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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為發展全球運籌管理經營模式，積極推動貿易自由

化及國際化，便捷人員、貨物、金融及技術之流通，提

升國家競爭力並促進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條例。

第 二 條 自由貿易港區（以下簡稱自由港區）之設置及管

理，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

法律之規定。但其他法律之規定，較本條例更有利者，

適用最有利之法律。

前項但書規定，於第七章罰則不適用之。

第 三 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自由港區：指經行政院核定於國際航空站、國

際港口管制區域內；或毗鄰地區劃設管制範

圍；或與國際航空站、國際港口管制區域間，

能運用科技設施進行周延之貨況追蹤系統，並

經行政院核定設置管制區域進行國內外商務活

動之區域。

二、自由港區事業：指經核准在自由港區內從事貿

易、倉儲、物流、貨櫃（物）之集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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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自由港區事業以外之事業：指金融、裝卸、餐

飲、旅館、商業會議、交通轉運及其他前款以

外經核准在自由港區營運之事業。

四、商務人士：指為接洽商業或處理事務需進入自

由港區內之人士。



五、毗鄰：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與國際航空站、國際港口管制區域土地相

連接寬度達三十公尺以上。

（二）土地與國際航空站、國際港口管制區域間

有道路、水路分隔，仍可形成管制區域。

（三）土地與國際航空站、國際港口管制區域間

得闢設長度一公里以內之專屬道路。

六、國際港口：指國際商港或經核定准許中華民國

船舶及外國通商船舶出入之工業專用港。

第 四 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

第 五 條 為統籌自由港區之營運管理，並提供自由港區內所

需之各項服務，主管機關應選定適當之機關，報請行政

院核定為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前項主管機關所選定之機關，如非其所屬機關者，

應徵詢該被選定機關及其上級機關之同意。

第 二 章 港區之劃設及管理

第 六 條 國際航空站、國際港口之管理機關（構），得就其

管制區域內土地，擬具自由港區開發之可行性規劃報告

及營運計畫書，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主管機關徵詢

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及財政部之意見，經初步

審核同意，並選定自由港區之管理機關及加具管理計畫

書後，核轉行政院核定設置為自由港區。

第 七 條 國際航空站、國際港口管制區域內、外之公、私有

土地管理機關、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得擬具開發可行性

規劃報告及營運計畫書，送請國際航空站、國際港口之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初步審核同意，並由主管機關徵詢所

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及財政部之意見，經初步審

核同意，並選定自由港區之管理機關及加具管理計畫書

後，核轉行政院核定設置為自由港區。



前項土地如需向土地主管機關申請劃設編定為適當

用地者，應於提出申請核定自由港區前，先行申請劃設

編定。

第一項之公、私有土地管理機關、所有權人或使用

人依前項程序提出申請時，各該管理機關應於初步審核

時舉行公聽會，聽取民眾之意見，申請案件如不合於申

請劃設自由港區之資格、條件或確有管理上之困難者，

各該管理機關初步審核，應不予同意。

第一項之使用人，就使用土地申請劃設為自由港

區，應取得土地所有權人之書面同意。

第 八 條 依前二條規定，申請設置自由港區之資格、條件、

申請程序、應檢附之文件資料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九 條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掌理港區內下列事項：

一、自由港區管理運作與安全維護之規劃及執行。

二、自由港區事業與自由港區事業以外之事業入區

申請之核准及廢止營運相關事項。

三、人員與貨物進出自由港區之核准及門哨管制檢

查。

四、外籍商務人士入境許可申請之核轉。

五、自由港區事業外籍人士延長居留申請之核轉。

六、預防走私措施。

七、業務及財務狀況之查核。

八、自由港區事業、自由港區事業以外之事業之營

運輔導。

九、環境保護工作之推動督導。

十、資訊化發展之督導。

十一、依法令或上級機關交付辦理之事項。

十二、其他有關行政管理事項。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就自由港區內下列事項之管理，

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委任或委託：

一、勞工行政、勞工安全衛生及勞動檢查。

二、工商登記證照之核發。

三、工業用電證明之核發。

四、外籍或僑居國外專門性或技術性人員聘僱之核

發。

五、申請稅捐減免所需相關證明之核發。

六、貨品輸出入簽證、原產地證明書及再出口證明

之核發。

七、土地使用管制及建築管理。

第 十 條 自由港區事業僱用本國勞工人數，不得低於僱用員

工總人數百分之六十。

第 十一 條 自由港區事業僱用外國勞工之工資，應依勞動基準

法基本工資限制之規定辦理。

自由港區事業僱用勞工總人數中，應僱用百分之三

具有原住民身分者。

未依前項規定足額僱用者，應依差額人數乘以每月

基本工資，定期向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設立之就業基

金專戶繳納就業代金。

超出第二項僱用規定比率者，應予獎勵；其獎勵辦

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二 條 自由港區內下列事項，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設

立分支單位或指派專人，配合自由港區管理機關之運作

辦理：

一、稅捐稽徵。

二、海關業務。

三、檢疫及檢驗業務。

四、警察業務。



五、金融業務。

六、電力、給水及其他有關公用事業之業務。

七、郵電業務。

八、其他公務機關業務。

第 十三 條 申請經營自由港區事業，應提具營運計畫書、貨物

控管、貨物通關及帳務處理作業說明書，連同相關文

件，向自由港區管理機關申請入區籌設及營運許可。

前項事業申請入區籌設及營運許可應具備之資格、

營運組織型態、申請程序、檢附之文件、各項營運控管

作業、帳務處理、許可之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四 條 外國人得向自由港區管理機關申請設立以境外投資

為專業之控股公司，不適用外國人投資條例之規定。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得辦理前項控股公司之外幣匯兌

及外匯交易業務，並適用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五條等有

關規定。但以各該交易未涉及境內之金融或經貿交易，

且未涉及新臺幣者為限。

第 三 章 貨物自由流通

第 十五 條 自由港區事業得進儲之物（貨）品，除下列物

（貨）品須於進儲前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或檢

附其規定之相關文件外，不受其他法律或其法規命令有

關輸入規定之限制：

一、違禁品。

二、毒品、槍砲、彈藥、刀械。

三、毒性化學物質。

四、事業廢棄物。

五、放射性物品。

六、未經檢疫合格之動植物或其產品。

七、保育類野生動物或其產製品。



八、存儲期間可能產生公害或環境污染之貨品。

九、輸往管制地區之特定戰略性高科技貨品。

十、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物（貨）品。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公告前項第十款物（貨）品

時，應副知海關及本條例主管機關。

第 十六 條 自由港區事業輸往國外之物（貨）品，除下列物

（貨）品於輸往國外前須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外，不受其他法律或其法規命令有關輸出規定之限制：

一、事業廢棄物。

二、戰略性高科技貨品。

三、鑽石原石。

四、管制藥品。

五、華盛頓公約附錄物種或其製品。

六、國際漁業組織管理之特定魚種。

七、已錄製之雷射影碟、影音光碟、數位影音光碟

或其他視聽著作。

八、毒性化學物質。

九、半導體晶圓製造設備。

十、保育類野生動物或其產製品。

十一、氟及氯全鹵化之其他衍生物。

十二、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物（貨）

品。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公告前項第十二款物（貨）

品時，應副知海關及本條例主管機關。

第 十七 條 國外貨物進儲自由港區、自由港區貨物輸往國外或

轉運至其他自由港區，自由港區事業均應向海關通報，

並經海關電腦回應紀錄有案，始得進出自由港區。

自由港區貨物輸往課稅區、保稅區，或課稅區、保

稅區貨物輸往自由港區，應依貨品輸出入規定辦理，並



向海關辦理通關事宜。

自由港區事業於發貨前向海關通報後，其貨物得在

區內逕行交易、自由流通。

前三項之通報或通關，自由港區事業應以電腦連線

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向海關為之。

自由港區事業貨物之通報或通關，得經海關核准辦

理按月彙報作業。

自由港區事業貨物之存儲、重整、加工、製造、展

覽、通報、通關、按月彙報、自主管理、查核、盤點、

申報補繳稅費、貨物流通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財政部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 四 章 港區事業自主管理

第 十八 條 自由港區事業應實施貨物控管、電腦連線通關及帳

務處理作業之貨物自主管理。

自由港區事業關於貨物之進儲、提領、重整、加

工、製造或遭竊、災損等，應按其作業性質，辦理有關

之登帳、除帳、查核銷毀、補繳稅費除帳、稅費徵免及

其他與帳務處理相關之自主管理事宜。

自由港區事業、港區貨棧及港區門哨對自由港區事

業之貨物控管，應分別按貨物流通作業性質，辦理電子

資料傳輸、資料保管、貨物之進儲、提領與異動之通報

及其他與貨物控管相關之自主管理事宜。

第 十九 條 海關得設置聯合查核小組，就自由港區事業關於貨

物控管、電腦連線通關及帳務處理等自主管理事項進行

查核，並得執行實地盤點，自由港區事業不得規避、妨

礙或拒絕。

第 二十 條 自由港區事業每年應辦理存貨盤點，並於盤點後一

個月內，將盤存清冊及結算報告表送海關備查；必要

時，得於期限內申請展延一個月。



自由港區事業依前項規定辦理之盤點貨物，如多於

帳面結存數量，應同時於帳冊補登數量；少於帳面結存

數量，應同時向海關申請補繳稅費。

第 五 章 租稅措施

第二十一條 自由港區事業自國外運入自由港區內供營運之貨

物，免徵關稅、貨物稅、營業稅、菸酒稅、菸品健康福

利捐、推廣貿易服務費及商港服務費。

自由港區事業自國外運入自由港區內之自用機器、

設備，免徵關稅、貨物稅、營業稅、推廣貿易服務費及

商港服務費。但於運入後五年內輸往課稅區者，應依進

口貨物規定補徵相關稅費。

依前二項規定免徵稅捐者，無須辦理免徵、擔保、

記帳及押稅手續。

申請經營自由港區事業取得籌設許可者，於籌設期

間適用前二項規定。

第二十二條 自由港區事業運往國外或保稅區之貨物，課稅區或

保稅區運入自由港區之貨物，依貿易法規定，免收推廣

貿易服務費。

第二十三條 自由港區事業之貨物輸往課稅區時，應依進口貨物

或相關規定，課徵關稅、貨物稅、營業稅、菸酒稅、菸

品健康福利捐、推廣貿易服務費及商港服務費。但在自

由港區經加工、製造、重整、簡單加工、檢驗、測試

者，按運出港區時形態之價格，扣除自由港區內附加價

值後核估關稅完稅價格。

自由港區事業銷售勞務至課稅區者，應依法課徵營

業稅。

第二十四條 自由港區事業自課稅區運入供營運之貨物及自用機

器、設備，視同出口，得依相關法令規定，申請減徵、

免徵或退還關稅、貨物稅、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



自由港區事業自課稅區運入之已稅進口貨物或國產

非保稅貨物，自運入之次日起五年內，原貨復運回課稅

區時，免徵關稅；其有添加未稅或保稅貨物者，該添加

之未稅或保稅貨物，應課徵關稅及相關稅費。

前二項貨物及自用機器、設備已減徵、免徵或退稅

者，於再運回課稅區時，應仍按原減徵、免徵或退稅稅

額補徵。

申請經營自由港區事業取得籌設許可者，於籌設期

間自課稅區運入自用機器、設備適用第一項及前項規

定。

第二十五條 自由港區事業免稅之貨物、機器、設備，因修理、

測試、檢驗、委託加工而須輸往課稅區，經向海關申請

核准者，得免提供稅款擔保。但應自核准後六個月內復

運回自由港區，並辦理結案手續；屆期未運回自由港區

者，應向海關申報補繳稅費。

前項輸往課稅區之貨物，因特殊情形經申請海關核

准者，得不運回自由港區逕行出口，並辦理結案手續。

第一項如須延長復運回自由港區之期限者，應於復

運期限屆滿前，以書面敘明理由，檢附有關證件，向海

關申請展延；其展延，以六個月為限。

自由港區事業免稅之貨物輸往課稅區展覽者，準用

前三項規定辦理。

第二十六條 自由港區內之免稅貨物，依前條規定運往課稅區委

託加工者，以管制貨品以外之貨品為限。

前項受託課稅區廠商加工所添加之進口原料，除下

列情形之一者外，得依外銷品沖退原料稅辦法規定，申

請退稅：

一、屬財政部公告取消退稅之項目。

二、原料可退關稅占成品出口離岸價格在財政部核



定之比率或金額以下。

課稅區營業人接受自由港區事業或國外事業、機

關、團體、組織委託，就自由港區事業輸入之貨物、機

器及設備提供修理、測試、檢驗、委託加工之勞務後，

該貨物、機器及設備全數運回自由港區內者，該項勞務

收入之營業稅稅率為零。

第二十七條 自由港區事業之貨物輸往保稅區，應依保稅貨物之

相關規定，免徵相關稅費。

第二十八條 下列貨物或勞務之營業稅稅率為零：

一、課稅區或保稅區營業人銷售與自由港區事業供

營運之貨物及自用機器、設備。

二、保稅區營業人銷售與外銷廠商存入自由港區事

業以供外銷之貨物。

三、課稅區營業人銷售與保稅區廠商存入自由港區

事業以供外銷之貨物。

四、課稅區或保稅區營業人銷售與自由港區事業與

營運相關之勞務。

自由港區事業或外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自

由港區內銷售貨物或勞務與該自由港區事業、另一自由

港區事業、國外客戶或其他保稅區事業，及售與外銷廠

商未輸往課稅區而直接出口或存入保稅倉庫、物流中心

以供外銷者，其營業稅稅率為零。

第二十九條 營利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僅從事準備或輔助性質之

活動，自行或委託自由港區事業在自由港區內從事貨物

之採購、輸入、儲存或運送，經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審查

核准者，其銷售貨物之所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外國、大陸地

區、香港或澳門營利事業銷售經認可之國際金屬期貨交

易所認證且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商品或同一稅則號別之商



品，如該商品儲存於自由港區事業經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核准之自由港區內之處所，其售與境內、外客戶之所得

免徵所得稅；其銷售該商品之所得，無須申請免徵營利

事業所得稅，並免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申報。

第一項準備或輔助性質之活動、採購、輸入、儲存

或運送之範圍及營利事業核准免徵期限、前項適用範圍

與要件、認可機關及核定機關、前二項申請程序、核

准、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同財政

部定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實施期限至中

華民國一百三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

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自一百零八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結算申報案件適用之。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

條文施行前已依修正前第一項規定核准之案件，其核准

免徵期限最長至一百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

條文施行前已申請尚未核准之案件，屬一百零七年度及

以前年度之所得者，適用修正前第一項規定；屬一百零

八年度以後之所得者，適用修正後第一項規定。

第 三十 條 自由港區事業運入供營運之貨物變更為非營運目的

使用者，應於事前向海關或相關機關申報補繳關稅、貨

物稅、營業稅、菸酒稅、菸品健康福利捐、推廣貿易服

務費及商港服務費。

第三十一條 自由港區事業經自由港區管理機關核准結束營業、

廢止或撤銷其營運許可時，其有關機器、設備及餘存之

貨物，經盤點結算如有短少，應補徵關稅、貨物稅、營

業稅、菸酒稅、菸品健康福利捐、推廣貿易服務費及商



港服務費。

申請經營自由港區事業取得籌設許可者，經自由港

區管理機關廢止或撤銷其籌設許可時，其於籌設期間減

免之關稅、貨物稅、營業稅、推廣貿易服務費及商港服

務費，應予補徵。但自廢止或撤銷其籌設許可之翌日起

算六個月內，將國外運入之自用機器、設備原貨復運出

口者，不在此限。

前項自用機器、設備於辦理相關稅費補徵或復運出

口前，由自由港區管理機關監管。

第三十二條 銀行得依國際金融業務條例之規定，由其總行申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特許，在自由港區內，設立會計獨

立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經營國際金融業務。

第三十三條 金融機構得依銀行法、證券交易法第四十四條、管

理外匯條例及中央銀行法之規定，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申請，於自由港區內設立分支機構，並經中央銀行核准

指定辦理外匯業務。

第三十四條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得辦理自由港區事業之外幣信用

狀、通知、押匯、進出口託收、外幣匯兌及外匯交易業

務，並適用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五條等有關規定。但以

各該交易未涉及境內之金融或經貿交易，且未涉及新臺

幣者為限。

第 六 章 入出境及入出區許可

第三十五條 外籍商務人士得經自由港區事業代向自由港區管理

機關申請核轉許可，於抵達中華民國時申請簽證。

大陸地區或香港、澳門商務人士得依兩岸關係相關

法規辦理申請進入自由港區從事商務活動，其辦法另定

之。

第三十六條 自由港區內，除管理人員、警衛人員、自由港區內

之事業值勤員工、進入自由港區之商務人士及有正當事



由經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同意者外，不得在區內居住。

自由港區內之事業應將所屬員工名冊、照片，報請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核發長期入出許可證或通行證。其他

人員應向自由港區管理機關申請臨時入出許可證或通行

證，憑以入出自由港區。

進出自由港區之人員、車輛及物品，應憑相關許可

放行文件循管理機關指定之地點入出，並接受警衛人員

所為必要之檢查。

前三項所定人員及車輛申請入出與居住許可之資

格、申請程序、檢附之文件、許可之撤銷、廢止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七 章 罰則

第三十七條 自由港區事業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者，由海關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定三十日

以內之期限退運出區或沒入之。

未依前項所定期限退運出區者，海關得按次處罰；

經處罰三次仍未退運出區者，得由海關停止其六個月以

下進儲貨物或由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廢止其營運許可。

自由港區事業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者，由海關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

並得由海關停止其六個月以下進儲貨物或由自由港區管

理機關廢止其營運許可。

第三十八條 自由港區事業依第十七條第一項或第三項規定向海

關通報，有虛報或不實情事者，由海關按次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由海關

停止其六個月以下進儲貨物或由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廢止

其營運許可。

自由港區事業依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向海關辦理通

關，有虛報或不實情事者，由海關依海關緝私條例規定



處罰。

自由港區事業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擅將貨物運往其他自由港區、課稅區或保稅區而有私運

行為者，由海關依海關緝私條例規定處罰。

第三十九條 自由港區事業違反第十八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

者，得由海關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處

罰；經處罰三次仍未改正者，得由海關停止六個月以下

進儲貨物或辦理按月彙報作業，或由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廢止其營運許可。

第 四十 條 自由港區事業違反第十九條規定者，由海關處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經處

罰三次仍未改正者，由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廢止其營運許

可。

第四十一條 自由港區事業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未定期盤

點或送海關備查，或違反第二項規定，未補登帳冊或補

繳稅費者，由海關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由海關停止其

六個月以內之進儲貨物或由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廢止其營

運許可。

第四十二條 自由港區事業存儲之貨物，未依第三十條規定辦理

或經查核無故短少者，除應負責補繳短少貨物之有關稅

捐外，得由海關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

處罰；經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由海關停止其六

個月以下之進儲貨物或由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廢止其營運

許可。

自由港區事業如有其他違法漏稅情事者，依有關法

律之規定處理。



第四十三條 自由港區事業對依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代為申請

入境之商務人士，應保證其入區期間，從事與許可目的

相符之行為。經其保證之商務人士於入區期間從事與許

可目的不符之行為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處自由港區事

業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且一年內不受理

該商務人士經由自由港區事業代向自由港區管理機關申

請核轉許可，於抵達中華民國時申請簽證。

第四十四條 進出自由港區之人員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至第三

項規定之一者，由自由港區管理機關處新臺幣六千元以

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第 八 章 附則

第四十五條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為維護自由港區與周邊之環境及

公共設施之安全，及辦理第九條第一項規定之掌理事

項，得向自由港區事業及自由港區事業以外之事業收取

管理費、規費或服務費。

前項收費標準，由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定之。

海關對於進出自由港區之運輸工具及貨物，應依關

稅法第一百零一條規定徵收規費。

第四十六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