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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4 日

財政部令

台財關字第 1051020597 號

修正「海關管理貨櫃集散站辦法」部分條文、「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第十五條、第二十六
條、「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實施自主管理辦法」第五條、第
六條。
附修正「海關管理貨櫃集散站辦法」部分條文、「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第十五條、第二
十六條、「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實施自主管理辦法」第五條、
第六條
部

長 許虞哲

海關管理貨櫃集散站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七 條

進出口、轉運、轉口貨櫃（物）在集散站之存放、移動及處理，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集散站業者對於貨櫃（物）進出集散站應依相關規定切實控管。
二、裝運進口貨物之合裝貨櫃，應於進入集散站之翌日起十日內拆櫃進倉。如櫃
裝貨物經海關扣押者，其運輸業者或承攬業者應檢具集散站業者同意書向海
關申請核准後拆櫃進倉。
三、存站之進出口合裝或整裝實貨櫃，如須轉儲另一集散站或聯鎖倉庫拆櫃進倉
者，應由貨主、運輸業者、承攬業者檢具集散站業者轉站（倉）理由書及移
站（倉）貨櫃及貨物清單，連同移入集散站或倉庫業者簽具之進站（倉）同
意書及聯保單，向海關申請核發准單後始得憑以移運。
四、以貨櫃裝運之進口、轉運或轉口貨物卸存站內倉庫及已放行之出口貨物裝載
貨櫃提出集散站，應於例假日以外每日上午六時至下午六時之內為之。出口
貨物存入站內倉庫及已放行進口或轉運貨物提出站內倉庫，應在海關辦公時
間內為之。但經海關核准實施自主管理之集散站、海運快遞貨物專區之貨物、
多國貨櫃（物）集併作業之貨物或其他特殊情形在海關辦公時間內向海關申
請經核准者，不在此限。
五、進出口、轉運貨櫃以層疊方式堆放者，實貨櫃與空貨櫃應分區堆放。實貨櫃
並應按進出口、轉運櫃別堆放；以車架方式置放者，空貨櫃、實貨櫃得不分
別分區排放，惟應以不同顏色之卡片標示進口櫃、轉運櫃、出口櫃及空貨櫃
以利識別，集散站應於每日向海關監管單位提供貨櫃堆放動態表以資稽查。
但存站之進、出口、轉運實貨櫃、空貨櫃其儲位以電腦控管並提供海關線上
查核，經海關核准不分區存放者，不在此限。裝有危險物品之實貨櫃應有特
別標誌並將其貨櫃號碼及儲位通知海關。
六、存倉貨物應依提單或提貨單分別堆置，不得相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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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凡貨物之包件過重或體積過大無法存入站內倉庫者，經海關核准，得在集散
站之空地存放，但須將進出口、轉運貨物分區堆置，其安全與管理仍由該集
散站業者負責。
八、存站之進口或轉運貨物，集散站業者應憑海關放行通知、提貨單、轉運准單
或其他經海關核准之文件核對收貨人、貨物之標記、箱號及件數無訛後方准
提貨出站。其為整裝貨櫃，並應核對貨櫃標誌、號碼無訛後始准提櫃出站。
海關必要時得予抽核；對整裝貨櫃並得要求貨主拆櫃核對貨物之標記、箱號
及件數。對轉運國內其他口岸之進口貨櫃，進口轉運地海關亦得要求拆櫃抽
驗，必要時得取樣備查。
九、存站之進口、出口、轉運或轉口貨物，如須公證、抽取貨樣、看樣或進行必
要之維護者，貨主應向海關請領准單，集散站業者須依准單指示在關員監視
下辦理。至於所拆動之包件，應由貨主恢復包封原狀。但政府機關基於貨品
檢驗（疫）需要所為之抽取貨樣、看樣作業，集散站業者依該機關核發之文
件辦理。
十、存站之進口、轉運或轉口貨櫃（物），如有短、溢卸情事，集散站業者應於
下列期限內繕具短卸或溢卸報告送達海關。該短卸或溢卸報告如須註銷或更
正者，應於報告送達海關翌日起三日內為之。但有特殊情形經海關核准者，
不在此限。
(一) 櫃裝貨物：拆櫃完畢之翌日起三日內。
(二) 非櫃裝貨物：全部進儲完畢之翌日起七日內。
(三) 整櫃、貨主自備空櫃：卸船完畢之翌日起一日內。
(四) 海運快遞貨物：進倉完畢之翌日起一日內。
十一、海關依據海關緝私條例或其他規定處理之集散站存貨，得憑海關扣押貨物
收據隨時押存海關倉庫，必要時得拆櫃押存海關倉庫，集散站業者不得拒
絕。
十二、以貨櫃裝運之進口、轉運或轉口貨物，如有破損情事，集散站業者應於貨
櫃拆櫃進倉之翌日起三日內檢具運輸業或承攬業者事故證明單一式兩份，
送交海關查核。
十三、以貨櫃裝運之出口貨物，因故未能出口者，應憑駐庫（站）關員簽證之文
件辦理退關手續。
十四、已報關放行之出口貨物，須辦理退關者，集散站業者應查對出口貨物後，
於出口貨物退關報告單簽證。
十五、集散站應於實貨櫃進站及出站時負責於貨櫃（物）運送單註明進、出站時
間，貨櫃（物）進站如逾海關規定時間，應即報請海關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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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口貨櫃（物）在集散站或碼頭專區之存放、移動及處理，除依第七條第一款、

第四款、第六款、第七款、第九款至第十二款及第十五款辦理外，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轉口之貨櫃，無須加裝、分裝或改裝者，於卸存期間，不得拆櫃卸貨進倉。
二、海運轉口貨櫃（物），經由海運轉運出口者，除經海關派員押運或核准加封
電子封條外，不得進儲內陸集散站，亦不得以內陸運輸方式運送至其他港口
辦理出口。
三、武器、彈藥、毒品等轉口貨櫃（物），限由原進口之港口或機場轉運出口。
另菸、酒、武器、彈藥、毒品及麻醉藥品等轉口貨櫃（物）限進儲於卸船之
港口集散站。
四、集散站或碼頭專區，應劃定特別區域，用以堆置轉口之貨櫃，且不得與裝運
進出口貨物之貨櫃相混雜，必要時，海關得要求加設隔離設施。但其儲位以
電腦控管並提供海關線上查核，經海關核准不分區存放者，不在此限。
五、轉口貨櫃卸存集散站或碼頭專區時，運輸業者應依海關核發之卸貨准單及特
別准單，憑以卸船及進儲。轉運出口時，運輸業者或承攬業者應以轉運申請
書向海關申請核發轉運准單，或逕依海關指示通知辦理出站及裝船手續。
六、轉口之海運貨櫃須加裝、分裝或改裝作業後轉運出口者，得依規定以下列方
式之一辦理：
(一) 運輸業者或承攬業者應事先以書面向海關申請裝櫃核准後，並經關員監視
下，於集散站（或碼頭專區）內之轉口倉庫、轉口倉間或其他經海關核准
之場所辦理。但倉儲業者及運輸業者，或倉儲業者及承攬業者為安全認證
優質企業，且事先以書面方式聯名向海關報備者，得逕行於集散站（或碼
頭專區）內之轉口倉庫或轉口倉間辦理，必要時，海關亦得派員查核。作
業完成後，憑相關文件向海關申請更正進（轉）口貨物艙單，以辦理後續
轉運申報或出口裝船等通關程序。
(二) 運輸業者或承攬業者辦理多國貨櫃（物）集併作業，貨物應進儲海關核准
場所，並依序辦理轉運出口及裝櫃申請，經海關核准始得辦理裝（併）櫃
作業，如海關發出指示通知者，集散站業者應配合辦理。
七、非櫃裝轉口貨物須於散裝碼頭進口貨棧內之轉口倉庫、轉口倉間或其他海關
核准之場所裝櫃者，應事先以書面載明貨物品名、數量，向海關申請，經核
准後，於關員監視下辦理裝櫃；裝櫃完成後應即加封，並申辦移儲至港口集
散站轉口櫃專區或碼頭專區；但移儲於同一區段碼頭內者，免填貨櫃（物）
運送單。
八、經海關核准轉運之轉口貨櫃（物），除海運轉口貨櫃（物）經由海運轉運出
口者外，其須打盤、裝櫃者，海關得核准直接運往儲存一般出口貨物之貨棧、
港口或內陸集散站，在關員監視下，辦理打盤、裝櫃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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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散站業者辦理前項第六款第二目作業，非經海關核准，不得於拆併作業專區以
外場所拆卸或裝櫃。
集散站業者辦理第一項第六款第二目作業，轉口貨櫃內載有進口貨物者，應於拆
併作業專區拆卸，並將該進口貨物立即移儲進口倉庫；貨櫃加裝出口貨物者，應將出
口貨物運送至拆併作業專區後，始得加裝。
集散站業者違反第一項第六款第二目或前項規定之一者，除依第二十八條規定處
理外，海關並得視情節輕重，停止其六個月以下進儲多國集併作業之貨櫃（物）或廢
止其作業。
第一項第二款貨櫃（物）得進儲內陸集散站，或經內陸運送方式運送至其他港口
辦理出口之規定，由關務署分期分區公告實施之。
第 十二 條

進口、出口、轉運、轉口之實貨櫃卸存碼頭者，按一般卸存碼頭之進出口貨物處

理。
運輸業者、承攬業者及集散站業者辦理貨櫃卸船、裝船、出站、進站及存站手續，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集散站業者應擷取運輸業者及承攬業者以電子資料傳輸分送之進口艙單訊息
及卸貨准單、特別准單（含貨櫃清單）訊息辦理存站手續。如未與通關網路
連線者，則憑書面文件辦理之。
二、依海關通知配合辦理加封電子封條或儀器檢查等事項。
三、貨櫃直接進儲原碼頭或同區段碼頭港口集散站或碼頭專區者，運輸業者免列
印貨櫃（物）運送單，應俟貨櫃加封後，送交集散站業者驗明貨櫃標誌、號
碼及封條號碼無訛後憑以點收進站。貨櫃進儲其他區段港口集散站或內陸集
散站須出碼頭管制站者，運輸業者應俟貨櫃加封後，列印貨櫃（物）運送單
隨同貨櫃送交貨櫃卸存地之集散站業者驗明貨櫃標誌、號碼及封條完整無訛
後，憑以點收進站。貨櫃（物）運送單並應留存，俾憑查核勾稽。
四、運輸業者、承攬業者及集散站業者於貨櫃卸船、裝船、出站、進站及存站等
各階段作業完畢後，應即以電子資料傳輸至海關核可平臺辦理登錄作業。
前項卸船貨櫃之加封，海關得要求運輸業者應在適當地點設立加封站，並指派足
夠人員，專任對船卸下之實貨櫃加封工作，關員不定時巡查或抽核。
第二項貨櫃（物）之運送控管所需文件、電子資料傳輸及其作業規定，由海關訂
定並公告。
第 十四 條

集散站業者點收出口貨櫃（物）後應出具進倉證明，並立即傳送海關。
以貨櫃裝運之出口貨物經海關放行後，運輸業者或承攬業者應向海關申請核發封

條或依法規申請海關核准使用自備封條，由集散站業者辦理貨櫃加封作業，於貨櫃出
站時列印貨櫃（物）運送單（兼出進站放行准單），並以電子資料傳輸辦理貨櫃出進
站及裝船手續。但進港口集散站之出口整裝貨櫃，經海關免驗放行，並在原碼頭裝船
者，免加封海關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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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貨物於辦妥報關放行手續後，即予放行。但海關認為有查驗必要時，得開櫃
再驗，符合後始准裝船。
凡出口貨物未經海關核准，即行以整裝方式裝櫃者，集散站業者應對有關貨櫃過
磅，並將重量詳載於進倉證明，以供海關查核；駐站關員對於此類貨櫃應核對貨櫃標
誌、號碼及櫃數；驗貨關員認有將貨物全部檢出查驗之必要者，貨主應配合辦理，其
因此而延誤班期或增加之任何費用，應由貨主自行負責。出口貨物以併裝方式裝櫃者，
在海關放行前不得先行裝櫃。但集散站業者具有正當理由經事先申請並經海關核准者，
不在此限。
以海運方式辦理之進口轉運貨櫃及出口或轉口貨櫃，運輸業者應分別憑進口貨櫃
清單或出口貨櫃清單辦理裝卸船作業，並傳輸貨櫃動態裝卸船訊息至海關核可平臺，
關員不定時巡查或抽核。
第二十二條

以貨櫃裝運貨物進出口時，除未經簽發提單（裝貨單）之貨櫃於艙單申報外，貨

櫃本身及其所裝運之貨物均應依規定申報。
第二十四條

第九條第一項第七款、第十四條第五項、第十六條、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海關辦理

事項，得由經海關核准實施自主管理之集散站自行辦理。
第七條第十三款及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駐庫（站）關員簽證之文件及第九條第一
項第六款第一目、第八款、第十四條第二項、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關員監視之事項，
經海關核准實施自主管理之集散站得免辦理。
第七條第二款、第四款、第九款及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七款規定應由海關監
視事項，經海關核准自主管理之集散站，海關未派駐站關員監視者，免徵收特別監視費。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第十五條、第二十六條修正條文
第 十五 條

海運進口或轉運、轉口貨物之卸存貨棧，應由貨棧業者擷取運輸業者及承攬業者

以電子資料傳輸分送之進口艙單訊息及卸貨准單、特別准單訊息，憑以卸貨進倉；未
連線者應憑書面文件辦理。空運進口或轉運、轉口貨物之卸存貨棧，應由運輸業憑該
班機進口艙單，向海關申請卸貨進倉，並將進口艙單送卸存貨棧，憑以卸貨進倉。但
須卸存機場管制區以外地區之貨棧者，應由運輸業者或承攬業者檢具其與貨棧業者共
同簽章具結之空運貨物特別准單申請書，申請核發空運貨物特別准單。
空運進口或轉運貨物應於卸存航空貨物集散站之貨棧之翌日起三日內拆櫃、拆盤。
但軍政機關進口及無法拆櫃、拆盤進倉貨物經向海關申請核准者，不在此限。
貨棧業者點收進口、轉運或轉口貨物進倉無訛後，空運貨棧及快遞專區貨棧業者
應即以電腦發送進（轉）口貨物進倉訊息至海關或海關核可平臺；海運貨棧業者得於
海關核可平臺辦理登錄作業，替代傳輸進倉訊息。
專營或兼營轉口貨物之貨棧，進行轉口貨物之拆包、分批及加貼航空（郵）標籤
作業，應事先以書面向海關申請核准，並經關員監視，於轉口貨物專用倉間內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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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進海出之轉口貨物須於進口貨棧內之轉口倉庫、轉口倉間或其他經海關核准之
場所裝櫃者，應事先以書面向海關申請，經核准後，於關員監視下辦理裝櫃；裝櫃完
成後應即加封，並申辦移儲至港口貨櫃集散站轉口櫃專區或碼頭專區。但移儲於同一
區段碼頭內者，免填貨櫃（物）運送單。
經海關核准轉運之轉口貨物，除前項轉口貨物外，其須裝櫃、打盤者，海關得核
准直接運往儲存一般出口貨物之貨棧，在關員監視下辦理裝櫃、打盤作業。
第二十六條

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一條所稱經或並經駐棧關員簽章之規定及第十五條第四項至第

六項規定關員監視之事項，於實施自主管理之貨棧得免辦理。
第十五條第二項所稱逾期未拆櫃、拆盤應由海關監視事項，經核准實施自主管理，
未經海關派員監視者，免徵收特別監視費。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實施自主管理辦法第五條、
第六條修正條文
第 五 條

實施自主管理之業者，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已設置電腦及相關連線設備，並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依關務有關法令處理業
務。
二、制度完善，營運正常及管理良好；對貨櫃（物）之進儲、提領、存放位置、
異動及進出棧（倉）設有完整之電腦控管作業流程。但儲存大宗或種類單純
之裸裝貨物者，不在此限。
三、大門警衛室設有電腦並採連線控管貨物進出，且可提供海關線上查核。但保
稅工廠附設之自用保稅倉庫，不在此限。
四、大門及依法規應設置之集中查驗區域、貴重物品儲存專用倉間、未經公告准
許輸入大陸物品儲放專區內，須設置具備二十四小時連續錄影或動態偵測錄
影、供駐庫（稽核）關員線上監看等功能之監視系統。監視錄影檔案應存檔
三十日以上，以供海關查核。但設立於港口機場管制區內以儲存大宗或種類
單純裸裝貨物之業者，得經海關核准免設置。
五、業者無積欠已確定之稅額及罰鍰或提供相當擔保。
六、連續滿三年所存儲之貨櫃（物）無私運或嚴重失竊紀錄，且所屬員工無利用
職務之便從事走私違法行為者。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受三年期間之限
制：
(一) 新申請設立登記之自用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免稅商店或專供存儲免稅商
店銷售貨物之保稅倉庫。
(二) 港口機場管制區、加工出口區、農業科技園區或科學工業園區之倉儲業，
設置未滿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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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口貨棧、貨櫃集散站申請或經海關指定自主管理，除應具備前項各款規定之
條件外，並應設有獨立之警衛部門，負責執行貨櫃（物）進出站（倉）之查對、門禁
管制及櫃場（倉棧）巡邏；警衛人員需著制服，以資識別。但設立於港口機場管制區
內之進出口貨棧，不在此限。
第 六 條

進出口貨棧及貨櫃集散站自主管理事項包括下列各項：
一、進、出口及轉口共同作業項目：
(一) 巡視貨櫃集散站或進出口貨棧。
(二) 啟閉進出口貨棧門鎖。
(三) 檢查空貨櫃（含航空貨櫃）進站（棧）儲存。
(四) 檢查空貨櫃（含航空貨櫃）放行出站（棧）。
(五) 貨櫃（物）查驗、檢驗（疫）配合作業。
(六) 貨櫃（物）借道通行作業。
(七) 修復、更換實貨櫃作業。
(八) 進、出口及轉口貨物加做或更正標記、箱號。
(九) 進、出口及轉口貨物看樣、取樣與公證及必要之維護。
(十) 更正貨櫃標誌、號碼。
(十一) 報告違章、異常案件。
(十二) 查對、登記扣存或沒入貨物。
(十三) 編製貨櫃堆放動態表。
(十四) 登載存貨簿冊及製作存倉貨物日報表。
(十五) 海上走廊轉運貨櫃裝卸船作業。
(十六) 使用海關封條（含電子封條）加封、核銷作業。
(十七) 貨櫃動態電子資料傳輸之查核作業。
(十八) 其他經海關核發准單所指示及依關務法規有關規定應辦理事項。
二、進口作業項目：
(一) 進口貨櫃進站儲存。
(二) 進口貨櫃（物）運送單（兼出進站放行准單）及貨櫃清單處理作業。
(三) 點驗進口貨物進倉。
(四) 進口貨櫃（物）放行提領出站。
(五) 退運進口貨櫃（物）放行出站（櫃）。
(六) 加封保稅貨物放行出站（棧）。
(七) 進口貨櫃（物）移站（棧）轉儲。
(八) 進口貨櫃（物）轉運其他關區作業。
(九) 其他關區轉運進口貨櫃（物）進站（棧）。
(十) 簽證破損貨物報告。
(十一) 簽證短溢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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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進口貨物銷毀、破壞作業。
(十三) 進口食品加貼中文標示作業。
(十四) 查對、登記逾期貨物或聲明放棄貨物。
(十五) 查對存站（棧）已列拍賣清單貨物。
(十六) 核對扣押或逾期貨物放行通知單並簽章放行。
(十七) 機場管制區內進口貨物移倉。
三、出口作業項目：
(一) 出口貨櫃（物）進站（棧）儲存。
(二) 簽證出口貨物進倉申請書並督促傳輸進倉資料至海關。
(三) 簽證保稅貨櫃（物）退運出口進站（棧）。
(四) 簽證退運進口貨櫃（物）進站（棧）。
(五) 已放行出口貨物裝櫃打盤出倉。
(六) 加封已放行出口實貨櫃進站（棧）。
(七) 已放行出口實貨櫃加裝、分裝、改裝出口貨物。
(八) 合裝出口貨物先行裝櫃進站（棧）。
(九) 出口貨物重新包裝、加裝或打件進站（棧）。
(十) 列印放行貨櫃清單辦理出站（棧）。
(十一) 出口貨櫃放行出站作業。
(十二) 出口貨櫃（物）運送單（兼出進站放行准單）及貨櫃清單處理作業。
(十三) 查對出口退關貨物及註銷報關貨物。
(十四) 出口退關或註銷報關貨物提領站（棧）。
(十五) 「外銷國產貨櫃」進站並簽發進站證明書。
四、轉口作業項目：
(一) 轉口貨櫃進儲或轉儲。
(二) 轉口貨櫃加裝、分裝、改裝或轉口貨物加裝於出口貨櫃。
(三) 轉口貨櫃裝船出口。
(四) 境外航運中心貨櫃（物）進儲與裝船出口。
(五) 轉口貨物之進倉、出倉、打盤或裝櫃作業。
(六) 轉口貨物之拆包、分批或加貼航空（郵）標籤作業。
(七) 海空（空海）聯運轉口貨物打盤、裝櫃、變更貨物包裝及標記。
(八) 海空（空海）聯運或空運轉口貨以內陸運輸轉運方式轉運出口貨物轉口貨
物出倉、進倉、打盤、裝櫃作業。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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