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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概要 
一、引言 

 

針對外國參展機構（以下簡稱「參展者」）參與「2020第
23屆世界蘭花會議」（ 23rd World Orchid Conference in 2020，
以下簡稱「主辦單位」）展館一及展館二之花卉及參展物品（以
下簡稱「外國參展物」）通關檢疫進口至臺灣而彙編本須知。參
展者必須遵守臺灣法令，如參展者裝運違反法令規範之外國參展
物，參展者須完全負擔臺灣相關法律上的所有責任。 

參展者必須遵守臺灣檢疫、通關及物流相關處理程序與法規， 

如因參展者的因素導致進口通關及檢疫時間上的延誤或禁止進口， 

以致無法如期佈展，參展者亦須自行負責。 

為了使進口的外國參展物到達臺灣後順利通關，敬請各參展
者除了遵守臺灣的法令外，務必仔細閱讀並依照本手冊裡每項細
節安排外國參展物運出參展。 

 

主辦單位 

台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  

外國參展物檢疫通關聯繫窗口 

展館一 展館二 

聯絡人：黃文怡專員 聯絡人：陳宛郁專員 

電 話：(06)683-0304 電 話：(06)683-0304 

                  (06)683-0949                                              (06)683-0949 

傳 真：(06) 683-0625 傳 真：(06) 683-0625 

       E-MAIL：plant@woc23.com  E-MAIL：plant@woc23.com 

 

外國參展物聯繫窗口 

貨運進口 ： 林逸萍經理 

電 話：(02)2506-7986  Ext.214 

傳    真：(02)2507-4793 

   E-MAIL：fionlin@eactpe.com.tw 

mailto:plant@woc23.com
mailto:plant@woc2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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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條款及原則 

1. 主辦單位的義務： 

(1) 主辦單位將負擔展品經貨運(cargo)從抵達指定機場到展
場之通關及內陸運送費用；包括檢疫、關稅及運輸。 

(2) 為讓外國參展物能順利通關及運送抵達展場，將協調海關
允許專案通關，參展者必須指定主辦單位為收貨人方可執
行。 

(3) 主辦單位將協助確認外國參展物輸入臺灣之相關檢疫規定
及要求。 

(4) 如因參展者裝運之外國參展物違反臺灣檢疫、通關規定及
要求及物流相關的處理程序時，主辦單位將立即通知參展
者並協調因應方案。 

(5) 展覽結束後，參展者如欲將外國參展物回運出口時，主辦
單位將協助參展者安排運送事宜；從展場到指定機場之內
陸運輸費用及自我國機場後之相關費用由參展者自行負擔。 

2. 參展者的責任： 

(1) 參展者須提前繳送外國參展物清單之詳細資料，供主辦單
位協助植物檢疫條件初審。 

(2) 參展者須於2020/01/10，提供所有的最終參展物清單
給主辦單位。 

(3) 外國參展物須依臺灣之相關檢疫規定及檢疫要求，由輸出
國政府執行檢疫並發給輸出植物檢疫證明書。 

(4) 參展者須依本須知規定並正確地準備通關文件。 

(5) 參展者須依外國參展物本身的特性、需求及相關檢疫規定
進行包裝後裝運，違反者須自行負擔所有責任及費用。 

(6) 參展者須負責運送外國參展物至主辦單位指定的機場（桃園國際機
場）。 

(7) 外國參展物須遵守臺灣的檢疫、通關及物流相關處理程
序與法規。若導致進口通關及檢疫時間上的延誤或禁止
進口， 以致無法如期佈展，參展者須自行負責。 

(8) 參展者須自行為外國參展物投保（自出口地運送至2020

第23屆世界蘭花會議展場），主辦單位不承擔途中之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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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 

(9) 為加速外國參展物處理進口通關時可能發生的檢疫問題， 

參展者須在外國參展物裝運前，授權給主辦單位或參展者
在臺灣的相關人員。（請參閱附錄四-7） 

(10) 參展者若個人隨身攜帶展品來台，應依臺灣海關規定事前
申報，並請備妥相關證明文件，以備機場海關查驗。(請
參閱附錄五) 

(11) 參展者應指派一聯繫窗口與主辦單位聯繫溝通，以利隨時
準備檢疫、關稅、運輸及收貨作業。 

(12) 外國參展物如須回運，參展者應負責回運參參展物的包裝
及自臺灣的機場起至運後到目的地的所有費用。 

(13) 如外國參展物於進口時安排復運出口稅率壓款者，出口時 外
國參展物品重量、數量及品項皆需符合進口時申報資訊。 

(14) 主辦單位不代收以下物品，參展者須自行負責完成進口及
運送程序： 

A. 非用於世界蘭花會議展示期間花卉展品。 

B. 停留期間的日常生活用品及食物等。 

3. 外國參展物的標準 

參與世界蘭花會議的展覽物品。 

4. 外國參展物的數量、品質及價值價格 

外國參展物的數量、品質及價值價格必須符合臺灣的進口相關
法令。海關將保有更改稅則及進口條件之一切權力。 

5. 運輸方式：空運。 

6. 貨運機場及安排決定 

參展者可自行選擇在出口國的貨運機場並完成相關安排。參展
者亦可選擇貨運代理人。若參展者選擇主辦單位推薦的當地貨
運代理人，將有助於參展者順利完成外國參展物運送，同時更 

快速地完成在臺灣的進口通關及檢疫程序。 

7. 卸貨及目的地 

(1) 卸貨地點：桃園國際機場。 

最後目的地： 

2020第23屆世界蘭花會議展場（展館一 和展館二）。 

8. 外國參展物抵達臺灣後到展場之流程及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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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辦單位指定之物流運輸廠商負責將外國參展物運送至展
場。 

(2) 清關等進口程序將於卸貨機場內完成。 

(3) 容器貨物須於卸貨機場卸載。 

(4) 主辦單位應負責處置被禁止的外國參展物，產生之相關費
用須由參展者負擔。 

(5) 植物檢疫一旦完成，主辦單位立即將結果通知參展者。 

(6) 受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
國際貿易公約，以下簡稱CITES）管制的貨物，須在臺灣
進口通關時接受檢查。 

(7) 外國參展物抵達臺灣完成清關後，主辦單位會將貨物安排
至倉儲區並排定送達展場的日期後通知參展者，參展者須
在當天派員點收外國參展物。 

9. 貨運條件 

主辦單位不支付外國參展物自出口國抵站前之空運運費，參展者
須於出口前付清此項費用。 

10. 所有權 

外國參展物的所有權均屬於參展者，如需使用專案進口清關， 

參展者必須委託主辦單位代辦外國參展物的進口報關公司報關。 

11. 展覽結束後的處理 

(1) 展覽結束後，參展者須移除及清空展位上所有展覽物品。 

(2) 若參展者選擇將上述展物及物品之所有權讓渡予主辦單位， 

則不受上述的限制。 

12. 爭議解決 

雙方若有爭議，以臺中市政府所在地之法院為管轄法院。 
 

三、參展者須自行負擔的費用 

1. 參展者須於出口前支付（並付清）外國參展物抵達臺灣指定機
場前的一切費用。 

2. 卸貨在桃園國際機場所產生的內陸運輸費用；參展者如欲將外
國參展物回運出口時，從展場到指定機場之內陸運輸費用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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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機場後之相關費用。 

3. 在臺灣進行通關、檢疫與內陸運送時，因參展者、報關文件或
外國參展物不符相關規定 （如檢疫處理、銷燬、退運、倉儲... 

等）所產生的所有額外費用。 

4. 參展者或其展場指定收貨人員若未能配合主辦單位之收貨時間
在展場收貨，其增加之倉儲成本須由參展者負擔；免費倉儲期
限如下： 

(1) 空運：外國參展物抵達機場後3天內。 

5. 外國參展物若須回運，參展者需支付回運外國參展物之包裝費
用及自臺灣機場起運至目的地之所有費用。 

6. 上述相關付款明細將由主辦單位指定之物流運輸廠商結算後通
知參展者，參展者須於接到通知後及後期限內付清款項。 

四、世界蘭花會議的展覽(展館一、二)期程 

 

展館一期程 
 

時 間 內 容 

2020年3月 2日 ~ 3月4日 大型機具入場 

2020年3月 5日 ~ 3月7日 佈 展 

2020年3月9日 ~ 2020年3月18日 展覽期間 

2020年3月18日 ~ 3月19日 撤 展 

2020年3月 2 0日 ~ 3月23日 大型機具撤場 

 

    展館二期程 
 

時 間 內 容 

2020年3月 5日 ~ 3月7日 佈 展 

2020年3月9日 ~ 2020年3月18日 展覽期間 

2020年3月18日 ~ 3月19日 撤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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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展者外國參展物輸入流程 
 

提供外國參展物清單供主辦單位確認及查詢 

(起飛前90天) 
 
 
 

提供最終外國參展物清單給主辦單位 

(起飛前60天) 
 
 
 

 
 
 

申請CITES出口許可證 

證 (起飛前30天) 

 

 

起飛前 
申請外國參展物(非植物) 

暫准通關 

 

 

 
 

 

 
  

提供出貨通知給主辦單位 
(起飛前14天) 

 
 
 

提供所有裝運文件草稿給主辦單位 

(起飛前7天) 
 
 
 

  
 

提供空運提單、商業發票、
包裝明細表、植物檢疫證、
CITES、暫准通關證等文件副
本(起飛當天) 

提供空運提單、商業發票、
包裝明細表、植物檢疫證、
CITES、暫准通關證等文件正
本(起飛當天隨機寄送) 

  

 
 
 
 
 
 
 

                                                                                                                     (接續下一頁) 

申請植物檢疫 

(起飛前40天) 

包裝外國參展物 

(起飛前3天) 

安排與訂位空運送 

(起飛前2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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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合 
格 

 
 

 

 
 

 
 

 

不合格  
 

 

通關、放行 通關、放行 

 
 

 
 

 
 

 
 

 
 

 
 

備註：如屬限制輸入貨品表外之貨品，依貨品輸入管理辦法第7條「廠
商、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及公私立學校輸入限制輸入貨品表外之
貨品，免證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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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辦單位服務流程 
 
 

接受植物或植物產品檢疫條件查詢 
並回復查詢結果 

 

 

 
 

 
接受並確認參展者之(以下同) 
出口地植物檢疫證(草稿) 

 
 
 

 
 

 
 
 

接受並確認副本之空運提單、商業發票、包裝 
明細表、植物檢疫證、CITES、暫准通關證等文件 

 
 

 

 
 

接受並確認正本之空運提單、商業發票、包裝 
明細表、植物檢疫證、CITES、暫准通關證等文件 

 

 

 
 

(接續下一頁) 

接受最終確認之外國參展物清單 
(含植物及園藝資材) 

接受並確認出貨通知 

接受並確認所有裝運文件(草稿) 

 

與航空公司確認到站正確時間 

外國參展物抵達機場後 
開始申請並進行報關和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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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外國參展物裝運前注意事項 

一、 進口通關所需文件 

進口報關時，除應將品名、牌名、規格、價格及數量詳列於進口
報單上，並應檢附下列文件： 

1. 空運提單。 

2. 發票。 

3. 裝箱單。 

4. 委任書。 

5. 進口稅費具結保證書。 

6. 填具進口貨物押款（具結）放行申請書。 

7. 進口物品清單。 

8. 主辦單位邀請參加之證明文件，其內容應載明：活動名稱、
日期、地點、受邀國家名稱等。 

9. 其他進口必須具備之有關文件，如簽審主管機關核發之輸入
同意文件等。 

(1) 如非屬經濟部公告准許輸入之中國大陸物品項目，依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貿易許可辦法第 7 條規定，應事先向經濟部
國際貿易局專案申請核准後始得進口。參展品不擬復運 出
口，如屬應經專案核准者，請一併於申請書內敘明。有 關申
請書及貨品明細附件，請於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網站輸 出入電
子簽證系統進行線上登錄（https://cfgate.trade. 

gov.tw/boft_pw/do/Default），另有關專案進口流程圖、
有 條 件 准 許 及 不 准 許 輸 入 項 目 彙 整 表 等 網 址 ： 

https://www.trade.gov.tw/Pages/List.aspx?nodeID=744。 

(2) 另貨品號列列有輸入規定代號「B01」者，輸入時應依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有關檢疫規定辦理；貨
品號列列有輸入規定代號「F02」者，其項下商品之相關
用途為食品者應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請辦理輸
入查驗。 

http://www.trade.gov.tw/Pages/List.aspx?nodeID=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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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檢疫 

1. 請將預計輸入參展使用之植物或植物產品及參展物資料傳送至
主辦單位，由主辦單位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以下簡稱防檢局）提出查詢相關檢疫規定，經防檢局確認檢
疫條件後，方可安排輸入參展。 

2. 注意：依防檢局《植物防疫檢疫法》規定，禁止進口的植物或
參展物不允許在戶外展場展覽。若上述植物或展品欲在室內展
場展覽，參展者須在2020/01/10前提出申請，經同意後始
得輸入。 

3. 檢疫時應檢附文件 

A.手提入關  

(1) 輸出國植物檢疫證明書（依規定免檢附者除外）。 

(2) 商業發票。 

(3) 包裝明細表。 

 

                        B.空運入關 

(1) 輸出國植物檢疫證明書（依規定免檢附者除外）。 

(2) 商業發票。 

(3) 包裝明細表。 

(4) 航空運單。 

                         

 注意事項 
✓ 凡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公告「應實施輸

入植物檢疫品目表」之輸入植物及其產品，應依現行「植
物防疫檢疫法」、「植物防疫檢疫法施行細則及「中華民
國輸入植物或植物產品檢疫規定」辦理。 

✓ 途經疫區轉運時，須依「植物或植物產品運輸途中經由特
定疫病蟲害疫區輸入檢疫作業辦法」之規定辦理。 

✓ 輸入適用「輸出入植物產品檢疫簡化作業要點」之植物產
品，輸入檢疫方式以書面審核為原則，但必要時得增減抽
批比率。另經植物檢疫人員判定需要臨場檢疫時，得赴貨
櫃場或倉儲辦理臨場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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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提早於出貨前30天聯絡植物起運地之官方檢疫單位，針對 臺
灣的植物或植物產品檢疫要求進行溝通確認，如有任何問題，請
儘速與主辦單位聯繫。 

5. 甘蔗苗、茶苗、鳳梨、柑橘、香蕉、龍眼、荔枝、蘋果屬、檬
果、桑屬、百香果屬、李屬（桃、杏、李、櫻桃、櫻花等）、
芭樂、梨屬、薔薇屬、葡萄屬、木瓜屬及草莓屬等之植株或具
有繁殖力之營養體應實施隔離檢疫1年以上，並須事先申請， 

經同意後始得輸入。 

6. 依「植物防疫檢疫法」規定，下列物品不得輸入： 

(1) 有害生物。 

(2) 用於防治有害生物之天敵、拮抗生物或競爭性生物及其他
生物體之生物防治體。 

(3) 土壤。 

(4) 附著土壤之植物、植物產品或其他物品。 

(5) 前四款物品所使用之包裝、容器。 

7. 植物檢疫證的要求： 

(1) 所有外國展品之植物或植物產品皆須依防檢局通知的檢疫
條件要求，請出口地官方的檢疫單位進行檢疫，並且申辦
植物檢疫證明書，務必注意其各個品項的出貨量不得高於
植物檢疫證上記載的數量。 

(2) 出口地的植物檢疫證需為出口地官方所核發的正本，防檢
局於收到正本植物檢疫證時會按照程序與出口地官方的檢
疫單位進行驗對，如經發現植物檢疫證非出口地官方所核
發時，該批所有貨物將不得放行，只能進行銷燬或退運， 

屆時發生的所有費用將由參展者自行承擔。 

(3) 植物檢疫證如不符規定，須由原簽發之檢疫單位重新簽證。 

8. 未依規定繳驗檢疫證明書，或繳驗之檢疫證明書所記載事項與
檢疫條件規定不符者，將面臨限期補正檢疫證明文件、檢疫處
理、退運或銷燬，其費用由參展者負擔。 



2020第23屆世界蘭花會議通關檢疫及物流須知 

13 

 

 

9. 輸入植物及植物產品檢疫作業流程圖 

註 1：一般植物(可依現行檢疫條件辦理輸入，毋需事先取得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之
輸入許可證) 

1. 已核准輸入之植物或植物產品(可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查詢核准輸入植物清單)。 

2. 未帶地下部與果實之蔬菜及食用菇類之子實體。 

3. 加工乾燥、乾燥磨粉或調製完全之植物產品。 

4. 植物栽培介質(如泥炭苔、泥媒、水苔等)、木材。
註 2：需事先申請輸入許可證者 

1. 來自「中華民國輸入植物或植物產品檢疫規定」所列甲類有害生物發生 地
區之寄主植物或植物產品。 

2. 土壤及附著土壤之植物或植物產品。 

3. 具繁殖力之檢疫物未有自該輸出國家、地區輸入紀錄者。 

4. 應實施隔離栽植檢疫之植物種類。 

參展植物或植物產品 

需事先申請輸入許可證之植物註2
 一般植物註1

 

勘查隔離場所 

審核同意 應予改善 

輸入人
申請複查 

核發輸入許可證 

輸入時申報輸入檢疫 

判定檢疫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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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單位： 

展覽時間： 

10. 2020第23屆世界蘭花會議用植物輸入檢疫規定查詢原則 

依據我國植物防疫檢疫法規定，輸入之植物及其產品均應於
抵達我國國際機場時，由輸入人向我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
防疫檢疫局申報檢疫，並檢附輸出國家或地區植物檢疫機關簽發
之植物檢疫證明書。不符檢疫規定之植物，須進行檢疫處理、退
運或銷燬，並由輸入人支付相關費用。 

為確認您所預定參與 2020第23屆世界蘭花會議之植物准予 

輸入我國及確定相關輸入檢疫規定，請於2020/01/10前填具下
表，傳送至主辦單位，我們將於確認相關檢疫規定後通知您。 

2020第23屆世界蘭花會議用植物輸入檢疫規定查詢表 

編
號 

植物名稱 形態 
註 1 

狀
態 
註 2 

原
產
地 
註 3 

來
源
地 
註 4 

展
覽
後
處
理
方
式 
註 5 

補充說明 

(拉丁學名) 中
名
或
英
名 

是
否
為
基
改 

是
否
附
帶
果
實 

是
否
附
帶
種
子 

預
計
輸
入
日
期 

輸
入
數
量 

輸
入
港
埠 

其
他
事
項 

科
名 

屬
名 

種
名 

1                 

2                 

3                 

4                 

註 1：形態係指種子、切花、切葉、切枝、地下部或整株植物，如附帶果實
或種子，請註明「附帶果實、種子」。 

註 2：生鮮或乾燥。如為乾燥狀態，應提供乾燥處理方式之說明。
註 3：該植物之生產國家或地區。 

註 4：該植物之起運國家或地區。 

註 5：展覽使用後擬辦理再輸出或銷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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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CITES出口許可證的申請 

蘭花及其他瀕臨絕種的植物， 須檢附輸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
CITES 出口許可證正本。 

有關擬進口物種是否屬 CITES 列管之物種，請先查明物種所屬學
名後逕至 CITES 官方網站（https//speciesplus.net/）查詢。 
 

四、 外國參展物的包裝 

如因外國參展物包裝不當而造成的任何毀損由參展者自行負責。 

1. 請使用新鮮且未使用過的生長介質來種植參展植物。臺灣禁止 

進口土壤及帶有土壤的植物。如果參展者希望展示帶根的植物， 

請使用新鮮且未使用過的礦物或植物物質，例如珍珠岩、蛭石、
石棉、水苔、泥炭苔（無土壤）、樹皮和木炭等，取代土壤。 

2. 參展植物如使用泥炭苔或含泥碳苔之生長介質，防檢局將依規
定加倍取樣與檢查數量，並確認未附帶檢疫有害生物，檢查時
間將會有所延長。 

3. 請使用硬紙板箱來包裝數量少或尺寸小的參展植物，並使用結
構堅固、可防止害蟲擴散的容器，以運輸數量多或尺寸大的參 

展植物。 

4. 為了防止可能的植物害蟲相互污染，建議參展者使用密閉的容 

器來運輸參展植物且不同種類的植物產品分開包裝，最適當的 容
器是密封式的空運容器。如果參展植物的體積都很小， 或多半是
形狀和種類各異的小尺寸植物，且這些植物都裝載在 相同的貨
運容器中，建議參展者使用硬紙板或類似材料來包裝 個別的植
物。 

5. 如果參展者需要在容器上打通風洞孔，以防止植物窒悶或發生 

類似的傷害，網孔的直徑不得大於1.6公釐。此外，包裝植物 時
請在空隙處加裝填充材料，以防止植物在運輸過程中發生任 何
可能的傷害。如運輸期間的溫度或濕度特別高或特別低，參 展
植物可能因此腐爛或乾枯。請注意植物的特性，並據此包裝。 

6. 為了使檢疫時能更容易對照發貨單檢查每株植物，請在切花植
物上附上紙卡片，並在盆栽植物上附上塑膠卡片，兩種卡片上
均必須記載植物名稱及品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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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包裝箱要足夠堅固以防止在運輸途中受損。考量小件貨物易受
到損壞，而超大超重貨物則有展場運送限制，因此建議每一箱
貨物的重量儘可能安排在2噸之內。 

8. 木質包裝材料檢疫規定請參閱附錄二。 

9. 裝載植物到包裝箱密封，請儘量使用官方封條，如非為官方封 條，
請在植物檢疫證中註明該批貨物包裝使用封條密封的狀況。 

 

五、 商業發票 

1. 各項外國參展物應依照實際貨物成本詳列單價，否則將造成通
關延誤。 

2. 須註明「Shipment for 23rd World Orchid Conference in 

2020」。 
 

六、 包裝明細表 

1. 件數、箱號、淨重及毛重須與實際情況相符。 

2. 同一箱號不同品名之淨重須分別列出。 

 

七、 航空運送安排 

1. 裝運的安排： 

請參展者安排運輸時須注意航程時間，外國參展物必須在參展
者預定的佈展時間前2~3天抵達主辦單位指定的機場： 桃園國
際機場。並同時與主辦單位確認進口許可皆已如期申請及核准。 

外國參展物亦應考慮由於轉機或天候、天災因素造成航班變動
而可能使外國參展物未能如期扺達或可能導致提貨延誤等情況
出現。 

(1) 展館一（展期2020年3月9日至2020年3月18日）  

佈展日期：2020年3月2日至3月7日 

(2) 展館二（展期2020年3月9日至2020年3月18日） 

佈展日期：2020年3月5日至3月7日 

外國參展物抵達後，空運清關與機場運送至展場所需時間（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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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情況下）約1~2天。 

2. 轉運 

運輸途中如需經由香港、澳門、新加坡或其他該植物或植物產 

品之特定疫病蟲害發生國家地區卸貨轉運者，參展者應需先與 

該轉運點當地相關檢疫單位查證有無任何相關檢疫規定並應依 

防檢局「植物或植物產品運輸途中經由特定疫病蟲害疫區輸入 

檢疫作業辦法」辦理（參閱附錄三），並建議採用密閉式包裝。 

3. 提單： 

(1) 所有外國參展物(空運)，建議不併裝採單一空運提單方
式，否則將會造成清關時間之延誤。 

(2) 如需要，請在提單上加註溫度要求，以方便作為主辦單位
運輸或倉儲安排之依據。 

 

(3) 空運提單內容要求： 
 

 

 

 

 

 

 

 

 

 

 

 

 

 

 
 

 

 

 

 

運送人 參展者 

收貨人 
台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  

Taiwan Orchid Growers Association 

 

地 址 

73191台南市後壁區烏樹林325號 

No.325, Wushulin, Houbi Dist., Tainan City 

73191, Taiwan （R.O.C.） 

電 話 +886-6-6830304 

聯絡人 OOO 

地 址 OOO 

電 話 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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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箱面標記 
每件外國參展物的外箱必須寫明的標記（最少三面）如下： 

23rd World Orchid Conference in 2020 

參展者名稱：參展者 

展 區：展館一 或展館二 

展 位：實際展位編號 

箱 號：OOO 

總 淨 重：OOO 公斤 

總 毛 重：OOO 公斤 

尺 碼：OO 長×OO 寬×OO 高（釐米） 

如外國參展物是機器，請在外箱畫出該機的「重心點」、「前面」
及「後面」。 

 

 九、 危險物品 
參展者須另行填寫一份危險物品申報單，並於危險品發運之前提
供給主辦單位。（此表格可向主辦單位索取） 

請留意航空公司對此類物品有不同限制，並對回運安排造成必然
的影響。如參展者未事前通知主辦單位外國參展物的危險性，一
切後果由參展者自行負責。 

 

    十、文件的提供及寄送 
      電子郵寄信箱：OOO＠OOO. OOO  

      快遞寄送的收件人資料： 

姓名：[英文] 

A T T N：Deborah Lin Sandy Liaw 

運 費：運費付訖（FREIGHTPREPAID） 

R E M A R K：Shipment for 23rd World Orchid Conference 

in 2020  

展 區：展館一 或展館二 

展 位：實際展位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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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英文] 

電話：+886 -OOO 

傳真：+886 -OOO 

ATTN： 空運[聯絡人 B] 

備註: 

i. 春節、國慶節等國定假期，將會對清關送貨時間造成影響。因
此請各位參展者必須遵守主辦單位收貨時間安排。 

ii. 參展者亦可從主辦單位指定分代理處獲得相關資料。 

iii. 所有的外國參展物必須按實申報，並檢附清關文件（空運提單、
商業發票、包裝明細表、產地檢疫證及CITES-必要時.. 等）需
符合規定，如與實際進口貨物內容不符，而無法通關， 已致
產生的所有費用，則由參展者自行負擔。 

 

文件 

（格式及範例請參閱附錄四） 
寄送方式 到達日期 

i. 最終外國參展物清單 

（含植物及園藝資材） 
電子郵寄 

航班 

起飛前60天 

ii. 產地植物檢疫證草稿 電子郵寄 
航班 

起飛前30天 

iii. 出貨通知 電子郵寄 
航班起飛前
14天 

iv. 空運提單、商業發票、包
裝明細表、CITES、暫 

准通關證等文件草稿 

 

電子郵寄 
航班起飛前
7天 

v. 空運提單、商業發票、包
裝明細表、CITES、暫 

准通關證等文件副本 

 

電子郵寄 
航班起飛當
天 

vi. 空運: 

空運提單、商業發票、包
裝明細表、CITES暫准通 

關證、產地植物檢疫證等 

 
隨機寄送 

隨機寄送至
桃園國際機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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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外國參展物的進口通關 

一、 進口通關時的檢疫規定 

1. 為防止國外植物危險性疫病蟲害之入侵與蔓延，保護我國農林
業之生產安全與生態環境之平衡，避免增加農業生產之病蟲害
防治成本或造成農業產品無法外銷之重大損失，輸入植物或植
物產品均應符合我國植物檢疫相關法規與規定。 

2. 生鮮植物或植物產品應檢附輸出國植物檢疫證明書正本，向防 

檢局港口分局申報檢疫，且經檢查確認符合相關植物檢疫法規、
規定與條件，始得輸入。「植物防疫檢疫法」等相關規定禁止 

輸入之植物或植物產品、有害生物、土壤、附著土壤之植物等， 

除於輸入前先取得防檢局輸入許可外，不得輸入。非屬生鮮植 

物產品(如乾燥製品、粉末等)，仍須向防檢局申報檢疫，如於 輸
入前洽詢防檢局確認毋須檢疫者，可免辦理檢疫。 

3. 執行檢疫時貨品中心溫度在攝氏-17.8度以下之冷凍植物或植
物產品免施輸入檢疫。 

4. 執行檢疫所需時間除應施行檢疫處理(如燻蒸或消毒)、分離培
養、隔離檢疫或其它特殊狀況外，於2日內完畢，但遇列假日
得順延。 

5. 參展者自行手提通關的植物及植物產品，同樣須要檢附植物檢
疫證明書正本，並主動申報方可通關，參報的項目及數量須依
實際相符，否則將會遭到我國機場檢疫人員查緝；如有非法夾
帶，須依照我國相關法令處置。 

 

二、 進口通關查驗時的檢疫處理 

如經防檢局於進口通關查驗時，在貨物中發現有害生物，以致須
要做相關檢疫處理(如燻蒸或消毒)、銷燬或退運，主辦單位則將依
照參展者所簽訂進口通關檢疫處理授權書，向參展者的被授權機
構或人請求相關檢疫處理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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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撤展後回運外國參展物 

一、 回運的註明及文件要求 

外國參展物如需回運，請在出口時即提供外國參展物清單明細表
中註明，如使用暫准通關進口需要在回運的外國參展物之出口地
裝運時的所有文件必須單獨一套，不能與其他不再回運之外國參
展物的裝運文件合併，回運時外國參展物的品項及數量須與進口
時申報的內容一致，否則都將無法進行回運的報關，參展者則需
負擔該批參展物進口時繳納的關稅。 

二、 回運報關手續 

主辦單位協力廠商將會派發一份外國參展物入境時參展者提供之
外國參展物進口報關清單影本和外國參展物回運指示給參展者， 

例如如何包裝及應須注意事項，請各位參展者將外國參展物處理
方式和回運指示填寫清楚，並不得晚於世界蘭花會議閉幕前 7 天
交還主辦單位現場工作人員。 

參展者務必在將填寫完畢的外國參展物回運指示和外國參展物處
理方式之文件交還主辦單位後，方可撤出展場。若上述文件已提
交中華民國海關辦理相關手續，任何改變通常均不被接受。回運
之植物或植物產品應提供收貨國家之檢疫條件，以利主辦單位協
助辦理輸出檢疫。 

三、  回運安排所需時間 

所有回運必須在海關清關工作完成以後才可以安排。正常情況下， 

完成這些工作需要至少  14  個工作天，之後方可安排回運日程。因
此請參展者在主辦單位完成海關工作後，根據運輸方式約  2~9 週
後安排外國參展物在目的地的使用計畫。若急需裝運外國參展 物，
請務必儘早通知主辦單位，我們將盡力安排以滿足參展者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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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回運的航空運輸 

若需主辦單位指定的物流運輸廠商—鷹通航空貨運代理股份有限
公司協助安排空運，請提早告知主辦單位外國參展物回運指示中
註明此一要求，由鷹通航空貨運代理股份有限公司向參展者進行
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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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一、輸入貨品使用之木質包裝材料檢疫條件 

二、植物或植物產品運輸途中經由特定疫病蟲害疫區輸入檢疫作業辦法
三、申請文件格式與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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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輸入貨品使用之木質包裝材料檢疫條件 
97 年 6 月 2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防字第 0971490263 號公告 

99 年 8 月 3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防字第 0991490659 號公告修正 

100 年 3 月 31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防字第 1001490513 號公告修正 

 

1. 本檢疫條件所稱輸入貨品使用之木質包裝材料（以下簡稱木質 

包裝材），指  使用於承載、包裝、鋪墊、支撐或固定貨物之木
質材料，如木板箱、木條箱、 木質棧板、木質拖盤、木框、木
桶、木軸、木楔、墊木、枕木及襯木等。但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不在此限： 

(1) 厚度未超過六公厘。 

(2) 經高溫加壓方式膠合。 

(3) 經油漆、染色劑處理。 

(4) 經木焦油或其他防腐處理。 

(5) 已盛裝酒類之木質容器。 

(6) 已盛裝菸酒或其他商品之木製禮盒。 

(7) 永久固定於船機具及貨櫃之木質材料。 

(8) 木質包裝材承載之貨品為零下17.8℃以下，且貨品及木質
包裝材輸入。時仍維持零下17.8℃以下狀態。 

2. 木質包裝材輸出前應在輸出國政府檢疫機關監督下，依國際植
物保護公約所發布之國際植物防疫檢疫措施標準第十五號規定
之下列檢疫處理方式之ㄧ進行處理： 

(1) 溴化甲烷（Methyl bromide，CH3Br）燻蒸：最低溫度
不得低於10℃，燻蒸時間最少應為24小時。 

溫度 
24小時間濃度時間積

CT（g．h/ m3） 

處理24小時後最低濃

度（g/m3） 

21℃以上 650 24 

16℃以上，未達21℃ 800 28 

10℃以上，未達16℃ 90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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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上表之燻蒸劑量範例如下： 

 

 

 
 

(2) 熱處理（Heat treatment）：木質包裝材中心溫度達到
56℃，處理三十分鐘以上。 

3. 木質包裝材進行檢疫處理後，輸出前應蓋有符合國際植物保護
公約所發布之國際植物防疫檢疫措施標準第十五號規定章戳， 

其格式說明如下： 

 

標記說明： 

(1) IPPC：《國際植物保護公約》的英文縮寫符號 

(2) XX：國際標準化組織（ISO）規定的2個字母國家編號 

(3) 000：輸出國官方植物檢疫機構批准的木質包裝生産者的獨
特數位編號 

(4) YY：國際植物保護公約所採用的批准措施，如溴化甲烷燻
蒸－MB；熱處理－HT 

4. 未符合本檢疫條件之木質包裝材，輸入人得選擇依第二點規定 

進行檢疫處理、銷燬或併同輸入貨品退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植物檢疫機關得要求併同輸入貨品退運處理： 

(1) 因體積龐大或其他因素，現有檢疫處理設施無法處理。 

(2) 木質包裝材與輸入貨品無法分離，且輸入人不同意貨品和
木質包裝材併同進行處理。 

5. 木質包裝材經修補、重組及再製，重複使用前應再經核可方式處
理並蓋上合格章戳。 

溫度 
劑量 

（g/m3） 

最低濃度（g/m3） 

2小時 4小時 12小時 24小時 

21℃以上 48 36 31 28 24 

16℃以上，未達21℃ 56 42 36 32 28 

10℃以上，未達16℃ 64 48 42 36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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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植物或植物產品運輸途中經由特定疫病蟲害疫區輸入檢疫作業辦法 
92 年 92 年 6 月 30 日防檢四字第 0921490184 號令發布全文 10 條 

99年9月2日農防第0991490762號令發布全文9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植物防疫檢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一條之一
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特定疫病蟲害疫區：指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四
條公告禁止輸入或依第十六條公告有檢疫條件之特定
疫病蟲害之發生國家或地區。 

二、 卸貨轉運：指植物或植物產品於運輸途中曾卸離或轉
換原運輸工具者。 

三、密閉式貨櫃：指門關閉時即可達完全密閉效果之貨櫃。
四、 完全密封包裝：指貨物以網孔小於一點六毫米之防蟲 

紗網或以能防止害蟲侵入之材料加以完全密封，且經
開封後即無法重覆密封之包裝方式。 

第三條 植物或植物產品，途經特定疫病蟲害疫區卸貨轉運者，輸入
人或其代理人應於向植物檢疫機關申請檢疫時，一併申請
核准途經疫區之卸貨轉運。 

第四條 輸入之植物或植物產品，途經發生真菌、細菌、病毒、線蟲
或其他植物病原等特定疫病疫區卸貨轉運者，應於輸出前
予以適當包裝或以密閉式貨櫃裝運方式輸入，不得直接與
其他貨物接觸。 

第五條 輸入植物或植物產品，途經特定害蟲、害蟎疫區卸貨轉運者，
應在輸出前採下列方式之一包裝，且在未經檢疫前應維持
包裝狀態完整： 

一、 以完全密封包裝。 

二、 以密合之包裝箱包裝，如包裝箱有通氣孔，應在通氣
孔上加設網孔小於一點六毫米之防蟲紗網。 

三、 以棧板或托盤整盤打包裝運，且以網孔小於一點六毫
米之防蟲紗網或以能完全防止害蟲、害蟎侵入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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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貨品全面密閉包裹。
四、以密閉式貨櫃裝運。 

第六條 以密閉式貨櫃裝運植物或植物產品輸入者，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 應在輸出地使用印有編號之封條將貨櫃開啟處封妥。
輸入後未經檢疫人員拆封前，輸入人或其代理人不得
自行破壞封條開啟貨櫃。 

二、 應於檢附之輸出國植物檢疫證明書、大提單（B/L） 

或其他經植物檢疫機關核可之文件上註明貨櫃號碼及
封條號碼。 

港口或機場之海關或聯檢單位為業務需要而逕予開啟貨櫃
者，船務或航空公司應提具經海關或聯檢單位證明之貨櫃
封條異動紀錄，憑以核對貨櫃號碼及加封封條號碼。 

第七條    途經特定疫病蟲害疫區卸貨轉運之植物或植物產品，於到 

達港、站時，經發現其包裝或密閉式貨櫃有不完整、破損， 

或密閉式貨櫃封條脫落或有不符之情形時，應依下列規定 

處理： 

一、 途經禁止輸入之特定疫病蟲害疫區卸貨轉運者，不得
輸入。 

二、 途經有條件輸入之特定疫病蟲害疫區卸貨轉運，應經
適當檢疫處理殺滅特定疫病蟲害後始得輸入；無適當
檢疫處理方法者，不得輸入。 

前項情形於到達港、站後始發生者，應由船務或航空
公司、港務或倉儲單位提出證明，交由植物檢疫機關
判定處理。 

第八條 旅客攜帶植物或植物產品途經特定疫病蟲害疫區入境者， 準
用第四條及第五條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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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請文件格式與範例 

1. 2020第23屆世界蘭花會議用植物輸入檢疫規定查詢表 
 

2020第23屆世界蘭花會議用植物輸入檢疫規定查詢表 
 

展覽單位： 

展覽時間： 

編
號 

植物名稱 形態 
註 1 

狀
態 
註 2 

原
產
地 
註 3 

來
源
地 
註 4 

展
覽
後
處
理
方
式 
註 5 

補充說明 

(拉丁學名) 中
名
或
英
名 

是
否
為
基
改 

是
否
附
帶
果
實 

是
否
附
帶
種
子 

預
計
輸
入
日
期 

輸
入
數
量 

輸
入
港
埠 

其
他
事
項 

科
名 

屬
名 

種
名 

1 
                

2 
                

3 
                

4 
                

註 1：形態係指種子、切花、切葉、切枝、地下部或整株植物，如附帶果實或種
子，請註明「附帶果實、種子」。 

註 2：生鮮或乾燥。如為乾燥狀態，應提供乾燥處理方式之說明。
註 3：該植物之生產國家或地區。 

註 4：該植物之起運國家或地區。 

註 5：展覽使用後擬辦理再輸出或銷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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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0第23屆世界蘭花會議參展植物或植物產品最終清單 

 

2020第23屆世界蘭花會議參展植物或植物產品最終清單 
 

參展單位：[參展者名稱（英文）] 日期：2019年10月31日 

 
編

號 

植物名稱 
形態 狀態 

原產 來源 
    

（拉丁學名） 地 地  

數量 

 

尺寸 

（CM） 

 

HS 

CODE 

 

檢疫

要求 
 

科

名 

 

屬

名 

 

種

名 

種 子 、

地 下 部

或 整 株

植 物 、

切 花 、

切 葉 、

切枝 

 
生鮮或

乾燥 

參展植

物之生

產國家

或地區 

參展植

物離岸

之國家

或地區 

1 
           

2 
           

3 
           

4 
           

5 
           

6 
           

            

            

註：整株植物、切花、切葉或切枝如附帶果實，請註明「附帶果實」。

EXPORT CITES COPY – 2019年12月31日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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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0第23屆世界蘭花會議參展所需之園藝資材資料最終清單 

 

 

2020第23屆世界蘭花會議參展所需之園藝資材資料最終清單 
 

參展單位：[參展者名稱（英文）] 最後通知日期: 2019年10月31日 

□申請貨品暫准通關證 □不再回運 

□無法申請貨品暫准通關證 □需要回運 

編

號 
英文品名 原產地 數量 

尺寸 

（CM） 
HS CODE 備註 

1 
      

2 
      

3 
      

4 
      

5 
      

6 
      

       

       

註：整株植物、切花、切葉或切枝如附帶果實，請註明「附帶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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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0第23屆世界蘭花會議出貨通知 

 
2020第23屆世界蘭花會議出貨通知 

 

參展單位：[參展者名稱（英文）] 最後通知日期: 2019年12月31日 

展區 
 

展位 
 

運輸方式（空運） 
 

出口機場 
 

航空公司 
 

提單號碼 
 

航班 
 

二程航班 
 

預計起飛 
 

目的站 
 

預計到站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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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0第23屆世界蘭花會議商業發票（範例） 

 商業發票 
ABC CO., LTD. 

123 SHIPPMENT RD., NEW YORK, 10001, U.S.A. 

INVOICE 
NO. 100051 DATE: AUG.01, 2019  

INVOICE of 

For Account and risk of Messrs. 

Taiwan Orchid Growers Association 

Shipped per ABC CO., LTD 

 By air freight 

Sailing on or about Aug.15, 2019 

From NEW YORK, USA      To TAOYUAN, TAIWAN   

SHIPPING MARKS 

23rd World Orchid 

Conference in 2020 

ABC CO., LTD. 

Venue: Expo Hall 

Exhibit #: 16 

Box: 1~3 

 

 

 

SAY TOTAL: U.S. DOLLARS THREE HUNDRED TWENTY-THREE ONLY. 

（Shipment for 23rd World Orchid Conference in 2020） 

ORIGIN:                            

 
ABC CO., LTD. 

----------- 

Description of Goods Quantity Unit Price Amount 

23rd World Orchid Conference in 

2020 

   TAIPEI USD 

PHALAENOPSIS HYBRID 

HS CODE: 

60PLNs 2.00 120.00 

TOMATO SEED 20KGs 10.00 200.00 

HS CODE:    

PLASTIC NET 30PCs 0.10 3.00 

HS CODE:    

 -----------  ----------- 
 60 PLNs  USD 323.00 
 20KGs  vv vvvv 
 30PCs   

 vv vv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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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20第23屆世界蘭花會議包裝明細表（範例） 

 包裝明細表 
ABC CO., LTD. 

123 SHIPPMENT RD., NEW YORK, 10001, U.S.A. 

PACKING/WEIGHT LIST 
NO. 100051 DATE: AUG.01, 2019 

INVOICE of 

For Account and risk of Messrs. 

Taiwan Orchid Growers Association  

Shipped per ABC CO., LTD 

Sailing on or about Aug.15, 2019 

From NEW YORK, USA To TAOYUAN, TAIWAN 

SHIPPING MARKS 

23rd World Orchid 

Conference in 2020 

ABC CO., LTD. 

Venue: Expo Hall 

Exhibit #: 16 Box: 

1~3 

 

Carton 

No. 

Description of 

Goods 

Quantity Net Weight Gross Weight 

 23rd World Orchid 

Conference in 2020 

 KGs KGs 

1-2 PHALAENOPSIS 60PLNs 30.00 40.00 

3 HYBRID TOMATO 20KGs 20.00 30.00 
 SEED    

 PLASTIC NET 30PCs 4.00  

  ----------- ----------- ----------- 
  60 PLNs 54.00KGs 70.00KGs 
  20KGs   

  30PCs vv vvvv vv vvvv 
  vv vvvv   

SAY TOTAL: THREE （3） CTNS ONLY    

    ABC CO., LT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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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進口通關檢疫處理授權書 

 進口通關檢疫處理授權書 

23rd World Orchid Conference in 2020  

Letter of Authorization for Quarantine Process 

I hereby authoriz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gulations of the Bureau of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to be my representative for customs 

clearance and related quarantine matters regarding plant or plant- 

based overseas exhibits being imported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cluding quarantine treatment (fumigation or disinfestation), 

destruction or reshipping. 

 

Attention of 

Taiwan Orchid Growers Association  

Authorizing person： 

 

Signature of the Authorizing person： 

 

------------------------------------------------------------- 

Authorized person： 

 Taiwan Orchid Growers Association 

Signature of the authorized person： 

 

TEL： 

+886-6- 6830304 

Date： 

MM/DD/YY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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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入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報驗稅放辦法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辦法依關稅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及第四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入境旅客攜帶隨身及不隨身行李物品之報驗稅放，依本辦法之規定。 

前項不隨身行李物品指不與入境旅客同機或同船入境之行李物品。 

第 3 條 為簡化並加速入境旅客隨身行李物品之查驗，得視實際需要對入境旅 

客行李物品實施紅綠線或其他經海關核准方式辦理通關作業。 

第 4 條 入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其免稅範圍以合於其本人自用及家用者為限。入

境旅客攜帶自用之農畜水產品、菸酒、大陸地區物品、自用藥物及環境

用藥應予限量，其項目及限量，依附表之規定。 

 

第二章 報關及查驗 

第 5 條 入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合於本辦法規定之範圍及限額者，免辦輸入

許可證，經由海關依本辦法規定辦理徵、免稅捐驗放。 

入境旅客攜帶貨樣、機器零件、原料、物料、儀器、工具等貨物，其價 值

合於本辦法所規定限額者，視同行李物品，免辦輸入許可證，辦理徵、免

稅放行。 

前二項行李物品屬隨身攜帶之單件自用行李物品或合於關稅法第五十二

條規定之貨物，並屬於准許進口類者，其價值不受本辦法有關限額之限

制，並得免辦輸入許可證。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行李物品屬於應施檢驗、檢疫品目範圍或有其他輸入

規定者，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仍應依各該輸入規定辦理。 

第 6 條 入境之外籍及華僑等非國內居住旅客攜帶自用應稅物品，得以登記驗放

方式代替稅款保證金之繳納或授信機構之擔保。經登記驗放之應稅物

品，應在入境後六個月內或經核准展期期限前原貨復運出口，並向海

關辦理銷案，逾限時由海關逕行填發稅款繳納證補徵之，並停止其該

項登記之權利。其作業要點由海關訂定並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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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條 入境旅客於入境時，其行李物品品目、數量合於第十一條免稅規定且無

其他應申報事項者，得免填報中華民國海關申報單向海關申報，並得

經綠線檯通關。 

入境旅客攜帶管制或限制輸入之行李物品，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填

報中華民國海關申報單向海關申報，並經紅線檯查驗通關： 

一、 攜帶菸、酒或其他行李物品逾第十一條免稅規定者。 

二、 攜帶外幣、香港或澳門發行之貨幣現鈔總值逾等值美幣一萬元者。

三、 攜帶無記名之旅行支票、其他支票、本票、匯票或得由持有人在 

本國或外國行使權利之其他有價證券總面額逾等值美幣一萬元者。

四、 攜帶新臺幣逾十萬元者。 

五、 攜帶黃金價值逾美幣二萬元者。 

六、 攜帶人民幣逾二萬元者，超過部分，入境旅客應自行封存於海關， 

出境時准予攜出。 

七、 攜帶水產品及動植物類產品者。

八、 有不隨身行李者。 

九、 攜帶總價值逾等值新臺幣五十萬元，且有被利用進行洗錢之虞之

物品者。 

十、 有其他不符合免稅規定或須申報事項或依規定不得免驗通關者。 

前項第九款所稱有被利用進行洗錢之虞之物品，指超越自用目的之鑽石、

寶石及白金。 

入境旅客對其所攜帶行李物品可否經由綠線檯通關有疑義時，應經由紅

線檯通關。 

經由綠線檯或經海關依第三條規定核准通關之旅客，海關認為必要時得

予檢查，除於海關指定查驗前主動申報或對於應否申報有疑義向檢查關

員洽詢並主動補申報者外，海關不再受理任何方式之申報。如經查獲攜

有應稅、管制、限制輸入物品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匿不申報或規避檢查

者，依海關緝私條例或其他法律相關規定辦理。 

第 8 條 應填具中華民國海關申報單向海關申報之入境旅客，如有隨行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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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行李物品得由其中一人合併申報，其有不隨身行李者，亦應於入境

時在中華民國海關申報單報明件數及主要品目。 

入境旅客之不隨身行李物品，應自入境之翌日起六個月內進口，並應於

裝載行李物品之運輸工具進口日之翌日起十五日內報關，逾限未報關者

依關稅法第七十三條之規定辦理。 

前項不隨身行李物品進口時，應由旅客本人或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或報

關業者填具進口報單向海關申報，除應詳細填報行李物品名稱、數量及

價值外，並應註明下列事項： 

一、入境日期。 

二、護照號碼、入境證件號碼或外僑居留證統一證號。

三、在華地址。 

前項行李物品未在期限內進口或旅客入境時未在中華民國海關申報單上

列報者，按一般進口貨物處理，不適用本辦法相關免稅、免證之規定。

但有正當理由經海關核可者，不在此限。 

第 9 條 入境旅客攜帶自用家用行李物品以外之貨物，以廠商名義進口者，應依

關稅法第十七條規定填具進口報單，辦理報關手續。 

入境旅客攜帶貴重物品或屬保稅工廠、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及農

業科技園區事業之貨樣、機器零件、儀器、原料、工具、物料等保稅貨

物，得於入境之前預先申報。 

第 10 條  旅客隨身行李物品以在入境之碼頭或航空站當場驗放為原則，其難於

當場辦理驗放手續者，得由旅客自行加鎖，並由海關摯給收據，經加

封後暫時寄存於海關倉庫，由旅客本人或其授權代理人，於入境之翌

日起一個月內，持憑海關原發收據及護照、入境證件或外僑居留證， 

辦理完稅提領或退運手續，必要時得申請延長一個月。 

前項完稅提領或退運手續由代理人辦理者，應持同其身分證明文件及該

旅客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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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徵免 

第 11 條  入境旅客攜帶自用家用行李物品進口，除關稅法及海關進口稅則已有免 

稅之規定，應從其規定外，其免徵進口稅之品目、數量、金額範圍如下： 

一、 酒類一公升 (不限瓶數) ，捲菸二百支或雪茄二十五支或菸絲一磅， 

但以年滿二十歲之成年旅客為限。 

二、 前款以外非屬管制進口之行李物品，如在國外即為旅客本人所有， 

並已使用過，其品目、數量合理，其單件或一組之完稅價格在新 

臺幣一萬元以下，經海關審查認可者，准予免稅。 

旅客攜帶前項准予免稅以外自用及家用行李物品 (管制品及菸酒除外) 其

總值在完稅價格新臺幣二萬元以下者，仍予免稅。但有明顯帶貨營利行

為或經常出入境且有違規紀錄者，不適用之。 

前項所稱經常出入境係指於三十日內入出境兩次以上或半年內入出境六

次以上。 

第 12 條  入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超出前條規定者，其超出部分應按海關進口

稅則所規定之稅則稅率徵稅。但合於自用或家用之零星物品，得按海

關進口稅則總則五所定稅率徵稅。 

前項稅款之繳納，自稅款繳納證送達之翌日起十四日內為之，屆期未繳

納者依關稅法第七十四條規定辦理。 

第 13 條  應徵關稅之行李物品，其完稅價格應依關稅法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六

條規定核定。 

如依關稅法第三十五條規定核定其完稅價格時，海關得參照下列價格資

料核估之： 

一、財政部關務署蒐集之合理價格資料。

二、根據國內市價合理折算之價格資料。

三、納稅義務人提供之參考價格資料。 

第 14 條 入境旅客攜帶進口隨身及不隨身行李物品，其中應稅部分之完稅價格總

和以不超過每人美幣二萬元為限。 

前項之行李物品，屬於貨樣、機器零件、原料、物料、儀器、工具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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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值，不得超過貨品輸入管理辦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進口貨品免

辦輸入許可證之限額。但不得包括管制進口物品在內。 

第 15 條  入境旅客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攜帶行李物品之價值及數量，海

關得驗憑有關證件酌予放寬辦理；其具有下列兩種以上情形者，得由

其任擇其一辦理，不得重複放寬優待： 

一、 華僑合家回國定居，經僑務委員會證明屬實者，其所攜帶應稅部

分之行李物品價值，得不受限制。 

二、 旅客來華居留在一年以上者，其所攜帶行李物品之數量與價值， 

由海關驗憑有關證件，按照第四條及第十四條所規定，酌予放寬。

但最高不得超過二分之一。 

三、 友邦政府代表、機關首長、學術專家或公私團體，應政府邀請參

加開會或考察訪問，所攜帶行李物品之價值與數量，由海關驗憑

有關證件，按照第四條及第十四條所規定，酌予放寬。但最高不

得超過二分之一，如非應政府邀請入境者，應檢具主管機關核發

之證明文件。 

第 16 條 入境旅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攜帶行李物品之範圍，得予限制： 一、  

有明顯帶貨營利行為或經常出入境且有違規紀錄之旅客，其所攜 

帶之行李物品數量及價值，得依第四條及第十四條規定折半計算。

二、 以過境方式入境之旅客，除因旅行必需隨身攜帶自用之衣服、首 

飾、化粧品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得免稅攜帶外，其餘所攜帶之行

李物品得依前款規定辦理稅放。 

三、 民航機、船舶服務人員每一班次每人攜帶入境之應稅行李物品完

稅價格不得超過新臺幣五千元。其品目以准許進口類為限，如有

超額或化整為零之行為者，其所攜帶之應稅行李物品，一律不准

進口，應予退回國外。另得免稅攜帶少量准許進口類自用物品及

紙菸五小包 (每包二十支) 或菸絲半磅或雪茄二十支入境。 

第 17 條 入境旅客攜帶進口之行李物品如超過第四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或第

十六條規定之限制範圍者，應自入境之翌日起二個月內繳驗輸入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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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證或將超逾限制範圍部分辦理退運或以書面聲明放棄，必要時得申

請延長一個月，屆期不繳驗輸入許可證或辦理退運或聲明放棄者，依

關稅法第九十六條規定處理。 

 

第四章 附則 

第 18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六年六

月二十八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