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第 9 屆第 5 會期第 7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收文編號：1060010394
議案編號：1061212070300700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944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7年4月4日印發

政府提案第 16092 號之 2

案由：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關稅法第十七條
、第八十四條及第九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12 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 1062101739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關稅法第十七條、第八十四條及第九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業經審查完竣，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

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 106 年 10 月 3 日台立議字第 1060702300 號函。
二、本會於 106 年 12 月 7 日舉行第 9 屆第 4 會期第 18 次全體委員會議，對旨揭修正案進行審
查，業經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郭召集委員正亮
補充說明。
三、檢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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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請審議「關稅法第十七條、第八十四條及第九十六條條
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壹、行政院函請審議「關稅法第十七條、第八十四條及第九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係經本院第 9
屆第 4 會期第 1 次會議（106.9.22）報告後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本會爰於 106 年 12
月 7 日舉行第 9 屆第 4 會期第 18 次全體委員會議，由郭召集委員正亮擔任主席，對本案進行
審查；會中請財政部許部長虞哲列席說明並答復委員質詢外，亦邀請經濟部、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衛生福利部及法務部派員列席備詢。
貳、財政部許部長虞哲說明
一、修法背景
因應業者建言及參酌京都公約規範，將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申請更正報單免罰
規定回歸海關緝私條例，增訂報關業者於海關查獲前申請更正報單免予處罰規定，並縮
短海關責令退運、沒入保證金或追繳貨價處分期間為 1 年，維護人民權益。
二、修正重點
(一)刪除進、出口人申報錯誤更正免罰規定，回歸海關緝私條例規範
為使關稅法及海關緝私條例之免罰規定分立，以期達成各自規範目的，爰刪除
第 17 條第 6 項及第 7 項規定，並將進、出口人申報錯誤更正免罰規定，移列至海關
緝私條例規範。
(二)增訂報關業者申請更正報單免罰規定
依京都公約總附約第 3 章準則 3．27 指南揭示原則，報單錯誤事項於一定時點
前申請更正，無裁罰必要，爰增訂第 84 條第 2 項規定，明定報關業者於海關發現不
符、接獲走私密報、通知實施事後稽核前，主動依法代理進、出口人申請更正報單
者得予免罰。
(三)縮短海關責令退運、沒入保證金或追繳貨價處分期間
為避免對人民信賴利益及法律安定性造成過度侵害，修正第 96 條第 4 項規定，
就已放行並進入國內之不得進口貨物，海關責令退運、沒入保證金或追繳貨價處分
期間，由 5 年縮短為 1 年。
三、預期效益
如順利完成立法程序，將可鼓勵報關業者主動申請更正報單，減少海關查核成本。
縮短責令退運、沒入保證金或追繳貨價處分期間為 1 年可儘速確定法律效力，提升法安
定性及人民信賴。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主管機關首長說明並進行詢答後，旋即進行協商，經充分討論後完成審查，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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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結果如下：
第十七條、第八十四條及第九十六條條文，均照案通過。
肆、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伍、院會討論本案時，由郭召集委員正亮補充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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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進口報關時，應填送
貨物進口報單，並檢附發票、
裝箱單及其他進口必須具備之
有關文件。
出口報關時，應填送貨物
出口報單，並檢附裝貨單或託
運單、裝箱單及依規定必須繳
驗之輸出許可證及其他有關文
件。
前二項之裝箱單及其他依
規定必須繳驗之輸出入許可證
及其他有關文件，得於海關放
行前補附之。
前項文件如於海關通知之
翌日起算二個月內未補送者，
該進出口貨物除涉及違法情事

第十七條 進口報關時，應填送
貨物進口報單，並檢附發票、
裝箱單及其他進口必須具備之
有關文件。
出口報關時，應填送貨物
出口報單，並檢附裝貨單或託
運單、裝箱單及依規定必須繳
驗之輸出許可證及其他有關文
件。
前二項之裝箱單及其他依
規定必須繳驗之輸出入許可證
及其他有關文件，得於海關放
行前補附之。
前項文件如於海關通知之
翌日起算二個月內未補送者，
該進出口貨物除涉及違法情事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至第五項未修正。
二、現行第六項及第七項規範納
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因申報
錯誤，違反本法或海關緝私條
例之案件，如主動申請更正報
單免予處罰，置於「第二章、
通關程序」，體例上未臻妥適
。又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
違反本法應受處罰者，僅第七
十五條規定妨礙查價、第七十
六條規定未依第五十五條補繳
關稅及第九十二條規定辦理外
銷品沖退稅廠商之處罰，並未
包括申報錯誤應受處罰之情形
。為符體例，使本法及海關緝

該進出口貨物除涉及違法情事
，應依相關規定辦理外，應責
令限期辦理退運出口或退關領
回；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

，應依相關規定辦理外，應責
令限期辦理退運出口或退關領
回；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
以書面聲明放棄或未依限辦理

，應依相關規定辦理外，應責
令限期辦理退運出口或退關領
回；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
以書面聲明放棄或未依限辦理

私條例之免罰規定分立，以期
達成各自規範目的，爰刪除現
行第六項及第七項規定，並將
申報錯誤違反海關緝私條例免

以書面聲明放棄或未依限辦理
退運出口或退關領回者，依據
或準用第九十六條規定辦理。

退運出口或退關領回者，依據
或準用第九十六條規定辦理。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報單，

退運出口或退關領回者，依據
或準用第九十六條規定辦理。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報單，

罰規定，移列至該條例規範。
三、第八項移列為第六項，並酌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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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通過）
第十七條 進口報關時，應填送
貨物進口報單，並檢附發票、
裝箱單及其他進口必須具備之
有關文件。
出口報關時，應填送貨物
出口報單，並檢附裝貨單或託
運單、裝箱單及依規定必須繳
驗之輸出許可證及其他有關文
件。
前二項之裝箱單及其他依
規定必須繳驗之輸出入許可證
及其他有關文件，得於海關放
行前補附之。
前項文件如於海關通知之
翌日起算二個月內未補送者，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報單，
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得檢
附證明文件向海關申請更正。

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得檢
附證明文件向海關申請更正。
前項得申請更正之項目、

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得檢
附證明文件向海關申請更正。
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

前項得申請更正之項目、
期限、審核之依據、應檢附之
證明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期限、審核之依據、應檢附之
證明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於貨物放行前因申報錯誤申請
更正報單，如其錯誤事項涉及
違反本法或海關緝私條例之規
定，而其申請更正時尚未經海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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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核定應驗貨物、發現不符或
接獲走私密報者，免依本法或
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處罰。
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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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貨物放行後因申報錯誤申請
更正報單，如其錯誤事項涉及
違反本法或海關緝私條例之規
定，而其申請更正時尚未經海
關發現不符、接獲走私密報或
通知事後稽核者，免依本法或
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處罰。
前三項得申請更正之項目
、期限、審核之依據、應檢附
之證明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照案通過）
第八十四條 報關業者違反第二
十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

第八十四條 報關業者違反第二
十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
變更登記、證照申請、換發或

第八十四條 報關業者違反第二
十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
變更登記、證照申請、換發或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現行第十七條第六項及第七

變更登記、證照申請、換發或
辦理報關業務之規定者，海關
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

辦理報關業務之規定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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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報關業務之規定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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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規定申請更正報單免罰之主
體為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
，實務上對報關業者報單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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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停止六個月以下之報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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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停止六個月以下之報關

錯誤所涉關務違章案件，無法
適用該條項免罰。惟參照京都
公約總附約第三章準則三．二

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之報關
業務或廢止報關業務證照。
報關業者因報單申報錯誤
而有前項情事者，於海關發現

業務或廢止報關業務證照。
報關業者因報單申報錯誤
而有前項情事者，於海關發現
不符、接獲走私密報、通知實

業務或廢止報關業務證照。
專責報關人員違反第二十
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專
責報關人員職責之規定者，海

七指南揭示原則，報單錯誤事
項於一定時點前經申請更正，
無裁罰必要性。為符合公平、
合理原則，並基於報關業者申

不符、接獲走私密報、通知實
施事後稽核前，主動依第十七
條第五項規定及第六項所定辦
法代理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

施事後稽核前，主動依第十七
條第五項規定及第六項所定辦
法代理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
人申請更正報單，並經海關准

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
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
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六

報報單係代理納稅義務人或貨
物輸出人為之之法律關係，爰
增訂第二項規定，於海關發現
不符、接獲走私密報、通知實

人申請更正報單，並經海關准
予更正，免依前項規定處罰。
專責報關人員違反第二十
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專

予更正，免依前項規定處罰。
專責報關人員違反第二十
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專
責報關人員職責之規定者，海

個月以下之報關審核簽證業務
或廢止其登記。

施事後稽核前，報關業者主動
依法代理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
出人向海關申請更正報單者，
得予免罰，俾資明確。

責報關人員職責之規定者，海
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
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
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六
個月以下之報關審核簽證業務
或廢止其登記。

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
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
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六
個月以下之報關審核簽證業務
或廢止其登記。

（照案通過）
第九十六條 不得進口之貨物，
海關應責令納稅義務人限期辦

第九十六條 不得進口之貨物，
海關應責令納稅義務人限期辦
理退運；如納稅義務人以書面

第九十六條 不得進口之貨物，
海關應責令納稅義務人限期辦
理退運；如納稅義務人以書面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正。
二、現行第一項及第三項所定「

理退運；如納稅義務人以書面
聲明放棄或未依限辦理退運，
海關得將其貨物變賣，所得價

聲明放棄或未依限辦理退運，
海關得將其貨物變賣，所得價
款，於扣除應納關稅及必要費

聲明放棄或未依限辦理退運，
海關得將其貨物變賣，所得價
款，於扣除應納關稅及必要費

責令限期退運」、「沒入保證
金」或「追繳貨價」，雖經法
務部函示似不具裁罰性，非屬

三、現行第二項移列為第三項，
內容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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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
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重大

用後，如有餘款，應繳歸國庫
。
依前項及第七十三條第二

用後，如有餘款，應繳歸國庫
。
依前項及第七十三條第二

行政罰（法務部九十六年四月
十二日法律字第○九六○七○
○三○一號函參照），惟「沒

依前項及第七十三條第二
項、第七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處
理之貨物，無法變賣而需銷毀
時，應通知納稅義務人限期在

項、第七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處
理之貨物，無法變賣而需銷毀
時，應通知納稅義務人限期在
海關監視下自行銷毀；屆期未

項、第七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處
理之貨物，無法變賣而需銷毀
時，應通知納稅義務人限期在
海關監視下自行銷毀；屆期未

入保證金」或「追繳貨價」之
處分，實際已造成剝奪人民財
產權之效果，而依現行第四項
規定，海關對已放行並進入國

海關監視下自行銷毀；屆期未
銷毀者，由海關逕予銷毀，其
有關費用，由納稅義務人負擔
，並限期繳付海關。

銷毀者，由海關逕予銷毀，其
有關費用，由納稅義務人負擔
，並限期繳付海關。
已繳納保證金或徵稅放行

銷毀者，由海關逕予銷毀，其
有關費用，由納稅義務人負擔
，並限期繳付海關。
已繳納保證金或徵稅放行

內之不得進口貨物，自放行之
翌日起五年內均得為上開處分
，致屢生違反信賴保護及法律
安定性之質疑；又依實務運作

已繳納保證金或徵稅放行
之貨物，經海關查明屬第一項
應責令限期辦理退運，而納稅
義務人未依限辦理者，海關得

之貨物，經海關查明屬第一項
應責令限期辦理退運，而納稅
義務人未依限辦理者，海關得
沒入其保證金或追繳其貨價。

之貨物，經海關查明屬第一項
應責令限期辦理退運，而納稅
義務人未依限辦理者，海關得
沒入其保證金或追繳其貨價。

情形，進口貨物放行後超過一
年，多已銷售或消費完畢，亦
難達成要求辦理退運之行政目
的，爰將第四項有關責令退運

沒入其保證金或追繳其貨價。
第一項海關責令限期辦理
退運及前項沒入保證金或追繳
貨價之處分，應自貨物放行之
翌日起算一年內為之。

第一項海關責令限期辦理
退運及前項沒入保證金或追繳
貨價之處分，應自貨物放行之
翌日起算一年內為之。

第一項海關責令限期辦理
退運及前項沒入保證金或追繳
貨價之處分，應自貨物放行之
翌日起算五年內為之。

、沒入保證金或追繳貨價之處
分期限由五年修正為一年。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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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於扣除應納關稅及必要費
用後，如有餘款，應繳歸國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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