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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635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8年10月2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3518 號

案由：本院委員張廖萬堅、何欣純、何志偉等 20 人，鑑於現行海關
查驗所需費用由民眾負擔造成權責不符且易生弊端、納稅義
務人所不服者為海關代徵稅捐其認定法規定不明確，以及為
強化對貨棧、貨櫃集散站業者之管理等議題，擬具「關稅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現行海關查驗所需費用由民眾負擔造成權責不符且易生弊端，有修正必要（修正條文第二
十三條）
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海關對於進口貨物得依職權施以查驗或免驗，查驗方式分
為儀器及人工兩種，儀器由政府採購；惟採人工查驗時，現行法卻要求民眾負擔，有失公
平，蓋無論以儀器查驗或人工查驗，均屬政府執行公權力應負擔之必要成本，不應轉嫁民
眾承擔。而且，查驗費用由民眾負擔會造成執行機構有權無責，易生弊端。此外，同品項
之進口貨物，卻因採儀器或人工查驗方式之機率不同，造成貨物成本不同，間接形成市場
的不公平競爭，綜上，由民眾負擔查驗費不僅不合理，又弊病叢生，實有修正必要。
又查，進口貨物除應繳本法之關稅以外，尚須繳納其他稅捐與服務費，例如貨物稅（
貨物稅條例第二十三條）、營業稅（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四十一條）、推廣貿易
服務費（貿易法第二十一條）、商港服務費（商港法第十二條），菸酒稅（菸酒稅法第十
二條）等等，是以各稅費主管機關應與代徵之關務署共同負擔稽徵所需之查驗費用。
二、若納稅義務人不服者為海關代徵之稅捐應由何者認定，目前法規定不明確，造成政府機關
相互推諉，民眾受害，實有修法明確其主責機關（修正條文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
由於稅捐稽徵法第三十五條之一、貨物稅條例第二十三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法第四十一條等規定，貨物稅與營業稅由海關於徵收關稅時代徵之，即該類租稅之核定、
通知、送達、徵收、行政救濟與執行等，皆由海關執行，此執行行為本質上應屬行政委託
（即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不相隸屬之行政機關執行），不應認為海關為貨物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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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營業稅之主管機關。
關於貨物稅、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之主管機關為賦稅署，並非海關，意即賦稅署
係主管貨物稅課徵客體之應稅貨物類目、稅率、稅額、免徵，以及營業稅之客體、稅率、
稅額及減免範圍等規定者，是以若納稅義務人對前述實體事項有爭執時，應由主管機關認
定，不宜由代徵機關為之。爰此，修正本法第四十五條與第四十六條，納稅義務人所不服
為海關代徵稅捐之客體認定、課稅類目、稅率、稅額、減徵及免徵等實體事項者，海關於
受理前項復查後應移請該貨物稅費主管機關核認，始符法制。
三、強化對貨棧、貨櫃集散站業者之管理（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八十六條、第八十六
條之一，及第九十七條）
現行經海關核准之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等業者可為自主管理，惟
實際上卻有管理鬆散、控管出包的情況，並屢遭檢調單位查獲大批走私槍械與毒品，可能
已經淪為政府掃毒的治安地雷，爰此為強化業者自主管理，新增要求業者應設置專責人員
辦理，並提高違法之罰鍰上限與增訂刑責，防堵走私與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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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三條 海關對於進口、
出口及轉口貨物，得依職權
或申請，施以查驗或免驗；
必要時並得提取貨樣，其提
取以在鑑定技術上所需之數
量為限。
前項查驗、取樣之方式
、時間、地點及免驗品目範

第二十三條 海關對於進口、
出口及轉口貨物，得依職權
或申請，施以查驗或免驗；
必要時並得提取貨樣，其提
取以在鑑定技術上所需之數
量為限。
前項查驗、取樣之方式
、時間、地點及免驗品目範

一、第一項、第二項未修正。
二、修正第三項，貨物查驗時
需之費用，由進出口貨物應
納稅捐與服務費內支應：

圍，由財政部定之。
第一項貨物查驗時，其
搬移、拆包或開箱、恢復原
狀等事項及所需費用，由進
口、出口及轉口貨物應納稅
捐與服務費內支應。

圍，由財政部定之。
第一項貨物查驗時，其
搬移、拆包或開箱、恢復原
狀等事項及所需費用，進出
口貨物統由納稅義務人或貨
物輸出人負擔；轉口貨物則
由負責申報之運輸業者或承
攬業者負擔。

器由政府採購；惟採人工
查驗時，現行法卻要求民
眾負擔，有失公平，蓋無
論以儀器查驗或人工查驗
，均屬政府執行公權力應
負擔之必要成本，不應轉
嫁民眾承擔。而且，查驗
費用由民眾負擔，會造成

1.本條第一項規定海關對於
進口貨物得依職權施以查
驗或免驗。施以查驗方式
分為儀器與人工兩種，儀

執行機構有權無責，易生
弊端。此外，同品項之進
口貨物，卻因採儀器或人
工查驗方式之機率不同，
造成貨物成本不同，間接
形成市場的不公平競爭，
以上狀況實有修正必要。
2.又查，進口貨物除應繳本
法之關稅以外，尚須繳納
其他稅捐與服務費：貨物
稅、營業稅、推廣貿易服
務費、商港服務費，菸酒
稅等等，均由海關代徵，
是以各稅費主管機關應與
代徵之關務署共同負擔稽
徵所需之查驗費用。
第二十六條一 依本法登記之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
庫、物流中心及其他經海關
指定之業者，其原由海關監
管之事項，海關得依職權或
申請，核准實施自主管理。

第九十七條 依本法登記之貨
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
、物流中心及其他經海關指
定之業者，其原由海關監管
之事項，海關得依職權或申
請，核准實施自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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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量海關核准業者實施自
管理屬貨物通關管理之一環
，宜於第二章「通關程序」
章規範，爰將現行條文第九
十七條有關自主管理之規定
移列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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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海關核准實施自主管理之

海關對實施自主管理之

二、第一項、第二項由現行條

業者，應置專責人員辦理自
主管理事項。
海關對實施自主管理之
業者，得定期或不定期稽核

業者，得定期或不定期稽核
。
第一項自主管理之事項
、範圍、應備條件及其他應

文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
項移列。其中第一項增訂自
主管理業者應置專責人員之
規定，第二項內容未修正。

。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
定之。

三、第三項由現行條文第九十
七條第三項移列，又為符合
授權明確性原則，爰增訂「
業者應具備之條件、核准、

第一項自主管理事項範
圍、業者應具備之條件、核
准、廢止核准、自主管理事
項之辦理、專責人員人數、
應具備之資格、任務、監督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財政部定之。

廢止核准、自主管理事項之
辦理、專責人員人數、應具
備之資格、任務、監督」之
授權事項。

第四十五條 納稅義務人如不
服海關對其進口貨物核定之
稅則號別、完稅價格或應補
繳稅款或特別關稅者，得於
收到稅款繳納證之翌日起三
十日內，依規定格式，以書

第四十五條 納稅義務人如不
服海關對其進口貨物核定之
稅則號別、完稅價格或應補
繳稅款或特別關稅者，得於
收到稅款繳納證之翌日起三
十日內，依規定格式，以書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新增第二項，納稅義務人
所不服為海關代徵之稅捐者
，應移請該稅捐主管機關作
實質認定：由於稅捐稽徵法
第三十五條之一、貨物稅條

面向海關申請復查，並得於
繳納全部稅款或提供相當擔
保後，提領貨物。
納稅義務人所不服為海
關代徵稅捐之客體認定、課
稅類目、稅率、稅額、減徵
及免徵等實體事項者，海關
於受理前項復查後應移請該
貨物稅捐主管機關核認。

面向海關申請復查，並得於
繳納全部稅款或提供相當擔
保後，提領貨物。

例第二十三條、加值型及非
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四十一條
等規定，貨物稅與營業稅由
海關於徵收關稅時代徵之，
即該類租稅之核定、通知、
送達、徵收、行政救濟與執
行等，皆由海關執行，此執
行行為本質上應屬行政委託
（即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
分，委託不相隸屬之行政機
關執行），不應認為海關為
貨物稅或營業稅之主管機關
。關於貨物稅、加值型及非
加值型營業稅之主管機關為
賦稅署，意即賦稅署係主管
貨物稅課徵客體之應稅貨物
類目、稅率、稅額、免徵，
以及營業稅之客體、稅率、
稅額及減免範圍等規定者，
是以若納稅義務人對前述實
體事項有爭執時，應由主管
機關認定，不宜由代徵機關
為之。爰此，新增本條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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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納稅義務人所不服為海
關代徵稅捐之客體認定、課
稅類目、稅率、稅額、減徵
及免徵等實體事項者，海關
於受理前項復查後應移請該
貨物稅費主管機關核認，始
符法制。
第四十六條 海關對復查之申
請，應於收到申請書之翌日
起二個月內為復查決定，並
作成決定書，通知納稅義務

第四十六條 海關對復查之申
請，應於收到申請書之翌日
起二個月內為復查決定，並
作成決定書，通知納稅義務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新增第二項，海關復查之
決定期間，應配合第四十五
條新增第二項規定，應扣除

人；必要時，得予延長，並
通知納稅義務人。延長以一
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二個月
。
前項復查決定之期間計
算，應扣除第四十五條第二
項之核認期間。
復查決定書之正本，應

人；必要時，得予延長，並
通知納稅義務人。延長以一
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二個月
。
復查決定書之正本，應
於決定之翌日起十五日內送
達納稅義務人。

海關移請該貨物稅捐主管機
關核認之期間。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為修
正條文第三項，內容未修正
。

第八十六條 貨棧或貨櫃集散
站業者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二
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變更登記
、證照之申請、換發、貨櫃
及貨物之存放、移動、通關
或管理之規定者，海關得予
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
幣六千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

第八十六條 貨棧或貨櫃集散
站業者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二
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變更登記
、證照之申請、換發、貨櫃
及貨物之存放、移動、通關
或管理之規定者，海關得予
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
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提高違反相關規定之罰鍰額度
上限，理由如下：

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
三次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
節重大者，得停止六個月以
下進儲貨櫃及貨物或廢止其
登記。

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
次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
重大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
進儲貨櫃及貨物或廢止其登
記。

，易生國際貿易糾紛，故實
務上甚少運用。

於決定之翌日起十五日內送
達納稅義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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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現行規定違規情節重大者
，海關雖得裁罰貨棧或貨櫃
集散站業者停止六個月以下
進儲貨櫃及貨物或廢止其登
記，惟該等處分亦連帶影響
其他合法之供應鏈業者營運

2.貨棧及貨櫃集散站存儲未經
海關放行貨物，就貨物之移
動安全而言，相較其他國際
貿易之供應鏈業者，擔負關
鍵且重要角色。為強化貨物
移動安全，防杜調包走私衍
生之嚴重後果，維護國內治
安及國人安全，爰提高該等
業者違反相關規定之罰鍰額
度上限，俾裁量時有充分彈
性，以達警惕及矯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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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業者自主提升貨棧及貨
櫃集散站管理強度，善盡管
理責任。
第八十六條之一 經海關核准
實施自主管理之業者違反第
二十六條之一第三項所定辦
法中有關自主管理事項之辦

一、本條新增。
二、經海關核准實施自主管理
之業者未依現行貨棧貨櫃集
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

理、專責人員人數、應具備
之資格、監督之規定者，海
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
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

關指定業者實施自主管理辦
法之規定辦理者，該辦法第
十二條雖規定，海關得通知
其限期改正或廢止其自主管

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或違
規情節重大者，得停止六個
月以下部分或全部自主管理
事項，或廢止其自主管理之
核准。

理，惟無法因應多樣化之違
規情節。為強化對業者之管
理手段，以求對違規業者施
以精確適當之處罰，爰增訂
業者未依規定辦理自主管理
相關事項之處罰規定。

第九十七條 （刪除）

第九十七條 依本法登記之貨
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
、物流中心及其他經海關指
定之業者，其原由海關監管
之事項，海關得依職權或申
請，核准實施自主管理。
海關對實施自主管理之
業者，得定期或不定期稽核
。
第一項自主管理之事項
、範圍、應備條件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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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條刪除。
二、現行條文內容移列至修正
條文第二十六條之一規範，
爰予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