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部主管自由貿易港區事業營運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總說明
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授權本部訂定
自由港區事業申請入區營運應具備之資格、申請程序、檢附文件、各
項營運控管作業、帳務處理、撤銷、廢止營運作業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本辦法自民國九十三年九月十日發布至今已屆三年，為利管
理機關審查港區事業申請籌設及營運控管等流程更為合理周延，爰就
部分窒礙難行條文酌予增修，有關修訂要點說明如次：
1、 增訂投資人依商港法或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辦理者，不適用
第四條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修正條文第四條）
2、 修正「華僑」用語為「僑民」，以統一法律用詞，並避免與文化
或血統上之華僑概念混淆。（修正條文第五條、十三條）
3、 增訂外國法人申請港區事業附法人資格證明，但外國公司在國內
設立分公司者，得以該分公司之認許證明文件為之。（修正條
文第五、十三條）
4、 修正既成業者在港區內已運作順遂且符合政府法令規範者，得檢
附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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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增訂管理機關依前項規定受理
營運許可申請後，應會同海關勘查第十條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所列事項，以節省營運會勘審查人力。（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5、 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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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6、 增訂自由港區事業之申請籌設許可，須檢附「租賃契約書或其他
證明文件」逕向管理機關提出申請。（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7、 增訂自由港區事業有「貨棧、倉庫之增減」及「變更經營業務」
等異動情事時，須報請管理機關核准。（修正條文第十三、十

四條）

交通部主管自由貿易港區事業營運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申請入自由港區經營自 第四條
申請入自由港區經營自 投資人依商港法或促進民間
由港區事業之投資人 (以下簡 由港區事業之投資人 (以下簡 參與公共建設法於國際商港
稱投資人) ，應向自由港區管 稱投資人) ，應向自由港區管 或國際航空站管制區域內之
理機關 (以下簡稱管理機關) 申 理機關 (以下簡稱管理機關) 申 自由港區承租土地或設施者，
請預訂公有土地或設施，並於
提出籌設許可申請前，按下列
基準繳存預約定金及簽訂預約

請預訂公有土地或設施，並於
提出籌設許可申請前，按下列
基準繳存預約定金及簽訂預約

其承租土地或設施之程序均
依商港法或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規定辦理，並需與

書：
一、土地預約定金：按預訂土
地面積六個月之租金標準
計算。
二、設施預約定金：預購者，
按預訂設施面積售價百分
之五計算；預租者，按設
施面積一年之租金計算。

書：
一、土地預約定金：按預訂土
地面積六個月之租金標準
計算。
二、設施預約定金：預購者，
按預訂設施面積售價百分
之五計算；預租者，按設
施面積一年之租金計算。

管理機關簽訂契約，再依本
辦法相關規定申請成為自由
港區事業。現行實務作業上
此類投資人並不受前四項規
定繳納土地及設施預約定金
之限制，爰予以增訂第五項。

前項投資人向所在區私有
土地所有權人預租 (購) 土地或

前項投資人向所在區私有
土地所有權人預租 (購) 土地或

設施者，應於提出投資申請時，
檢附土地或設施使用同意證明
書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設施者，應於提出投資申請時，
檢附土地或設施使用同意證明
書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前二項投資人之代表人，
於法人未成立前，以該法人之
代表人名義預約及提出投資計
畫者，應在代表人名義下註明：
預定公司籌備處代表人，其資
金限以法人籌備處之名義專戶
儲存。

前二項投資人之代表人，
於法人未成立前，以該法人之
代表人名義預約及提出投資計
畫者，應在代表人名義下註明：
預定公司籌備處代表人，其資
金限以法人籌備處之名義專戶
儲存。

自由港區事業因增資、合
併或擴充投資計畫而須增租、
購設施或租地者，準用第一項
或第二項之規定。

自由港區事業因增資、合
併或擴充投資計畫而須增租、
購設施或租地者，準用第一項
或第二項之規定。

第一項投資人依商港法或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辦理
者，不適用第一項至第四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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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第五條 申請經營自由港區事業，第五條 申請經營自由港區事業，一、為統一法律用詞，並避
應檢具下列文件，向管理機關
應檢具下列文件，向管理機關
免與文化或血統上之華
申請籌設許可：
申請籌設許可：
僑概念混淆，爰將現行
名稱及條文所使用之
一、申請書。
一、申請書。
「華僑」用語均修正為
二、營運計畫書。
二、營運計畫書。
「僑民」。
三、貨物控管、貨物電腦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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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已辦妥
之公司設立登記預查文件。
五、設施或土地預約訂金繳款
證明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六、投資人證件：
(一) 本國人：自然人附國民

通關及帳務處理作業說明 二、外國公司在我國設立之
書。
分公司雖非法人，惟依
據公司法第 371 條規定，
四、新投資創設者，其已辦妥
外國公司申請認許後，
之公司設立登記預查文件。
並辦理分公司登記者，
方得在中華民國境內營
五、設施或土地預約訂金繳款
業，且因該分公司辦理
證明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六、投資人證件：
(一) 本國人：自然人附國民

身分證影本；法人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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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登記證明文件。
(二) 華僑：華僑身分證明文

件。
(三) 外國人：自然人附國籍

件。
(三) 外國人：自然人附國籍

證明書或當地國所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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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以該分公司之認許證
明文件為之。

之護照影本；法人附法
人資格證明。

七、設施用電契約容量一千仟
瓦以上者，應提出用電計
畫書；用水量每日三百立
方公尺以上者，應提出用
水計畫書。

七、設施用電契約容量一千仟
瓦以上者，應提出用電計
畫書；用水量每日三百立
方公尺以上者，應提出用
水計畫書。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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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人之身分證影或居留證影本。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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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營運計畫書應記載
理人之身分證影或居留證影本。 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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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許時，亦經本公司授
權為在中華民國境內訴
訟及非訴訟代理人，該
分公司可為港區事業申
請之主體及許可證之核
發對象。爰為因應實務
需要，增訂「但外國公
司在國內設立分公司者，
得以該分公司之認許證
明文件為之」乙段文字，
俾利外國投資人申設港
區事業。

(一)營業目標及預計從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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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清冊。
(四)設施管理方式及人員配置
情形。
(五)其他法令規定之文件。

說明。
(二)投資效益分析。
(三)設備清冊。
(四)設施管理方式及人員配置
情形。
(五)其他法令規定之文件。
第一項第六款第二目華僑
投資人所提出之證件，應經僑
務委員會或其指定之機構驗證。

第一項第六款第二目僑民
第一項第六款第三目外國
投資人所提出之證件，應經僑
務委員會或其指定之機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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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第六款第三目外國
交部授權機構之認 (驗) 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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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部授權機構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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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作成者，須經外國駐華使
領館，或外國政府授權並經我

之驗證。
第一項申請書之格式、份
數，由管理機關定之。

國外交部同意之外國駐華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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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國際航空站、國際商港 第十一條 國際航空站、國際商港 既成業者在港區內已運作順
管制區域及其毗鄰地區管制範
管制區域及其毗鄰地區管制範 遂且符合政府法令規範，如
圍，經劃設為自由港區者，原
圍，經劃設為自由港區者，原 依本條申請自由港區事業營
在區內經營之事業，得檢附第
在區內經營之事業，得檢附第 運許可，應免予比照第十條
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
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 經籌設完成之業者申請營運
定之申請文件，向管理機關申
第三款規定之申請文件，逕依 許可時，須由管理機關會同
請自由港區事業營運許可。
前條規定向管理機關申請自由 有關機關就其工廠內機器設
管理機關依前項規定受理
營運許可申請後，應會同海關
勘查前條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所列事項。

港區事業營運許可。

備之裝置、安全衛生設施、
勞動條件、污染防治等事項
進行勘查，而僅須由管理機
關會同海關勘查應查驗事項
即可，以節省營運會勘審查
之人力，爰予以修訂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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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增訂第二項條文。
第十二條
自由港區事業經營港 第十二條
自由港區事業經營港 1、 港區事業經營港區貨棧，
區貨棧，其設施、設備應符合
區貨棧業務，於取得管理機關
現行條文規定應向海關
營運許可後，應依海關管理進
辦理設立登記，由海關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等相
出口貨棧辦法等相關規定，向
發給登記證，業者並向
關規定，於取得管理機關營運
海關辦理登記。
海關繳納證照費及保證
許可後，憑管理機關營運許可
金，增加業者不必要之
文件，向海關辦理公告監管編
負擔，爰予以修正。
號及卸存地點代碼。
2、 本條為港區事業經營港
區貨棧時，海關會同審
查、勘查之規定，明訂
港區貨棧應符合海關管
理進出口貨棧辦法等相
關規定，為海關會同審
查、勘查時有所依據，
故須將應符合海關管理
進出口貨棧辦法等相關
規定之內容予以明確化，
此係專指港區貨棧之
「設施、設備」
，應符合海關管理進出
口貨棧辦法第二章「設
置」第五條第一項（堅
固之建築，具有防盜、
防火、照明及確保存貨
安全、便利管理、驗貨
之設備等）、第三項
（設備電腦及相關連線
設備）、第七條（設備
專門倉間存儲破損或貴
重物品）、第九條（危
險性貨物設置專門貨棧
儲存）等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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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民間機構依獎勵民間

參與交通建設條例或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法與管理機關簽
訂投資契約，進行興建營運自
由港區者
者)

(以下簡稱經營港區

，其自由港區事業之審查

程序及營運管理，除準用第三
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十二
條、第十六條至第二十條、第
二十二條規定外，另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自由港區事業之申請籌設
許可，應檢具下列文件，
由經營港區者向管理機關
提出申請：

民間機構依獎勵民間 一、查目前桃園航空自由貿
易港區之港區事業籌設
參與交通建設條例或促進民間
申請案件，檢具之審理
參與公共建設法與管理機關簽
文件亦包含事業體與經
訂投資契約，進行興建營運自
營港區者簽訂之租賃契
由港區者 (以下簡稱經營港區
約書。爰考量實務運作
者) ，其自由港區事業之審查
需要並參考本辦法第五
程序及營運管理，除準用第三
條第五款立法精神、內

第十三條

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十二

容，增訂第十三條第一
條、第十六條至第二十條、第
款第五目。原第五目、
第六目次則配合依序後
二十二條規定外，另依下列規
移，修正為第六目、第
定辦理：
七目。
一、自由港區事業之申請籌設
二、餘內容修正同本修正草
許可，應檢具下列文件，由
案第五條及第十四條說
經營港區者向管理機關提出
明理由。
申請：

(一)申請書。

(一) 申請書。

(二)營運計畫書。

(二) 營運計畫書。

(三)貨物控管、貨物電腦連

(三) 貨物控管、貨物電腦連

線通關及帳務處理作業

線通關及帳務處理作業

說明書。

說明書。

(四)新投資創設者，其已辦

(四) 新投資創設者，其已辦

妥之公司設立登記預查

妥之公司設立登記預查

文件。

文件。

(五)租賃契約書或其他證明
文件。
(六)投資人證件：
１本國人：自然人附國民
身分證影本；法人附公
司登記證明文件。
２僑民：僑民身分證明文
件。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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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投資人證件：
１本國人：自然人附國民
身分證影本；法人附公
司登記證明文件。
２華僑：華僑身分證明文
件。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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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經營業務須經特許者應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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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款申請授權代理人辦理
者，應檢附代理人授權書
司在國內設立分公司者，
及代理人之身分證影本或
得以該分公司之認許證
居留證影本。
三、第一款第二目營運計畫書
明文件為之。
應記載下列事項：
(七) 經營業務須經特許者應
(一)營業目標及預計從事業務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說明。
二、前款申請授權代理人辦理
(二)投資效益分析。
者，應檢附代理人授權書
(三)設備清冊。
及代理人之身分證影本或
(四)設施管理方式及人員配置
居留證影本。
情形。
三、第一款第二目營運計畫書
(五)其他法令規定之文件。
應記載下列事項：
四、第一款第五目華僑投資人
(一)營業目標及預計從事業
所提出之證件，應經僑務
務說明。
委員會或其指定之機構驗
(二)投資效益分析。
證。外國人投資人所提出
(三)設備清冊。
之證件，於國外作成者，
(四)設施管理方式及人員配
須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
置情形。
表處、辦事處或其他外交
(五)其他法令規定之文件。
部授權機構之認 (驗) 證；
四、第一款第五目僑民投資人
於國內作成者，須經外國
所提出之證件，應經僑務
駐華使領館，或外國政府
委員會或其指定之機構驗
授權並經我國外交部同意
證。外國人投資人所提出
之外國駐華機構之驗證。
之證件，於國外作成者，
(五至十一略)
須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
十二、自由港區事業有下列事
表處、辦事處或其他外交
項之變更，應由經營港區
部授權機構之認 (驗) 證；
者檢附有關文件資料，報
於國內作成者，須經外國
請管理機關核准。
駐華使領館，或外國政府
(一)設備之增減。
授權並經我國外交部同意
(二)貨棧、倉庫之增建或拆除。
之外國駐華機構之驗證。
(五至十一略)
(三)作業場地佈置變動。
十二、自由港區事業有下列事
項之變更，應由經營港區
(十三至十四略)
者檢附有關文件資料，報
請管理機關核准。
(一)設備之增減。
(二)貨棧、倉庫之增減。
(三)作業場地佈置變動。
(四)變更經營業務。
(十三至十四略)
人資格證明。但外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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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自由港區事業有下列事 第十四條 自由港區事業有下列事 為因應自由港區事業之實務
項之變更，應檢附有關文件資
項之變更，應檢附有關文件資 作業及管理機關管理所需，
料，報請管理機關核准：
料，報請管理機關核准：
有關營運場所之增減及經營
一、設備之增減。
業務變更之核准程序應予明
一、設備之增減。
二、貨棧、倉庫之增減。
二、貨棧、倉庫之增建或拆除。訂，爰修正本條第一項第二
三、作業場地佈置變動。
款及增訂第四款條文。
四、變更經營業務。
三、作業場地佈置變動。

第 9 頁，共 9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