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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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0月14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5239 號

案由：本院委員賴士葆等 20 人，針對現行規定海關對於違規情事，
得予「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一定金額之罰鍰」；並得按
次處罰。亦即，海關得就二者擇一行使，若非警告並限期改
正，則為處罰鍰，並得按次處罰。惟本法相關條文既係規範
有限期改正之相關規定，且業者違規態樣眾多，爰參照相關
法律規定之用語作為修正依據，以為彈性。有鑑於此，爰修
訂「關稅法」第八十一條、第八十二條、第八十三條、第八
十三條之一、第八十四條、第八十五條、第八十七條、第八
十八條、第八十九條、第九十條、第九十一條，明定限期改
正之規範，以及海關裁量權之行使，以杜爭議。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現行規定海關對於違規情事，得予「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一定金額之罰鍰」；並得按
次處罰。亦即，海關得就二者擇一行使，若非警告並限期改正，則為處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惟本法相關條文既係規範有限期改正之相關規定，爰參照相關法律規定之用語，例如
：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三十九條規定：「自由港區事業違反第十八條第二項或第
三項規定者，得由海關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
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處罰……。」或同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自由港區事業
存儲之貨物，未依第三十條規定辦理或經查核無故短少者，除應負責補繳短少貨物之有關
稅捐外，得由海關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處罰；……。」或平均地權條例第八十一條之二第一項規定：「違
反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未共同申報登錄資訊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命其限
期申報登錄資訊；屆期未申報登錄資訊，買賣案件已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者，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或地政士法
委 311

立法院第 10 屆第 2 會期第 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第五十一條之一規定：「地政士違反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應按次處罰。」等，作為修正該等條文
內容之依據；又鑑於業者違規態樣眾多，非所有違規態樣皆有改正之可能，爰修正文字為
「……並『得』命其限期改正……」，以為彈性。
二、現行規定「得」停止六個月以下之連線報關，即授予海關裁量權是否作出停止處分；惟海
關在為停止處分前，既已充分給予義務人警告並限期改正，且須經三次仍未改正者，顯然
已窮盡裁量之一切手段，而須進入第二階段，故此時所為之停止處分係不得已之最後手段
，自無再作裁量之必要，否則，所謂的處罰三次仍未改正者之要件，將不具任何實益，即
此時的停止處分應屬「羈束處分」，該「得」字應修正為「應」字，始能有效遂行行政目
的。至於停止期間之長短，只要在六個月以下者，仍屬海關裁量權之行使，所以海關仍可
依個案情節輕重，作不同處理。
三、或有謂法律有「主管機關得……」，另一種意義係職權之賦予，而非單純行政裁量權之授
予，然為免誤解，是宜將「得」字修正為「應」字，以杜爭議。

提案人：賴士葆
連署人：徐志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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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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十一條 經營報關、運輸
、承攬、倉儲、貨櫃集散站
及其他與通關有關業務之業
者，違反第十條第三項所定

第八十一條 經營報關、運輸
、承攬、倉儲、貨櫃集散站
及其他與通關有關業務之業
者，違反第十條第三項所定

一、現行規定海關對於違規情
事，得予「警告並限期改正
」或「處一定金額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亦即，海

辦法中有關辦理電腦連線或
電子資料傳輸通關資料之登
記、管理或通關程序之規定
者，海關得予以警告或處新

辦法中有關辦理電腦連線或
電子資料傳輸通關資料之登
記、管理或通關程序之規定
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

關得就二者擇一行使，若非
警告並限期改正，則為處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惟條文
既係規範有限期改正之相關

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命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
，應停止六個月以下之連線
報關。

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
正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之
連線報關。

規定，爰參照相關法律規定
之用語，例如：自由貿易港
區設置管理條例第三十九條
規定：「自由港區事業違反
第十八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
定者，得由海關予以警告或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
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
處罰……。」或同法第四十
二條第一項規定：「自由港
區事業存儲之貨物，未依第
三十條規定辦理或經查核無
故短少者，除應負責補繳短
少貨物之有關稅捐外，得由
海關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
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或平均地權條例第八十
一條之二第一項規定：「違
反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未共同申報登錄資訊者，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命其限期申報登錄資訊；屆
期未申報登錄資訊，買賣案
件已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
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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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或地政士法第五十
一條之一規定：「地政士違
反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
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
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應按
次處罰。」等，作為修正該
等條文內容之依據；又鑑於
業者違規態樣眾多，非所有
違規態樣皆有改正之可能，
爰修正文字為「……並『得
』命其限期改正……」，以
為彈性。
二、現行規定「得」停止六個
月以下之連線報關，即授予
海關裁量權是否作出停止處
分；惟海關在為停止處分前
，既已充分給予義務人警告
並限期改正，且須經三次仍
未改正者，顯然已窮盡裁量
之一切手段，而須進入第二
階段，故此時所為之停止處
分係不得已之最後手段，自
無再作裁量之必要，否則，
所謂的處罰三次仍未改正者
之要件，將不具任何實益，
即此時的停止處分應屬「羈
束處分」，該「得」字應修
正為「應」字，始能有效遂
行行政目的。至於停止期間
之長短，只要在六個月以下
者，仍屬海關裁量權之行使
，所以海關仍可依個案情節
輕重，作不同處理。
三、或有謂法律有「主管機關
得……」，另一種意義係職
權之賦予，而非單純行政裁
量權之授予，然為免誤解，
是宜將「得」字修正為「應
」字，以杜爭議。
第八十二條 經營與海關電腦
連線或電子資料傳輸通關資

第八十二條 經營與海關電腦
連線或電子資料傳輸通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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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業務之通關網路業者，違

料業務之通關網路業者，違

反第十條第五項所定辦法中
有關營運項目、收費基準、
營業時間或管理之規定者，
財政部得予以警告或處新臺

反第十條第五項所定辦法中
有關營運項目、收費基準、
營業時間或管理之規定者，
財政部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

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命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處罰三次仍未改正者，應

正或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處罰三次仍未改正者
，得停止六個月以下傳輸通

停止六個月以下傳輸通關資
料業務或廢止其許可。

關資料業務或廢止其許可。

第八十三條 載運客貨運輸工
具負責人或運輸工具所屬運
輸業者，違反第二十條第三
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辦理進出
口通關、執行運輸業務、通
關事項管理、變更登記、證
照之申請或換發之規定者，
海關得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
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命其限期改正；屆期
不改正者，得按次處罰；處
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應

第八十三條 載運客貨運輸工
具負責人或運輸工具所屬運
輸業者，違反第二十條第三
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辦理進出
口通關、執行運輸業務、通
關事項管理、變更登記、證
照之申請或換發之規定者，
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
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
，得停止報關。

同第八十一條修正說明。

第八十三條之一 承攬業者違
反第二十條之一第二項所定
辦法中有關申報內容、程序
、變更登記、證照之申請、
換發或通關事項管理之規定
者，海關得予以警告或處新
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命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
，應停止申報貨物艙單及辦
理轉運、轉口業務。

第八十三條之一 承攬業者違
反第二十條之一第二項所定
辦法中有關申報內容、程序
、變更登記、證照之申請、
換發或通關事項管理之規定
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
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
正者，得停止申報貨物艙單
及辦理轉運、轉口業務。

同第八十一條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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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發或辦理報關業務之規定
者，海關得予以警告或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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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發或辦理報關業務之規定
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

同第八十一條修正說明。

停止報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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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

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

罰鍰，並得命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或
違規情節重大者，應停止六

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
正或違規情節重大者，得停
止六個月以下之報關業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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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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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不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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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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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或貨物輸出人申請更正報

人或貨物輸出人申請更正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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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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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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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得予以警告或處新
臺幣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關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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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鍰，並得命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
，應停止六個月以下之報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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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簽證業務或廢止其登記
。
第八十五條 保稅運貨工具所
有人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二項
所定辦法中有關變更登記、
證照之申請、換發或保稅運
貨工具使用管理之規定者，
海關得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
三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命其限期改正；屆期
不改正者，得按次處罰；處
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應
停止六個月以下裝運貨物或
廢止其登記。

第八十五條 保稅運貨工具所
有人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二項
所定辦法中有關變更登記、
證照之申請、換發或保稅運
貨工具使用管理之規定者，
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
或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
，得停止六個月以下裝運貨
物或廢止其登記。

同第八十一條修正說明。

第八十七條 經營快遞業務之
業者辦理快遞貨物通關，違
反第二十七條第二項所定辦

第八十七條 經營快遞業務之
業者辦理快遞貨物通關，違
反第二十七條第二項所定辦

同第八十一條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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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有關業者資格、貨物態

法中有關業者資格、貨物態

樣、貨物識別、貨物申報、
理貨或通關程序之規定者，
海關得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
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樣、貨物識別、貨物申報、
理貨或通關程序之規定者，
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
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

，並得命其限期改正；屆期
不改正者，得按次處罰；處
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應
停止六個月以下快遞貨物通

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
，得停止六個月以下快遞貨
物通關之業務。

關之業務。
第八十八條

保稅倉庫業者違

第八十八條

保稅倉庫業者違

同第八十一條修正說明。

反第五十八條第四項所定辦
法中有關變更登記、證照之
申請、換發、保稅倉庫之設
備建置、貨物之存儲或管理
之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告
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命其限期
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得按
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
改正者，應停止六個月以下
進儲保稅貨物、按月彙報或
廢止其登記。

反第五十八條第四項所定辦
法中有關變更登記、證照之
申請、換發、保稅倉庫之設
備建置、貨物之存儲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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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進儲保稅貨物、按月彙
報或廢止其登記。

第八十九條 保稅工廠業者違
反第五十九條第四項所定辦
法中有關變更登記、證照之
申請、換發、保稅工廠之設
備建置、保稅物品之加工、
管理、通關或產品內銷應辦
補稅程序之規定者，海關得
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六千元
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命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
者，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
仍未完成改正者，應停止六
個月以下保稅工廠業務之一
部或全部、按月彙報或廢止
其登記。

第八十九條 保稅工廠業者違
反第五十九條第四項所定辦
法中有關變更登記、證照之
申請、換發、保稅工廠之設
備建置、保稅物品之加工、
管理、通關或產品內銷應辦
補稅程序之規定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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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六個月以下保稅工廠業務
之一部或全部、按月彙報或
廢止其登記。

同第八十一條修正說明。

第九十條 物流中心業者違反
第六十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中
有關變更登記、證照之申請

第九十條 物流中心業者違反
第六十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中
有關變更登記、證照之申請

同第八十一條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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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發、貨物之管理或通關

、換發、貨物之管理或通關

之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告
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命其限期
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得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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鍰；並
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

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
改正者，應停止六個月以下
貨物進儲、按月彙報或廢止
其登記。

完成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
以下貨物進儲、按月彙報或
廢止其登記。

第九十一條 免稅商店業者違
反第六十一條第四項所定辦

第九十一條 免稅商店業者違
反第六十一條第四項所定辦

法中有關變更登記、證照之
申請、換發、貨物之管理、
通關或銷售之規定者，海關
得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六千
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命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得按次處罰；處罰三
次仍未完成改正者，應停止
六個月以下免稅商店業務之
經營或廢止其登記。

法中有關變更登記、證照之
申請、換發、貨物之管理、
通關或銷售之規定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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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六個月以下免稅商店業
務之經營或廢止其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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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第八十一條修正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