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品免驗辦法修正總說明 

商品免驗辦法為規範應施(強制)檢驗商品得免檢驗之申請要件、准

駁、用途標示、核銷、延展、變更用途及查核等相關事宜之規定，自九

十一年二月一日發布施行以來，歷經六次修正，最後一次修正為一百零

六年六月十六日。茲因部分規定及管理制度已不符時宜或不敷實務需

求，復考量免驗規定及申辦流程尚有鬆綁簡化空間，爰通盤檢討修正，

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訂商品免驗金額計算標準，免驗輸入商品以起岸價格(CIF)計算；

國內產製者以出廠未稅價計算。(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調整得使用免驗通關代碼商品之金額數量規定，並將供緊急人道救

援物資用取得相關政府機關證明文件且符合關稅法第四十九條得免

稅者，納入適用免驗通關代碼範圍。(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釐定臨櫃申辦免驗及申請專案同意應檢附之文件，使相關資訊更透

明明確，減少申請案退補件情形。(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七條) 

四、修正申辦免驗商品金額數量為同規格型式併計，同一進口日多張進

口報單屬同規格型式者，其金額及數量應合併計算。另屬嬰幼兒用品

(兒童雨衣、玩具及紡織品除外)者，同一貨品分類號列商品金額及數

量應合併計算，以符實需並完善嬰幼兒用品管理機制。(修正條文第

五條、第七條) 

五、鬆綁供藥物臨床試驗用器材及供型式試驗用商品免經專案同意，直

接臨櫃申辦免驗，金額、數量及次數均不受限制。(修正條文第五條、

第八條) 

六、鬆綁輸入非銷售資訊設備商品，超過美金一千元，數量未逾五件者，

亦得使用免驗通關代碼經單證比對符合後，由海關逕放。(修正條文

第三條、第五條) 

七、釐定輸入商品供加工組裝後再輸出或輸入後原件再輸出；輸入供加

工組裝，而加工組裝前後檢驗標準相同；或輸入供軍事用途商品之免

驗申請，經檢驗機關審查符合，准予免驗。(修正條文第九條) 

八、明定復運出口核銷申請或屆期延展申請窗口為原同意免驗之檢驗機

關，並釐定其得變更其他免驗用途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三條、第



十六條) 

九、臨櫃申辦免驗並經同意者，事後擬變更用途申辦窗口為原同意免驗

之檢驗機關；採免驗通關代碼輸入之商品，事後擬變更用途申辦窗口

為商品或報驗義務人所在地之檢驗機關。變更用途經否准或報驗不合

格者，應於通知期限內退運或監督銷燬。(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十、不符合本辦法相關規定者，停止其免驗申請至少六個月，六個月後，

能改正應改正事由卻仍未改正者，則繼續停止免驗至其改正為止。(修

正條文第十九條) 



商品免驗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商品檢

驗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商品檢

驗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規定之商

品金額，輸入者以起岸價

格(CIF)計算；國內產製

者以出廠未稅價格計算。 

 

一、本條新增。 

二、訂定本辦法有關商品金

額計算基礎，以資明確

。 

第三條  輸入或國內產製

商品，符合本辦法規定者

，報驗義務人得向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以下簡稱標

準檢驗局）及其所屬分局

（以下簡稱檢驗機關）申

請免驗。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者，報驗義務人得不經前

項申請，逕依標準檢驗局

公告指定免驗通關代碼

，於進口報單輸入許可證

號碼欄，自行填報免驗通

關代碼，經單證比對符合

後，通關放行： 

一、各國駐華使領館或享

有外交豁免權之人

員，為自用而輸入之

商品。 

二、符合第五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之商品，其

同一報單同規格型

式之總金額在美金

一千元以下。 

三、符合關稅法第五十二

條原貨復運出口，免

徵關稅者。 

四、符合海關進口稅則第

八十九章增註規定

，免徵關稅者。 

五、符合第五條第一項第

二款至第七款規定

之商品。 

六、輸入之商品供緊急人

道救援物資用途，符

合關稅法第四十九

條第一項第十七款

第二條  輸出入或國內產

製商品，符合本辦法規定

者，報驗義務人得向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以下簡稱

標準檢驗局）及其所屬分

局（以下簡稱檢驗機關）

申請免驗。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報驗義務人得不經前項

申請，逕依標準檢驗局公

告指定免驗通關代碼，於

進口報單輸入許可證號

碼欄，自行填報免驗通關

代碼，經單證比對符合後

，通關放行： 

一、符合第四條第一項規

定之商品，其報單單

一項次之金額在美

金一千元以下。 

二、符合第四條第二項至

第六項規定之商品。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第一項輸出之

商品已非屬應施(強制)

檢驗商品範圍，爰予刪

除，以符實務。 

三、依標準檢驗局一百零三

年三月三十一日公告，

輸入規定為C01或C02之

應施(強制)檢驗商品，

符合該公告規定者，得

於進口報單輸入許可證

號欄分別輸入九種免驗

通關代碼(CI000000000

001~CI000000000009)

經比對符合後通關，現

行條文第二項僅納入符

合CI000000000002及CI

000000000005~CI00000

0000009使用條件者，爰

增訂第二項第一款、第

三款及第四款，將符合C

I000000000001、CI000

000000003及CI0000000

00004使用規定者納入

，以符實務；另現行條

文第一款及第二款移列

修正條文第二款及第五

款並配合修正條文第五

條，酌作文字修正。 

四、考量輸入供緊急人道救

援物資商品往往有其機

敏性或時效性，宜儘速

通關，爰新增第二項第

六款，將輸入該用途商

品並持有證明者，納入

得自行填報免驗通關代

碼免驗輸入範圍，以提 



免徵關稅，並取得相

關政府機關證明文

件。 

  升其通關速度。 

五、配合修正條文第五條第

一項第二款至第七款之

修正，及本條第二項第

六款新增，標準檢驗局

將另公告免驗通關代碼

適用規定。 

 

第四條  報驗義務人申請

免驗，應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下列文件，於商品輸

入或運出廠場前，向檢驗

機關辦理：  

一、進口報單相關文件。 

二、自然人身分證明文件

、公司登記、商業登

記證明文件或其他

相當證明文件影本

；委任他人代理者，

應檢附委任書及代

理人身分證明文件。 

三、商品照片或型錄。無

商品照片或型錄者

，得以品質說明書代

替之。 

四、輸入供型式試驗用商

品者，應檢附由標準

檢驗局指定試驗室

提供之相關文件。 

五、輸入供藥物臨床試驗

用器材者，應檢附衛

生福利部、其所屬機

關或其委託機構核

發之公函或證明。 

六、經專案同意者，應檢

附標準檢驗局核發

之同意函。 

輸入之商品依前項

規定申請免驗時，以同一

進口報單所載商品為同

一申請案。 
保稅區及自由貿易

港區之商品輸往課稅區

者，準用前二項規定。 

免驗申請經審查符

合者，由檢驗機關發給同

意免驗通知書；不符合者

第三條  報驗義務人申請

免驗，應填具免驗申請書

，並檢附下列文件，於商

品輸出入或運出廠場前

，向檢驗機關辦理： 

一、進口報單相關文件。 

二、自然人身分證明文件

或法人登記相關證

明文件；委任他人代

理者，應檢附委任書

及代理人身分證明

文件。 

三、商品照片或型錄。 

輸出入之商品申請免

驗時，以同一進出口報單

所載商品為同一申請案。 
保稅區工廠產製之商

品輸往課稅區者，準用前

二項規定。 

免驗申請經審查符合

者，由檢驗機關發給同意

免驗通知書；不符合者，

應予駁回。 

一、條次變更。 

二、輸出商品已非屬應施(強

制)檢驗範圍，爰第一項

及第二項相關文字予以

刪除。 

三、為使向檢驗機關申請免

驗需檢附之必要文件更

明確透明，降低退補件

情形，爰修正第一項各

款。 

(一)為確認輸入之商品係

供型式試驗用途，爰於

第一項第四款新增洽檢

驗機關申辦免驗時，應

檢附標準檢驗局指定試

驗室提供之相關證明文

件。未來檢驗機關查核

時，進口報單型式規格

如與型式試驗報告登載

不同時，業者應澄明相

關疑義。 

(二)供臨床試驗用器材及

經專案同意之案件，洽

檢驗機關申辦免驗，應

依申請用途分別檢附相

關機關之公函證明，爰

增訂第一項第五款及第

六款。供臨床試驗用器

材如同屬藥事法管制範

圍，而經准予免驗，仍

應向藥事法主管機關或

其所屬機關取得簽審文

件始得輸入或運出廠場

，併予說明。 

四、考量自由貿易港區之商

品亦可能有輸往課稅區

且申辦免驗情形，酌修

第三項，以符實需。 



，應予駁回。 

第五條  輸入下列非銷售

之自用品、商業樣品、展

覽品或研發測試用物品

，經檢驗機關審查符合，

准予免驗。但本辦法另有

規定者，不在此限。 
一、同一報單同規格型式

之總金額在美金一千

元以下，或同一報單

同規格型式總金額超

過美金一千元，且數

量未逾下列規定之一

之物品： 

(一)液化石油氣汽車燃

氣系統零組件：八只

。 

(二)輪胎：五個。 

(三)汽車用輕合金盤型

輪圈：五只。 

(四)建築用防火門：三組

。 

(五)其他商品： 

1.自用品：二件。 

2.商業樣品、展覽品或

研發測試用物品：五

件。 
二、玩具類商品，其同一

報單同規格型式之

總金額在美金一千

元以下且數量未逾

五件，或超過美金一

千元且數量為一件

者。 

三、各類防護頭盔商品，

其同一報單同規格

型式之總金額在美

金一千元以下且數

量未逾四頂，或超過

美金一千元且數量

未逾二頂者。 

四、拋棄式及簡易型打火

機商品，其同一報單

同規格型式之總金

額在美金一千元以

下且數量未逾二十

第四條  輸入非銷售之自

用品、商業樣品、展覽品

或研發測試用物品，其報

單單一項次之金額在美

金一千元以下或同一報

單同規格型式之數量未

逾下列規定之一者，准予

免驗。但本辦法另有規定

者，不在此限。 
一、液化石油氣汽車燃氣

系統零組件：八只。 

二、輪胎：五個。 

三、汽車用輕合金盤型輪

圈：五只。 

四、建築用防火門：三組

。 

五、資訊設備商品：五件

。 

六、汽車安全帶： 

（一）自用品：四條。 

（二）商業樣品、展覽品

或研發測試用物品

：九條。 

七、其他商品： 
（一）自用品：二件。 

（二）商業樣品、展覽

品或研發測試

用物品：五件。 

玩具類商品，其報單

單一項次之金額在美金

一千元以下且同規格型

式之數量未逾五件者或

超過美金一千元且數量

為一件者，准予免驗。 
騎乘機車用防護頭盔

、騎乘自行車、溜冰鞋、

滑板或直排輪等運動用

頭盔、硬式棒球、軟式棒

球或壘球用頭盔、棒球或

壘球捕手用防護頭盔類

商品，其報單單一項次之

金額在美金一千元以下

且同規格型式之數量未

逾四頂者，准予免驗。  
拋棄式及簡易型打火

一、條次變更。 

二、考量國人或業者，向國

外訂貨，有因訂貨時點

不同卻同時出貨，或因

出貨價格不同，致相同

商品，列於同一進口報

單之不同項次情形，爰

修正現行條文第一項至

第六項關於商品免驗輸

入之金額及數量合計應

為同報單同規格型式者

合併計算，以符實需。

另非銷售之自用品係指

同時擁有所有權及使用

權者，出租、出借或贈

與等供他人使用之情形

，皆不符自用之定義。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五款

移列修正條文第一項第

七款，現行條文第一項

第六款，因汽車安全帶

檢驗方式已變更，其檢

驗時點現行為進入市場

前，爰自第一項移除。 
四、現行條文第二項至第六

項得經審查後准予免驗

之物品用途均為非銷售

之自用品、商業樣品、

展覽品或研發測試用，

為明確計，修正移列為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六款

。 

(一)現行免驗輸入非銷售

防護頭盔商品，如總金

額超過美金一千元，不

論數量多寡均須向標準

檢驗局專案申請，為簡

化服務流程，爰修正現

行條文第三項，移列第

一項第三款鬆綁規定，

使總金額超過美金一千

元，數量不超過二件者

亦得使用免驗通關代碼

輸入。 

(二)基於保護幼童及考量



件者。 

五、文具類商品，其同一

報單同規格型式之

總金額在美金一千

元以下且數量未逾

十件者。 

六、嬰幼兒用品(兒童雨

衣、玩具及紡織品除

外)，其同一報單同

一貨品分類號列之

數量未逾二件者。 

七、資訊設備商品，其同

一報單同規格型式

之總金額在美金一

千元以下，或超過美

金一千元且數量未

逾五件者。 

同時申請同一進口

日多張進口報單之同規

格型式商品或同一貨品

分類號列者，其金額及數

量應合併計算。 

輸入供藥物臨床試

驗用器材及型式試驗用

商品者，其金額數量不受

第一項限制。 

機商品，其報單單一項次

之金額在美金一千元以

下且同規格型式之數量

未逾二十件者，准予免驗

。 

文具類商品，其報單

單一項次之金額在美金

一千元以下且同規格型

式之數量未逾十件者，准

予免驗。 
兒童自行車商品，其

報單單一項次之金額在

美金一千元以下且同規

格型式之數量未逾二件

者，或超過美金一千元且

數量為一件者，准予免驗

。 

嬰幼兒用品型式試驗費

用高，為防廠商以免驗

方式輸入未符合檢驗規

定嬰幼兒用品販售，修

正現行條文第六項，移

列第一項第六款，改以

嬰幼兒用品(兒童雨衣

、玩具及紡織品除外)

其同一報單同一貨品分

類號列之數量未逾二件

，得予免驗，並將兒童

自行車商品納入嬰幼兒

用品項下。 

五、為簡化服務流程，整併

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五款

資訊設備商品准予免驗

金額數量規定，移列第

一項第七款。修正後輸

入資訊設備商品，其金

額在美金一千元以下，

或金額超過美金一千元

數量未逾五件者，得使

用免驗通關代碼經單證

比對符合後通關。 

六、考量國人或業者，向國

外訂貨，有一筆訂單之

相同商品，國外賣家卻

於不同國家或不同時間

出貨，造成同時進口多

張報單之情形，爰增訂

第二項同時申請同一進

口日多張進口報單之同

規格型式商品者，其金

額及數量應予併計。 

七、基於國家政策鼓勵研發

以提升產業競爭力，增

訂第三項，鬆綁供藥物

臨床試驗用器材、型式

試驗用商品向檢驗機關

申請免驗之數量及金額

免受第一項限制。 



第六條  符合前條第一項

規定之自用品、商業樣品

、展覽品或研發測試用物

品，以郵包寄遞或旅客進

入國境隨身行李，准予免

驗，並由海關逕予放行。 

第五條  符合前條規定金

額或數量之自用品、商業

樣品、展覽品或研發測試

用物品，以郵包寄遞或旅

客出入國境隨身行李，准

予免驗，並由海關逕予放

行。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前條修正，酌修規

定。 

三、輸出商品已非屬應施檢

驗範圍爰予刪除。 
 

 

第七條  輸入非銷售之自

用品、商業樣品、展覽品

或研發測試用物品，其金

額及數量不符合第五條

之規定，因檢驗標準、設

備、場地或其他特殊情形

者，報驗義務人得填具申

請書，並檢具下列文件，

向標準檢驗局申請專案

同意： 
一、自然人身分證明文件

、公司登記、商業登

記證明文件或其他

相當證明文件影本

；委任他人代理者，

應檢附委任書及代

理人身分證明文件。 

二、商品照片或型錄。無

商品照片或型錄者

，得以品質說明書代

替之。 

三、商品控管機制或最終

處理方式說明。 

四、研發測試用商品，應

檢附研發測試計畫

書。 
報驗義務人依前項

規定申請，經審查同意後

，應依第四條規定，向檢

驗機關申請免驗。 

第六條  輸入非銷售之自

用品、商業樣品、展覽品

或研發測試用物品，其金

額或數量逾第四條之規

定，因檢驗標準、設備、

場地或其他特殊情形者

，報驗義務人得檢具相關

證明文件，向標準檢驗局

申請專案免驗。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第六條規定，

報驗義務人得向檢驗機

關及向標準檢驗局專案

申請免驗之適用情形多

有重疊，爰修正第一項

本文，減少免驗事權重

疊情形。另現行規定就

向標準檢驗局專案申請

免驗應檢附文件僅有相

關證明文件之模糊規定

，爰增訂第一款至第四

款，明定向標準檢驗局

專案申請時，所需檢附

之說明資料及相關證明

文件，使相關資訊更為

透明，減少退補件案數

，並利事後查核。 

三、增訂第二項規定，以符

實務。 
 

 第七條  輸出非銷售之自

用品、商業樣品、展覽品

或研發測試用物品，其報

單單一項次之金額在美

金五千元以下者，准予免

驗。 

一、本條刪除。 

二、出口商品非屬應施檢驗

商品，爰予刪除。 



第八條  輸入非銷售之自

用品、商業樣品、展覽品

或研發測試用物品，其同

規格型式，或屬嬰幼兒用

品(兒童雨衣、玩具及紡

織品除外) ，其同一貨品

分類號列者，報驗義務人

於六個月內免驗以一次

為限。但符合下列規定者

，不在此限： 
 

一、供藥物臨床試驗用器

材。 

二、供型式試驗用商品。 

三、同時申請同一進口日

多張進口報單之同

規格型式商品。 

四、供非銷售自用品、商

業樣品或展覽品於

六個月內有分批輸

入之需，於第一次輸

入前經標準檢驗局

專案同意。 

五、供研發測試用商品，

經標準檢驗局專案

同意。 
前項第四款及第五

款商品申請專案同意之

文件及程序，準用前條規

定。 

依第一項第四款規

定申請專案同意獲准者

，最後一批輸入與下一次

申請首批輸入間隔未達

六個月，不得再申請專案

同意。 

 

第八條  輸入非銷售之自

用品、商業樣品、展覽品

或研發測試用物品，其同

規格型式者，報驗義務人

於六個月內申請免驗以

一次為限。但供研發測試

用物品，報驗義務人檢具

研發測試之計畫書、商品

存置場所及其他相關文

件，經標準檢驗局專案審

查核准者，不在此限。 

一、配合條正條文第五條第

一項及第七條第一項本

文修正，酌修文字。 

二、配合國家政策鼓勵發展

生技產業及為簡化輸入

供型式試驗用商品之免

驗流程，鬆綁增列第一

項第一款輸入供藥物臨

床試驗用器材及第二款

供型式試驗用商品，向

檢驗機關申請免驗，除

不受修正後第五條金額

數量限制，亦不受本條

於六個月內申請免驗僅

限一次之限制。 

三、增訂第一項第三款，鬆

綁同時申請同一進口日

多張進口報單之同規格

型式商品，不受現行六

個月內申請免驗僅限一

次之限制，簡化服務流

程。 

四、考量現行做法，經標準

檢驗局事先專案同意者

，非銷售自用品、商業

樣品或展覽品於六個月

內得申請一次分批輸入

，爰增訂第一項第四款

，以符實務。另配合新

增第三項規定，規範依

第一項第四款專案申請

免驗經同意者，最後一

批輸入與下一次申請首

批輸入間隔未達六個月

者，不得再申請免驗，

以免寬濫。 

五、現行條文第八條後段關

於研發測試不受六個月

僅能申請一次限制之規

定，移列至第一項第五

款。 

六、增訂第二項規定，規範

非銷售自用品、商業樣

品或展覽品依第一項第

四款及供研發測試用商

品依第一項第五款，向

標準檢驗局申請同意六



個月內免驗所需檢附之

文件，準用第七條規定

，以資明確。 

 

第九條  經檢驗機關審查

符合本法第九條第一項

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准

予免驗。 

第九條  符合本法第九條

第一項第四款至第七款

規定者，准予免驗。 

配合第三條第二項第六款之

增訂，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

七款規定之情形已毋須經檢

驗機關先予審查，及為符實

務，酌修規定。 

 第十條  (刪除) 原條文已刪除，全案修正，

爰刪除條次。 

第十條  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者，報驗義務人得檢具

相關證明文件，向標準檢

驗局申請免驗通關證號

，不受本辦法免驗金額、

數量、次數或核銷規定限

制：   
一、輸入經標準檢驗局指

定特定之非銷售商

業樣品、展覽品、研

發測試用物品或供

加工、組裝後輸出或

原件再輸出，其報驗

義務人經主管機關

或其所屬機關核定

為優良廠商。   

二、輸入經標準檢驗局核

定屬重大投資案所

需之非銷售自用品

或研發測試用物品

，其報驗義務人屬經

主管機關核定重大

投資案之投資廠商。 

    

第十一條  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者，報驗義務人得檢

具相關證明文件，向標準

檢驗局申請免驗通關證

號，不受本辦法免驗金額

、數量、次數或核銷規定

限制：   

一、輸入經標準檢驗局指

定特定之非銷售商

業樣品、展覽品、研

發測試用物品或供

加工、組裝後輸出或

原件再輸出，其報驗

義務人經主管機關

核定為優良廠商。   

二、輸入經標準檢驗局核

定屬重大投資案所

需之非銷售自用品

或研發測試用物品

，其報驗義務人屬經

主管機關核定重大

投資案之投資廠商

。   

一、條次變更。 

二、酌修第一款，以符實務

。 



第十一條  輸入下列商品

，除符合本法第九條第一

項第四款至第七款准予

免驗及依本條第二項及

第三項申請專案同意外

，不准予免驗： 
一、鋼索。   

二、吊鉤及鉤環。   

三、額定功率在三十千伏

安（30kVA）以上之

大型電腦。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商品之輸入，非供銷售

而供國家重大建設或研

發測試用者，報驗義務人

得檢具相關政府機關證

明文件或研發測試計畫

書及相關文件向標準檢

驗局申請專案同意。   

第一項第三款商品

之輸入，非供銷售而屬經

核定之重大投資案所需

、供國家重大建設或尖端

學術研究計畫使用者，報

驗義務人得檢具相關政

府機關證明文件向標準

檢驗局申請專案同意。 

第十二條  輸入下列商品

，除符合本法第九條第一

項第四款至第七款准予

免驗及依本條第二項及

第三項申請專案免驗外

，不准予免驗： 
一、鋼索。   

二、吊鉤及鉤環。   

三、額定功率在三十千伏

安（30kVA）以上之

大型電腦。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商品之輸入，非供銷售而

供國家重大建設或研發

測試用者，報驗義務人得

檢具相關政府機關證明

文件或研發測試計畫書

及相關文件向標準檢驗

局申請專案免驗。   

第一項第三款商品之

輸入，非供銷售而屬經核

定之重大投資案所需、供

國家重大建設或尖端學

術研究計畫使用者，報驗

義務人得檢具相關政府

機關證明文件向標準檢

驗局申請專案免驗。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 

第十二條  輸入或國內產

製之商品，經檢驗不合格

者，不准予免驗。但供研

發測試用物品、供加工或

組裝後復運出口之商品

，不在此限。 

第十三條  輸入或國內產

製之商品，經檢驗不合格

者，不准予免驗。但供研

發測試用物品、供加工或

組裝後復運出口之商品

，不在此限。 

條次變更。 

 
 

第十三條  依本法第九條

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准予

免驗之商品，報驗義務人

應於核准日起六個月內

出口，並檢具出口證明文

件，向原同意免驗機關核

銷。但經標準檢驗局指定

之商品，得由報驗義務人

檢具切結書及產銷文件

辦理核銷。 
前項規定於自由貿

易港區之報驗義務人，將

應施檢驗商品運往課稅

第十四條  依本法第九條

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准予

免驗之商品，報驗義務人

應於核准日起六個月內

出口，並檢具出口證明文

件，向檢驗機關核銷。但

經標準檢驗局指定之商

品，得由報驗義務人檢具

切結書及產銷文件辦理

核銷。  
前項規定於自由貿易

港區之報驗義務人，將應

施檢驗商品運往課稅區

一、條次變更。 

二、酌作文字修正，以符實

務，另免驗案件核銷後

相關證明已無請業者備

查必要，為簡化程序，

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五項

。 

 



區後，復運回自由貿易港

區時，其出口證明文件得

以財政部關務署之相關

證明代替之。 

報驗義務人無法於

第一項期間核銷者，應先

向原同意免驗機關申請

延展，其延展期間以六個

月為限。必要時，得再延

展一次。檢驗機關得視需

要派員臨場查核。 

報驗義務人逾前項

期限仍未完成核銷者，應

依原同意免驗機關通知

辦理檢驗、退運或監督銷

燬；未依規定辦理或未配

合查核者，下批次起免驗

申請案不予核准，亦不得

以第三條第二項規定免

驗通關代碼通關。 

 

後，復運回自由貿易港區

時，其出口證明文件得以

財政部關務署之相關證

明代替之。   

報驗義務人無法於第

一項期間核銷者，應先向

檢驗機關申請延展一次

，其延展期間以六個月為

限。必要時，得再延展一

次。檢驗機關得視需要派

員臨場查核。   

報驗義務人逾前項期

限仍未完成核銷者，檢驗

機關應即通知辦理檢驗

、退運或監督銷燬；未依

規定辦理或未配合查核

者，下批次起免驗申請案

不予核准。   

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

定辦理核銷之報驗義務

人，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備查。 
第十四條  依本法第九條

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准予

免驗之商品，報驗義務人

應建立商品之產銷文件

、出口證明文件、成品之

檢驗合格證明或其他相

關文件並保存三年備查。 

第十五條  依本法第九條

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准予

免驗之商品，報驗義務人

應建立商品之產銷文件

、出口證明文件、成品之

檢驗合格證明或其他相

關文件並保存三年備查。 

條次變更。 

第十五條  輸入非銷售之

商業樣品、展覽品，依本

辦法規定准予免驗者，報

驗義務人應於免驗商品

本體明顯處標示或附加

依商品檢驗法規定不得

銷售字樣。   

第十六條  輸入非銷售之

商業樣品、展覽品，依本

辦法規定准予免驗者，報

驗義務人應於免驗商品

本體明顯處標示或附加

依商品檢驗法規定不得

銷售字樣。 

條次變更。 

第十六條  經准予免驗之商

品，因特殊原因擬變更用

途時，應向原同意免驗機

關申請變更用途。 

屬第三條第二項第

三款、第四款或依本法第

九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准予免驗之商品，除金額

、數量符合第五條且六個

月內未重複免驗輸入同

型式或同號列非銷售自

第十七條  經准予免驗之

商品，報驗義務人不得變

更用途；因特殊原因變更

用途時，應向檢驗機關申

請。   
准予免驗之商品，轉

為國內市場銷售者，報驗

義務人應向檢驗機關辦

理檢驗。 

一、條次變更並酌作第一項

文字修正，以符實務。 

二、新增第二項，規定應復

運出口、船舶用品及加

工、組裝後輸出或原件

再輸出之免驗商品，得

變更免驗用途情形僅限

金額數量符合第五條規

定，且六個月內無重複

免驗輸入同型式或同號

列非銷售自用品、商業



用品、商業樣品、展覽品

或研發測試用物品者，得

變更免驗用途，或另向檢

驗機關辦理檢驗外，不得

變更用途。 
依第三條第二項以

免驗通關代碼通關者，其

變更用途應向所在地轄

區檢驗機關申請。 

准予免驗之商品，轉

為進入國內市場流通者

，報驗義務人應向檢驗機

關辦理檢驗。 

依第一項申請變更

用途經否准者或依前項

檢驗不合格者，報驗義務

人應於原同意免驗機關

通知期限內退運或監督

銷燬。 

 

樣品，展覽品或研發測

試用物品者，以健全管

理制度。 

三、新增第三項，明定以免

驗通關代碼通關者變更

用途之申請機關。 

四、調整現行第二項項次。

另考量經准予免驗之商

品，轉為國內銷售、轉

贈或轉借等用途情形，

均應報驗合格始得變更

用途，非僅限於現行規

定之銷售用途，爰酌修

規定，以符實需。 

五、新增第五項以健全管理

制度。 

第十七條  經准予免驗之商

品，除依規定檢驗合格者

外，不得進入國內市場銷

售。   

經准予免驗之商品

，報驗義務人應自負品質

、衛生及安全責任，檢驗

機關得隨時派員查核。 

第十八條  經准予免驗之

商品，除依規定檢驗合格

者外，不得進入國內市場

銷售。   

經准予免驗之商品，

報驗義務人應自負品質

、衛生及安全責任，檢驗

機關得隨時派員查核。 

條次變更。 

第十八條  報驗義務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經通知限期

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廢

止其應施檢驗商品免驗

之核准：   

一、違反第十五條標示規

定。   

二、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

規定未提出變更用

途申請。 
以詐偽方法取得商

品免驗核准者，原同意免

驗機關應撤銷之。 

第十九條  報驗義務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經通知限

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

廢止其應施檢驗商品免

驗之核准：   

一、違反第十六條標示規

定。   

二、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

規定未提出變更用

途申請。   

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

，屆期未改正者，於改正

完成前停止受理其免驗

申請。停止受理期間至少

六個月。 

以詐偽方法取得商品

免驗核准者，檢驗機關應

撤銷之，並停止受理其免

驗申請六個月。 

一、條次變更並酌修文字。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及第三

項後段規定移列至第十

九條第六款及第七款。 
 



第十九條  報驗義務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停止其免

驗六個月： 

一、未依第十四條規定保

存相關文件。 

二、免驗商品轉為進入國

內市場流通，未依第

十六條第四項辦理

檢驗。 

三、逾第十六條第五項通

知期限仍未退運或

監督銷燬。 

四、規避、拒絕或妨礙檢

驗機關依第十七條

第二項規定查核。 

五、未落實商品控管機制

致無法確認商品數

量，經輔導限期改正

，屆期仍未改正。 

六、有前條第一項各款情

形情形之一，屆期未

改正。 

七、有前條第二項情形。 

屬前項第一款至第

六款情形，於停止其免驗

六個月後，仍未改正者，

繼續停止受理至其改正

為止。 

 一、本條新增。 

二、為健全免驗管理制度，

不符合本辦法相關規定

者，停止其免驗申請至

少六個月，六個月後，

能改正應改正事由卻仍

未改正者，則繼續停止

免驗至其改正為止。 

第二十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八年四月一日

施行。 

第二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因修正幅度較大，宜有過渡

期，爰予修正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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