稅工廠，成為全國第一家保稅工廠。

保稅工廠制度之重大變革

管理辦法自58年公布實施以來，歷經21次大小之修正，整個辦法已非原辦法全

貌。茲將其重大變革事項分別介紹如下：

一、 73年9月取消駐廠關員制度，原駐廠關員及保稅專責人員之業務改由保稅

工廠指定之保稅業務人員替代。

二、75年2月廢除保稅卡車載運保稅物品（包括保稅原料及成品）之規定。

三、 原料加工外銷期限規定之變動，於79年修正管理辦法第45條第2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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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稅工廠原料進口於2年未能加工之呆料以及加工後未能外銷之產品或次品

應依規定報廢除帳或補稅，再度恢復原料加工外銷期限之規定，該條文也

成為目前保稅工廠處理呆料之規範。

四、解除產品全部外銷之限制，但均應按出廠（成品）型態補繳進口稅捐。

五、67年11月廢除常年保結之規定。

六、 67年11月增設會計師簽證制度，增訂保稅工廠之有關盤存清冊、盤存統計

表及結算報告表得經合格會計師簽證，海關可免予審查等規定。

七、 於79年訂定「海關管理保稅工廠分級管理作業要點」並公布實施，將現存

保稅工廠評定分為優、甲、乙及丙級四級，依不同等級給予不同程度之管

理。

八、 保稅產品內銷完稅價格計算方式之變更：原管理辦法第41條規定，對於保

稅工廠之產品內銷其完稅價格之計算，得由廠商向監管海關申請依下列方

式之一課徵關稅。1.內銷產品應依完稅價格減去百分之三十後，就其餘額

按有關稅率核計關稅。2.內銷產品有使用非保稅原料經海關查明屬實者，

依完稅價格先扣除該項非保稅原料部分之價值後，就其餘額按有關稅率核

計關稅。為防止其加工層次太低之簡單加工，84年10月修正管理辦法第41

條規定增訂，將產品係屬使用供裝配用已逾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單一半成品

所製成者，應依完稅價格按有關稅率核計關稅，而不得適用上述完稅價格

減去百分之三十之規定。

九、 保稅工廠管理電腦化，85年12月增訂海關視實施貨物通關自動化及電腦

化管理作業需要，得依實際情形公告要求保稅工廠設置電腦及相關連線設

備，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處理有關保稅業務。

十、 85年12月增訂得實施不停工盤存及增列得辦理檢驗、測試、修理及維護等

業務。

十一、 86年8月修正「保稅工廠專案許可間接輸入未公告開放大陸地區原料零

組件監管要點」，將保稅工廠亦得專案許可間接輸入未公告開放大陸地

區原物料及零組件之規定，予以納入。

十二、89年5月修正實收資本額增加為新臺幣五千萬元。

十三、89年5月增訂單位用料清表得以電子媒體儲存。

十四、94年4月明定保稅業務人員之人數、學歷及資格條件。

十五、 94年9月海關徵收規費規則刪除第15條保稅工廠徵收業務費之規定，管

理辦法於96年8月配合修正，刪除第3條，取消徵收業務費之規定。

十六、 96年8月增訂得生產非保稅產品，所稱非保稅產品指保稅工廠使用自國

外及保稅區並已辦理報關完稅進口之原料或向課稅區採購並取得載明營

業稅應稅統一發票之原料所產製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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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歷年來保稅工廠家數增減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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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來保稅工廠家數及行業別變化之比較

一、歷年來保稅工廠家數增減之比較

保稅工廠制度已歷時40年，而76年底保稅工廠家數更曾高達371家，後因政府

逐年降低進口稅率、取消外銷退稅項目、廠商外移等因素，保稅工廠家數逐年遞

減，至82年底止，全省保稅工廠家數為269家，至92年底止，全省保稅工廠家數甚

至減為261家。

近年來微利時代來臨，大部分進口稅率降至百分之五以下，電腦及電子零件甚

至降至零稅率，惟因尚有百分之五之營業稅，且大部分產品又取消退稅，故廠商加

入保稅誘因及意願又慢慢增加，截至98年2月底止，全省保稅工廠家數復略增為282

家（如附圖-海關歷年來保稅工廠家數增減比較）。

二、歷年來保稅工廠行業別變化之比較

83年初本局監管保稅工廠行業別以電子業居最，共109家，佔全部保稅工廠家

數（179家）百分之六十強；至98年2月底止本局監管保稅工廠中，仍以電子業為最

多，但已減少至85家，佔全部保稅工廠家數（155家）百分之五十四強。其次依序

為電腦資訊業25家（仍有生產電腦者僅剩3家，其餘為生產相關設備）、印刷電路

板業11家，而與83年最大不同之處，即90年間財政部核准晶圓及半導體封裝及測試

業得申請設立保稅工廠後，電子業中佔最多者為晶圓及半導體封裝及測試業計有25

家、光碟片業居次為12家、液晶面板業9家；最近太陽能電池業申請加入保稅工廠

家數漸漸增加，目前已有4家（如附圖-海關83及98年保稅工廠行業別增減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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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關稅局83及98年保稅工廠行業別增減比較表

行業別                         
年度

83年 98年

電子 109 85

木業 1 0

自行車 4 3

音響設備 1 1

遊艇 1 0

電腦資訊 0 25

電器 0 2

紡織及其製品 10 4

皮革及其製品 1 0

運動器材 0 0

鐘錶 1 0

塑膠及其製品 3 2

鞋類 0 0

貨櫃 5 0

光學及照相器材 3 3

化工 0 3

揚聲器 2 0

縫衣機 0 0

機踏車輛配件 1 3

印刷電路版 15 11

其他 22 13

合計 179 155

保稅工廠制度之展望及建議

一、 近年來同仁常撰文研究保稅工廠之存廢，吾人對保稅工廠繼續存在則持有

較樂觀態度，現行生產型之保稅區除保稅工廠外，尚有加工出口區、科學

工業園區、自由貿易港區及農業科技園區，惟此4種區域均須受限於其設立

時之固定區域內，不如保稅工廠可設立於全省各地區，最具彈性，最有發

展潛力。另政府正積極推動發展生技科技及太陽能發電等產業，目前太陽

能電池產業已陸續加入保稅工廠，惟生技科技產業加入保稅工廠者甚少，

此即為同仁將來努力之方向。

二、 目前保稅區除保稅工廠外，尚有加工出口區、保稅倉庫、免稅商店、科學

工業園區、物流中心、自由貿易港區及農業科技園區，及擬推動之航空城

及經貿園區計畫，故如何統合眾多保稅區域將其一分為二，分成生產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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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本局與保稅業者業務座談會	▲97年本局與保稅業者簽訂策略聯盟

倉儲型之保稅區，應係將來努力思考及研究的方向。

三、 積極作為「控制及防範風險」，本局已研擬訂定「台北關稅局保稅組實施

保稅工廠風險管理的標準作業機制（SOP）」，提供同仁遵循並即時採取

預防及保全措施。

四、 發掘風險，擬具結算輔助系統，建議關稅總局資料處理處設計程式，供股

長級以上主管線上查閱工廠營運狀況、保稅物品進出口情形及有無欠稅等

資料，於第一時間預警異常廠商，加強稽核，期能防範工廠惡性倒閉，造

成稅捐流失。

五、 培育優秀稽核關員，對於新進或新任關員，必需戰戰兢兢面對充滿風險的

挑戰，直到渡過無奈空窗期始能成為資深幹練關員，實務上長時間歷練過

程，已難以應急，本局保稅組採經驗分享及交流方式密集業務訓練，略過

「訓練與經驗累積的空窗期」，快速學習，強化稽核關員素質與知能，以

期儘速學習掌握查核重點。

六、 主動提供更優質服務，減少保稅工廠通關障礙，創造商機。98年起除將

原每年1次與保稅業者座談會增加為6次（包括分區舉辦4次），俾加強雙

方溝通管道及法令宣導，解決業者困難外，並打破傳統稽核工作之嚴謹作

法，要求赴廠關員利用稽核之空檔時間，以走動式服務方式，與廠商主管

階層面對面溝通，期讓廠商在通關上更趨順暢，以維持良好互動關係。

七、 加強與優級保稅工廠結盟，簽訂策略聯盟合作備忘錄（MOU），建立夥伴

關係，合作打擊不法漏稅，並予無障礙通關環境，加速貨暢其流，提昇企

業競爭力。

八、 對於財政部積極推動之優質企業認證（AEO），建議由與海關監管下之保

稅工廠先行試辦。

參考資料：

1.本局前副局長張廷漢等6人研究發展專題報告「保稅工廠制度存廢之研究」（83年6月）。

2.	本局吳支局長挺海等4人研究發展專題報告「台北關稅局監管保稅工廠營運現況與管理層面之探討」（97年6月）。

3.本局數位學習網站保稅工廠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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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模式之郵包通關現況及績效概論    
台北郵局支局　何欣怡

前言

物品之流通採用郵包是一種最簡便的運輸方式，各國郵政單位透過彼此簽定之

公約，以郵件交換遞送方式，形成全球性的郵政運輸網，使郵包運輸能在國際上暢

通無阻，由於郵件能快速便捷地送達，所以能夠廣泛地被民眾所採用。近年來隨著

全球化之經濟發展，台灣與世界各國在經貿上的往來日漸頻繁，國際包裹亦隨之日

益增多，為尋求郵包通關能夠更加快速，以增加國家競爭力，本局除將查緝列為重

點項目外，乃致力研究改進郵包通關制度，朝便捷化、效率、制度簡化與一致性方

向著手。 

採用澳洲模式之原因

澳洲為WCO的先驅國，除積極推動貨物通關再造方案，在貨物通關自動化及貨

物監管上之改革創新有其獨到之處外，且澳洲海關於郵包通關中著重於查緝毒品、

槍砲彈藥刀械、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貨物及檢疫問題之郵包（如植物、肉類、水果

等…），與我國海關查緝方向大致相同。我國雖非世界關務組織（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WCO）會員國，但92年3月關稅總局即著手蒐集有關澳洲進出口郵包

篩選及查驗作業等相關資料，透過與澳洲海關交流後，參照澳洲海關嚴密郵包篩選

及查驗等業務經驗，本局於94年3月正式採行將澳洲模式改良成較適合我國國情需

要之通關方式。

現行國際郵包通關流程

一、 本局在實行澳洲模式前後的通關制度上存有些許差異，茲就查驗方式、執

行人力、組織配置及郵袋開拆與否等項目，比較差異如後附表1。

二、 本局自94年3月1日起採行澳洲模式後，郵包篩選及查驗作業狀況如後附圖

1，有關進口國際郵袋，均須全數拆袋並逐一通過X光儀儀檢，惟2公斤以

下之函件之X光透視作業，因信函重量太輕，無法逐件通過鉛帷幕掃描，

故仍採逐袋透視，若袋中2公斤以上包裹，仍由郵方挑出逐件透視，其作業

方式詳述如下：

（一）	郵包分類：郵包自機場及商港裝載運抵郵件處理中心，本局會同郵方人

員核對郵車鉛封無誤後拆封，由郵方人員陸續將郵袋送上升降機，送達

作業區後，郵方於開拆袋區開拆郵袋，並有專人以掃描器逐件掃描包裹

單號碼以核對件數，待全部郵件掃描完後，郵方人員將郵件依收件人地

址區分為本口（台北市中心區）、轉口（台北縣市及桃竹苗花東）、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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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區（基隆及台中以南地區）等三部分，分別置於開拆袋區等待X光檢

查儀透視。

（二）	X光機查驗：郵方人員將開拆後之郵包依外關區、本口、轉口等順序分

別放上輸送帶，經由值勤關員以X光檢查儀透視檢視，並由驗估關員於X

光檢查儀之輸送帶前後端，依包裹單或郵件檢附文件內容挑驗篩選應驗

郵包。

（三）	緝毒犬與檢疫犬查驗：不定時利用緝毒犬與檢疫犬於X光機輸送帶、待

驗區協助關員查緝毒品及檢疫物品，以防疏漏。

（四）	查驗及放行：外關區郵包屬商銷或可疑應開驗者，即加蓋注檢章或開立

注檢報告表後交由郵方人員加封，連同其餘外關區之郵包由郵方依收件

人地址區分關區，並編製各關區封發清單及裝袋，再由當日輪值X光儀

檢關員具函並以海關鉛封封發交由外關區海關處理；屬本口、轉口郵包

者，若有危安物品或逃漏稅、逃避管制等可疑貨物，即打勾註記並由郵

方人員持掃描器掃描包裹單號碼予以編製入驗清單後，將郵包移至驗關

區，稍後由值勤驗估關員會同郵方人員開驗。

（五）	稅放：本關區應驗郵包經查驗後，屬小額（FOB 美幣5,000以下）應稅

者，由值勤驗估關員根據包裹單所申報內容或郵件內檢附文件內容開具

小額稅單，郵件先由郵方人員分揀後，暫置驗關區俟業務股放行後封發

投遞。

（六）	複驗及報關：郵包完稅價格逾FOB 美幣 5,000須辦理報關或未檢附相關

主管機關同意文件時，則由郵方人員編製入庫清單後，待值勤關員一同

押至複驗倉庫，並發函通知收件人前來處理。

（七）	免稅：開驗郵包完稅價格未達新臺幣3,000元之免稅郵包，經郵方會同值

勤關員以關郵會封膠帶封妥後封發投遞。

採用澳洲模式通關之優點

一、 進口郵件全數拆袋，逐件以輸送帶運送通過X光機儀檢，務使槍砲刀械、

毒品等危安及商銷應稅物品無所遁形，避免有逐袋透視所產生郵件重疊及

影像不易辨識等情況。

二、 航空及水陸郵包取消電腦抽驗制度，改以人工篩選辨識後，減少開驗郵包

件數，有助於通關效率之提升，使通關時間大幅縮短。

三、 值勤關員必須同時具備X光儀判讀與驗估專才於一身，藉由多方學習訓

練，更有助海關人員之培訓，對於日後人力調配將更形靈活。

四、 在現行之X光透視作業中，採用現場作業關員分別配置於X光機前輸送帶

側、X光儀操作判讀及機後輸送帶側，具雙重檢視功能，當發現有危安或

商銷物品時，能立即打勾註記並將該郵包自輸送帶取下，集中於待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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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值勤關員稍後會同郵方作業人員開驗，避免疏漏，成效良好。

五、 採用澳洲模式後能精簡人力，促使組織再造，以期能符合政府提倡組織精

簡與績效提升之精神。

執行績效與未來方向

本局自從採用澳洲模式後，郵袋全數拆袋並逐件篩選透視，且在關員雙重把

關下，查緝走私違禁品之成效大大提高，據統計（如後附表2）94年3月至98年1月

間，台北郵局支局共緝獲19種不同類型之違禁品，總件數約為171案，其中大麻類

占70件（重量4,885.71公克）成效斐然。

未來之查緝重點仍將著重於毒品、管制槍砲彈藥、違反智慧財產權物品、瀕臨

絕種野生動植物及其產製品、出口戰略性高科技產品、應檢疫之動植物、肉類等物

品，並針對特定物品所對應之高危險地區加強查緝，例如毒品將鎖定泰國、馬來西

亞、中國大陸、荷蘭、加拿大等國家；違反智慧財產權物品則以香港、中國大陸為

查緝重點。現行郵包通關篩選以X光儀檢透視為主，未來並將注重專業才人員之培

訓，加強X光畫面之辨識能力，並透過資深關員的經驗傳承，使本局更能達成通關

便捷與有效查緝之目標。

澳洲模式與台灣舊制之比較　表1

澳洲模式(施行後) 台灣舊制(施行前)

查驗方式

取消原有航空及水路郵包之電腦抽驗

制度，查驗方式以100% X光儀透析篩

檢為主，人工查驗為輔。郵包先全數

拆袋並逐件經X光篩檢透視，作業中

發現危安或逃漏稅等可疑貨物，立即

將郵包註記打勾，交由驗貨關員進行

實體查驗作業。

航空及水路郵包採電腦抽驗制

度，查驗方式以X光透析篩檢為

輔，人工查驗為主。國際聯郵小

包X光透視率為10%。

執行人力

具備能力

執行人力除須具備X光透析能力外，

尚須兼具驗貨及估價專才於一身，且

X光儀檢員及驗估人員可互相學習，

得到更專業之訓練。

分屬兩組人力資源

1. X光透析：具備有X光儀操作執

照人員。

2. 驗估：具驗貨及估價執行能力

及經驗。

組織配置

將原有稽查股之X光儀檢員及驗估一

股、驗估二股之驗估人員合併分設為

驗估一股、驗估二股。

分設稽查股執行X光儀透析篩檢

工作；驗估一股、驗估二股執行

驗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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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袋開拆

與否

郵袋全數先經郵方開拆成單一郵件，

以利X光儀逐件透視篩檢，惟2公斤以

下之函件之因信函重量太輕，無法逐

件通過X光鉛帷幕掃描，故仍採逐袋

透視。

郵袋（袋內可能含多件郵包）整

袋執行X光儀透視篩檢，易生數

件郵包影像重疊，分析判讀不

易，造成查緝盲點。

台北郵局支局實施澳洲模式查緝成效(94.03~98.01)　表2

編號 名稱 件數 重量(毛重)

1 搖頭丸 2 80公克

2 大麻 70 4,885.71公克

3 大麻種子 36 807粒+ 63公克

4 大麻花 1 53公克

5 大麻煙捲 1 10公克

6 大麻膏 1 14公克

7 海洛因 6 18,716公克

8 古柯鹼 5 139公克

9 K他命 7 44,988公克

10 氯硝西泮 1 14公克

11 鹽酸麻黃鹼 1 150顆

12 可待因 3 460顆

13 二氫可待因 1 20.94公克

14 安非他命 1 4公克

15 MADA 1 17顆

16 盜版光碟 12 1,624片

17 仿冒名牌皮包 11 68個

18 管制槍枝 7 9支

19 槍零件 4 22個

總計 19種違禁品 17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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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關查緝走私策略管理之探討  
外棧組　盧振茂

（編者按：作者現調陞為高雄關稅局中興分局長）  

前言

我國為保護農、漁、畜牧等產業之生存、發展政策及維護國民健康，政府對於

該類產品、活體及其產製品，訂定為高稅率，且必須檢驗或檢疫，大陸物品則不准

輸入。雖然台灣於2002年1月已正式加入WTO，對於農、漁、畜牧產品進口及稅

率，已逐年減讓，以及政府於去（97）年開放兩岸大三通政策，但仍對上述農、

漁、畜牧產品列為管制項目。另菸、酒之進口稅率仍高，且菸有菸稅及健康福利

捐、酒有酒稅，如走私進口，逃漏稅捐甚為可觀，私梟有厚利可圖。又近年來國內

吸毒人口不斷逐年成長，而吸毒者對於毒品之需求有如人生必需品，需求彈性小，

且無其他替代品，價格高一樣有需求，加上走私毒品有暴利可圖，這些因素造成走

私毒品連綿不斷，無法根絕原因，嚴重危害國民健康與社會治安。而毒梟為順利將

毒品私運入境，思圖各種管道與匿藏方式，無不絞盡腦汁，極盡所能。因此，海關

為抑制走私行為，採取加強查緝走私之策略，更顯重要。

 海關為加強查緝走私，常訂定各種防範措施及策進作為，且每年由各關稅局輪

流舉辦「海關情資分析研討會」，以查獲重大走私案例作為分析及經驗交流，並提

出各種查緝對策。但針對這些措施與對策所訂定之方案，如無完善之策略管理，查

緝效果恐將無法完全發揮。因此，海關對於規劃各項措施，除須訂出具體辦法，讓

執行單位遵照執行及按表操課外，更應運用策略管理，確實做好策略規劃、策略執

行、策略評估及策略檢討與修正，才能充分發揮查緝效果。

緝私策略管理之運用

走私是一種經濟犯罪行為，經濟犯罪是使用智力而非使用暴力，以遂行其犯罪

意圖。走私行為者無時不與執法者在鬥智，研析如何避開查緝，以遂行走私目的。

因走私成功有厚利可圖，走私者大都會組成集團，進行計畫。尤其走私香菸、毒品

及槍械彈藥更需要龐大之組織進行運作，甚至需要黑幫參與，才能順利取得國外貨

源及掌控國內銷售網而獲利。因此，走私者在走私行動前，都會進行評估與其攸關

之走私環境，擬訂各種走私方案，選擇不易被查獲，相對成功機率高之方案，視為

其最佳策略。根據陳建勳（1992）實證之結果，走私行為有實踐中學習之效果，走

私成功可累積其經驗，下一次走私較能得心應手。若走私失敗，走私者亦會記取教

訓，從而改變走私途徑、方法與策略。台灣走私活動連綿不斷，海關應如何提升查

緝技巧，有效打擊不法，以維護國家安全、經濟秩序、社會治安與國民健康，在緝

私策略之運用與管理方面，更形重要，實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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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緝私策略之運用可參考Rue & Byars（1992）之策略管理程序。海關緝私單位

首先應進行本身之狀況及相關走私環境之分析，瞭解目前及過去之緝私狀況及績效

後，針對未來之走私情勢，分析所處內、外部環境及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訂

定緝私之長程目標；根據所訂目標，發展設計各種緝私策略方案，於選擇緝私策略

後，落實執行策略；根據緝私策略執行時間及執行結果，進行評估與管制，並適時

提出檢討修正。此一管理策略程序，係一反復式之程序，周而復始不斷進行。

緝私策略管理之分析

 本探討以海關運用風險管理策略為例，來分析緝私策略管理之運用。有關緝私

管理策略模式，包括組織現況之分析、未來情勢之研析、未來方向之訂定、策略執

行之設計、策略計畫的評估及管制等程序，茲分述如下：

一、組織現況的分析

緝私單位首先必須要瞭解本身的狀況，包括組織的宗旨（目標）、過去及目前

之策略、過去及目前之績效。

（一）組織的宗旨

所謂宗旨係指組織機構之所以存在的基本目的，而且必須明確，並廣為

組織全體成員所共知。海關主要以課徵關稅及查緝走私為二大任務，它依據

關稅法、海關緝私條例及其他相關法規辦理進、出口貨物通關與查緝走私之

任務，目前為配合政府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全球運籌中心以及自由

貿易港區等政策，已逐漸走向以「服務」取代「監管」之風險管理策略，但

查緝走私，乃是海關主要任務之一。

（二）認清過去及當前各項之策略

一個組織如欲提升績效，進行一項新策略，必須先行瞭解及澄清組織以

往及目前原有之策略，始能著手研訂及執行新策略的轉變。海關以往至今對

進、出口貨櫃之檢查，均以人工將櫃內貨物搬出櫃外查驗，遇貨物以板台裝

運，使用堆高機卸出查驗。以人工搬出貨櫃檢查或進入櫃內搬動貨物檢查，

不但浪費人力、時間，且易消耗體力，影響貨物通關時間。現階段如改變策

略，以風險管理機制及策略，由海關電腦專家系統按進出口廠商之等級、貨

物來源地、貨物性質、報關行等篩選條件及以往走私漏稅紀錄、相關情資來

鎖定高危險群，並配合X光檢查儀及緝毒犬隊，以檢查日益增多之進出口貨

櫃、快遞貨物及旅客行李，不失為一項提升查緝績效之正確策略。

（三）認清過去及當前之績效

一個組織以往之策略是否允當及有無修改之必要，必須瞭解以往策略之

績效後，始能進一步研究未來之新策略。一般以貨櫃裝運進、出口貨物，廠

商為節省運輸成本，大都會裝滿貨櫃，如以人工搬移檢查，費時費力。若所

裝貨物體積大、過重者，人工搬移檢查更顯困難。而走私者大都瞭解海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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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之檢查方式與限制，將私貨夾藏於貨櫃貨物下層及後端，甚或利用貨櫃

後部製作夾層匿藏私貨。另快遞貨物，私梟每每利用快遞貨物集中在夜間凌

晨通關及快速通關之特性，且海關處於人力薄弱、體力不濟之際，夾藏各種

毒品、仿冒品及管制物品走私進口。此走私方式，如以風險管理機制篩選可

疑貨物，並配合以X光檢查儀及緝毒犬隊檢查，將可輕易掃描及嗅聞而查獲，

比人工搬移檢查更為有效果。

二、未來情勢的研析

所謂未來情勢分析，意即如何構想未來發展的情況，俾供研擬及衡量應有的策

略，因此組織展望未來的第一步，必須依其當前的宗旨立場，研定未來的長程目標

及中程目標，在訂定這些目標之前，又必須評估組織面對的內在環境與外在環境，

而研訂長期目標，與分析內、外部環境間是一種相輔的程序。

	（一）訂定長程目標

組織在其既定的宗旨下，對長程的未來所期望達成及完成的目標，這些

目標即為組織之長程目標，長程目標的訂定應以組織整體層次為重點。就海

關運用風險管理機制及相關策略而言，如期望達成查緝目標，首先必須達成

相關查緝策略的完整資訊搜尋；其中尚包括效果評估、選取之查緝策略、預

算編列、人員訓練、相關法規之修訂及相關單位之會商與協調等等。這些目

標必須與組織內之總務、會計、人事、資訊及查緝單位共同努力始能達成。

	（二）分析內部環境

組織對其內部環境實施分析，主要著眼於對其本身當前所具有之優勢及

弱點作一客觀之評估。以現行海關所運用之風險管理機制及策略，其在海關

內部之優勢在於，它是海關既定政策，海關推動較容易、經費來源無虞、設

專案小組負責、內部協調容易、人才素質高容易訓練等等；弱點在於官僚體

系層層陳報辦理速度緩慢，及現階段新進關員眾多，其專業不足等。

			（三）分析外部環境

   組織之外部環境，包括凡屬於存在於組織機構外之一切事務，此外部

環境，若以各項因素對組織機構的密切程度來劃分，可分為廣泛環境之因素

及競爭環境因素。廣泛環境之因素是指與組織的關係較遠，但仍然足以影響

組織營運之各項環境因素，例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科技等情勢；競

爭環境因素是指與組織的關係較近，且保持經常接觸之各項環境因素，例如

航商、空運業者及報關、倉儲、快遞、物流等業者等等。由於國內外環境、

技術及產業結構不斷改變，進、出口通關之種類日趨於複雜，進、出口業者

對快速通關之要求殷切，海關以現有人力，無法應付當前層出不窮之走私型

態，海關必須在「貨物通關前」「貨物通關階段」及「貨物通關放行後之事

後稽核階段」採行風險管理，以因應當前快速通關環境之要求。

三、未來方向的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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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經分析本身的現況及未來的遠景後，下一步便可著手考慮其未來之走向、

策劃及比較未來可能之各項替代策略，從而選定其最具前途之策略。海關規劃風險

管理機制及各項查緝方案，經過上述之策略管理程序之分析評估後，即可掌握現況

及執行策略，亦即策略管理的此一階段，目的在於研議各項可行的策略方案，經比

較後選定其中最具前途的一個方案以作為執行之策略。

四、策略執行之設計

策略管理程序模式的此一階段，重點在於將既經選定的策略，設計為組織機構

的執行行動。此一策略之執行，應包括組織結構的設計、短程目標的研擬及各項職

能策略的建立等應有的作為，務使決定的策略得以順利實施。

（一）組織因素的設計

 每一個組織機構，均有其原有之策略、政策、結構及制度，在組織研

訂一項新策略時，自然必須加以重新評估，以作為新策略之執行鋪路。海

關如已訂定一項策略，如「查獲重大走私情資即時通報標準作業程序計畫

書」「緝毒犬隊配合查緝標準作業程序計畫書」「強化海關風險管理機制賡

續加強風險評估」「加強邊境聯合查贓阻截贓汽機車及民生竊盜物銷贓出口

管道」「杜絕私梟假藉虛設行號或冒用其他廠商名義走私不法行動方案」

「關稅與內地稅勾稽處理作業機制」及「配合台美貨櫃安全計畫積極規劃執

行各項措施」等策略後，海關應重新設計一執行單位，諸如任務小組（task 

forces）、跨功能團隊（cross-functional teams）、整合者（integrators）等

單位，任務小組一般是由各單位派代表所組成，任務完成後即解散歸建；跨

功能團隊是永久的常設單位，從規劃裝設到執行，並決定作業性之決策及確

保執行、使用、訓練及維護期間的協調；整合者應由關稅總局較高階層並具

有專業知識者擔任，以作為領導、協調、溝通及決策之角色。

（二）職能策略的設計

 職能策略之設計係指組織機構之事業策略付之作業的工具，例如組織中

各職能部門的總務、會計、資訊及人事等單位，其目的乃在於達成組織整體

層次及事業層次之策略。在建立海關風險管理機制及策略方案中，海關人事

單位是扮演規劃風險管理人員之訓練、儲備、調動、獎懲等作業；總務單位

執行相關設備、場地之取得，或設備之發標、採購、工程之監工、驗收及雜

項業務等等；會計單位為預算之編列、執行；資訊單位根據使用單位之作業

需求設計電腦軟體程式；使用單位參與預算之編列、提出作業需求及實務操

作等。

五、策略計畫之評估及管制

評估及管制為整個管理策略程序之最後階段，程序進行中，管理人的任務，在

於不斷監視組織宗旨及長程目標的執行進度，各階段之策略是否可行、有無困難、

是否應予修正、應如何行動，管理人均應全盤掌握與瞭解，以作回饋調整目標與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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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海關運用風險管理之機制及策略，係基於我國對外貿易的快速成長，面對進出

口貨櫃（物）及快遞貨物急遽增加，且囿於海關現有之人力與設備，無法有效面對

走私日益猖獗之情況。尤其走私毒品、槍械、香菸及農、畜產品等物品，如不運用

風險管理，並配合X光檢查儀及緝毒犬隊加強查緝，甚難查獲。海關從體認必須利

用風險管理機制及相關策略，到策略訂定、策略執行及策略評估等每一程序，海關

管理階層必須全程監控，如其中之一策略出現困難或無法執行，應及時檢討修正，

使每一環節之策略能順利進行，周而復始，不斷反饋，始能成功，達成查緝目標。

結語

關稅總局及各關稅局每年所規劃之查緝措施及方案，宜依據策略管理模式之程

序訂定：一、環境情勢分析與優先課題。二、現有計畫執行成效與資源分析檢討。

三、策略績效目標與衡量指標。四、計畫內容摘要。其程序有些類似Rue & Byars

之策略管理模式。規劃設計不宜過於簡單化、條列化及僵硬化，且應做好組織內外

環境的分析、反饋檢討及修正之機制。目前海關現階段所計劃之查緝走私策略，應

對打擊走私犯罪有相當之助益及功效，但若未能有效運用策略管理模式訂定策略、

執行策略、評估策略及修正策略，恐將難以發揮最佳查緝效果。本策略管理運用模

式，應可作為查緝策略之規劃與執行方案之參考。

機場入境檢查室。

一位老太太從歐洲旅遊來，隨身攜帶幾個

名貴瓷花瓶。海關關員拿起其中兩個花瓶，對她

說：「您帶的花瓶超過限額，這兩個要打稅。」

一臉倦怠的老太太立即臉色一沉：「你說

什麼？這兩個花瓶是我辛辛苦苦從老遠帶回來

的，而且花了我很多錢，你竟然要我把它們『打

碎』？」

誤解

作者：陳照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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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工作現況與成果
資訊室　趙台安

前言

本局自81年11月9日全面實施進出口貨物通關自動化作業以來，不僅大幅改善

空運通關速度及品質，近年來更配合行政院「國家資通訊安全發展方案」，積極推

動資安治理制度，期盼藉由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ISMS)之導入，建立完整資安防護體系，健全內外部資安防護能力，進而達

成「提供便捷安全的通關服務」之資安政策願景。

資安工作成果

90年1月行政院通過「建立我國通資訊基礎建設安全機制計畫(90至93年)」，

成立「行政院國家安全資通會報」，各政府機關也從此開始推動資安工作。於此計

畫期間，本局開始導入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以下簡稱ISMS)，除成立「資通安全處理

分組」外，每年並配合行政院辦理「政府機關(機構)資通安全攻防演練」及舉辦全

局同仁資安講習，奠定了ISMS的基礎。

為延續第1期機制計畫成果，行政院於93年通過第2期機制計畫(94至97年)，

主要政策包含政府機關資訊安全長(Chief Information Security Officer,CISO)責任制

度、資安責任等級分級作業與機密資訊保護等，目標在於強化政府機關之資安防護

能力。而此階段正是本局ISMS臻於完善的關鍵時期：

一、建立資訊安全長制度(由副局長兼任資安長)。

二、 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核定本局資安責任等級為B級機關，需於97年底前通過

ISMS第三方認證。

三、 成立稽核分組，成員包含總務室、政風室及資訊室人員，定期辦理內部稽

核。

四、 94年5月2日行政院「政府機關電腦作業效率查核小組」蒞局進行電腦作業

效率實地查核，對本局推動資安工作成果，表達高度肯定。

五、訂定本局資訊安全政策，並以「提供便捷安全的通關服務」為願景。

六、 95年12月5日行政院「資通安全稽核服務團」蒞局進行外部稽核，本局

ISMS獲「非常完整」之最高評等。

七、97年7月17日通過ISO 27001 ISMS國際認證，並取得證書。

至此，在行政院兩期機制計畫引領下，搭配ISMS之導入，加上全體同仁之努

力，本局不僅資安防護能力大幅提升，資安治理制度亦日趨健全。

現階段資安工作

67

肆
、
業
務
專
題



一、深化資安認知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達，網路應用與服務更加豐富多元，但同時也帶來各類資安

威脅，其來源包含電子郵件、即時通訊、分享軟體與惡意網頁等。面對這些威脅，

同仁在資安行為面，認知與警覺性仍嫌不足，故現階段資安工作首要之務，在於強

化資安認知教育並定期辦理內部稽核。

二、培育資安人才

資安工作知易行難，所以推動資安，首重務實，一步一腳印，持之以恆，方能

集於大成。資安人才之培育亦如是，須藉由長期的外部訓練及內部實務操作，以累

積整體資安概念與技術。本局現有8張ISMS  Lead Auditor(主任稽核員)資安專業證

照(資訊室7人，總務室1人)，對資安工作之推動有很大助益，故未來仍應持續培訓

資安專業人力。

三、逐年投入相當比率之資安經費

由於資安績效評量不易，潛在效益經常被忽略，致令整體資源投入有限。在這

種情況下，不僅無法正確評估資安風險，更可能無法有效將風險控制在可接受範圍

內。為此，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要求各機關自98年度起，依需求規劃之資安

經費，應優先納入年度預算，並於資訊預算中占有適當之比率，以加強資安防護能

力。

四、辦理「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

近年來，網路駭客常以偽冒公務、個人或公司行號等名義發送惡意電子郵件，

俟收件人開啟郵件時，植入後門程式竊取公務或私密資料。為防範該類電子郵件，

財政部將以無預警、不定期、不連續之方式，於本(98)年4月及9月辦理兩次「惡意

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以檢測所屬機關對於惡意電子郵件之防護能力與防護成

效。

五、ISO 27001 ISMS續審認證

ISMS之內涵，在於系統的監視與審查、維持與改進，故通過認證後，每年均需

辦理1次續審，以確保其適用性、適切性及有效性。因此，本局未來亦將每年規劃辦

理ISMS續審認證作業。

結語

通關服務是海關核心業務，其便捷性與安全性，缺一不可，然二者卻是相互衝

突的，愈便捷就愈不安全，反之，愈安全就愈不便捷。那要如何作到既便捷又安全

呢？答案便是作好風險管理，也就是利用導入ISMS，來鑑別出通關服務流程中可能

發生的風險，加以管控，讓風險值降低到可接受的範圍，這樣就可以達成全海關願

景-提供便捷安全的通關服務。

資料來源：

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國家資通訊安全發展方案(98年至1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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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稽核業務現況、困境與未來展望  
稽核組　魏政毅

前言

海關事後稽核制度(POST-CLEARANCE AUDIT)，是海關貨物通關的最後一道

防線，該制度之實施，是我國關務行政一項重大革新，其方法是由傳統通關線上對

貨物之查核，轉為放行後對廠商相關帳冊之查核，除加速貨物通關，促進貿易便捷

化，達到貨暢其流之目的外，並確保進出口貨物正確申報，美國及日本等貿易大國

海關實施此制度已有多年歷史，成效卓著。

民國83年12月關稅總局成立查緝督導小組，主要任務之一即實地查核瞭解涉嫌

走私廠商、業者有關帳冊、單據或其營業情形。民國85年3月為貫徹稽核制度之實

施，對報運貨物進出口認為有違法嫌疑之廠商、報關行及相關業者，進行事前、事

後之查核及追查工作，特成立查緝督導分組，為現行稽核組(課)之雛形。關稅法於

90年10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其第10條(現行條文第13條)、第70條(現行條文第75

條)等有關實施事後稽核制度之法據於焉具備。嗣財政部訂定之「海關事後稽核實施

辦法」於90年12月30日發布施行，關稅總局又依該辦法第10條規定，訂定「海關事

後稽核作業規定」，並於91年3月8日公告實施。海關事後稽核制度之執行，乃臻完

備。

民國91年5月1日，關稅總局驗估處成立第四科，專責辦理事後稽核之選案及情

資通報案件分析，以供各關稅局實施事後稽核。同年5、6月間完成組織編制調整，

於基隆、台北、高雄關稅局先後成立稽核組，台中關稅局成立稽核課，執行事後稽

核業務。

事後稽核之法令基礎

事後稽核制度之法源依據主要為關稅法第13條，明定事後稽核之期限、職權、

對象：

一、 事後稽核之期限：海關於進出口貨物放行之翌日起6個月內通知實施事後稽

核者，得於進出口貨物放行之翌日起2年內，對納稅義務人、貨物輸出人或

其關係人實施之。依事後稽核結果，如有應退、應補稅款者，應自貨物放

行之翌日起3年內為之。

二、 事後稽核之職權：為調查證據之必要，海關執行前項事後稽核，得要求納

稅義務人、貨物輸出人或其關係人提供與進出口貨物有關之紀錄、文件、

會計帳冊及電腦相關檔案或資料庫等，或通知其至海關辦公處所備詢，或

由海關人員至其場所調查；被調查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三、 事後稽核之對象：納稅義務人、貨物輸出人或其關係人。所稱關係人，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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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與進出口貨物有關之報關業、運輸業、倉儲業、快遞業及其他企業、團

體或個人。

此外，關稅法第13條第4項並明定海關於執行事後稽核時，得請求相關機關及

機構提供與進出口貨物有關之資料及其他文件，其立法之目的，在確保進出口貨物

申報資料之正確性及防範海關監管時點後移，所可能產生之流弊。關稅法第13條第

5項亦授權財政部就海關實施事後稽核之範圍、程序、所需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訂

定辦法，財政部乃據此訂定海關事後稽核實施辦法，以為查核時之參考依據。

事後稽核業務內容

現行本局事後稽核業務，依案源別的不同，可分為以下5種：

一、上級機關交辦案件。

二、自行篩選案件。

三、其他機關或單位移辦案件。

四、稽核延伸案件。

五、其他。

事後稽核成果

本局自民國91年6月實施事後稽核制度以來，稽核案件承辦量雖年年相仿，惟

查獲違法漏稅之案件則年年增加，稽核之重點亦由對稅則歸列之查核轉為對國家社

會影響甚鉅之產地、價格與其他違法情形之查核，在關稅年年調降之影響下，罰鍰

金額仍能年年屢創新高，可見執行成效之顯著。茲將歷年成果彙整如下表：

年度\

成果

承辦案件

（數量）

案件類型 稽核結果

稅則

不符

虛報

貨名

、

規格

虛報

產地

虛報

價格
其他

補稅金額

(元)

罰鍰金額

(元)

91年 203 28 3 1 4 7 102,340,904 260,799,734

92年 207 56 0 1 20 9 50,482,306 1,978,266

93年 158 37 1 2 27 21 29,597,250 2,350,093

94年 188 28 3 12 32 35 9,048,805 35,386,722

95年 210 20 7 15 36 25 10,093,011 22,650,938

96年 187 20 1 13 22 21 2,118,944 560,448

97年 190 13 2 10 38 11 8,959,735 46,116,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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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業務上遭遇之困境

本局事後稽核成效雖亮眼，惟實際執行時仍不免遭遇相當之困難，分別略述如下：

一、調取相關資料不易

依關稅法第13條第4項及第42條規定，海關雖得請求相關機關及機構提供與進

出口貨物有關之資料及其他文件，惟實務上，當稽核關員因業務需要向銀行調閱進

口人結匯相關資料時，若未能取得進口人之承諾書，銀行多以個人機密資料為由拒

絕提供，故對調查進口人是否涉有偽變造發票、低報價格等情事，其時效及證據力

之掌握，均產生負面影響。

二、廠商帳務未臻健全

台灣的產業結構以中小企業為主體，而台灣的中小企業普遍存有內外兩套帳之

情形，實務上，其外帳係以進出口報單、INVOICE及PACKING LIST等文件為其成

本入帳基礎及合法憑證，並據以編製相關帳冊，向國稅局申報營業稅和營所稅，故

當懷疑有低報價值、偷漏稅捐之情事，若僅查核其帳冊、憑證，卻不能先辨別憑證

之真偽，恐將徒勞無功，並落得假帳真查之譏。尤有甚者根本未入帳，於海關通知

實施事後稽核後，才編製不實帳冊，致稽核關員不僅徒勞無功且難以查得實際交易

價格，影響稽核成效。

三、稽核人力資源缺乏

因事後稽核業務之特性，需相當熟稔海關各項法令及相關實務，人才養成不

易，面臨人才斷層之隱憂。

事後稽核制度未來展望

事後稽核制度之遠期目標在確保國家財政收入、對合法貿易行為干擾最小化，

有幾點可供未來發展之參考：

一、加強與內地稅機關相互通報機制

近年來冒用他人公司進出口貨物或成立空頭公司高價低報逃漏稅捐、低價高報

冒退營業稅之情事層出不窮，且常於海關或內地稅機關查核完成後，因相關進出口

人遷址不明，致追稅無門，故強化海關與內地稅機關之通報機制，乃當務之急。

二、法令之支持

海關之工作職責已漸由過去關稅之徵收，轉為邊境之管制，尤其自美國911事

件後，全世界各國重新意識到國家安全與邊境管制的重要性，我國事後稽核制度受

限關稅法第13條規定，僅得對進出口貨物放行之翌日起6個月內可疑之報單通知實

施事後稽核，雖可減少通關過程之干預，惟對後續證據之掌握有不利之影響，故若

稽核的範圍能涵蓋整體通關過程與放行後(Pre-arrival, At Arrival, Post-clearance)，

定能減少事後蒐證之困擾。

三、提倡與海關業務有關之內部控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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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國際貿易量日益增長，形式日趨複雜，現有之事後稽核技術恐無法適用

於任何情形，若能倡導廠商實施與海關業務有關之內部控制制度，輔以海關定期評

估其內部控制程度有效性，對於控制強度高者，給予較低查驗比率等通關優惠，對

於控制強度低者，再評估其舞弊風險，供作選案之參考，應能大幅降低事後稽核之

業務量與廠商逃漏稅捐之機率。

四、與國際合作

在「保密」及「防止濫用」取得平衡之前提下，與各國交換「出口價格」、

「廠商評等」等較不具敏感性之資料，以強化事後稽核選案時，對廠商風險評估之

有效性，並就執行稽核的結果，回饋予所有和通關程序有關之國家。

五、加強守法觀念宣導

對合法廠商來說，事後稽核制度除可加速通關、維護經濟秩序外，更能建立市

場公平競爭之基礎，故海關應主動宣導遵守法律之重要性，解決廠商通關作業上之

疑難，協助解答相關業務或法規上之疑惑，進而縮短廠商與海關的距離，提昇廠商

知法守法之程度。

結論

事後稽核制度係海關風險管理制度之ㄧ種，主要用於通關自動化下之環境，

不僅可以減少廠商通關的時間與負擔，並能提供守法廠商一個友善的環境與減少逃

稅誘因，在我國實施期間雖不長，惟在追查漏稅、查緝走私方面已有相當績效，展

望未來，事後稽核在海關業務中所扮演之角色將日趨重要，故積極提昇專業能力，

強化整體稽核制度，建立商民信賴基礎，提供優質關務環境，保障合法通關權益，

並與風險管理機制相互回饋，以維護市場交易秩序與公平競爭，為徵納雙方創造雙

贏，以期我國關務制度達成國際化與現代化之里程碑。

參考文獻：

1.UNCTAD	Trust	Fund	for	Trade	Facilitation	Negotiations	Technical	Note5,	2008.6

2.石大玲,	97年10月WTO貿易便捷化談判小組會議出國報告書,	2008.10

3.台北關稅局稽核組,	稽核組工作手冊,	2009.3

4.財政部關稅總局,	海關事後稽核制度專題研究報告,	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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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國際物流中心             
保稅組　吳淑華

物流

物流（logistics）源自美軍將物資生產、採購、運輸、配給等作業，進行一個整

體統籌規劃，以求戰略物資快速運補，此即為「後勤」，後來將「後勤」概念帶入

企業經營中，才逐步演變為今日的物流。因此物流是指物質資料從供給者到需求者

的物理運動，是創造時間價值、場所價值和一定的加工價值的活動，它由一系列創

造時間價值和空間價值的經濟活動組成，包括運輸、保管、配送、包裝、裝卸、流

通加工及物流信息處理等多項基本活動，亦即將原物料、半製成品、成品和相關訊

息的整合統一。在現今全球運籌環境下，企業需加強效率化的供應鏈規劃和管理，

從供應處至消費者之間，生產和行銷過程中，原料、設備和成品運輸的所有經濟行

為，即包括物料、存貨、包裝、提貨、拆卸櫃、訂單、配銷、加值、售後服務、倉

儲和運輸等活動，均涵括在物流範疇。

目前海關所監管之物流中心共有14家及3家分支物流中心，分別為：台北關稅

局監管8家物流中心(世聯倉運、昭安、東源、中保、盛達、厚生、優比速、新韋)及

2家分支物流中心(世聯倉運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國際機場分支物流中心、科學城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竹科分公司分支物流中心)；台中關稅局監管1家物流中心(中科國際)；

高雄關稅局監管5家物流中心(台灣糖業-營業中、好好、科學城、奇美、杰鑫)及1家

分支物流中心（世聯倉運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支物流中心）。

物流作業規定

有鑑於物流業之興起，民國89年3月爰訂定物流中心貨物通關辦法，凡經海關

核准登記以主要經營保稅貨物倉儲、轉運及配送業務之保稅場所，即可成為海關所

監管之物流中心。海關所監管之物流中心，進口保稅貨物享受暫免徵納關稅與營業

稅優惠，提升企業營運資金靈活運用；通關便利，縮短貨物流通速度；同時可進儲

及配送非保稅之貨物，兼具國內物流與國際物流之雙重身分。

目前海關對物流中心之監管作業，概分為5個部分，茲分述如下：

一、 「設立登記法規」：1、設立登記資本額-新臺幣2億元。2、登記之保證金-

新臺幣2千萬元。3、確保貨物之安全與便利海關查核之設施之規定。4、

設立分支物流中心家數之規定。5、24小時錄影存證之規定。6、獨立警衛

單位，掌管貨（櫃）物進出物流中心之查對、門禁管制及巡邏工作。7、設

置海關稽核人員辦公處所之規定。8、設有專責人員辦理自主管理事項之規

定。9、電腦軟、硬體設備之規定。10、露天處所之規定。

二、 「存儲中心內保稅貨物管理」：1、分支物流中心分別獨立設帳控管貨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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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之規定。2、使用運輸車隊載運保稅貨物之規定。3、公告定有存儲期

限之貨物，其存儲期間之規定。4、年度辦理盤點之規定。5、自備封條設

置之規定。6、保稅物品毀損銷毀之規定。7、因天災、事變或不可抗力之

事由，其除帳之規定。8、存儲未經公告准許輸入之大陸地區物品之規定。

三、 「保稅貨物附加價值管理」：1、應以非屬管制或限制進口物品為限之規

定。2、運回時，應仍能辨識其原狀之規定。3、3個月內運回及可再展延3

個月之規定。4、受託加工之課稅區或保稅區廠商須以辦妥工廠登記之工廠

為限之規定。5、重整或簡單加工由加工廠所添加之原料，不得申請退稅之

規定。6、重整及簡單加工，如有損耗、廢料，除帳及報廢之規定。

四、 「物流中心貨物通關規定」：1、報單類別適用之規定。2、按月彙報案件

於次月15日前彙總申報之規定。3、課稅區貨物進儲物流中心登錄電腦之

規定。4、完成通關及加封後運出之規定。5、雙方聯名向海關申報之規

定。6、退貨之申辦規定。7、到貨不符申請更正之規定。8、不得進儲項

目之規定。9、洋菸酒進儲物流中心之規定。

五、 海關查核驗審行政措施：1、各關稅局之稽核人員定期或不定期赴物流中心

稽核。2、進出口貨物驗放。3、稅則價格之核估。4、保稅稽核系統遠端

之控管。5、貨櫃(物)動態查詢與追蹤作業。

政府對物流中心所訂法規，雖帶給國際物流中心營業成本之增加，惟這些監管

作業係確保保稅貨物在未完成通關前所必備安全措施，均係為防止走私與偷漏關稅

情事發生，所擬定之必要措施。

未來展望

97年12月4日財政部關稅總局研商「如何簡化現行7種保稅區之關務作業」會

議，成立保稅區關務作業簡化與效率化專案研究小組―物流中心分組，該分組針對

目前全球運籌環境之趨勢，審度現行物流中心之實務經營需求、業者建議案、法規

不完備部分及考量海關有效監管實務作業，提出未來物流中心監管法規鬆綁研議方

案，其方向如下：

一、 保稅工廠生產之成品寄存物流中心，直接售與課稅區廠商得否按成品之七

折核計關稅案。

二、 物流中心保稅貨物輸往課稅區之內銷補稅案件得否採按月彙報方式辦理

案。

三、物流中心委託保稅區、課稅區廠商簡單加工得否使用大型機具案。

四、 研議取消「如有不適合置放貨架者，須向轄區海關申請放置於平面倉位」

之規定案。

五、研議開放物流中心當日進出倉貨物可暫存於理貨區案。 

六、 研議物流中心之保稅貨物，於運輸途中，或委外辦理重整或簡單加工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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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天災、事變或不可抗力之事由，而遭受損失或損壞致無價值者，得

核實除帳案。

上開措施，仍須再經財政部全盤考量，惟已揭示政府以鬆綁法規之積極作為，

促進國際物流中心經濟發展之決心。

結語

近年來由於世界經濟的自由化、貿易的全球化、產品週期的縮短化、顧客的高

服務要求化、策略聯盟的結合化、環保議題的重視等因素，物流已成為全球企業關

注的焦點，善用物流以提高顧客服務的水準，滿足顧客的需求，已成為企業強化競

爭優勢的重要策略，因此，國內廠商除不斷的向海外投資設點佈局，追求新產品推

陳出新外，因應全世界供應鏈連結，善用國際物流資源與網絡，發展企業全球運籌

管理能力，達到物暢其流目標，帶動國際物流經營榮景，實為我國重要經貿方向。

經理：「董事長說，如果妳喜歡穿露

背、低胸裝、迷你裙，就馬上把妳調走。」

阿美：「為什麼？你們不是說我身材

好，這樣穿很好看嗎？對了，董事長想把

我調去哪裡？」

經理：「董事長室。」

馬上調走

作者：陳照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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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關稅局數位學習系統建置經驗分享    
資訊室　郁筱平

數位系統建置動機

數位系統的優勢在於可跳脫時間、空間障礙，因此成為新的學習趨勢。近年來

本局深感海關正面臨世代交替關鍵時刻，往往擁有豐富通關實務的資深關員，在來

不及將經驗與知識傳承給新進人員前，逐一退休。為此，期藉導入數位學習系統，

讓同仁可以分享工作上的經歷與心得，也可以達到經驗與知識傳承的目標。

建置一個數位系統需要的基本元件

建置一個數位系統，如欲使組織的數位系統具有100分的評價，必須完成下列

事項：

˙硬體：有一部數位系統主機 。

˙軟體：有一套數位系統平台。

˙網路：有足夠的網路頻寬。

˙數位課程教材：數位課程教材提供同仁閱讀與學習。

˙數位課程教材之製作軟體：利用教材製作軟體製作數位課程。

˙講師風格(或稱課程風格)。

˙組織特色與目標：有計劃的目標，以創造組織特色，建立具有組織特色的學

習模式，使知識與經驗得以傳承。

以下就建置上的經驗與意見與各位同仁分享：

一、硬體：數位系統主機部分

伺服器主機的處理能力越強，效能當然越好。

一般情況下，一部中階伺服器便足以支應；但仍舊建議購置一部高階伺服器，

畢竟數位系統耗費的資源相當吃重。本局目前使用的是 HP DL580 高階伺服器。

二、軟體：數位平台系統

數位系統平台需要提供閱讀教材、管理教材、管理學生帳號、老師帳號、列印

各項報表等功能。

目前國內的數位系統相當蓬勃，市面上的數位系統製造廠商相當的多，技術也

相當精進，如旭聯科技的智慧大師、一宇數位的阿基米德俱樂部、育碁數位科技的

企學網、哈瑪星科技的LearningHub、訊連科技的 eLearning解決方案以及學術界盛

行的免費Moodle系統。其中Moodle比較特別，它是一套免費的數位系統，由一位澳

洲的老師(本身也是資訊工程師)所開發的，後來網路上的網友們不斷改良、提供個

人智慧投入發展，使得這套系統越來越龐大與趨近完整。

它與市售商用數位系統最大的不同點便是，Moodle系統就像是積木一般，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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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自由拼湊成屬於自己組織特質的系統。因為物件化設計架構，讓Moodle系統

得以在網路上被不同團體、不同人士同時發展，也同時發展成具有強大擴充性的數

位教學系統。而市售的數位系統，則可依據購買者需求，客製化系統。

相較之下，Moodle系統就顯得較適用於學術界，較不適用於公務機關，畢竟許

多公務員體制下所需要的功能，如取得認證時數、組織特質樣版、組織特性報表等

問題，就需要自行撰寫開發相關程式了。

由於政府機關必須採用公開招標採購，本局公開招標結果竟然買到了Moodle數

位平台。這就像是馴馬一般，您可以買一匹別人已經馴服的駿馬，或是找一隻野馬

回來將牠馴服成您想要的模式，Moodle就像是一匹具有潛力的千里馬，等您來馴服

牠。

三、網路：網路頻寬部分

因為數位系統的教材檔案需要處理的資料量很大，所以需要的網路頻寬非常

大。受限本局的網路頻寬，及為降低頻寬負載，目前本局所製作的數位課程皆捨棄

影像傳遞性質的教材，以避免浪費網路頻寬。

四、數位教材

一般而言，數位教材的取得方式有3種：

（一）委外購買：	委外教材的品質，通常決定於價格，不過，決定價格的最主

要因素，還是在於委託者的人力投入程度。

（二）免費取得：	這些課程通常只是一般性課程，並不一定適合用海關。另

外，免費取得的檔案實在大的驚人，一旦放上去，網路頻寬

就全部吃光了。

（三）內部人員自行製作：	優點是課程目標明確，缺點則是課程品質不穩定。

在課程品質上，課程製作者必須利用各式資訊技巧，充分表達專業知識。因

此需選派資訊技術與專業素養均佳者擔任為宜，若兩者無法兼得時，培育課程製作

者仍應選派資訊能力較佳者，再輔以優秀資深關員在旁指導，即可製作出較佳的課

程。另外，在第一次製作課程，應以60分-70分為目標，再慢慢改善課程內容，畢竟

要使一個課程達到100分境界，是需要較長時間的規劃、設計與學習。

五、製作數位教材之軟體

製作數位教材軟體常見的有：Camtasia、Captivate、Anicam(製聖先師)、

PowerCam、StreamAuthor(串流大師)、Producer等，而本局目前使用的是

Camtasia 5.1版，除價格低廉，操作簡單、容易上手，且符合 SCORM  1.2 、2004 

格式外，再來則是個人的使用經驗。

建議初學課程製作者，可選擇功能簡單、容易上手的軟體，累積一段經驗後，

再逐漸更換製作軟體，並組合多種軟體運用，將較容易提昇課程製作能力。

六、講師風格

通常內部人員在自製課程時，講師可能兼扮演課程教材製作者的角色。然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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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不同的，講師需要負責(1)製作正確的課程內容。(2)製作活潑生動的教材；課程

教材製作者則負責(1)熟練錄製軟體的操作。(2)忠實呈現與創造講師風格。二者需

密切配合，方能使課程學習效果達到預期目標。然而，一般常犯下述的錯誤而不自

知：

（一）�一頁投影片，花了冗長的時間講解：每一頁投影片的講解時間，應該要

控制在1-3分鐘內。

（二）�投影片不夠生動：許多課程講師並不擅長於製作投影片或是其他教材，

故其投影片通常以靜態的文字型態方式呈現，故使用者不容易留下深刻

印象。因此，課程講師需要避免以全篇文字的方式進行演講。

（三）�教材準備不夠詳盡：其真正問題可能是：(1)資訊技術不熟練，無法將想

法以電腦畫面方式呈現給學生(2)總認為直接用口述方式，而省略太多。

因此，數位課程所隱含的講師風格與魅力，實得靠講師努力拿捏，方竟其功。

七、目標與計畫

海關的業務繁多，面相廣泛，知識與經驗傳承實屬不易，因此藉由數位學習方

式期望大家可以將經驗、技能、知識傳承與延續。

本局的數位系統自然以此一目標努力，發展出具有組織特色、適合於本局學習

的課程，以培育出需要的人才與專業能力。本局的數位系統，不僅以低成本取得平

台系統，更以自製方式，省下課程製作費用，也為本局培訓了眾多課程製作人才，

相信在3至5年內，即可達到顛峰狀態。

系統現況

目前數位系統的會員數約有 1700人，數位課程共有23科目，另有4科課程正在

製作中。

具有能力製作數位課程的課程製作者約有22位，本(98)年度3月份再次開辦講

師訓練課程，估計可再為數位系統增加20位以上的數位製作人才，未來並將持續辦

理，使經驗與知識更容易被留存下來。

79

肆
、
業
務
專
題



各類型保稅倉庫、物流中心之比較分析   
保稅組　江清榮

前言

保稅倉庫制度於52年1月28日由財政部公告實施，至今已屆46年，由當初之一

般保稅倉儲及特殊用途保稅倉儲發展至今，已增加許多各類型功能之保稅倉儲，尤

其在全球供應鏈環境下，自用保稅倉庫更是許多企業設立之跨國物流運籌重要據

點，現行「保稅倉庫設立及管理辦法」以單一法規規範各種功能之保稅倉庫，常使

業者霧裡看花摸不著頭緒，茲以比較分析法介紹各類型保稅倉庫之功能。

一般保稅倉庫（公共倉儲）

一般保稅倉庫從民國52年實施以來，監管之型態由早期之海關全面派員駐庫，

轉變為鼓勵業者實施自主管理。保稅倉庫制度成立之原始目的，為在關稅高稅率之

背景下，鼓勵進口業者整進（進保倉）零出（完稅出倉），以減輕業者一次完稅之

資金壓力，許多進口貨（櫃）棧業者均於站（棧）區內向海關申請設立公共倉儲之

保稅倉庫，以服務既有顧客就地保稅暫存，截至98年2月止，公共倉儲保稅倉庫共

134家，分別為基隆關稅局37家、台中關稅局22家、高雄關稅局35家及本局40家

（資料來源：關稅總局）；貨（櫃）棧附設之保稅倉庫計97家，除44家貨（櫃）棧

附設之保稅倉庫已實施自主管理外，其餘仍為在海關派員駐庫型保稅倉庫，造成海

關人力極大之負擔。在此僅先就駐庫與自主管理一般保稅倉庫比較分析如下：

海關駐庫型及自主管理型一般保稅倉庫（公共保稅倉儲）比較表

項目 海關駐庫型保稅倉庫 自主管理型保稅倉庫

設備比較
一般均無自動化倉儲設備，

庫房較老舊。

大部分設有自動化倉儲設

備，庫房較新。

設置地點
集中於管制區、進出口貨櫃

（棧）站內或鄰近地區。

除左列地區外，部分散落於

課稅區。

資本額及保證金收費標準

1.資本額2,000萬元以上。

2.保證金30萬元。

3.收費標準較低。

1.資本額5,000萬元以上。

2. 保證金分30、300、600萬

元3種（視營業期間長短及

是否位於管制區或貨櫃站內

不同）。

3.收費標準較高。

存倉期限 均有2年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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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倉作業時間
配合海關上班時間，進出倉

作業時間較短。

自主管理，可24小時進出倉

作業。

貨物運送作業
均以可加封卡車加封，並依「保稅貨物進出保稅倉庫押運加

封作業要點」押運或免押運載送。

貨物出口 以D5報單報運出口且不得併裝非保稅貨物同時報運出口。

貨物重整及重整後

之產地標示　

受限於倉儲空間，一般僅向

海關申請設立供存儲用途之

保稅倉庫。

1. 如依「保稅倉庫設立及管理

辦法」第7條第5項規定，

向海關申請設立為重整型保

稅倉庫時，可依同辦法第

34條規定，向海關申請貨

物重整作業。

2. 貨物重整後之產地標示，依

「貨品輸出管理辦法」第

22及22-1條規定辦理。

安全性

管制區、進出口貨櫃（棧）站內相關作業人員進出頻繁，貨

物安全性相對較低。區外獨立設置之自主管理保稅倉庫均設

有獨立警衛及監控設備，貨物安全性相對較高。

貨物進出倉通關手續

1.貨物進出倉均須以實際貨主為納稅義務人逐批報關。

2. D8外貨進儲及D2出倉輸入補稅只能C2或C3通關，並憑海

關放行准單或電腦放行訊息通知辦理進出倉。

3. 自用保稅倉庫可向海關申請採按月彙報方式辦理通關，公

共倉儲之保稅倉庫不適用。

存儲未經公告准許輸入之大

陸地區物品

不得進儲未經公告准許輸入

之大陸地區物品。

經海關核准實施自主管理之

保稅倉庫得進儲未經公告准

許輸入之大陸地區物品，以

原 型 態 報 運 銷 售 至 第 三 地

區。

權利及義務關係

1. 公共倉儲業者僅提供倉儲服務，對已進倉貨物須依「保稅

倉庫設立及管理辦法」規定管理貨物及負保管責任。

2. 對海關已放行尚未完成進倉手續之貨物，如有損失或違法

情事，公共倉儲業者無負責之義務，海關依「關稅法」及

相關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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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評

1. 適合大宗、大型及非貴重貨

物儲存，倉租較便宜，就地

移倉儲存可省轉儲運輸費

用。

2. 物流功能及安全性較低，不

適合高單價及物流效率需求

高之貨物儲存。

1. 安全設施較完備，貨物安全

性較高，且可針對貨物之特

殊保存需求如低溫、恆溫等

提升倉儲設備，適合特殊保

存條件之貨物進儲，但倉租

較高。

2. 可24小時進出倉作業，但

須逐筆報關並憑海關放行准

單或電腦放行訊息通知辦理

進出倉，受限於海關上班時

間，不適合物流效率需求高

之貨物儲存。

自用保稅倉庫（封閉型自用保稅倉儲）

「保稅倉庫設立及管理辦法」第2條第2項規定，申請登記為完全存儲自行進口

或自行向國內採購保稅貨物或供重整用貨物之保稅倉庫(以下簡稱自用保稅倉庫)，

不得存儲非自己所有之貨物。依上開規定，自用保稅倉庫有較為嚴謹之貨物進儲規

範：

一、 須完全存儲自行進口之保稅貨物，D8外貨進儲報單納稅義務人必須為自用

保稅倉庫之業者且為貨物之實際所有權人，非自己所有之貨物或自己所有

之非保稅貨物均不得存儲。

二、 須完全存儲自行向國內採購之保稅貨物，B2（保稅廠相互交易或售與保稅

倉）、D7（保稅倉相互轉儲或運往保稅廠）及D1（課稅區售與或退回保稅

倉）等報單，須以自用保稅倉庫業者之名義為納稅義務人（D1）或以自用

保稅倉庫業者之名義聯合報關（B2、D7），不得以三角貿易或他人名義申

報進儲，且不得進儲向國內採購之非保稅貨物。

因自用保稅倉庫物流功能性較強（採按月彙報報關廣度較物流中心強），部分

業者申請設立自用保稅倉庫，除倉儲用途外，已提升為企業集團之物流運籌中心，

但須承擔龐大保證金之資金壓力，是否委外（國際物流中心）操作或申請設立自用

保稅倉庫自行運籌管理，有待業者自行評估。

物流中心（國際物流中心）

隨著海峽兩岸海空運直航逐漸正常化，貨物之流通及運籌之需求將無可避免，

以往已經向海關申請設立之物流中心，苦於兩岸未開放直航及政府另立自由貿易港

區之排擠效應，於推展國際物流業務備極辛苦，然無疑的，擁有強大資訊流、金流

及物流功能之物流中心，尤其海關監管之保稅物流中心，仍是代客操作保稅物流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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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之最佳選項。

至於一般保稅倉庫（公共倉儲）、自用保稅倉庫與物流中心間之功能性之差異，

因通關方式、保稅物品管理、法定核准之加值廣度均不相同。以下統整分析如下：

自用保稅倉庫、一般保稅倉庫及物流中心比較表

項目 一般保稅倉庫 自用保稅倉庫 海關監管物流中心

設備及安全性

公共倉儲為開放

型（對外營業）

倉儲，設備因客

觀因素較適合存

儲一般物品，且

出入人員及貨物

頻繁，貨物安全

性相對較低。

依公司產品需求，自行建

構倉儲設備及安全管理。

物流中心之設備及安全管理

一般均已符合國際標準，但

是否符合貨物之特殊保存需

求如低溫、恆溫等，依各物

流中心設備而定。

設置地點

大部分集中於管

制區、進出口貨

櫃（棧）站內或

鄰近地區。少數

散落於課稅區。

可自行建構或租用倉儲，

保稅工廠業者可於廠區內

另行規劃成立自用保稅倉

庫。

設於國際港口、國際機場、

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

內及鄰近國際港口、國際機

場地區或經海關專案核准之

地點。

資本額

資本額2,000萬

元及5,000萬元

兩種。

資本額5,000萬元以上。 資本額2億元。

設立保證金

設 立 保 證 金 分

30、300、600

萬元3種，由一

般保稅倉庫業者

依規定向海關繳

納，進儲貨物之

貨主僅需向倉儲

業者依雙方約定

繳納倉租及其他

費用。

1. 須向海關繳納設立保證

金，營業未滿3年600萬

元，營業滿3年無違規

紀錄，可降低為300萬

元。

2. 存倉貨物及已出倉未稅

貨物（按月彙報）合計

所涉稅費（關稅及海關

代徵之所有稅費）如超

過基本保證金時，為確

保國課，海關得要求酌

予提高。目前海關均要

求業者須提供足額保證

金，高單價存倉貨物之

高額稅費，造成業者高

額保證金之負擔。

1. 物流中心及其各分支物流

中心應分別向海關繳納保

證金新臺幣2,000萬元。

2. 委託進儲貨物之貨主僅需

依雙方約定向物流中心業

者繳納費用。

3. 委託進儲貨物之貨主無任

何資本額之限制，且無須

向海關繳納任何保證金，

適合國內外公司法人、貿

易商、代理商及中小企業

委託代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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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倉期限 均有2年之限制。

進儲物流中心之貨物，除

經海關公告定有存儲期限

者外（洋菸酒），其存儲

期間不受限制。

貨物進出倉作

業及通關手續

（物流功能強

度）

1. 貨物進出倉均

須以實際貨主

為納稅義務人

逐批報關。

2. D 8 外 貨 進 儲

及 D 2 出 倉 輸

入 補 稅 只 能

C 2 或 C 3 通

關，並憑海關

放行准單或電

腦放行訊息通

知 辦 理 進 出

倉。

3. 海關駐庫型保

稅倉庫，須配

合海關上班時

間 ， 進 出 倉

物流作業時間

短。

4. 自主管理型保

稅倉庫，雖可

2 4 小 時 進 出

倉作業，但因

進出倉須逐批

報關且不得以

C 1 免 審 免 驗

通 關 ， 報 關

受限於海關上

班時間，實際

進出倉物流作

業時間仍然有

限。

1. 外貨進儲保稅倉庫，

應 以 （ 自 用 保 稅 倉

庫）貨主為納稅義務

人填具外貨進儲保稅

倉庫D8申請書，經海

關放行後由保稅專責

人員核對標記及數量

無訛後進倉。

2. 與加工出口區、科學

工業園區及農業科技

園區區內保稅倉庫以

外 之 事 業 （ 需 有 按

月彙報資格）、保稅

工廠或物流中心間雙

方保稅貨物流通或交

易，得向海關申請採

按月彙報方式辦理。

3. 自課稅區廠商購買供

重整用之貨物，得向

海關申請採按月彙報

方式辦理。

4. 售與課稅區廠商之貨

物，除涉有簽審規定

之貨物外，得向海關

申請採按月彙報方式

辦理。

5. 與保稅區或課稅區貨

物流通或交易，如符

合規定均得向海關申

請採按月彙報方式辦

理，物流功能性廣度

最強，甚至超過代客

操作之保稅物流中心

（未開放售與課稅區

廠商之貨物採按月彙

報方式辦理）。

1. 外貨進儲物流中心，應

以物流中心為納稅義務

人填具D8申請書或L1

轉運申請書，經海關放

行後由物流中心車隊或

契約車隊載送至物流中

心，並由保稅專責人員

核對標記及數量無訛後

進倉。

2. 為強化物流中心之物流

運籌功能，以L1轉運申

請書申報進儲物流中心

之貨物，通關方式以C1

免審免驗為原則，並得

免申報完稅價格。以D8

報單申報外貨進儲物流

中心者，與D8報單申報

外貨進儲保稅倉庫通關

方式相同，依通關自動

化規定辦理。但應取具

主管機關同意文件之物

品、洋菸酒及經海關核

准存放於露天處所之貨

（櫃）物，限以D8報單

申報進儲。

3. 物流中心與保稅區廠商

間保稅貨物之進出，得

向海關申請按月彙報，

但輸入課稅區之保稅貨

物應向海關逐批申報完

成通關手續後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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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關作業時間

D8報單受限於

C2、C3方式，

無法24小時通

關。

D8報單按通關自動化傳

輸報關，並由海關專家系

統篩選通關方式，一般以

C1通關方式比例較高。

L1報單可24小時以C1方式

通關，D8報單同自用保稅

倉庫。

貨物運送作業

依「保稅貨物進出保稅倉庫押運加封作業

要點」加封押運或免押運載送。

物流中心與國際港口、機

場間貨物之運送，應由物

流中心或與其訂定契約之

運輸業辦理。

貨物出口

以D5報單報運出口且不得併裝非保稅貨物

同時報運出口。

以D5報單報運出口，如屬

同一貨主出口貨物，可併

裝G5非保稅貨物同時報運

出口。

貨物重整及

重整後

之產地標示

1. 如依「保稅倉

庫設立及管理

辦法」向海關

申請設立為重

整型保稅倉庫

時，可向海關

申請貨物重整

作業。惟其重

整業務範圍限

同 辦 法 第 3 4

條之6項規定

範圍。

2. 貨物重整後之

產地標示，依

「貨品輸出管

理 辦 法 」 第

22及22-1條

規定辦理。

1. 自用保稅倉庫均為重

整型保稅倉庫，惟其

重整業務範圍限同辦

法第34條之6項規定範

圍。

2. 貨物重整後之產地標

示，依「貨品輸出管

理辦法」第22及22-1

條規定辦理。

3. 自用保稅倉庫得經監

管海關核准，將保稅

貨物運出保稅倉庫辦

理檢驗、測試。

1. 物流中心內得進行因物

流必需之重整及簡單加

工 ， 重 整 業 務 涵 蓋 較

廣。

2. 物流中心之貨物，得經

海關核准運往課稅區或

保 稅 區 辦 理 檢 驗 、 測

試、重整或簡單加工，

委外重整業務範圍亦較

廣。

3. 貨 物 重 整 後 之 產 地 標

示，依「貨品輸出管理

辦法」第22及22-1條規

定辦理。

三角貿易

出 倉 貨 物 須 由

原 進 儲 貨 主 以

D5報運出口，

或 D 2 補 稅 輸

入 ， 不 得 以 其

他 廠 商 或 貿 易

商 名 義 報 運 出

倉。

出倉出口貨物，其貨物

得由其他廠商或貿易商

報運出口，並於D5報單

其他申報事項欄上載明

「本批貨物由○○保稅

倉庫供應…等」字樣，

交由自用保稅倉庫業者

除帳。

1. 物流中心貨物得以物流

中心或貨物所有權人名

義以D5報運出口，或D2

補稅輸入。

2. 進儲物流中心貨物，如

經所有權移轉，得檢附

貨物所有權移轉證明文

件，以實際貨物所有權

人名義報運出口，或補

稅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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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儲未經公告

准許輸入之

大陸地區物品

海 關 駐 庫 型 一

般 保 稅 倉 庫，

不 得 進 儲 未 經

公 告 准 許 輸 入

之 大 陸 地 區 物

品。自主管理型

保 稅 倉 庫 得 進

儲 未 經 公 告 准

許 輸 入 之 大 陸

地區物品，以原

型 態 報 運 銷 售

至第三地區。

自用保稅倉庫及物流中心，得進儲未經公告准許輸入

之大陸地區物品，以原型態報運銷售至第三地區。

權利及義務

關係

1. 一般保稅倉庫

業者僅提供倉

儲服務，對已

進倉貨物須依

「保稅倉庫設

立 及 管 理 辦

法」規定管理

貨物及負保管

責任。

2. 對海關已放行

尚未完成進倉

手續之貨物，

如有損失或違

法情事，公共

倉儲業者無負

責之義務，海

關 依 「 關 稅

法」及相關規

定處理。

1. 自用保稅倉庫對已進

倉貨物須依「保稅倉

庫設立及管理辦法」

規定管理貨物及負保

管責任。

2. 對海關已放行尚未完

成進倉手續之貨物，

如 有 損 失 或 違 法 情

事，自用保稅倉庫業

者及運輸業者依「關

稅法」「海關緝私條

例 」 及 相 關 規 定 處

理。

1. 物流中心滯欠之稅款、

罰鍰或其他款項，海關

得 就 其 保 證 金 予 以 扣

抵 。 保 證 金 額 度 不 足

者，應補足後，始得辦

理貨物之進儲。

2. 物流中心如有私運或其

他違法漏稅情事者，依

「海關緝私條例」及其

他 有 關 法 律 之 規 定 處

理。

3. 物流中心與國際港口、

機場間貨物之運送，應

由物流中心或與其訂定

契約之運輸業辦理，其

涉及違章或私運，應由

物流中心與運送人負共

同責任，依海關緝私條

例處分。

86

財政部台北關稅局40週年紀念特刊



總評

1. 貨物安全性相

對較低，但可

節省自行建構

保稅倉庫之龐

大費用。

2. 收 費 相 較 低

廉，但物流功

能性低，不符

合區域運籌中

心之物流倉儲

需求。

3. 對於無自有倉

儲設備之貿易

商或代理商，

自國外進口貨

物向海關申請

進儲保稅倉庫

等待商機或暫

存，應是最佳

節 稅 管 道 之

ㄧ。

1. 自用保稅倉庫貨物物

流功能性高，符合區

域運籌中心之物流倉

儲需求，但公司資本

額之資格條件及高額

保證金之財務負擔應

予考量。

2. 自行建構倉儲或租用

倉儲自行規劃，較能

符合貨物之特殊保存

需求，但所費不貲，

再加上軟硬體、安全

設備及管理費用，應

予考量。

3. 保稅工廠申請設立附

設自用保稅倉庫，須

另立電腦系統管控及

承擔高額保證金，是

否符合區域運籌之經

濟效益，應予考量。

4. 自行申請設立自用保

稅 倉 庫 或 委 外 物 流

中 心 運 籌 管 理 各 有

利弊，可依貨物之特

性、供應鏈之特性及

貿易條件等部分貨物

委外交叉運用，應較

能符合企業者之最大

利益。

1. 委託進儲貨物之貨主無

任何資本額之限制，且

無須向海關繳納任何保

證金，僅需依雙方約定

向物流中心業者繳納費

用，但物流中心設備較

一般保稅倉庫完善，倉

租及其他收費標準均較

高，對於有大量貨物存

儲需求之貨主應仔細評

估。

2. 區 域 物 流 運 籌 功 能 性

強，惟未開放輸入課稅

區報關採按月彙報方式

辦理，對於有大量國內

物流配送需求之貨主應

予評估。

3. 自由貿易港區內物流業

其物流運籌及重整加值

功能完整，亦是委外物

流運籌之選項，應列入

評估之標的，惟目前申

請設立之家數不多，於

代客操作之累積經驗是

否 成 熟 ， 亦 應 列 入 評

估。

結語

受2008年第四季全球景氣大幅衰退及2009年海峽兩岸即將全面海空運直航影

響，我國產業之競爭力勢必面臨空前之挑戰，保稅制度一直扮演著提升我國產業競

爭力之幕後推手，尤其本局所轄之保稅業務佔全國保稅業務一半以上，執行成效攸

關保稅制度之成敗，並連動台灣經濟之發展，目前海關奉財政部指示成立「保稅區

關務作業簡化與效率化專案研究小組」全面檢討及鬆綁不合時宜之規定，相信在我

們努力之下，定能將台灣經濟之發展推向另一高峰，傲視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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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進口郵件通關業務之現況及績效概論     
台北郵局支局　黃紋培

前言

鑑於兩岸經貿往來及社會交流日益密切，直接通郵長久以來為民眾所期待；而

此次兩岸會談達成簽署協議，完成兩岸直接通郵，亦擴大兩岸郵政合作服務範圍，

更是積極開創民眾用郵之福祉。兩岸直接通郵於97年12月15日起正式實施，目前在

大陸設有六萬個郵政營業據點用以辦理兩岸通郵業務。我國亦由各地郵局辦理此項

郵寄業務。根據兩岸兩會於97年11月4日簽訂的《海峽兩岸郵政協定》合約，兩岸

郵政業務範圍將逐漸擴展到平信和掛號之函件、包裹、特快專遞（快捷郵件）、郵

政匯兌等四大項，並以空運或海運直航方式將郵件總包運送至對方所指定之互換局

（我方為郵件處理中心），據統計兩岸目前互寄郵件數量僅次於美、日，位居第三

位，為繼續擴大經營大陸郵件市場，並滿足民眾郵寄具時效性文件、資料、貨樣及

物品之需求，為讓民眾能享受到更便利的服務，也將儘速與大陸方面建立兩岸協商

機制及常態化溝通聯繫平台，以確保民眾用郵權益。

大陸進口郵包通關簡介

按兩岸未直接通郵前間接來自大陸郵件之內容以小包（包裹2公斤以下）、信

件及印刷品為主，歷年來其數量統計如下：95年航空掛號24萬件、水路掛號2萬7千

件；96年航空掛號25萬7千件、水路掛號2萬8千件；97年航空掛號26萬6千件、水

路掛號逼近2萬6千件，有逐年遞增之趨勢。協商之始，中華郵政向陸委會提出建議

於兩岸直接通郵之初期採用大陸以北京、上海、廈門為交換局，和我國之台北郵件

處理中心及基隆郵件處理中心為對口單位之模式進行直接通郵。當兩岸通郵之後，

可再增加開辦快捷郵件、函件、包裹及匯兌等業務，以方便兩岸民眾及廠商郵寄時

效性文件、資料、貨樣及商品，日後隨著郵局業務擴展後，再逐步增加交換局數

目。

目前海關就查緝而言，兩岸通郵後相對增加了風險性，大陸進口包裹之風險評

估，從直接通郵前只允許小包（包裹2公斤以下）、信件及印刷品郵件，內容單純，

綜觀歷年來經留置複驗件數約為900件，97年630件；但目前因直接通郵將隨著郵局

增加開辦快捷郵件及包裹等業務，郵件內容之複雜性會逐漸提高，加諸邊境管制項

目變多，郵包通關業務亦相對的複雜化，惟基於便民及安全考量下，海關應如何有

效率的執行這項任務有待大家的努力，為因應加速貨物通關又能兼顧國家安全，台

北郵局支局將採取以下因應措施：

一、 加強宣導，透過網路及宣傳品，讓商民能夠充分瞭解通關之相關法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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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強化服務台功能，提昇關員通關業務之訓練，並隨時提供最新之通關規定

供民眾瞭解，以免影響通關。        

三、實施X光儀操作之專業訓練以加強值勤人員對X光儀影像判讀能力。

四、舉辦研習講習課程以提昇驗估人員驗貨、分估之專業能力。

五、 成立資料庫，對於可疑商民及貨物立即予以建立資料檔案，便於邊境查緝

之控管。

六、 加強高風險地區之郵包查驗：對於高風險地區進口物品之加強查緝，諸

如：農產品類（如茶葉、香菇、大閘蟹…）、毒品、仿冒品（皮包、手

錶）、仿冒光蝶（CD、電影及遊戲game等）、黑心食品、活動植物之走

私、禽流感之防治、大陸中西藥之管制、涉及輸入規定（應屬繳驗簽審、

檢驗文件）及屬財政部公告實施特別防衛措施（如鞋子、毛巾課徵反傾銷

稅）等等邊境管制之物品查緝。

現階段大陸郵包通關作業規定

大陸進口郵包通關作業係依據關稅法及郵包物品進口免稅辦法規定辦理。按郵

包物品進口免稅辦法第2條規定：「進口之郵包物品，其數量零星經海關核明屬實，

且其完稅價格在新臺幣3千元以內者，依關稅法第44條第1項第16款規定免徵進口

稅。前項免徵進口稅之郵包物品不包括菸酒在內。」另按第6條規定：「自國外進口

之郵包，其非屬貨品輸入管理辦法規定限制輸入貨品表內之貨品，且離岸價格未逾

免證輸入限額者，得免證輸入，由海關逕依有關輸入規定驗放。……。其屬農產品

者，得比照入境旅客攜帶自用農產品、菸酒、大陸地區土產、自用藥物、環境用藥

限量表（以下簡稱限量表）所訂數量免稅放行。」

有關限量表對大陸地區郵包進口農產品驗放之輸入規定及數量限制為：

一、農畜（含水產品類）產品：總數量6公斤，另規定：

（一） 食米、花生（限熟品）、蒜頭（限熟品）、乾金針、乾香菇、茶葉各不

得超過1公斤。

（二）新鮮水果禁止攜帶。

（三） 活動物及其產品禁止攜帶。但符合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規定之動物產

品，以及經乾燥、加工調製之水產品，不在此限。

（四）活植物及其生鮮產品禁止攜帶。但符合植物防檢疫法規者，不在此限。

二、其他食品：總數量6公斤。

三、 中藥材及中藥成藥：中藥材每種0.6公斤，合計12種。中藥成藥每種12瓶

（盒）惟總數不得逾36瓶（盒）。

四、罐頭：各6罐。

五、干貝：總數量1.2公斤。

六、鮑魚干：總數量1.2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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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檢疫犬於台北
郵局支局執行動植物查緝現況

七、燕窩：總數量1.2公斤。

八、魚翅：總數量1.2公斤。

兩岸直接通郵後通關實際狀況

直接通郵後，海關辦理大陸郵件通關業務，自97年12月15日至98年2月28日

止，大陸郵件總計為824539件（如附表1），其中屬大陸進口快捷郵件，98年1月

份郵包總數為12950件，經過本局台北郵局支局X光儀留置複驗郵包數（含需發票、

需檢疫、需簽審、需應稅、菸酒品或是限制進口農產品、中藥品等）計1181件 ，經

本局關員複驗結果：免稅驗放郵件為859件，應稅驗放郵件為196件，辦理現場會驗

郵件為126件，需開拆查驗郵件約占9％（1181／12950）， 應稅驗放郵件約占27％

（322／1181）（如附表2）。

由於海關負有查緝違禁品及邊境管制之職責，因此在郵包進口通關線上，除

本局緝毒犬不定時執勤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檢疫局之檢疫犬亦需配合協助

動植物之查緝（附圖…檢疫犬現場執行情形）；直接通郵初期，由於寄件人對於本

國通關檢疫相關規定尚欠缺瞭解，往往郵寄農畜產品進口，此等因檢疫不合格等因

素無法通關進口，而引起民眾對關員之誤解，產生爭執，造成關員執勤上之困擾；

常見寄件之內容多為：肉類加工品（如含金華火腿、香腸、臘肉、臘腸、臘鴨、臘

鴨腿、獸鞭、肉鬆、肉脯、肉干、牛肉干、雞胗……等等）、農產品（如香菇、茶

葉……）、核果類（花生、杏仁、白果……）及中藥材（如紅棗、人蔘……等）

等，而這些產品必須符合郵包物品進口免稅辦法第6條限量表規定及農業主管機關檢

疫相關法律之規定，方能辦理通關業務。對於此種現象今後我們應該加強相關之法

令宣導，讓民眾能充分瞭解通關法律規定，減少通關業務障礙及對海關之誤解，進

而能加速郵包快速通關。

結語

直接通郵確為海峽兩岸人民提供物品交流及互寄互收方

便之門，然海關職司查緝危安物品及邊境管制之職責，對

於現階段大陸郵件通關所衍生之問題，除於邊境管制

動植物檢疫方面之法律宣導，業已主動請郵方與

陸方協調，要求對方應拒收肉類製品、家禽

製品、活動植物等物品外，亦主動向主

管機關農委員會反應並請其做好動

植物相關檢疫之規定宣導，期

讓國人享受通郵之便利性

及創造廠商應有之商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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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台北郵局支局之通關關員執勤現況

          

附表1　台北郵局支局大陸進口郵件數量統計表

 

小包

(件數)

平信包裹

(件數)

快捷包裹

(件數)

所有包裹合計

(件數)

97年12月 253279 1337 5962 260578

98年01月 334684 3826 12950 351460

98年02月 199878 1935 10688 212501

合計 787841 7098 29600 824539

附表2　台北郵局支局大陸進口快捷通關狀況統計表

年月份

開拆 驗關

袋數 件數 免稅(件數) 應稅(件數)
大宗庫

(件數)
合計

97年12月 463 5962 255 134 30 419

98年01月 993 12950 859 196 126 1181

98年02月 669 10688 923 116 71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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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AEO發展
稽核組　唐禎錚

背景介紹

AEO(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在國內翻譯成「優質企業」，係指貨

物在國際間移動之當事人，經海關或其代表人遵循WCO所訂或類似之供應鏈安

全標準核准者，可享受通關便捷等優惠。在911恐怖攻擊事件後，美國政府有鑑

於依海關一己之力，實無法防堵恐怖組織進行細密籌劃之攻擊行動，因此積極尋

求與國際物流業者合作，建立夥伴關係，共同防範恐怖主義分子之威脅，進而推

出C-TPAT(Customs-Trade Partnership Against Terrorism)，對於參加C-TPAT之

業者，提供貨物快速通關、大幅降低貨物查驗比例之優惠，此即為WCO SAFE 

(Security And Facilitation in a global Environment)中所規範AEO之濫觴。

除了美國之外，鑑於歐盟、中國、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加拿大、紐西蘭

等其他各國已陸續實施AEO認證制度，並正推動相互認證，於國內隸屬「優質經貿

網絡計畫綱要」之優質企業(AEO)認證及管理機制子計畫，訂於今(98)年開始推動。

另一方面，為期儘早實施AEO認證制度，財政部已決議由海關先就現行關稅法第19

條規定下修正「優良廠商進出口貨物通關辦法」，增訂安全驗證基準，先取得進出

口商部分實施AEO認證制度執行法據，再單獨修正關稅法，以納入供應鏈其他所有

相關業者成為實施合格認證之對象。由此可知，國內推動AEO認證制度已達勢在必

行之階段。

本局過去參與的相關工作

我國AEO認證制度，雖由總局主導整體政策規劃，然回顧過去一年，本局亦積

極參與相關計畫與準備工作，如：本局派員參與去(97)年5月經濟部國貿局所舉辦的

「供應鏈業者導入AEO之趨勢與挑戰研討會」、參加今(98)年4月與6月分別在財訓

所舉辦之「美國C-TPAT簡介暨貿易供應鏈安全認證專家訓練」與「歐盟AEO研討

會」；另本局亦對「優質企業認證實施辦法草案」提出修正意見，並參與總局所召

開「研商修正優良廠商進出口貨物通關辦法」會議。此外，本局相繼成立的WCO 

SAFE研究小組及國際事務小組，均設有AEO分組，就AEO的國際發展與相關議

題，進行研析討論與專題報告；筆者身為本局國際事務小組之一員，有幸於今(98)

年3月偕同總局徵課處溫武彥君，赴捷克參訪歐盟AEO認證制度之實務作業，對於

當今國外AEO認證制度之施行運作，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本局未來可扮演之角色

展望未來，我國在順應「貿易安全與便捷並重」的國際趨勢下，如火如荼地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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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AEO認證制度，則本局是否可於此一AEO的時代潮流中，在總局的整體統籌規劃

下，扮演一相輔相成之角色呢？ 依個人淺見，考量關區業務職掌，本局(尤其是國

際事務小組)或可從下列之輔助面及施行面的相關工作著手：一、AEO國際發展的

相關資料蒐集整理暨英文文獻翻譯，二、參與AEO專業驗證關員培訓計畫，三、參

與今(98)年預計選擇2家企業將進行的先導認證計畫，四、彙報過去訪查優良廠商之

實務經驗予總局，作為第一階段針對AEO進、出口業者進行驗證之參考，五、對於

本局所轄相關業者的AEO制度之宣導，並反映業者所關切AEO制度之相關議題予總

局，六、辦理本局AEO之內部教育訓練。

相較於台北關稅局40年的悠久歷史，國內的AEO制度只是一個全新的開始，但

亦期盼可為本局帶來嶄新的契機！

資料來源：

1.	吳立勳課長「台灣進出口未來關務發展	–	從WCO談安全通關與物流趨勢」

2.	關稅總局「優質企業(AEO)認證及管理機制子計畫書(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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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台北關四十週年關慶 
趙繼祖

前言

我於52年12月2日進海關，派在台北關（現基隆關稅局）業務課服務，隨後一

路異動遷調，惟都僅限於基隆關稅局與關稅總局，迄至89年7月16日於關稅總局以

研究委員退休止，在海關服務共計36年7個月，雖不曾在台北關（現台北關稅局）

服務，但與該關曾有些少許淵源。

協助籌設台北關

民國50年代後期，政府積極推展對外貿易，拓展外銷，海關業務快速增加，

人員亦漸增多，海關總稅務司署報奉財政部核准，重劃關區，將原台北關及台南關

改稱基隆關及高雄關，另成立台北關於台北市，將原屬基隆關之退稅課、台北（松

山）機場支所、台北郵局支所移由新設之台北關管轄，總署並囑當時擔任台北（基

隆）關常務稅務司王樹德先生負責籌設新台北關事宜。王樹德先生一方面忙於常務

稅務司之工作，同時籌備新關設置事宜，另一重要工作為洽覓辦公處所，終日台

北、基隆往返奔波聯繫、交涉……，非常忙碌。

當時我在台北（基隆）關秘書室擔任機要工作，協助王稅務司做些文書、事

務……等工作，乃係義不容辭理所當然之事，甚至星期假日亦常隨同王稅務司加

班，台北關最初之組織系統表，我曾遵照王稅務司之指示草擬了許多次；宣布該關

成立並由王樹德先生擔任首任稅務司之第一號公告，亦係我以毛筆、紅紙書寫。

台北關之辦公處所，王稅務司曾看過很多處，例如台北市敦化北路當時新建之

良士大廈……，因限於預算等因素，都未成。該關最大之單位－退稅課仍暫留基隆

市辦公，嗣後才在台北市忠孝東路租賃房屋；檢查課則在松山機場檢查室；郵局支

所仍在北門郵局內。稅務司室、常務稅務司室、秘書室、會計室則設於松山機場東

看臺上之一隅，以塑膠及木板隔成房舍辦公，靠機場裏邊即係停靠飛機處，飛機之

發動機聲、噴出之油煙，真是使人受不了，盧常務稅務司海鳴常對我說：「會得肺

癌」（我曾在他的辦公室工作約一個多月）。業務組則在機場東看臺下以石綿瓦蓋

成之倉庫內，這些辦公處所，真是因陋就簡，使用洗手間都到航站大廈內。

台北關成立時，所需人員、車輛、設備等多由基隆關移撥，十分不足，同仁上

下班之交通車，除了退稅課使用之一輛（因大部分同仁仍住基隆宿舍、行駛基隆、

台北間）外，僅有二十人座之小交通車一輛，跑遍台北市各處，不僅擁擠，時間又

長。該關成立初期，一切從簡，辦公環境欠佳，設備、人員……不足，篳路藍縷，

艱苦備嘗，但是王稅務司認為同仁工作十分賣力，士氣高昂，工作效率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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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台北關辦理「財政部海關業務檢討會」

在民國50年代末、60年代初，進出口貨物逐漸增多，但因港口碼頭、倉棧十分

不足，設備又差，政府對進出口貨物之管制很多，再加海關人手欠缺……等因素，

貨物通關速度太慢，廠商抱怨連連，財政部乃決定邀集與通關業務有關之機關、學

者專家、海關人員，舉行「財政部海關業務檢討會」，因當時關務署僅有一、二十

位職員，人手不足，乃指派台北關常務稅務司盧海鳴為大會秘書長（開會期間台北

關稅務司葉寶書先生適赴美考察美國海關），所以，除了公關（新聞發布）由財政

部主持外，會場裏裏外外各項事務、文書等全由台北關負責。

為了辦好研討會工作，海關總稅務司署、基隆關全力支援，調派基隆關進口組

主任朱守謀先生負責大會文稿、提案之撰擬、審核……等，基隆關秘書室趙繼祖前

來協助台北關秘書室主任王蘭文辦理文書、雜務等。

我每天早上由基隆祥豐街宿舍搭公車至火車站，再搭公路局之金馬號至台北

市，在南京東路敦化北路口下車後走至松山機場，當時這一帶非常荒涼，交通不

便；松山機場目前捷運車站及停車場之處，當時是一片窪地，下雨時成了水塘，敦

化北路僅有空軍廢棄之營區（現海關宿舍）、警察宿舍及松基軍眷村。台北關在看

台上的辦公室，狹小、雍塞，要想活動一下要去航站大廈內或看台下空地，午餐要

預先訂購，由外面送來。

檢討會之會場係設在台北市金華街國立政治大學企管中心，財政部並請了當時

的副總統兼行政院院長嚴家淦先生於開幕時致詞，閉幕時由行政院蔣副院長經國在

三軍軍官俱樂部接見海關各單位主管訓勉。大會分徵課、查緝、代辦業務……等分

組討論，最後綜合研討。

財政部請了某機關之速記員數人擔任記錄，因為他們對國際貿易、海關……等

專業不盡瞭解，所做紀錄欠理想，朱主任守謀修改困難重重，曾有抱怨，這些人不

高興反映到財政部，盧稅務司除了指派海關同仁擔任各組記錄外，並囑我，以後由

我與這些人接觸，並將他們的紀錄僅做參考。

 在分組討論完畢那一天，朱主任審核提案及結論等已花了很多時間，我們全體

工作人員在王主任蘭文率領下，在鄭州路海關總署辦公室澈夜加班，打字、校對、

油印、分頁、裝釘、檢查……，大家一起努力，甚至連住在總署之孫先生也將正在

讀中學之女兒孫連玉小姐，叫起來幫忙，我仍記得孫連玉、穿了件學校制服上衣，

睡眼矇矓的樣子，十分令人憐惜。大家一直工作到翌日凌晨，我已無法回基隆，乃

隨王主任蘭文到他和平東路租屋處客廳，在沙發上睡了二、三個小時，第二天很早

即去總署辦公室將文件運至會場、擺放完妥，使會議順利進行，這也表現了海關工

作的高效率。

會議結束後，朱主任即返回基隆關，我則繼續留在台北關，將會議總報告完

成，需致函各單位辦理之案件處理完畢，將有關總報告資料連同大會所使用之章戳

96



等呈報財政部後才返基隆關上班。

回想當時，我這小小的三等一級稅務員，承擔了這項工作，幸賴長官之指導及

台北關同仁的鼎力協助，方能順利完成。美中不足的是總署的某位司機「大老」，

實在沒把我這小稅務員看在眼中，運送之文件、紙張都要我自己搬運，他站在旁

邊，有時我要在看台之鐵梯上上下下許多次，好在那時年輕。遺憾的是最後蔣副院

長經國在三軍軍官俱樂部接見海關人員時，我在松山機場編製之座次表，待打字、

印好，我急忙走下鐵梯，司機已載著參加會議之海關長官走了，我找不到另外的交

通工具，只好作罷，使王主任蘭文在會場萬分著急，至今仍感到歉疚。

結語

四十年過去了，台北關早已脫離過去之簡陋環境，並曾在桃園機場兩次建築辦

公大樓，如今辦公處所宏偉壯觀，美侖美奐，寬敞舒適，設備更是完善，與四十年

前相比，真有天淵之別。近幾十年來，台北關在各級長官領導及同仁努力之下，業

務快速發展，突飛猛進。祝福全體台北關同仁，在饒局長平卓越領導下，發揚海關

優良的傳統精神，對內繼續提高行政效率，對外發揮服務精神，為國家、為海關的

光明前途，盡心盡力；更祝福大家健康、幸福、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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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周芬玲、黃少瑛、羅若蘭、許耀琳、林麗
娜、林鳳及陳麗君

新生南路海關大樓回憶三則 
王祖光

在台北人的眼中，民國62年落成的新生南路海關大樓，建築雖然不是很雄偉，

但是它位居交通要衝，很容易成為一個人們口中聚會的地標。而在很多老一輩的台

北關同仁心目中，卻是一個人生旅途上，有著難忘回憶的驛站。

本局承辦四十年局慶特刊的同仁，知道我喜歡攝影，很熱心的來向我探詢，有

無過去辦公處所相關的舊照片，可供大家回味往事。我一向認為相片最能維繫我們

的共同回憶，是一項寶貴資產。可是，在我收藏的相片中，符合辦公處所相關的卻

不多，但多少也勾起了一些往事，特別是有關新生南路海關大樓這一段。

電腦操作七姊妹

民國70年以後，我國經濟起飛，海

關辦理外銷品冲退案件也從以往每月3萬

件，不斷地成長；到了民國72年時，退

稅組每月收件數已超過了5萬件。雖然核

算課同仁努力清理，後端帳務課結辦案件

仍須逐筆建檔，在人力有限的條件下，冲

退稅案件有越積越多的跡象。臺北關退稅

組掌理全國的冲退稅案件，辦結速度一緩

慢，立刻嚴重影響到全國外銷廠商資金的

靈活調度；他們要求海關迅速設法解決此

一窘況。

於是，增加電腦操作員加速辦結案件

登錄，成為大家的共識。民國71年底，

關稅總局資訊中心發布了招考電腦端末機

操作員消息，72年3月，當時我擔任帳務

課第一股股長，首先接獲通知，將增援7

位新進技術佐，專責辦理結辦案件電腦

鍵檔工作。接著，來了7位生力軍，年紀

很小，工作都非常賣力，她們幾乎經常加班趕進度，雖然辛苦，卻毫無怨言。很快

地，上級的要求目標在六個月後趕上了，她們的努力，大家有目共睹。

 隨著海關通關作業電腦化，各關通關單位也都非常需要端末機操作員，民國73

年後，她們7位陸續外調，二十五年以來，她們分散到各單位，都有很好的表現。本

文所附的相片，就是她們7位情同姊妹的好同事，在新生南路海關大樓旁邊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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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德基稅務司、陳茂廷主任陪同記者參觀退稅組資料課
辦公室。

▲�服務同仁接受廠商查詢，詳細解說情形。

冲退稅服務再革新七姊妹

民國73年，冲退稅案件還是不斷地成長，各地的外銷廠商對於冲退稅案件的

各種疑難雜症，都需跑一趟新生南路，從收件、退稅標準的應用及調案查閱核算結

果，深入瞭解後才能放心。此時我已調任退稅組資料課副課長，課長邱振旺兄借調

財政部退稅審議小組，由我負起全課的重責。

資料課負責收件登錄，也負責最後一關結辦案件的歸檔及調閱，每天都有很多

廠商人員來洽公。而資料課收件處位在海關大樓一樓，因為退稅組檔案很多，放置

空間缺乏，所以有很多紙箱及破損物件到處堆積。陳茂廷主任上任後即積極改善辦

公環境，我們拉下老舊的厚窗簾，換上輕紗窗簾，海關大樓一樓明亮的玻璃落地窗

重見天日，來訪廠商人員都發現氣氛不一樣了。

同時，為加強為民服務，我們在海關大樓一樓設置大型的醒目看板，將冲退

稅案件各種流程清楚表列；設立結辦案件號碼看板，每天公佈，讓查詢的人員一目

瞭然。另外在資料課後端櫃台設立服務窗口，服務項目包括：冲退稅申請書收件紀

錄、記帳稅捐資料電腦檔內容、辦結案件電腦冲退金額及電腦處理錯誤案件查詢等

項，推出後反應非常良好。

除此之外，我們擴大服務檯，每星期固定撥出三個下午，辦理冲退稅申請的講

習，由本組各課有豐富經驗的熱心同仁輪流做簡要的說明與實務輔導，辦理成效顯

著，極受廠商肯定。

有鑑於前項冲退稅服務的成功，全國工業總會乃邀請退稅組合作辦理全國性的

「外銷品冲退稅實務講習」，分別在台北、新竹、台中、台南與高雄等地舉辦，講

習內容更加豐富，嘉惠地方廠商參加，實為開創先例，把我們的為民服務工作發揮

到了最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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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廷主任及參加講習會的同仁在學員座談會上討論
問題。

▲ �同仁藝文展，由鄭欽明總稅務司剪綵，一旁接待
服務的同仁是本局稽查組陳翠琴。

▲�參加台南地區講習的同仁會後在台南文化中心會場留影
（左起羅昭雄、郭哲三、吳和美、陳茂廷、陳端容、林
三榮及王祖光）。

▲�海關同仁藝文展會場一角，我國有名的攝影大師郎靜山
親臨參觀指導，由黃清潯副總務司、侯德基稅務司及趙
國安稅務司接待。

　 海關同仁藝文展

民國75年10月，海關總稅務司署暨所屬各關在新生南路海關大樓十樓，舉辦

了一次史無前例的藝文展，來自總署、台北、基隆、台中及高雄的同仁，展出了國

畫、書法、油畫、水彩畫、剪布畫及攝影作品，表現了海關同仁及眷屬們不為人知

的藝術修養，也促進了在當時南北各地區很少見面的同仁們，有了很好的文化交

流，是一次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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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邊旅客蕭蕭下          
外棧組 吳立勳

我曾以戲謔的漫畫，畫出那個年代業者對海關放行單求之若渴的急迫。

李白寫過一首詩，將落霞的褪暮餘暉與初竹的青翠林景，在回首顧盼之中，交

疊成一幅美麗的圖像：「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似乎也道出台北關稅局這些

年來，新舊關員相偕共事的蒼翠之美。

回顧台北關稅局從三十歲成長到四十歲這十年期間，湧進了許多年輕關員，

舊去新來，人事更迭之快，前所未見。在老關員的指導與扶持下，一批批的新進關

員為台北關稅局注入了許多清新的活力。目前我任職的外棧組第二課，關員人數約

八十人，舉目望去，除九等稽核與股長外，幾乎全是近幾年來進入海關的新人，在

通關第一線上，日夜不息與快遞貨物廝殺拼搏。

我看著這些新進關員徹夜放行貨物的景象，常想起當我還是他們這般年齡的時

候，也曾在基隆關每天晚上趕著放行出口貨物。當時正值六、七十年代，台灣經濟

快速起飛，出口十分暢旺，當天貨物必須全部放行完畢裝船出口，才能下班，返家

之時總已月孤星稀，路無行人。但那時與現在關員放行報單最大的不同，就是海關

櫃檯的景觀。

猶記當年晚餐之後，海關櫃檯開始湧進報關人員，隨著海關放行報單數量的增

加，職司打印的關員將銅鑄關防沾上朱紅印泥蓋在海關放行單上的速度逐漸加快，

快速而沉重的打印聲，卻完全淹沒在海關櫃檯擠滿人群的喧囂聲中。在那個完全倚

賴人工作業的歲月裡，海關的櫃檯處處擠滿人潮，為的就是要取得海關的放行單(進

口憑海關放行的提單領貨，出口憑海關放行的裝運單裝船或裝機出口)，我曾以戲謔

的漫畫，畫出那個年代業者對海關放行單求之若渴的急迫。但這種情景在海關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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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通關自動化之後，就戛然而止。如今，貨物依舊快速流通，海關的放行單依然

急迫，但是海關櫃檯前卻已人影稀寥，業者現在只須坐在自己辦公室裡，就可以接

收海關電腦的放行訊息，再也不必擠在海關櫃檯前盯著關員放行報單了。

這種海關處理業務景貌的變化，在旅客通關方面也是十分明顯。我兩度任職

於台北關行李檢查課，親眼目睹它的改變。民國74年我第一次奉調擔任行李檢查

員時，每位旅客的行李都必須檢查。當時中正國際機場(二期航廈尚未興建)26個海

關行李檢查檯在入境旅客尖峰時段全數開檯，排隊候檢旅客的長龍依舊繞過行李轉

盤，堵在牆邊，怨聲自然難免。就海關執行徵課的角度看，這種滴水不漏的檢查方

式，確實可以從旅客攜帶的商銷物品或超量行李中多課些關稅，但在其他國家逐漸

採行旅客紅綠線通關的趨勢下，海關承受的責難也日益加劇。關稅總局於是不斷向

上級機關建議開放，終於在民國87年台北關稅局開始實施旅客紅綠線通關，從此旅

客通關漸成現貌。現今旅客回國多走綠線快步出關，當年大排長龍等候檢查行李的

景象，新進關員恐難想像；而現在各關稅局通關大樓的櫃檯前，業者零星洽公的稀

落情景，也很難讓人與昔日海關櫃檯擠滿人潮、喧叫嘶吼的景觀連結在一起，於是

我畫了兩幅漫畫，試著讓新進關員勾勒昔日台北關稅局的作業面貌，一幅是「無邊

旅客蕭蕭下」，另一幅是「不盡報單滾滾來」。

成畫之後，對於畫中情景仍需一敘，免得有些讀者質疑我所繪誇大，不符實

情。其中「無邊旅客蕭蕭下」一畫中，待檢旅客手持煙斗佇候在行李檢查檯前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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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在現今全面禁煙的年代裡，看起來真是匪夷所思。但在六、七十年代，煙客享

有極高的煙權，不但可以在密閉的機艙內，自國外一路抽煙來台，下機後還可以繼

續抽煙排隊候檢行李。海關每個檢查檯前均敬備煙筒一座，方便其上檯受檢行李時

棄置煙蒂。但有些吸煙斗人士，因煙絲易熄難燃，不喜撚滅，且煙味帶有奶油香，

聞者不嫌，倒也常見這等人士手持煙斗上檯受檢。依我經驗，這些人多屬體面商

旅，所以也常給予「麥克阿瑟式」的禮遇，不致囑請其撚滅煙斗，以免壞了關旅感

情，橫起爭執。

另一畫「不盡報單滾滾來」，畫中部分關員桌上配置電腦，與我前敘人工作業

情景似有不同。其實海關於民國63年即已設置「電腦小組」，逐漸引進電腦化作

業，處理日益龐大的進出口業務，時至76年，海關各關區已有約1千台端末機，連

接海關總稅務司署(關稅總局於民國80年改制前之名稱)資訊中心的大型主機，並配

置250名端末機登錄小姐，隨時登錄報單資料，建立海關資料檔，線上處理銷艙、

計稅、理單及統計等部分業務。但這種封閉式的電腦作業方式，效益只能侷限於海

關內部，海關櫃檯前依舊人潮擁擠，通關流程依舊不能透明，我畫的這幅「不盡報

單滾滾來」，正繪出那個時代的背景。由此也可看出八十年代初海關採行與船公

司、航空公司、報關行、倉棧業者、簽審機關及銀行全面連線，建構一個完整的

Cargo Community System (CCS)，實施通關自動化的重要性。

回顧台北關稅局四十年走過的路程，每一步都深烙足跡。如今台北關稅局廳舍

巍峨，貨物暢流，商旅稱便，大幅改變四十年前初創時的景象，特借專刊一角，略

以畫誌，兼憶昔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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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優質英語生活環境競賽特優記敘    
李美娜

2006年，世足賽「瘋」迷全球，而在行政院所屬機關，優質英語生活環境競賽

也正如火如荼的展開。盛夏，義大利舉起夢幻金杯，本局則是脫穎而出，榮獲財政

部特優，代表部裏進入行政院決賽，繼而攻頂，再獲行政院評選為全國特優獎！創

下台北關史參加行政院競賽的最高殊榮。

源起

91 年 5 月，面臨全球化浪潮衝擊，國際競爭模式改變，為創造競爭優勢，行

政院訂頒「營造英語生活環境行動方案」，期推動機關國際化，俾與世界接軌，

與時俱進。94 年 3 月修正該行動方案，將「生活服務」與「人才培訓」列為推動

重點，積極建置國際化生活服務平台及服務網絡，加強雙語環境整合建置及英語人

才職能培訓，並建立逐級評核機制，希能建置國際化生活服務平台、建構外籍人士

生活服務網絡、加強雙語環境整合建置、政府與民間網站雙語化、製播英語廣電節

目、推動中央法規英譯、英語人才職能培訓、建立服務機制提供諮詢輔導、擴大社

會參與加強宣導觀摩。

籌備階段

海關把守國家大門，乃型塑國家形象第一關，可謂行政院下最國際化機關

之一。而海關主要任務為促進貿易便捷化（Trade Facilitation）及實施邊境管制

（Border Control）。為達任務國際化、營造優質通關環境、與國際經貿關務組織

接軌，及配合上揭院頒「營造英語生活環境行動方案」，2006年初，本局依據行

政院頒訂之「95年優質英語生活環境評核獎勵實施計畫」之5大評獎項目「設施標

示」、「服務措施」、「英語能力」、「雙語網站」及「研發創新」，訂定「營造

英語生活環境作業計畫」，並成立「優質英語生活環境推動小組」及涉外小組，營

造國際化海關親善環境就此開跑！

緊鑼密鼓

當時，本局江局長安雄特命王副局長次朗為總召集人，在時任稽核組王組長亮

（現任台中關稅局局長）擔任最高顧問下，由本局資深企考大將馮馮操盤，各單位

一級主管全力配合，推薦本局英語能力較佳者加入推動小組，自當年初起，每月召

開檢討會議，從構想、計畫、實施、檢討、成果預演、再檢討，最後參加財政部初

選，大家腦力激盪，從紙上談兵、劃分責任區塊到分組進行任務，默契在分工合作

中培養，士氣在節節進度中昂揚。

在提升雙語服務品質方面，為提供外籍商旅最佳服務平台，本局除全面檢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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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服務措施、相關軟硬體設備及強化中英文雙語網站外，並成立涉外事務小組、設

置英語服務專線、更新服務場所及公共設施雙語標示，並將出版品及服務表單雙語

化，以建置優質英語生活環境。

在英語人才培育方面，本局除提列「具備英語資格職務」達總員額12%外，更

將英語學習納入訓練計畫，延聘專家學者教授國際關務英語課程，派員參加多項

國際交流活動，並透過「業務英語簡報比賽」及「旅客通關情境模擬劇」等多項活

動，掀起內部另一波雙語高潮。

一舉掄元

長達近一年的努力，終於開花結果。本局先於財政部初核獲評選為唯一代表財

政部參加行政院研考會複評之機關，最後並於參加複評之80多個機關、公民營企業

及學校團體中勝出，獲評為全國「特優」機關榮銜。

攀101高峰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行政院研考會於2006年11月底假台北101舉辦英語環境博

覽會，本局應邀參加開幕典禮授獎儀式，現場並表演「旅客通關情境模擬劇」及舉

辦通關問題有獎徵答，內容精彩，人氣鼎盛，獲得現場中外人士熱烈迴響，圓滿達

成向民眾宣導旅客通關常識之目標，大幅展現本局建置英語環境之國際友善服務形

象，特優榮銜實至名歸。

創新與感動

綜觀此次競賽，本局群策群力，創意源源不絕。如首開先例成立藝文走廊，請

同仁提供書畫及攝影作品於本局6樓長期展示。清新高雅的藝術氣息佐以5樓空中花

園的綠意，一開始就留給參訪者深刻印象。此外，各樓層流暢的動線安排及接待人

員生動的業務英語介紹，更令評審刮目相看；而業務英語簡報比賽發表當日，各單

位老中青代表從容自信，言之有物，說出海關無窮的希望與願景，連總局都派員觀

摩，場景令人動容！

繼往開來

儘管物換星移，當初共同參與的多位長官與同仁或榮陞他關或榮退，但那美好

的一戰已打過，前輩們銜命戮力以赴，留下滿室清芬予來者。近年來，不乏英語能

力優異之新進關員加入海關，而2008年在饒局長指示下，本局國際事務小組成立，

由總務室盧主任守及資訊室林主任敏擔任正、副召集人，持續推動本局關務國際化

目標。老幹新枝，欣見本局繼往開來有成，坐擁如此優質的英語生活環境，北關

人，加油！ 

 

105

伍
、
藝
文
采
風



財政部台北關稅局40週年紀念特刊

是藝文也是走廊  
　鄭元裕

去過巴黎的人大概都知道，黎希留長廊(Aile Richelieu)、丹農長廊(Aile Denon)

以及許里長廊(Aile Sully)是舉世聞名的羅浮宮博物館裡的三條走廊，為了與羅浮宮

中的珍貴藝術作品相得益彰，三條長廊的建構寬敞氣派，連結著當代華裔建築大師

貝聿銘的作品「金字塔」與羅浮宮各展區。這三條貫穿全館的長廊除了是指引遊客

導覽羅浮宮的重要脈絡，本身同時也是全球文人雅士最為重視的文化寶庫，原因無

他，許多西方歷史上的重要藝術作品皆於此三長廊展覽，供全球旅客欣賞。如達文

西經典畫作「蒙娜麗莎的微笑」於丹農長廊展出，而許里長廊則藏有古希臘時代的

維納斯雕塑，這三條氣勢恢宏的藝文長廊堪稱匯聚了西方文明的最高藝術結晶；而

在時差7小時的台灣，財政部台北關稅局的通關大樓裡也有三條走廊，聚集了中華民

國海關關員最優秀的藝文作品，客觀上看來，重要性當然難望羅浮宮三廊項背，但

是在「藝文」及「走廊」的功能表現上，兩者卻是如出一轍。

所謂走廊，指的是連結兩地的通道。台北關稅局通關大樓於民國84年遷至現

址，而於95年起，圍繞著該大樓六樓禮堂的ㄇ型走道，在當時江局長安雄的規劃

下，成為該局第一條藝文走廊，展示著我國海關在職或退休關員的書法、繪畫以及

攝影等作品。而為配合財政部公務行銷及公民參與政策，在本局饒局長指示下，更

是自去年底起籌辦了一連串的文藝活動，其中包含於今年春節舉辦之「揮毫迎新

春」，邀請多位書畫名家至局現場揮毫寫春聯，分送現場圍觀民眾；也將藝文走廊

延伸至該大樓1樓大廳左右兩側的主要走道上，除懸掛畫作外，還加掛照明設備，期

使辦公關員與洽公商民一同沾染文化氣息，此即為該局第二與第三條藝文走廊。如

今這3條藝文走廊不僅懸掛展示海關關員作品，為免一成不變，也展示國內書畫名家

及國內各類繪畫比賽作品，兼具實用及觀賞價值。

無論是書、畫或攝影，藝文作品之所以能感動人心，在於它能否觸動觀賞者

的私人回憶或經驗，而非它是否負有盛名，常言藝術無階級之分便是此意。無論是

捕捉到最關鍵的一刻畫面、栩栩如生的細緻描繪還是古代名家的臨帖，只要觀賞者

之性靈能得到撫慰便是藝術存在的最高價值。在台北關稅局這三條總長不到200公

尺藝文走廊的展覽作品中，筆者最喜愛的莫過於書法類，書法乃是我國固有文化傳

統，白紙黑字的簡單素材，有著多重的表現手法，有的筆法蒼勁、力透紙背，有的

則是氣勢雄渾澎湃，當然也有風格溫婉柔順之作品，各有況味，若再配合古典詩詞

文學，更能激發無窮的意境。而且除了篆、隸、草、行、楷等基礎字型，書道名家

們總又能自出機杼，獨創一格，其藝術型態之變化實不下於繪畫作品。此番適逢本

局40週年關慶，能邀得多位大師於本局藝文走廊展出其書法作品，實在是本局與筆

者的福氣。

每年絡繹不絕的旅客為羅浮宮帶來了可觀的收益，也間接帶動了法國的觀光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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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台北關稅局的藝文走廊則為洽公的商民軟化了公務機關的嚴肅氣氛，同時提供

了海關關員一個對外自我分享的舞台。藝文走廊的成立除了期望能增進辦公效率，

也望所有觀賞者能見賢思齊，將藝術帶進生活，美化人生。而拿著羅浮宮來比擬，

筆者這樣腆著臉皮「推銷」本局藝文走廊，難免有些敝帚自珍，但螢燭之光雖不敢

與日月爭輝，卻已足夠照亮人心幽微之處，點燃一些觀賞者對藝術的熱情，這也是

無階級之分的藝術價值所在。所以，當您打算到巴黎羅浮宮欣賞那些驚世偉作時，

到了桃園機場，不妨先轉個彎，順道至離航廈3分鐘車程的台北關稅局，看看裡面展

示的動人小品，一起品嘗藝術之美，能讓您順便帶著好心情上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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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畔嬉春                        
　黃永相

 

撐不住自個兒滿頭的粉紅花朵

歪斜無力的灰色軀幹，虛張聲勢地伸出它扭曲的枝條

掙扎著趕在三月春雨之前，露出最美的笑靨

祇為不讓北國的遠親吉野櫻專美於前。

 

被催促的杜鵑，紛紛從春日的沉睡中甦醒

各自披上不同顏色的彩粧，繽紛眩目

自形慚愧的山櫻只得黯然退場。

 

然而，顯得自信的羊蹄甲，則兀自展露自己的淡紅

輕佻地俯視腳下的杜鵑，同時，遠方一角

孤零零的桃花，看似艷光四射，總是孤芳自賞，與世無爭

祇有成排的狀元紅，以清麗的小白花，烘托它們心中真正的王妃。

 

湖畔的爭奇鬥艷，看在穩重的樟樹老爹眼裏

不禁向身旁也正要端出暗紫色串花的一伙欒樹

意有所指地嘆道：花兒雖美，可惜來時快，去時也快！

 

　　　　　　　　　　　2009/3/25詠於科園區靜心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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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康樂憶往趣
王大安

台北關稅局成立四十週年了！當也已是不惑之年。今為辦理「成立四十週年紀

念特刊」，身為本局資深關員（25年了，說資深應不為過），且又是進修會幹事，

理當義不容辭，於是隨筆投文，或許濫竽充數，但且聊聊十餘年來身兼進修會康樂

組幹事一職等有趣之逸事，使外人了解個中酸甜苦辣。

25年前我還是一個毛頭小伙子，對面剛好坐著一位資深關員張鎮波先生，看

我蠻活潑有朝氣，找我協助他辦理本局的文康活動。剛開始上山下海、遊山玩水，

我只要像個店小二似地跑腿吆喝，樂在其中。沒想到快樂沒兩年，他老兄可露出廬

山真面目，他說了：「大安啊，我呢，也有了一把年紀，而且小孩大了，不太適合

繼續兼康樂組幹事，不如推薦你來兼此一職務。」那時我僅20郎噹，不僅未達「不

惑」，連「而立」都不夠格，正是初生之犢不畏虎，沒想到就此一頭栽進了康樂組

十餘載。

忘了是哪一年，突發奇想來辦個阿里山看日出吧！諸君會認為看日出有什麼好

突發奇想的，且待我說明整個過程後，就會明白這活動的高難度，幾乎可媲美電影

『MISSION IMPOSSIBLE』。

行程預計是3天3夜阿里山及墾丁的活動，也就是第一天下班搭南下的火車到嘉

義，同仁可自行活動逛逛嘉義夜市，遊覽車係租用當地的車，過半夜12點後上車休

息，待凌晨2點發車上阿里山，如此可以省當晚的住宿費，第3天搭遠東航空從小港

機場返回台北，這種行程可是專業人士才敢辦。

當年因為沒有高鐵的競爭，台鐵可是一鐵獨大，團體票一個月前要先以單位

名義行文，說明預定之班次、起迄站及人數。我依規定發文訂票，台鐵收到文後亦

依據規定回文「知悉，請查照。」而我有了台鐵的回文後，活動就大致底定，因為

全程就只有台鐵是最大變數，搞定台鐵就可依規劃發文接受報名。完成報名人數確

定，然後訂房間、劃機位及餐廳桌次，最後萬事俱備，就欠台鐵車票。終於到了台

鐵規定出發前兩周臨櫃付款取票，興沖沖地帶了萬把大鈔前往台鐵團體票預售窗

口，拿著台鐵所回公文予櫃檯辦事員告知取票事宜，未料承辦員竟回以並無登記台

北關之團體票。不會吧？我可是有你們台鐵的回文，承辦員請我上樓與主管溝通。

於是我就上樓與一位負責團體預售票的女股長協談。我拿著台鐵的公文請問她，

貴局已予回文知悉，何以櫃檯並無台北關訂位之資料？她的回答不僅讓我有如晴

天霹靂，更是啼笑皆非。她說呢，公文回答「知悉」，但並未說明已同意。天啊！

再兩周我就要出發了，所有的安排都已確定，妳現在跟我說僅有「知悉」，並無

「同意」，太離譜了吧，小姐你嘛幫幫忙。我一再地拜託她這事關一百多人的旅遊

活動，請她務必幫忙。然而她嚴峻以對，並告知規定如此，即使省主席來也沒用

（此時尚未廢省）。在如此的情況下再爭也枉然，只好悻悻地離開。這下慘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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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又不能不辦，機票、住宿等訂金皆已付出，行程又已確定，不搭火車南下，即使

賠錢改搭遊覽車也難銜接，怎麼辦呢？當時可真的是一點辦法也沒有，真懊惱沒事

去挑戰這高難度的行程幹嘛？或許本人傻人還有些傻福，當時稅務司（即現今局長

之職稱）朱守謀先生，聽聞此事，面召我去找稽查組楊副課長期駿，說是稅務司交

代他去處理車票事宜（以上二人皆已退休）。楊副課長何許人也？有人戲稱如果他

沒來海關，早已是台鐵大老之ㄧ了。他曾擔任台鐵站長，後因考上海關，且海關待

遇遠高於台鐵，當然良禽擇木而棲，選擇離開台鐵。楊副課長了解整個情況後就約

我隔日在台鐵見面，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理與他會面，心想連省主席來都沒用，你

不過是個台鐵的離職員工，人家會賣你的面子嗎？不過既然來了，權充死馬當活馬

醫吧。楊副課長要我先在樓下櫃檯等他，待櫃檯電話響起，接聽的人請我到他們負

責團體票的主管辦公室。到了辦公室，楊副課長旁邊站著一位顯然是台鐵的高層主

管，正笑著與那股長溝通，見到我時，楊副課長告訴我說沒問題了，細節要我去處

理，然後他就和那位台鐵主管去喝咖啡了，留下我這名小嘍囉，畏畏縮縮地也不知

如何啟口。只見那位股長依舊板著面孔說了：「你們一百多個人，我沒辦法給你們

都搭同一車次，你們得分成三個批次，亦即台北發車第一班次是17：30的莒光號，

第二班次是18：00的自強號，再來是18：30的復興號，你要不要？」要啊！當然

要，我眼淚差點都要掉出來了，怎麼能不要呢？或許上天垂憐，整個活動之後就暢

然無阻，風和日麗，萬里晴空（我想可能也是心情的關係），中間還鬧了些好笑的

小插曲。

話說既然兵分三路，那我就負責第一車次，林崇真第二車次，小胖段長林就

負責”斷”後。陸續的第一、二、三車次的人都到了嘉義火車站，也引導他們出

站，耶！小胖呢？沒想到這小子太過熱心了，怕有同仁過站沒下，還在車上巡視，

此時火車已啟動離站，認識他的同仁都曉得他有些行動不便，當時情急之下我居然

喊他快跳下車，他在車上回吼說：「你要我怎麼跳？不跳還有一隻腿，這一跳連半

隻都沒有了。」說得也就是了，那怎麼辦呢？只好在月台等他下一站搭北上的車再

說吧，只是這下不知道要等多久。沒想到才過沒一會又聽到他的怪叫聲：「我回來

了。」原來這小子明知這班次的終點站是嘉義，所以不慌不忙地在車上巡視，火車

不過去掉個頭吧，我們瞎緊張個什麼勁？大夥一陣叫罵，也拿他沒皮條。

有了這次經驗，我就更敢辦高難度的活動了。也是一樣地忘了是哪一年，辦個

太平山翠峰湖之旅，人數有多少？我只記得租了14部9人座的車在宜蘭火車站恭候

我們。一回生，二回熟，再次勞動楊副課長逕往接洽我這一梯次約120人台北到宜

蘭的車票，果然高人出馬，就是異於我這常人，一個班次就解決。那天浩浩蕩蕩地

出了宜蘭火車站，天啊，一百多個人加上十幾部的租車擠在火車站前，交通為之癱

瘓，幸好現場沒有警察，趕緊引導同仁上車，遠離塵囂之地。

很快地快樂的假期又結束了，再次地蒞臨宜蘭火車站，準備搭16：00回台北

的火車。奇怪了？已是15：55剪票員也不願意打開閘門先剪票讓乘客進入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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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解釋是因為火車還沒到，直到15：57火車入站他才開門剪票，此時只見萬頭

竄動，人人爭先恐後，火車可是不等人的。我們幾個負責活動的人趕緊分頭引導同

仁上車，由於小胖行動不方便，就託他照顧行李。一陣兵荒馬亂後，總算大家都上

了車，火車也慢慢地啟動。突然領隊之ㄧ林崇真開口問說：「胖哥，託你幫我看的

行李呢？」只見小胖一臉二愣子的樣子，不知怎麼回答？忽然聽到隨旁的潘惠珍喊

到：「ㄝ，是誰的行李遺放在月台？」這下不得了了，小胖轉身就往車門走，我問

他要幹嘛？他說他要下車去拿行李。有沒有搞錯啊？上次嘉義火車站速度那麼慢教

你跳車，你都不跳，這次你跳什麼？不行，不行，趕緊攔住他，馬上聯絡車掌，請

他告知宜蘭火車站月台上有遺落行李。後來到了台北，我逕行返家，隔天再詢問，

行李安然無恙，只是搞到半夜，累得人仰馬翻。

回首十餘年來康樂組幹事一職，若非前輩張鎮波的引進，好友段長林及林崇

真的協助，使我終能勝任至卸職，在此誠摯地感謝他們。民國94年，對著好友段

長林重複了當年阿波跟我說的話：「小胖啊，我呢，也有了一把年紀，而且小孩大

了，不太適合繼續兼康樂組幹事，不如推薦你來兼此一職務。」之後，他亦不負眾

望榮膺康樂組幹事，我也換個跑道改兼圖書組幹事，悠遊於書香世界。此時，不禁

想到了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開卷詩：「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我雖不是

英雄，然而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畢竟「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

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壼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

事，都付笑談中。」往事已矣，無需緬懷，期望十年後的台北關稅局五十週年慶特

刊，能與同仁再敘離開康樂組後轉進圖書組幹事一職等有趣之逸事。

董事長：「小李跟在你身邊有一段時間了，

可是你好像不太喜歡他？」

經理：「我是不喜歡。他那人老愛拍馬屁，

動不動就說我是他見過最讓人敬愛的長官。」

董事長：「是嗎？那你覺得我這人怎麼

樣？」

經理：「你是我見過最讓人敬愛的長官。」

誰愛拍馬屁？

作者：陳照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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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旅遊之奇遇 
　許景煌

閱讀「今日海關」第48期退休同仁謝淑貞女士所寫「海外旅遊之小插曲」一

文，我在國外之奇遇亦不遑多讓，每一次都讓我相信凡事冥冥之中上天自有安排，

何况次數之多更讓我確信這是一種機緣，舉手拈來幾次我在國外的際遇，與大家分

享。

非洲初旅，死裏逃生 ，死裏逃生

1987年9月我和同事詹進才及好友張先生3人決定來一趟非洲之旅，並計劃順

道前往馬拉威探望任職農技團專家的好友蔡先生。行程由我安排，當時連繫了全國

各地的旅行社，才勉強湊足了一個18人團得以成行。出發後，經由新加坡，自模里

西斯、南非、馬達加斯加直抵肯亞，玩遍了半個東南非洲。首次出國，一切感覺新

奇有趣，先說南非這個國家，風光旖旎，千姿百態，就像是整個世界的縮影，加上

物產豐富，物價低廉，如果不是南非白人政府實施種族隔離政策，可說是人間的天

堂。飛到東非肯亞，這個動物的王國，lake Nakuru上百萬隻紅鶴，舖天蓋地一片火

紅， Maasai Mara野生動物保護區的各種群居動物，依季節變換，逐草遷徙，滿山遍

野，一望無際，此地是動物的地盤，人類在此淪為配角。

坐車沿著東非大地塹北上，親臨體驗太空人阿姆斯壯在月球上唯一可見的非洲

壯景，筆直陡峭的地形，呈現出撼動人心的景觀。又經過赤道時感受一下腳踏南北

半球的新奇經驗，並實地印證地球大陸漂移理論，所有這些，一生能得幾回，絕對

是我此行最難忘的回憶。

第21天，旅行團行程結束，其他團員飛回台灣，留下我們3人轉往馬拉威參

訪。一抵達馬國即蒙我國駐馬國大使馮耀曾先生接見，閒話家常2個小時，臨走前再

三叮嚀我們，如果走訪野生動物園要注意安全，不能太靠近象群，因為3年前有幾

個美國觀光客就因為太接近象群，激怒大象，逃跑不及，連人帶車被大象踩死。兩

天後蔡先生夫婦陪我們3人開車到當地野生動物園，從中午逛到下午2點，卻很少看

到動物蹤影也無其他遊客，正感沮喪之際，巧遇兩位步行巡邏員，請求搭個便車，

不然他們便要多花2個多小時才能回到營區。我們應允了，並請教他們，何以不見

動物蹤跡，巡邏員解釋說由於下午烈陽高照，動物們應該都已聚集在河邊樹蔭下飲

水休息，又說願意帶我們步行前往，就像探險隊成員一般(依規定遊客在野生動物園

不能下車)，果然不久就在離開道路1公里多的河邊發現了各種動物群，大伙興奮極

了，我立即拿起攝錄影機拍攝，進才兄則以相機作靜態攝影，兩人為了獵取近景特

寫，過於專心，不知不覺，逐漸靠近動物，竟然沒有注意到大象已經拍動耳朵顯露

怒態，巡邏員看見我們還繼續往前，急得在後面哇哇大叫，2人正當莫名其妙，說

時遲，那時快，約30隻大象的象群已經衝向我們，天搖地動，兩位黑人巡邏員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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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情景嚇壞了，連忙舉槍朝上連續發射多發震撼彈，才把大象嚇止住，沒有再衝過

來，一行7人死裡逃生，全都嚇得臉色發白，渾身發軟地回到車上，久久不能自已。

事隔多年，中視「繞著地球跑」節目到馬國出外景，聽聞此事，回台後，還登門造

訪，向我商借錄影帶播出。又離開馬國前夕，透過馮大使，我們3人共同訂下了馬國

最豪華觀光飯店的國宴廳，回請大使館及農技團所有人員，兼祝賀自己劫後餘生，

席開多桌，總共花費不到三百美金，真是物超所值。

千里有緣人，何處不相逢

馬國國民所得極低，經常接受外援，由於我國贈送給該國民間團體所使用的農

機設備都已超限使用，需要補充更換零件，而這些零件都必須向台灣原廠採購，但

因種種因素極難成交，大使館和農技團又不方便出面，馮大使認為我可以達成這個

任務，故商請我再來一趟馬國，協助解決問題，以致離開馬國2年後，我又帶了3人

再度前往，其中2位是生意朋友，另一位則是服務於農技團的好友蔡先生的妹妹，

時任新竹市政府社會局副局長。出發前1個月我前往新竹市政府拜見蔡小姐收取資料

辦理出國手續，她的一位屬下向我提到他在花蓮老家的好友李xx先生亦在農技團工

作，但已失聯20幾年，拜託我們這次非洲之行能順道幫他打聽，希望彼此能取得連

絡。又行前林國鐘股長等人亦有意參加，但因訂不到機位，只有婉拒。

此行我們直飛南非約翰尼斯堡(約堡)，由農技團朋友黃專家開車接送前往史瓦

濟蘭王國遊玩兩天，第3天晚上10點才回到約堡，預定翌日清晨搭機前往馬國，黃

專家認為只過夜住觀光飯店並不划算，臨時介紹我們投宿當地台灣人陳先生經營的

民宿，既經濟(每人只新臺幣100元，還包括機場接送)又有居家的感覺。住進這家民

宿不久，又有5名來自賴索托的台灣人經人介紹亦前來投宿，翌日再搭機返台。彼此

寒喧，得知5人以前是我國駐賴索托王國農技團團員，目前均已離職，各自在該國經

營農場及經商，聽說我們要前往馬國，就拿出名片分別寫下問侯語，託我代他們轉

交給在馬國認識的同事。2日後我在農技團團部將名片交到農技團團員手中，當閒聊

到前述5人中的李xx時，同行蔡小姐目瞪口呆，僵住一會，才說這不就是她新竹市政

府同事所要尋找的人嗎?所以如此，只怪前天深夜在南非約堡民宿客廳，與5人聊天

時只以姓氏彼此招呼，且蔡小姐又較早就寢，並沒有看到名片，而我接到名片時也

直接放入皮夾沒有細看，才會陰錯陽差，但事後可自名片中抄到李先生的電話、地

址，對蔡小姐屬下有個交待，就此而言，也可算完成一項幾乎不可能的任務。

入境馬國後直接轉機前往該國第二大城布蘭岱，正逢中國廣播公司派駐馬國特

派員王先生即將退休返台，透過蔡先生引介相互認識。王先生希望拿馬幣和我們交

換美金及旅行支票，這對雙方都有利，同時招待我們在他家吃了一頓豐富的午餐。

他夫妻二人將於數日後離開馬國，但計劃先環遊世界一周再回國。這時遠在地球另

一邊的林股長等人因無緣有非洲之行，不久也另行安排美國之旅。等到我遊罷非

洲，返國上班半個月後，林股長他們才從美國回國，兩人見面，迫不及待地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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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他們雖然沒有和我同去非洲，但卻和我在馬國認識的王先生見過面，我直呼那有

可能，原來王先生夫婦的環球之旅來到美國黃石公園，在一家餐廳用餐，離座時，

將相機遺留在座椅上，正巧林股長一行同時也在這家餐廳用餐，好意提醒王先生，

彼此才聊起來。他們沒緣在馬國認識，上天卻安排在地球的另一端相逢，真是有緣

千里來相會的最好寫照。

海內存知己 天涯若比鄰

1992年3月，有位朋友打算從西非進口原木，約我同行考察，正苦於不諳法語

之際，剛好我的香港朋友羅先生認識一位剛果人芮瑞先生，告訴我們到剛果時可以

找他幫忙。芮瑞先生曾到中國公費留學5年，中文說寫流利，有他同行當翻譯，即

使我們不懂法文也能在剛果通行無阻。在剛果首都Brazzaville接洽了幾天，生意一點

也沒有進展，可是當地的高物價卻快要花光我們的旅費(當時法屬西非各國的城市物

價指數排行全球前十名內，比倫敦、巴黎還高，與南非低物價相比更有天壤之別)。

後來芮瑞先生帶我們到沿海城市Pointe Noire，拜訪一位來自台灣的吳建德先生，一

年前曾是他的家庭法文學生。吳先生一見面就主動邀請我們住宿他家，不但盛情難

卻，也正中我們下懷，3天的免費食宿讓我們至少省下1千元美金，不致困頓異國。

夜晚促膝長談，得知吳先生老家在高雄美濃，全家移民剛果已2年，他大哥以前是農

技團團員，提早退休在喀麥隆首都杜阿拉經營「吳家園餐廳」，生意蒸蒸日上，目

前在法屬西非各國都有該店分號，分別由兄弟姐妹或親戚經營。當吳先生把分布西

非各國的吳家園餐廳負責人名片送給我，以備將來有機會前往拜訪，我發現其中有

一個名字很熟悉，詢問之下，原來是他妹夫，也是我未考進海關前在環宇電子公司

任職的課長，當年與妻二人和我共事一年多，時常一起去登山，已失聯近20年，沒

想到卻在異國有機會取得連絡。與芮瑞先生相處8日，每到各地，都有不同女友來

找他，據他透露在中國留學期間，情史豐富，周旋於各國女同學中，並出示照片以

為佐證，有一位日籍女同學甚至千里迢迢跑來剛果要嫁給他，婚禮前被父親押回日

本，可見他昔日之情場得意。不過大約4年後，無意中在國內時報周刊有關佛光山南

非道場的一篇報導，讀到芮瑞先生已在道場出家皈依佛袓，真是人生無常，令人感

慨萬千。

1998年我透過農技團朋友的引薦，介紹朋友去南太平洋所羅門群島養殖草蝦，

又認識了我國駐所羅門群島大使謝棟樑先生，謝大使和前總局長鍾火成先生同期進

入海關，幾年後轉往外交部服務。2001年，謝大使出任我國駐希臘代表，任職4年

期間，每年都邀約我找幾位同事和朋友到該國遊玩，大使夫婦將親自擔任嚮導同遊

愛琴海，因各種因素未能成行，辜負謝大使夫婦美意，至今引以為憾。 二十年來，

我國駐有農技團的國家，我大都拜訪過，深入窮鄉僻壤，了解當地民俗風情，在國

外認識的朋友比國內多，這都要拜我在海關工作每年有休假之便，希望退休後能找

到志同道合朋友，環遊全世界，對地球村做全面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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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team, Our goal, Our dream             
Paulinna

When the chairman ask me to write an introduction about this group 

I feel the headache is not only a little bit here

I was once an Engineer 

But with two littler babies I had to change my career 

A customs officer is what I want to be in the future 

At first I was a little bit upset

Because what we can do is a little bit bored

But join this team, International Affairs Task Force

It opens a whole new sight in my view point

As like I found lots of joys here

Our team is full of astonish members

Just like the movie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We have Jonathan Tang who can deliver a speech like a professor 

And Lisa Lu who can pronounce Medvedev correct 

Because she is a Russian Language major

Our goal is simple, that is to improve

Hopefully by study the international customs affairs 

We can do much better than others

Though it causes a lot of hard work 

We still enjoy it a lot

But you know what are we doing in the Chineses New Year?

The answer is to translate the English report with tears

Our dream or you may say our unspeakable deeply desire

Is to increase the core competency of this nation

And one day in this world 

We ROC customs can be the pio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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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紀要	 總務室　邱足新

88.07.01　�本局三十週年關慶暨榮獲�ISO-9002�授證典禮，除發行特刊外並舉辦藝文

展、餐會等慶祝活動。

88.08.12　�駐華使節、新聞媒體暨相關單位近百人至本局參加「海關查獲出口仿冒品銷

毀活動」。

89.01.18　�卸、新任局長交接，卸任局長萬居財調升關稅總局副總局長，新任局長葉曼

福接任。

89.01.31　�配合桃園中正國際機場第二航廈啟用，變更組織，裁撤緝案處理組，原承辦

業務移撥法務室，另成立稽查二組。

89.06.15　�舉行「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機器設備（價值超逾限額者）運往課稅區修

理、檢測單一窗口作業」示範觀摩會。

89.06.28　�發布修訂「入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報驗稅放辦法」部分條文及附表「入境旅

客攜帶少量自用限制進口物品、大陸土產限量表」內容全面修訂，原「入境

旅客攜帶行李物品限量表」及「入境旅客攜帶少量自用大陸土產限量表」兩

附表同時停止適用。

89.07.29　�配合中正國際機場第二期航廈正式啟用，新增二期航廈旅客入出境通關業

務。

89.08.21　�空運通關自動化出口系統轉型，由本局外棧組第一課（永儲貨棧）先行上

線。

89.12.15　�為配合政府實施週休二日及出口業者之需求，公告本局辦理出口通關作業時

間改採早、中兩班制，並自�90�年�1�月�l�日起實施。

90.03.01　�即日起本局全部空運進口報單均由轉型後新系統收單，�CYBER�主機舊系統

停止收單作業。

90.03.02　�實施本局商民「與局長有約」作業要點。

90.05.10　�所轄遠翔空運倉儲股份有限公司進、出口貨棧實施全面自主管理。

90.07.09　�營業稅法名稱修訂為「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其中第41條規定「貨

物進口時，應徵之營業稅，由海關代徵之；其徵收及行政救濟程序，準用關

稅法及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辦理。」

90.07.31　�公告專差快遞貨物（�OBC�）報關出口改以�EDI�電子傳輸。

90.08.17　�本局監管之華儲股份有限公司進、出口貨棧實施全面自主管理。

90.12.31　�卸、新任局長交接。卸任局長葉曼福調任關稅總局研究委員，新任局長廖乾

順接任。

91.01.01　�入境旅客通關採行「選擇性申報制度」。

91.02.01　�為加強便民服務，本局網站首頁增設「人民申辦案件」網路申請服務窗口業

務，計十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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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2.26　�長榮空運倉儲快遞專區啟用,先行實施快遞貨物簡易報關業務。

91.03.19　�長榮空運倉儲快遞專區開辦快遞一般貨物通關業務。

91.05.06　�近鐵運通股份有限公司實施全面自主管理，為國內第一家自主管理保稅倉

庫。

91.05.10　�長榮空運倉儲機放倉正式啟用營運，先行開辦出口通關業務。

91.05.14　�快遞機放組一般快遞貨物正式實施電腦派驗。

91.05.25　�長榮空運倉儲機放倉，續行開辦進口通關業務。

91.06.01　�出口艙單無紙化作業正式實施。

91.06.01　�快遞貨物簡易申報系統「疑似化整為零案件清表」程式上線。

91.06.01　�放寬一般空運進出口貨物廠商申請海關加班處理之申辦時限，由下班前二小

時放寬為下班前一小時。加強查緝快遞貨物以「快走空」方式規避繳納快遞

處理費用。

91.06.01　�實施「策略聯盟業者自行查核貨物通關作業規定」，並降低其所申報進出口

貨物之抽驗比率。

91.06.05　�組織調整：簡併稽查一、二組為稽查組；成立稽核組辦理事後稽核業務；另

裁撤出口組總務課；快遞機放組增設一課，辦理長榮空運倉儲快遞、機放進

出口通關事項及貨棧監管業務。

91.07.01　�新格式空運入境旅客「中華民國海關申報單」正式啟用。

91.07.01　�長榮空運倉儲股份有限公司一般貨物進口、出口、轉口倉即日起全面營運。

91.08.15　�卸、新任局長交接典禮，廖局長乾順升任關稅總局副總局長，新任朱局長恩

烈接任。

91.08.22　�本局內部網站網頁改版。

91.09.01　�為加速處理國際快捷郵包通關，即日起實施週日上午加班辦理進口快捷郵包

通關作業。

91.10.01　�實施「進口快遞貨物（X4案件）預繳稅費通關作業」，擴大對X4進口高價

快遞貨物實施預繳稅費保證金線上扣繳，快遞貨物繳稅證明、貨物出倉與收

費三合一作業。

91.10.25　�美商聯邦快遞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一般貨物進口貨棧開始營運ＣＭ(由

進口組通關)。

91.11.18　�公告實施廠商急需辦理一般空運貨物之進出口通關驗放作業（平日下班及例

假日派員處理進出口貨物之驗放作業）。

91.11.25　�長榮空運倉儲股份有限公司中正機場二期航空貨運站--進、出口貨棧實施全

面自主管理。

92.02.01　�受理入境旅客以信用卡向台灣銀行中正國際機場分行繳納各項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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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3.01　�實施「復運進口核銷出口報單電腦化作業」，國貨復運進口報單納稅辦法為

55及99案件，改採電腦線上核銷出口報單（限G5報單），以加速通關。

92.03.01　�實施檢驗與報關整合試辦作業。

92.04.28　�召開「防範SARS疫情本局因應措施會議」。

92.05.05　�為防止SARS疫情擴大，實施測量耳溫措施。勤惰管理暫恢復以簽到退方式辦

理。

92.07.01　�實施例假日及非正常上班時間廠商轉運貨物船用品急需辦理申請更正艙單最

終目的地作業，應向快遞機放組第二課（榮儲）申請。

92.07.03　�本局第一隻緝毒犬訓練完畢，完成驗收手續。

92.07.14　�公告發貨中心D4出口報單得於本局所轄快遞貨物專區及航空貨物轉運中心辦

理通關業務。

92.07.26　�取消測量耳溫措施，恢復上下班掌型。

92.07.29　�總局核示「簡併保稅報單代碼作業」，保稅報單由三十三種簡併為十二種。

92.08.11　�公告物流中心出口小件物品，得於本局所轄快遞貨物專區及航空貨物轉運中

心（以下簡稱快遞貨物專區）申報D5（九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前為Ｌ５）出

口報單辦理通關業務。

92.09.15　�實施出口C1作業無紙化。

92.10.01　�受理外籍旅客申請退還購買特定貨物之營業稅。

92.11.13　�參考澳洲海關實施「前線(Frontline)行動」計劃，並與策略聯盟之快遞業者

UPS公司合作，加強查緝走私不法。

92.12.08　�實施快遞業者進口快遞貨物X3類案件預繳稅費相作業，X3案件得比照X4案

件採快遞貨物繳稅證明、貨物出倉與收費三合一。

93.01.16　�實施「國際機場使用固定式空運貨櫃（盤）檢查儀聯合檢查作業規定」。

93.03.25　�為提升本局辦公室ｅ化環境，全面開放同仁網際網路使用權。

93.04.01　�免費試辦空運網際網路報關，受理空運進、出口報單及轉運申請書之報關作

業。

93.04.01　�快遞貨物簡易申報通關作業試辦以Ｘ光儀器篩選及查驗快遞貨物（因貨棧業

者為有效利用倉容及考量快速通關需求，無法於Ｘ光儀檢視前篩檢出簡易申

報之快遞貨物，故實際試辦範圍包括所有進口快遞貨物）。

93.04.05　�配合永儲股份有限公司新增快遞貨物專區通關業務自本日起開始營運，於4

月1日調整本局部分組織（外棧組、稽核組、北郵支局），並辦理相關業務

及人員之移撥。

93.05.03　�本局網際網路版公文管理系統正式上線。

93.07.01　�為方便業者就近報關，重新公告廠商急需辦理一般空運貨物之進出口通關驗

放作業，新增通關點外棧組第二課，報單收單關別為CL、CH者，可就近向

外棧組第二課申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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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7.01　�更新本局全球資訊網站（www.tpcb.gov.tw），增置語音資訊及多媒體影片服務。

93.07.16　�卸、新任局長交接典禮，卸任朱局長恩烈榮調基隆關稅局、新任詹局長昭鐶

接任。

93.09.01　�實施簡化保稅工廠內銷補稅案件（G2）進口報單作業方式，取消原人工登錄

作業。

93.10.01　�第一、二航廈稽查組辦公室設置完成「基礎網路佈線工程」加大網路頻寬。

93.10.05　�簡化外籍旅客購買特定貨物申請退還營業稅案件手續，免再列印退稅明細核

定單。

93.12.09　�實施「科學園區保稅貨物於出口地海關通關作業規定」以便利園區事業保稅

貨物除可向區內海關辦理通關外，亦可於出口地海關辦理通關。

94.02.25　�關稅總局暨各關稅局入口網(www.customs.gov.tw)及總局新網站正式啟用，

原網站（www.dgoc.gov.tw）將繼續併行運作至3月31日止。各關稅局新網站

（taipei.customs.gov.tw）於3月14日加入服務。

94.03.01　�快遞專區實施新理貨措施（理貨申請核准制），以加速快遞貨物通關及改善

倉間秩序。

94.03.01　�「報關線上委任WEB作業系統」正式上線實施。

94.03.01　�本局台北郵局支局實施澳洲海關模式篩檢郵包作業。

94.03.14　�本局新網際網站（taipei.customs.gov.tw）正式啟用。

94.04.29　�公告實施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事業空運出口貨物一段式通關作業，園區事業空

運出口貨物在本局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支局辦理並完成通關手續後，無須再向

本局出口通關單位辦理出口手續。

94.06.01　�為方便業者就近報關，重新公告廠商急需辦理一般空運貨物之進出口通關驗

放作業，報單收單關別為CA者，可就近向新增通關點快遞機放組第三課申請

辦理。

94.12.15　�成立台北關稅局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辦公室，辦理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

暨桃園航空貨運園區之自由貿易港區業務及一般進出口、轉口、快遞機放貨

物通關及查緝等相關業務（關別代碼：CW）。

94.12.22　�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開幕，並自95年1月1日起正式營運。

95.01.16　�卸、新任局長交接典禮，卸任詹局長昭鐶榮退，新任江局長安雄接任。

95.01.16　�遠雄空運倉儲一般貨棧之進、出口貨物全面於遠翔航空貨運園區貨棧辦理通

關。

95.06.08　�舉辦英語業務簡報比賽。

95.08.01　�本局監管之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股份有限公司進、出口貨棧，實施自主管

理。

95.08.03　�本局獲頒第8屆行政院服務品質獎提升服務品質績效實地評審入圍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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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8.10　�配合新增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快遞專區貨棧及機放貨棧通關，調整本局部

分組織，並辦理相關業務及人員移撥。

95.09.06　�中正國際機場業經行政院95年9月6日第3005次會議決議，更名為臺灣桃園

國際機場（英譯為Ｔaiwan�Taoyuan�International�Airport）。

95.09.07　�財政部95年度優質英語生活環境評獎活動考評結果，本局榮獲「特優」評等

殊榮。

95.09.21　�「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港區貨棧於正式營運。

95.09.25　�第四屆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頒獎典禮於臺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國際會議廳舉

行，本局江局長率領檔案管理人員等5員出席領獎。

95.10.25　�本局之「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辦公室」，自即日起改由外棧組第三課成立

單一窗口辦理。

95.11.28　�增設出口貨物集中查驗區，及增設Ｘ光檢查儀輔助篩選過濾掃描影像，即日

起正式啟用。

95.12.05　�卸存於永儲、遠雄集散站之空運轉口貨物，即日起由本局外棧組辦理。

95.12.05　�本局獲評為95年度行政院政府機關資通安全外部稽核作業第1等級：「非常

完整」。

95.12.08　�本局於4個快遞貨物專區（華儲、長榮倉儲、永儲、遠雄）及2個航空貨物轉

運中心（UPS、Fedex），實施空運快遞貨物24小時通關不打烊。

95.12.25　�出境旅客報運不隨身行李或攜帶自用行李以外之貨物出口，即日起依新規定

辦理。

95.12.27　�本（95）年12月26日晚恆春百年來最大地震震斷中華電信海纜線，國際通

訊線路受到嚴重影響，各航空公司及快遞業者透過SITA傳輸艙單及快遞報

單亦從12月27日11時30分斷線，本局啟動緊急應變措施，改採人工作業方

式，使進出口通關維持正常作業不受影嚮，迄12月27日22時16分SITA逐漸

恢復正常。

96.01.16　�卸任江局長安雄、代理局長王副局長次朗交接典禮由李副總局長榮達監交。

96.03.02　�代理局長王副局長次朗、許盧副局長節英交接典禮由李副總局長榮達監交。

96.03.05　�局長許盧節英正式宣誓就任本局局長職務，為海關有史以來第一位女性機關

首長。

96.04.03　�受理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按月彙報」申請。

96.04.12　�本局榮獲財政部95年度服務品質獎「優等」之評獎。

96.04.18　�本局緝毒犬管理中心舉行揭牌啟用典禮。

96.06.25　�捐贈桃園國際機場鄰近國民小學45部電腦。

96.06.29　�本局查緝盜版品受肯定，日商蘇妮（SONY）公司致贈感謝牌。

96.08.01　�新任李茂局長接篆視事。

96.09.16　�緝毒犬訓練有成，有效攔截2名可疑入境女性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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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9.29　�海關緝毒犬立大功，查獲14歲少女匿藏海洛因企圖闖關。

96.12.12　�捐贈桃園縣埔心國小液晶螢幕37部。

97.01.08　�舉辦企業高階主管參訪。

97.01.24　�本局與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舉辦「台灣桃園自由貿易港

區關務暨稅務及營運模式介紹研討會」。

97.02.24　�本局卸任李局長茂、新任饒局長平於關稅總局交接視事。

97.03.01　�試辦以「走動式管理」作業方式，辦理出口分類估價業務。

97.03.25　�舉辦緝毒犬緝毒作業觀摩會。

97.05.02　�本局所轄華儲股份有限公司貨棧試辦「走動式服務」。

97.05.06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何美玥蒞臨本局巡視，並參訪桃園航空自由

貿易港區。

97.05.15　�配合四川賑災人道救援貨機，優先辦理救濟物資通關。

97.05.16　�海關首批完訓之緝毒犬及領犬員自澳返國。

97.06.23　�辦理關稅及規費繳納e化服務。

97.07.04　�本局通過ISO�27001「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認證。

97.08.07　�本局通關大樓服務中心週一到週五實施「午休服務不打烊」措施。

97.08.08　�建置24小時優質電話服務。

97.09.12　�執行「二手電腦回收轉贈作業計畫」提升偏遠地區學童資訊教學設備。

97.10.01　�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實行旅客攜帶未申報動植物產品者罰則措

施，本局配合加強查察。

97.10.17　�本局一樓「藝文走廊」舉辦剪綵典禮。

97.11.20　�本局榮獲財政部政府服務品質獎評審小組評列為「優等」。

97.12.15　�桃園國際機場及松山機場辦理兩岸每日包機直航旅客通關業務。

98.01.22　�本局舉辦「揮毫迎新春」活動，邀請書法家現場揮毫及寫春聯。

98.05.21　�配合執行兩岸直航政策組織調整，自本（98）年5月21日起新增稽查組第四

課，下設第一、二、三股；另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支局驗貨股及分估股整併為

驗估股。

98.06.30　�本局訂於98.6.30舉辦慶祝98年稅務節暨本局成立40週年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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