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進口物資器材海運運送作業辦法
修正
總說明
航業法業於一百零二年一月三十日修正公布全文，共六十一條，其中第十
七條第二項規定「前項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進口物資器材之品名、適用之
採購條件與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專責機構之認可、推薦之程序及管理等
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為配合上開授權條文之條次
修正，增進國籍船舶運送業之運送權益，規範專責機關之推薦程序等實務作業
需求，爰擬具本辦法修正，其修正要點如下：
1、 修正本辦法之授權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2、 增訂得標之國內廠商在國籍船舶運送業可到達之航線，應以國籍船舶運送
業為運送人，以及於起運後逐案按季提供專責機構承運統計資料。（修正
條文第五條）
3、 增訂專責機構推薦程序。（修正條文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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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進口物資器材海運運送作業辦法
修正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航業法第十 第一條 本辦法依航業法第二 配合本法修正本辦法之法源
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十一條規定訂定之。
依據。
第二條 政府機關及公營事
第二條 政府機關及公營事
本條未修正。
業機構(以下簡稱機關
業機構
(以下簡稱機關
(構) ) 進口物資器材之海
(構) ) 進口物資器材之海
運勞務採購作業適用本辦
運勞務採購作業適用本辦
法。但我國締結之條約或
法。但我國締結之條約或
協定有特別規定者，從其
協定有特別規定者，從其
規定。
規定。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機關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機關
配合本法第二條明定本法之
(構) ，指行政院所屬機關
(構) ，指行政院所屬機關 主管機關為交通部，酌作文
及其公營事業機構，並由
及其公營事業機構，並由
字修正。
主管機關徵得該機關同意
交通部徵得該機關同意後
公告之。
後公告之。
本辦法所稱物資器材，
分為大宗物資及一般雜貨。
其品名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機關 (構) 一次採購
大宗物資達五千公噸以上
或一般雜貨金額達美金二
十萬元以上者，海運勞務
之採購適用本辦法。

本辦法所稱物資器材，
分為大宗物資及一般雜貨。
其品名由交通部公告之。
機關 (構) 一次採購
大宗物資達五千公噸以上
或一般雜貨金額達美金二
十萬元以上者，海運勞務
之採購適用本辦法。

第四條 機關 (構) 採購大 第四條 機關 (構) 採購大 配合本法第二條明定本法之
宗物資，除報經上級機關
宗物資，除報經上級機關
主管機關為交通部，酌作文
核准之特殊案件外，應以
核准之特殊案件外，應以
字修正。
由買方洽船承運之條件招
由買方洽船承運之條件招
標；其海運勞務採購，並
標；其海運勞務採購，並
依下列規定辦理：
依下列規定辦理：
1、契約期間在一年以上者，
扣除機關 (構) 自有
船舶承運量後，由主
管機關認可之專責機
構規劃推薦國籍船舶

1、契約期間在一年以上者，
扣除機關 (構) 自有
船舶承運量後，由交
通部認可之專責機構
規劃推薦國籍船舶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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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業適載之國籍船
舶優先承運。
2、契約期間未達一年者，
扣除機關 (構) 自有
船舶承運量後，依政
府採購法第四十三條
第二款規定辦理，並
優先決標予主管機關
認可之專責機構規劃
推薦適載承運之國籍
船舶運送業，不受政
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四十六條規定之限制。

送業適載之國籍船舶
優先承運。
2、契約期間未達一年者，
扣除機關 (構) 自有
船舶承運量後，依政
府採購法第四十三條
第二款規定辦理，並
優先決標予交通部認
可之專責機構規劃推
薦適載承運之國籍船
舶運送業，不受政府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四
十六條規定之限制。

第五條 機關 (構) 採購一 第五條 機關 (構) 採購一 一、現行實務上，曾有得標
般雜貨，除報經上級機關
般雜貨，除報經上級機關
之國內廠商，以外國籍
核准之特殊案件外，應以
核准之特殊案件外，應以
船舶運送業為運送人，
由買方洽船承運之條件招
由買方洽船承運之條件招
致影響國籍船舶運送業
標；其海運勞務採購依政
標；其海運勞務採購依政
運送權益，為落實航業
府採購法第四十三條第二
府採購法第四十三條第二
法及本辦法發展國家整
款規定辦理，並優先決標
款規定辦理，並優先決標
予主管機關認可之專責機
予交通部認可之專責機構
體經濟之精神，爰增訂
規劃推薦適載承運之國籍
構規劃推薦適載承運之國
第二項。
船舶運送業，不受政府採
籍船舶運送業，不受政府
二、原第二項移列至第三項，
購法施行細則第四十六條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四十六
並增訂由機關(構)提供
規定之限制。
條規定之限制。
承運資料以有效執行統
得標之國內廠商在國
前項報經上級機關核
計工作。
籍船舶運送業可到達之航
准非以買方洽船承運條件
三、配合本法第二條明定本
線，應以國籍船舶運送業
辦理之案件，需於招標文
為運送人。
件及買賣契約中規定，賣
法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
第一項報經上級機關
方應將採購數量或金額之
酌作文字修正。
百分之五十以上之進口一
核准非以買方洽船承運條
般雜貨，洽國籍船舶運送
件辦理之案件，需於招標
業者辦理。機關 (構) 並
文件及買賣契約中規定，
應將該項契約條款影本及
賣方應將採購數量或金額
之百分之五十以上之進口
賣方相關連絡資料，提供
專責機構轉由我國籍船舶
一般雜貨，洽國籍船舶運
送業者辦理。機關
(構)
運送業者洽辦。但其採購
數量不足一整櫃運量時，
並應將該項契約條款影本
不在此限。
及賣方相關連絡資料，提
供專責機構轉由我國籍船
舶運送業者洽辦。但其採
購數量不足一整櫃運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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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此限。機關(構)應將
賣方交由國籍船舶運送業
承運之統計資料(如附件)，
於起運後逐案按季提供專
責機構。
第六條 前二條規定之海運
第六條 前二條規定之海運
1、 配合本法第二條明定本
勞務採購由主管機關認可
勞務採購由交通部認可之
法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
專責機構應依照國籍船舶
酌作文字修正。
之專責機構應依照國籍船
運送業擁有下列之船舶運
舶運送業擁有下列之船舶
2、 增訂專責機構規劃推薦
能計算其承運之權重比例：
運能計算其承運之權重比
國籍船舶運送業程序。
例：
1、國造國籍船舶。
2、國籍船舶。
第四條及第五條第一

1、國造國籍船舶。
2、國籍船舶。

項規定之專責機構規劃推薦
方式，由各機關(構)將其海
運勞務採購主要條件通知專
責機構函轉符合條件之國籍
船舶運送業，經國籍船舶運
送業以書面表示承運意願後，
再由專責機構辦理規劃，並
將結果以書面回復機關（構）
予以推薦。
第七條 本辦法所稱之專責
機構係以增進公共利益，
促進航運發展為目的，並
經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
申請主管機關認可之
專責機構者，應檢附下列
文件由航政機關轉陳主管
機關：
1、組織章程。
2、組織成員及船舶名冊。
3、國籍船舶承運機關
(構) 進口物資器材之
執行計畫書。
4、專業能力證明。
主管機關認可時，得
附加條件、期限、限制或
負擔。

第七條 本辦法所稱之專責
機構係以增進公共利益，
促進航運發展為目的，並
經交通部認可之機構。
申請交通部認可之專
責機構者，應檢附下列文
件：
1、組織章程。
2、組織成員及船舶名冊。
3、國籍船舶承運機關
(構) 進口物資器材之
執行計畫書。
4、專業能力證明。
交通部認可時，得附
加條件、期限、限制或負
擔。
專責機構協調推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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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本法第二條明定本法之
主管機關為交通部，酌作文
字修正。

專責機構協調推薦事
項有違公共利益或航業發
展情事者，主管機關得命
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者，得廢止其認可。

項有違公共利益或航業發
展情事者，交通部得命其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
得廢止其認可。

第八條 專責機構應將下列
第八條 專責機構應將下列
修正報請資料備查之受理機
資料報請航政機關備查：
資料報請交通部備查：
關。
1、每案件依據機關 (構)
1、每案件依據機關 (構)
採購海運勞務條件規
採購海運勞務條件規
劃推薦適載承運國籍
劃推薦適載承運國籍
船舶
運送業之承
船舶
運送業之承
運計畫。
運計畫。
2、每年規劃推薦之成交案
件及成交比例統計資
料分析意見。
3、每案件擔任見證人之運
送契約影本。

2、每年規劃推薦之成交案
件及成交比例統計資
料分析意見。
3、每案件擔任見證人之運
送契約影本。
第九條 國籍船舶運送業提
供海運勞務之行為，涉及
聯合行為者，應於事前向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申
請許可。該項聯合行為之
申請，得由專責機構代為
之。

一、本條刪除。
二、關於國籍船舶運送業提
供海運勞務之聯合行為
申請事宜，因公平交易
法及其施行細則已有規
定，爰予刪除。

第九條 機關 (構) 採購一 第十條 機關 (構) 採購一 條次變更。
般雜貨，由國籍船舶運送
般雜貨，由國籍船舶運送
業承運時，其海運勞務採
業承運時，其海運勞務採
購買賣契約應載明下列事
購買賣契約應載明下列事
項：
項：
1、賣方應於預定裝船日期
前以書面通知運送人
有關裝貨港、交裝數
量、
貨物品名及
預定裝船日期等資料。
運送人應同時提供賣
方預定船期表，並應
於賣方交運後安排最
近船期運送。
2、進口一般雜貨如超寬、

1、賣方應於預定裝船日期
前以書面通知運送人
有關裝貨港、交裝數
量、
貨物品名及
預定裝船日期等資料。
運送人應同時提供賣
方預定船期表，並應
於賣方交運後安排最
近船期運送。
2、進口一般雜貨如超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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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超長、超重時，
賣方應於四十五天前，
以書面通知運送人其
有關之尺寸或重量及
所須特種貨櫃數量或
裝備。
前項契約內容，必要
時得由船貨雙方依實際作
業需要另行約定之。
第十條
行。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超高、超長、超重時，
賣方應於四十五天前，
以書面通知運送人其
有關之尺寸或重量及
所須特種貨櫃數量或
裝備。
前項契約內容，必要
時得由船貨雙方依實際作
業需要另行約定之。
第十一條
施行。

本辦法自發布日

6

條次變更。

附件
機關（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進口物資器材海運運送作業辦法」
第五條第三項運送情形 統計表
民國
採購
案號

採購
總重
量

裝貨

卸貨

承運

港

港

公司

裝貨

卸貨 （只）

日期

日期

全

年第
40 呎

20 呎

頁第

（含
HQ）
（只）

其它櫃
型
（只）

頁

季
CFS

大型祼

（重量

裝

噸或

（運費

號碼

意見

材積噸） 噸）

製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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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單 機關（構）對服務品質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