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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534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4月7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212 號

案由：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有鑑於世界先進國家如美國、歐盟等，
於其國內貿易法規，或渠等所簽訂之區域貿易協定或組建之
區域經濟組織中，均將勞動人權保障納入規範之中，有以專
章規範者，亦有勞動條款規範者。我國基於衡平原則及因應
國際情勢要求，並為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預為準備，有於貿易法規中加入勞動人權條款之必要
。爰擬具「貿易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之二及第二十八條」
條文修正草案，於國際貿易活動落實勞動人權之保障。是否
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陳椒華 王婉諭 邱顯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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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之二及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十一條 貨品應准許自由輸
出入。但因國際條約、貿易
協定或基於國防、治安、文
化、衛生、環境與生態保護
、基本人權或政策需要，得
予限制。
前項限制輸出入之貨品
名稱及輸出入有關規定，由
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後公
告之。

現

行

條

文

第十一條 貨品應准許自由輸
出入。但因國際條約、貿易
協定或基於國防、治安、文
化、衛生、環境與生態保護
或政策需要，得予限制。
前項限制輸出入之貨品
名稱及輸出入有關規定，由
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後公
告之。

說

明

一、按我國於 2009 年簽署批
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
國際公約》（簡稱《兩公約
》），並通過《公民與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
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
簡稱《兩公約施行法》），
於進行國際貿易活動時，本
應遵從《兩公約》，對違反
基本人權保障之貨品，限制
其輸出入。再者，於全球化
過程中，國際貿易快速發展
，因貿易自由化、市場彈性
化及生產自動化所衍生的基
本人權中勞動人權的保障問
題，為世界先進國家所重視
。是以於簽訂區域貿易協定
或組建區域經濟組織時，納
入勞動條款或專章規定進行
保護，成為締約國之共識。
而我國近年致力加入的「跨
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
以下簡稱 CPTPP ），其中
亦定有勞工專章及保障條款
。基此，爰修正本條第一項
規定，將基本人權列為得限
制貨品輸出入之事由。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十三條之二 為確保勞動人
權，履行國際勞動基準，因
任何形式之強迫或強制勞動
或人口販運情事所生產之原
物料、該原物料產製之貨品
，不得輸出入。

一、本條新增。
二、按世界先進國家於簽訂區
域貿易協定或組建區域經濟
組織時，致力將勞動人權保
障納入條款規定之中。為符
合我國已簽訂之貿易協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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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原物料、貨品不得
經由我國通商口岸過境、轉
口或進儲保稅倉庫、物流中
心及自由貿易港區。
前二項原物料、貨品之

預備加入之 CPTPP 之基本
要求，爰參酌國際勞動組織
（ILO）相關規範及 CPTPP
第 19.6 條有關強迫或強制
勞動規範之文字，於第一項

種類及地區，由主管機關公
告，並刊登政府公報及主管
機關所屬網站，免費供民眾
閱覽。

明定對違反勞動人權所為之
任何形式的強迫或強制勞動
或人口販運情事所生產之原
物料、該原物料產製之貨品

出進口廠商輸出入非屬
前項公告種類及地區之原物
料、貨品者，應提出非屬第
一項不得輸出入者之證明文

，列為禁止輸入對象。
三、為防杜任何形式的強迫或
強制勞動或人口販運情事所
生產之原物料、該原物料產

件據實申報。
違反第一項或第二項規
定之原物料、貨品，主管機
關得予扣留，並依本法或相

製之貨品，經由我國違規轉
運至其他國家，爰參酌本法
第十三條第二項及其他國家
立法例，增訂第二項。

關法律裁處沒入。
前項之扣留及沒入，主
管機關得委託海關執行之。

四、第一項規定之原物料或貨
品之種類及地區，授權由主
管機關公告之，因事涉人民
權利之限制，爰增訂第三項
。
五、為防杜出進口廠商規避第
三項公告禁止輸出入之原物
料、貨品之種類及地區限制
，爰增訂第四項規定，明文
要求出進口廠商應提出非屬
第一項不得輸出入原物料、
貨品之證明文件據實申報。
六、違反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之原物料或貨品，經主管機
關扣留後應依法予沒入，爰
增訂第五項及第六項之規定
。

第二十八條 出進口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經濟部國際貿
易局得予以警告、處新臺幣
六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
鍰或停止其一個月以上一年
以下輸出、輸入或輸出入貨
品：
一、違反第五條規定，與禁

第二十八條 出進口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經濟部國際貿
易局得予以警告、處新臺幣
六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
鍰或停止其一個月以上一年
以下輸出、輸入或輸出入貨
品：
一、違反第五條規定，與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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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二、配合本法新增第十三條之
二，違反任何形式的強迫或
強制勞動或人口販運情事所
生產之原物料、該原物料產
製之貨品之輸出入限制者，
應予以加嚴處罰，並沒入之
。且因涉及基本人權之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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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或管制國家或地區為貿

止或管制國家或地區為貿

，應對情節重大者，賦予加

易行為。
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
之暫停貨品輸出入行為或
其他必要措施。

易行為。
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
之暫停貨品輸出入行為或
其他必要措施。

重處罰之效果，以資保障。
爰於本條增列第三項罰則規
定，其後項次配合依序調整
。

三、違反第十一條第二項限
制輸出入貨品之規定。
四、違反第十三條之一第一
項規定，未經許可輸出或

三、違反第十一條第二項限
制輸出入貨品之規定。
四、違反第十三條之一第一
項規定，未經許可輸出或

未經取得出口國之許可文
件輸入。
五、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規
定，未依輸出入許可證內

未經取得出口國之許可文
件輸入。
五、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規
定，未依輸出入許可證內

容辦理輸出入。
六、有第十七條各款所定禁
止行為之一。
七、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

容辦理輸出入。
六、有第十七條各款所定禁
止行為之一。
七、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

拒絕提供文件、資料或檢
查。
八、違反第二十五條規定，
妨礙商業利益。

拒絕提供文件、資料或檢
查。
八、違反第二十五條規定，
妨礙商業利益。

有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
規定情形之一，其情節重大
者，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除得
依前項規定處罰外，並得廢

有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
規定情形之一，其情節重大
者，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除得
依前項規定處罰外，並得廢

止其出進口廠商登記。
違反第十三條之二第一
項、第二項或第四項規定者
，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處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沒入該項所
定原物料或貨品，其情節重
大者，處貨價三倍之罰鍰。

止其出進口廠商登記。
第二十條之二第二項之
工業團體、商業團體或農會
、漁會、省級以上之農業合
作社及省級以上之農產品產
銷協會違反同條第三項規定
者，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得予
以警告或處新臺幣六萬元以

第二十條之二第二項之
工業團體、商業團體或農會
、漁會、省級以上之農業合
作社及省級以上之農產品產
銷協會違反同條第三項規定
者，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得予
以警告或處新臺幣六萬元以
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其情
節重大者，並得停止其一個

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其情
節重大者，並得停止其一個
月以上一年以下簽發原產地
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
違反第二十條之三第二
項或第四項規定者，由經濟
部國際貿易局處新臺幣五十
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其情節重大者，處貨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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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上一年以下簽發原產地

倍之罰鍰，並得停止其一個

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
違反第二十條之三第二
項或第四項規定者，由經濟
部國際貿易局處新臺幣五十

月以上一年以下簽具原產地
聲明書之資格。

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其情節重大者，處貨價三
倍之罰鍰，並得停止其一個
月以上一年以下簽具原產地
聲明書之資格。

委 249

立法院第 10 屆第 3 會期第 7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2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