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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建設篇 

公告及送達 

交通部公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 23 日 

交航（一）字第 10798000701 號 

主  旨：預告修正「自由貿易港區事業營運管理辦法」。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交通部。 

二、修正依據：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十三條。 

三、 「自由貿易港區事業營運管理辦法」修正草案如附件。 

四、 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六十日內陳述

意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交通部航港局。 

(二) 地址：臺北市和平東路 3 段 1 巷 1 號。 

(三) 電話：02-89786838。 

(四) 傳真：02-27058701。 

(五) 電子郵件：wcchang@motcmpb.gov.tw。 

部  長 賀陳旦 

  

14225



1 

 
「自由貿易港區事業營運管理辦法」原配合九十八年七月八日修正公

布施行之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授權訂定，歷

經一百零一年五月十四日及一百零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修正，茲因前次修

正迄今已逾四年，為達簡政便民及實務所需，爰擬具本修正草案，共修

正十二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申請經營自由港區事業申請人證明文件，及營運計畫書應記載

內容。（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 修正自由港區管理機關駁回業者申請之用語。（修正條文第五條） 

三、 為達簡政便民，刪除自由港區事業營運許可證之規定，改以核准函

替代。（修正條文第八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 

四、 明定自由港區貨棧為自由港區事業裝卸供營運貨物及自用機器、設

備之場域。（修正條文第十條） 

五、 修正自由港區事業營運項目中應報管理機關核准之事項，並新增進

儲自用機器、設備可事後報核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六、 修正自由港區事業營運項目變動應於十日內報請管理機關備查之

事項，並新增可使用其他自由港區事業之港區貨棧寄存貨物之規定；

另配合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單一服務窗口業務之執行，新增由自由港

區管理機關辦理公司登記及管理業務者，免再報管理機關備查。（修

正條文第十二條） 

七、 修正自由港區事業不得拒絕管理機關查核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五

條） 

八、 刪除自由港區事業貨物通關管理，應依自由貿易港區貨物通關管理

辦法辦理之規定。 

九、 修正自由港區事業結束營業、撤銷、廢止營運許可之次日起二個月

內辦理盤點結算及監管業務，並移送徵收機關辦理稅費徵免。（修

正條文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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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自由

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

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自由

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

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申請經營自由港

區事業應為符合本條例

第三條第二款規定之從

事貿易、倉儲、物流、

貨櫃（物）集散、轉口、

轉運、承攬運送、報關

服務、組裝、重整、包

裝、修理、裝配、加工、

製造、檢驗、測試、展

覽或技術服務之事業。 

      申請加入自由港區

成為自由港區事業，從

事本條例第三條第二款

所訂業務者，其得為公

司或外國公司在中華民

國境內之分公司。 

實際進駐自由港區

內從事相關業務之公司

或營運組織，其得為公

司、分公司、辦事處或

營運單位。 

第二條 申請經營自由港

區事業應為符合本條例

第三條第二款規定之從

事貿易、倉儲、物流、

貨櫃（物）集散、轉口、

轉運、承攬運送、報關

服務、組裝、重整、包

裝、修理、裝配、加工、

製造、檢驗、測試、展

覽或技術服務之事業。 

      申請加入自由港區

成為自由港區事業，從

事本條例第三條第二款

所訂業務者，其得為公

司或外國公司在中華民

國境內之分公司。 

實際進駐自由港區

內從事相關業務之公司

或營運組織，其得為公

司、分公司、辦事處或

營運單位。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申請經營自由港

區事業，應檢具下列文

件，向管理機關申請籌設

許可： 

一、 申請書。 

二、 營運計畫書。 

三、 貨物控管、貨物電

腦連線通關及帳務

處理作業說明書。 

四、 設施或土地租賃契

約書或相關證明文

第三條 申請經營自由港

區事業，應檢具下列文

件，向管理機關申請籌設

許可： 

一、 申請書。 

二、 營運計畫書。 

三、 貨物控管、貨物電

腦連線通關及帳務

處理作業說明書。 

四、 新投資創設者，其

公司名稱及所營事

一、 依據第二條「申請人」

規定修正現行條文第

一項第六款「投資人」

用語，以求用語一

致；另第二條已規定

加入自由港區之申請

主體為公司或外國公

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

分公司，爰將現行條

文第一項第四款併入

修正條文第五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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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五、 申請人證明文件： 

(一) 公司登記證明文

件，但外國公司在

國內設立分公司

者，得以該公司之

認許證明文件為

之。 

(二) 新投資創設者，其

公司名稱、所營事

業登記預查核准

文件及代表人證

件： 

1. 本國人：國民身

分證影本。 

2. 僑民：僑民身分

證明文件。 

3. 外國人：國籍證

明書或當地國

所核發之護照

影本。 

六、經營業務須經特許者

應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 

前項申請授權代理

人辦理者，應檢附代理人

授權書及代理人之身分

證影本或居留證影本。 

第一項營運計畫書

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營運面積並附平面

圖。 

二、營業目標及預計從

事業務說明。 

三、投資效益分析。 

四、自用機器、設備清  

冊。 

五、設施管理方式及人

業登記預查核准文

件。 

五、 設施或土地租賃契

約書或相關證明文

件。 

六、 投資人證件： 

(一) 自然人附國民身

分證影本；法人附

公司登記證明文

件。 

(二) 僑民：僑民身分證

明文件。 

(三) 外國人：自然人附

國籍證明書或當

地國所核發之護

照影本；法人附法

人資格證明。但外

國公司在國內設

立分公司者，得以

該公司之認許證

明文件為之。 

七、經營業務須經特許者

應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 

前項申請授權代理

人辦理者，應檢附代理人

授權書及代理人之身分

證影本或居留證影本。 

第一項營運計畫書

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營業目標及預計從

事業務說明。 

二、投資效益分析。 

三、自用機器、設備清  

冊。 

四、設施管理方式及人

員配置情形。 

五、其他法令規定之文

款。並依實務修正應

檢附之文件。 

二、 為確認自由港區事業

營運面積及範圍，爰

新增第三項第一款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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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配置情形。 

六、其他法令規定之文

件。 

第一項第五款第二

目外國人投資人所提出

之證件，於國外作成者，

須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

表處、辦事處或其他外交

部授權機構之驗證；於國

內作成者，須經外國駐華

使領館，或外國政府授權

並經我國外交部同意之

外國駐華機構之驗證。 

第一項申請書之格

式、份數，由管理機關定

之。 

件。 

第一項第六款第三

目外國人投資人所提出

之證件，於國外作成者，

須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

表處、辦事處或其他外交

部授權機構之驗證；於國

內作成者，須經外國駐華

使領館，或外國政府授權

並經我國外交部同意之

外國駐華機構之驗證。 

第一項申請書之格

式、份數，由管理機關定

之。 

第四條 申請籌設許可之

自由港區事業案件，由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會同

相關機關（構）成立審

查小組辦理審查事宜。 

前項審查應包含下

列事項： 

一、 符合前條規定應檢

附之申請文件。 

二、 符合本條例第三條

第二款規定之自由

港區事業。 

三、 符合本條例第十八

條規定自由港區事

業應實施之貨物自

主管理事項。 

四、 自由港區事業所需

土地或設施面積符

合實際需求。 

五、 經營業務須經特許

者，符合相關管理

法規規定。 

第四條 申請籌設許可之

自由港區事業案件，由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會同

相關機關（構）成立審

查小組辦理審查事宜。 

前項審查應包含下

列事項： 

一、 符合前條規定應檢

附之申請文件。 

二、 符合本條例第三條

第二款規定之自由

港區事業。 

三、 符合本條例第十八

條規定自由港區事

業應實施之貨物自

主管理事項。 

四、 自由港區事業所需

土地或設施面積符

合實際需求。 

五、 經營業務須經特許

者，符合相關管理

法規規定。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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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應審查事項。 六、 其他應審查事項。 

第五條 申請加入自由港

區籌設自由港區事業，

管理機關應於受理申請

或補正完備後三十日內

將審核結果函復申請

人，並副知所在地海關。 

      申請籌設應具備之

文件不全或其記載內容

不完備者，管理機關應

通知申請人於三十日內

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

正而仍不完備者，駁回

其申請。 

第五條 申請加入自由港

區籌設自由港區事業，

管理機關應於受理申請

或補正完備後三十日內

將審核結果函復申請

人，並副知所在地海關。 

      申請籌設應具備之

文件不全或其記載內容

不完備者，管理機關應

通知申請人於三十日內

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

正而仍不完備者，不予

受理。 

為符合實務作業，並使行

政程序明確，爰將第二項

原「不予受理」調整為「駁

回其申請」。 

第六條  經許可籌設之自

由港區事業，應按營運

計畫於籌設許可之日起

二年內完成籌設，管理

機關並得會同有關機關

依營運計畫進行勘驗；

因不可歸責事由未能按

營運計畫完成者，得於

期限屆滿前，以書面向

管理機關申請展期，展

期以二次為限，每次不

得超過六個月。 

籌設期間申請營運

計畫變更者，應向管理機

關申請核准。 

前項申 請變更事

項，涉及海關或特許事項

者，管理機關應先會商各

該主管機關意見。 

未依第一項規定於

兩年內完成籌設，且未申

請展期者，或經勘驗發現

有未依計畫內容進行籌

設者，管理機關及有關機

第六條  經許可籌設之自

由港區事業，應按營運

計畫於籌設許可之日起

二年內完成籌設，管理

機關並得會同有關機關

依營運計畫進行勘驗；

因不可歸責事由未能按

營運計畫完成者，得於

期限屆滿前，以書面向

管理機關申請展期，展

期以二次為限，每次不

得超過六個月。 

籌設期間申請營運

計畫變更者，應向管理機

關申請核准。 

前項申 請變更事

項，涉及海關或特許事項

者，管理機關應先會商各

該主管機關意見。 

未依第一項規定於

兩年內完成籌設，且未申

請展期者，或經勘驗發現

有未依計畫內容進行籌

設者，管理機關及有關機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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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得限期命其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廢止其籌設許

可。 

關得限期命其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廢止其籌設許

可。 

第七條  自由港區事業應

設置二名以上專責人員

處理自主管理事項相關

業務，專責人員異動時

應通知管理機關及所在

地海關。 

前項專責人員須經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舉辦

自主管理專責人員講習

合格，並取得結業證書。 

第七條  自由港區事業應

設置二名以上專責人員

處理自主管理事項相關

業務，專責人員異動時

應通知管理機關及海

關。 

前項專責人員須經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舉辦

自主管理專責人員講習

合格，並取得結業證書。 

參酌第五條第一項之體

例，酌修第一項文字，使

之明確。 

第八條  自由港區事業籌

設完成後，應向管理機

關申請營運許可。 

管理機關受理後，

應會同相關機關（構）

就自由港區事業工廠內

機器、機具設備之裝

置、安全衛生設施、勞

動條件、污染防治及電

腦連線設備實施營運、

貨物控管、帳務處理等

事項進行勘查。 

前項勘查發現有未

依計畫內容進行籌設

者，管理機關及有關機

關得限期命其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由管理機

關駁回其營運許可之申

請。 

經勘查合格者，由管

理機關許可其營運。 

第八條  自由港區事業籌

設完成後，應向管理機

關申請營運許可。 

管理機關受理後，應

會同相關機關(構)就自

由港區事業工廠內機

器、機具設備之裝置、安

全衛生設施、勞動條件、

污染防治及電腦連線設

備實施營運、貨物控管、

帳務處理等事項進行勘

查。 

前項勘查發現有未

依計畫內容進行籌設

者，管理機關及有關機

關得限期命其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由管理機關

駁回其營運許可之申

請。 

經勘查合格者，由管

理機關發給營運許可證。 

為達簡政便民，規劃以不

另發給營運許可證方式辦

理自由港區事業營運許可

作業，爰調整第四項文字。 

第九條  國際航空站、國

際商港管制區域及其毗

鄰地區管制範圍，經劃

設為自由港區者，原在

第九條  國際航空站、國

際商港管制區域及其毗

鄰地區管制範圍，經劃

設為自由港區者，原在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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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經營之事業，得檢

附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三款規定之申請文

件，向管理機關申請自

由港區事業營運許可。 

管理機關依前項規

定受理營運許可申請

後，應會同海關勘查前條

第二項所列電腦連線設

備實施營運、貨物控管、

帳務處理等事項，並請自

由港區營運機構參與。 

區內經營之事業，得檢

附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三款規定之申請文

件，向管理機關申請自

由港區事業營運許可。 

管理機關依前項規

定受理營運許可申請

後，應會同海關勘查前條

第二項所列電腦連線設

備實施營運、貨物控管、

帳務處理等事項，並請自

由港區營運機構參與。 

第十條  自由港區事業經

營港區貨棧，其設施、

設備應符合海關管理進

出口貨棧辦法等相關規

定，於取得管理機關營

運許可後，憑管理機關

營運許可文件，向海關

辦理公告監管編號及卸

存地點代碼。 

      港區貨棧得進儲以

貨櫃（盤）載運之自由

港區事業供營運貨物及

自用機器、設備。 

      申請經營自由港區

事業取得籌設許可後，

其經營港區貨棧者於籌

設期間如需進儲自用機

器、設備，應憑籌設許

可文件向海關申請核發

臨時監管編號並辦理通

報（關）。 

第十條 自由港區事業經

營港區貨棧，其設施、

設備應符合海關管理進

出口貨棧辦法等相關規

定，於取得管理機關營

運許可後，憑管理機關

營運許可文件，向海關

辦理公告監管編號及卸

存地點代碼。 

      申請經營自由港區

事業取得籌設許可後，

其經營港區貨棧者於籌

設期間如需進儲自用機

器、設備，應憑籌設許

可文件向海關申請核發

臨時監管編號並辦理通

報（關）。 

為明確及完備自由港區貨

棧之功能，爰新增第二項

文字，明定自由港區貨棧

為自由港區事業裝卸供營

運貨物及自用機器、設備

之場域。 

 

第十一條 自由港區事業

有下列事項之變更，應

檢附有關文件資料，報

請管理機關核准： 

一、自用機器、設備之

第十一條 自由港區事業

有下列事項之變更，應

檢附有關文件資料，報

請管理機關核准： 

一、自用機器、設備之

一、 為避免誤解現行條文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

款間之差別，依實務

作業酌修第一項第二

款文字。現行條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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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減。 

二、貨棧、倉庫(含空地)

或營運面積之變

更。 

三、變更經營業務。 

前項第一款自用機

器、設備因臨時業務需

求，自由港區事業應於

該自用機器、設備增減

之次日起三十日內述明

原因向管理機關補辦申

請。 

管理機關應將第一

項審核結果，副知所在

地海關。 

增減。 

二、貨棧、倉庫之增減。 

三、作業場地或佈置變

動。 

四、變更經營業務。 

管理機關應將前項

審核結果，副知所在地

海關。 

一項第二款貨棧、倉

儲之增減係指自由港

區事業之營運面積之

增減；而現行條文第

一項第三款作業場地

或佈置變動係指自由

港區作業空間之調整

（如生產線變動）。 

二、 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三

款規定，基於業者高

度自主管理及提升業

者營運自由度，爰移

至第十二條改採事後

備查之規定。 

三、 為因應自由港區事業

臨時性需求，其自用

機器、設備可先進儲

後再報請管理機關核

准，爰新增第二項規

定。 

第十二條 自由港區事業

有下列情形，應報請管

理機關備查，並副知所

在地海關： 

一、變更組織、名稱、

代表人及增減資

本。 

二、使用其他自由港區

事業所經營之港區

貨棧寄存貨物。 

三、作業場地或佈置變

動。 

前項第一款之報請

備查，自由港區事業應

於辦理公司變更登記後

三十日內為之。但依本

條例第九條第二項委由

本辦法管理機關辦理公

第十二條 自由港區事業

變更組織、名稱、增減

資本或其他依法登記事

項，應依法辦理公司變

更登記後三十日內，報

請該管理機關備查，並

副知所在地海關。 

一、 為配合第十一條第一

項第三款修正，將自

由港區事業營運事項

須報管理機關備查者

彙整並臚列項次。 

二、 為便捷自由港區貨物

存儲作業並有效利用

港區空間並掌握其流

向，規劃自由港區事

業得將其貨物寄存於

其他自由港區事業經

營之港區貨棧並報請

管理機關備查之措

施，爰新增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 

三、 由管理機關辦理自由

港區事業公司登記及

管理業務變更者，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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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登記及管理業務之自

由港區事業，得免報管

理機關備查。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

三款之報請備查，自由

港區事業應於寄存或變

動後十日內辦理。 

再報管理機關備查，

爰新增第二項規定。 

四、 為有效掌握自由港區

事業作業場地或貨物

寄存於其他事業之作

業情形，須明定辦理

期限，爰新增第三項

規定。 

第十三條  由民間機構進

行興建營運之自由港

區，區內自由港區事業

申請籌設許可、展期、

營運計畫變更及營運許

可等事項，由該民間機

構向管理機關提出申

請。 

第十三條  由民間機構進

行興建營運之自由港

區，區內自由港區事業

申請籌設許可、展期、

營運計畫變更及營運許

可等事項，由該民間機

構向管理機關提出申

請。 

本條未修正。 

第十四條 管理機關為控

管自由港區事業營運狀

況，以及自用機器、設

備運用、變動情形，得

為必要之檢查。 

第十四條 管理機關為控

管自由港區事業營運狀

況，以及自用機器、設

備運用、變動情形，得

為必要之檢查。 

本條未修正。 

第十五條 管理機關於必

要時，得命自由港區事

業提供其營運、財務狀

況及其他相關文件，以

供查核，自由港區事業

不得拒絕。 

第十五條 管理機關於必

要時，得通知自由港區

事業提供其營運、財務

狀況及其他相關文件，

以供查核。 

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第

七款規定，為能有效掌握

自由港區事業營運狀況，

爰酌修文字，以符實需。 

 第十六條  自由港區事業

之貨物通關管理，應依

自由貿易港區貨物通關

管理辦法辦理。 

一、 本條刪除。 

二、 依本條例第十七條第

六項規定，自由港區

事貨物之流通，依其

所授權之子法辦理，

本條文字係屬贅文，

爰予刪除。 

第十六條 自由港區事業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管

理機關得廢止該事業之

營運許可： 

第十七條 自由港區事業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管

理機關得廢止該事業之

營運許可，並註銷其許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第八條不發給營

運許可證之修正，酌

修第一項文字及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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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依營運許可經營

業務從事作業者，

經通知限期改正而

未改正者。 

二、拒絕管理機關之稽

核，或稽核應改正

事項經通知限期改

正而未改正者。 

三、自取得營運許可之

日起六個月內未開

始營業，或連續六

個月以上無營運實

績。 

前項第三款情形，

有正當理由者，得於期

限屆滿前申請展延六個

月，並以一次為限。 

可證： 

一、未依營運許可經營

業務從事作業者，

經通知限期改正而

未改正者。 

二、拒絕管理機關之稽

核，或稽核應改正

事項經通知限期改

正而未改正者。 

三、自取得許可證之日

起六個月內未開始

營業，或連續六個

月以上無營運實績

者。 

四、許可證出租或轉移

他人使用者。 

前項第三款情形，

有正當理由者，得申請

展延一次，其期限以六

個月為限。 

現行條文第一項第四

款規定。 

三、 為符法律用語並釐清

展延期間，爰酌修第

二項部分文字。 

第十七條  自由港區事業

其申請書或檢附之文件

有虛偽不實者，不予許

可。 

自由港區事業取得

籌設許可或營運許可

後，經發現有前項情事

或以其他不正當方法取

得許可者，由管理機關

撤銷其許可。 

第十八條  自由港區事業

其申請書或檢附之文件

有虛偽不實者，不予許

可。 

   自由港區事業取得

籌設許可或營運許可

後，經發現有前項情事

或以其他不正當方法取

得許可者，由管理機關

撤銷其許可，並註銷其

許可證。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第八條修正酌修

第二項部分文字。 

第十八條  自由港區事業

經結束營業、撤銷、廢

止營運許可，其免稅貨

物、機器、設備之處理，

未依本條例第三十一條

規定辦理者，於結束營

業、撤銷、廢止營運許

第十九條 自由港區事業

經結束營業、撤銷、廢

止營運許可，其免稅貨

物、機器、設備之處理，

未依本條例第三十一條

規定辦理者，由管理機

關會同海關、自由港區

一、 條次變更 

二、 為避免自由港區事業

未依本條例第三十一

條規定辦理盤點，規

劃由管理機關於期限

內主動會同相關單位

辦理盤點，爰修正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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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之次日起二個月內由

管理機關會同海關、自

由港區營運機構辦理盤

點結算及監管業務，並

移送徵收機關辦理。 

申請經營自由港區

事業取得籌設許可後，

經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廢

止或撤銷其籌設許可，

其自用機器、設備之處

理，未依本條例第三十

一條規定補繳稅費或復

運出口者，亦應依前項

規定辦理。 

營運機構辦理盤點結算

及監管業務，並移送徵

收機關辦理。 

      申請經營自由港區

事業取得籌設許可後，

經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廢

止或撤銷其籌設許可，

其自用機器、設備之處

理，未依本條例第三十

一條規定補繳稅費或復

運出口者，亦應依前項

規定辦理。 

一項規定。 

第十九條  自由港區事業

填具之書表，由管理機

關訂定並公告之。 

第二十條  自由港區事業

填具之書表，由管理機

關訂定並公告之。 

本條條次變更。 

第二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本條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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