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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申請 ECFA 產證－(1)申請條件
Q16 一張報單是否只有早收的項次可申請 ECFA 產證？
答 申請 ECFA 產證之貨品需為早收清單且符合 ECFA 臨時原產地規則之貨品，故報單
內非屬早收清單之貨品不得申請 ECFA 產證。
Q17 是否可以同時申請一般產證及 ECFA 產證？
答 不行。出口貨品如屬早收清單範圍，則同一貨品僅得擇一申請，不可以重覆申請。
Q18 若廠商原未申請 ECFA 產證，僅申請一般產證，後來發現符合資格，如此產證系
統能否直接更改為申請 ECFA 產證？
答 廠商如需申請 ECFA 產證以享有關稅優惠待遇，必須先註銷原已申請之一般產證，
並檢附進口商證明文件及切結書改申請 ECFA 產證。進口時須主動申報適用 ECFA
優惠關稅，繳交保證金放行。
Q19 ECFA 產證需於何時申請？
答 請於出口報關前完成 ECFA 產證申請程序，惟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放行後申
請：(1)首次交易之進口商未事前要求提供 ECFA 產證，且已向海關主動申報適用
優惠關稅待遇並繳交保證金 (2)因填製或簽發證明書時產生之技術性錯誤而申請
註銷換發(3)原產地證明書遺失或損毀申請補發。
三、如何申請 ECFA 產證－(2)所需文件及申請時間
Q20 申請 ECFA 產證申請人需要提供證明文件嗎？
答 一般情形下，申請必要文件為(1)申請書(2)申報書(3)授權書(4)交易文件及相關文
件，另這些證明文件需於產證簽發之日起保存 5 年，供貿易局事後抽查。

Q21 申請 ECFA 產證時出口廠商需提供之書面文件均需簽名或蓋章，流程是否過於繁
瑣？
答 此係依據台陸雙方協商之結果，如同目前我國與瓜地馬拉、巴拿馬、尼加拉瓜、
薩爾瓦多及宏都拉斯等國所簽訂之自由貿易協定所簽發之 FTA 產證，亦是依雙方
協商之結果辦理。
Q22 申請 ECFA 產證需檢附的商業發票，需要是正本嗎？
答 檢附商業發票正本，若是影本須加蓋公司大小章即可。
Q23 簽發 ECFA 產證需多久時間？若有急件貨品出口到大陸時，要提前幾天申請才來
得及？
答 申請人備妥 ECFA 相關表格併同申報書、申請書、發票及其他相關文件後，經簽發
單位審核無誤，原則上當天就可以核發。
Q24 申報書是每家生產商一份，那申請書呢？也是每家生產商一份嗎？都需蓋章嗎？
答 ECFA 產證申請書係供申請人填寫，故僅需 1 份；申報書係供生產商填寫，系統會
依所填列之生產商家數分別產生，ECFA 相關表格列印後併同申報書、申請書、發
票由申請人及生產商蓋大小章(或簽字)，經簽發單位審核無誤，方能核發 ECFA 產
證。
Q25 授權書如何填寫？一定要用國貿局網路上的版本嗎？
答 國貿局原產地證明書線上系統所放置的 ECFA 產證申請授權書是供參考用，申請人
可依實際需求自行更動。
Q26 授權書一定要老闆親簽嗎？若老闆出國或很忙怎麼辦？

答 授權書一定要蓋公司大小章及由負責人親簽，若此類業務公司原先已授權予內部
主管，則可檢附原授權書影本，由該主管親簽或再授權予相關負責人員。
Q27 授權書上的期限要訂多久？
答 授權書上的期限由雙方自行約定即可。
Q28 授權書的正本要交給簽發單位嗎？
答 授權書應至少交一份正本或影本（加蓋授權公司大小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之
字樣）給簽發單位留存，以利簽發單位核對及國貿局事後稽查。
Q29 ECFA 產證為何得出口報關前即提出申請，不能像一般產證一樣，於放行後申請？
答 此係依據台陸雙方協商之結果，如同目前我國與瓜地馬拉、巴拿馬、尼加拉瓜、
薩爾瓦多及宏都拉斯等國所簽訂之自由貿易協定所簽發之 FTA 產證，亦是依雙方
協商之結果辦理。重點在由廠商先行檢視出口貨品是否列入早收清單，再進行申
請。主要仍因為對方海關在執行查核時，一旦發現號列不符，就無法適用優惠關
稅。另在號列核歸方面，台陸雙方設有聯繫點，可針對未來在實務上遇到各種疑
義，進行溝通處理。
三、如何申請 ECFA 產證－(3)如何填寫
Q30 ECFA 產證上(第 13 欄)發票價格採單價或總價？
答 ECFA 產證「發票價格」(第 13 欄)中均需填列其對應項次貨品之總金額，且需與出
口商商業發票相符。
Q31 ECFA 產證上(第 8 欄)的稅則號列應填寫台灣號列或陸方號列？
答 為便於核對貨品是否屬早收清單範圍，故需同時填寫台陸雙方之稅則號列，惟
ECFA 產證上僅會出現陸方之稅則號列 8 位碼。

Q32 ECFA 產證上(第 9 欄)的數量單位及幣號可以打英文（PCS／USD）嗎？
答 ECFA 產證應以中文填寫，建議申請人申請時除依規定填列中文外，亦可同時輔以
英文，避免因台陸雙方使用貨品名稱用法有所差異造成誤會或困擾。
Q33 ECFA 產證上(第 9 欄)的包裝件數欄位,倘每 1 項貨品皆全部裝成 1 箱，該如何填寫？
答 每 1 項之箱數皆繕打 1 箱,再於貨品相關說明欄位註明第 1 至 9 項貨品裝於同一箱,
或於嘜頭繕打箱號。
Q34 ECFA 產證上(第 10 欄)的毛重或其他計量單位欄可以打淨重嗎？
答 不可以，但可於貨品相關說明備註「淨重ＯＯ公斤」。
Q35 ECFA 產證上(第 14 欄)出口商聲明的日期可以和簽發單位簽的日期(第 15 欄)不一樣
嗎？
答 為避免使陸方海關產生疑義，建議第 14 及 15 欄的日期應與簽發日期一致。
Q36 ECFA 產證上的日期要填民國年或西元年？
答 應填寫國際通用的西元年。
Q37 ECFA 產證申請時使用中文，但海關進出口報單是使用英文，兩者如何核對？
答 ECFA 產證之申請書以中文為主，各項表格亦應以中文填寫，建議申請人申請時除
依規定填列中文外，亦可同時輔以英文，避免因台陸雙方使用貨品名稱用法有所
差異造成誤會或困擾。
Q38 一般貨運之船名都是英文為之，申請 ECFA 產證是否要翻譯成中文？另產證換發
是否補結案後始可申請？
答 船名若為英文直接繕打英文即可，毋需翻譯成中文。另產證換發於補結案前、後
均可辦理，惟申請換發須繳回原證正本，且換發後產證上會註明「補發」字樣。

Q39 ECFA 產證原則上以中文為主，並規定在一個月內辦理結案作業，但 ECFA 產證「品
名」欄位以中文為主，報單「品名」欄位以英文為主，將來要如何處理結案作業？
申請 ECFA 產證填列「品名」欄位時只能輸入中文嗎？
答 鑑於台陸雙方使用貨品名稱用法有所差異，且報單「品名」欄位為英文，ECFA 產
證「品名」欄位以中文為主，建議在 ECFA 產證「品名」欄位加註英文名稱，以輔
助後續辦理結案作業。
Q40 目前在通關作業上「數量單位」欄位是採用國際代碼，與依據交易文件申請簽發
ECFA 產證「數量單位」欄位可能會有差異，請教申請 ECFA 產證「數量單位」欄
位是否填列時要使用國際代碼？
答 ECFA 產證上「數量單位」欄位可依照雙方交易慣例採用的計量單位填寫，但應同
時加註以國際計量單位衡量之數量。
Q41 生產商可以填貿易商本身嗎？
答 ECFA 產證之生產商欄位需填列實際製造商，惟若有商業機密考量，可於生產商列
印方式中選擇「簽證機構或相關機關要求時提供」。
Q42 ECFA 產證中貨品項次最多只有 20 項，但出口報單項次超過 20 項時，應如何申請
ECFA 產證？
答 因陸方之進口報單限制最多 20 項，對應之 ECFA 產證最多亦為 20 項次，未來可建
議陸方增加項次。目前應使用一張出口報單申請多張 ECFA 產證，以便適用優惠關
稅通關使用。
Q43 目前 ECFA 產證項次必須與陸方進口報單項次一致，若陸方目前要求只能有 20 項，
而我方配合縮短 ECFA 產證品名，導致產證與我方出口報單品名不同，後續報單

核對將可能產生問題？

答 ECFA 產證應與進口報單內容（貨品、數量、價格）相符，故廠商於申請 ECFA 產
證前，請先與陸方進口商協調溝通後再提出申請，以免延誤商機。
Q44 若出口到大陸且列為早期收穫關稅減讓清單之貨品有 100 項貨品時，配合一張
ECFA 產證對應一張出口報單，是否要分割為 5 張出口報單？若一張出口報單中有
多張 ECFA 產證是否可以辦理出口通關作業？
答 ECFA 產證應與陸方進口報單內容（貨品、數量、價格）相符，並於進口時向陸方
海關申報適用優惠關稅並檢附我方核發之 ECFA 產證正本。一張進口報單對應一張
ECFA 產證，品名至多 20 項（我方出口報單項目無 20 項限制）。
Q45 ECFA 產證申請書要加蓋出口商大小章及由有權簽字人簽字，請問「有權簽字人」
的認定標準為何？
答 凡經由出口商授權之簽章人員皆屬有權簽字人，惟需檢附公司授權有權簽字人之
授權書。
Q46 ECFA 產證申請書要加蓋出口商大小章，請問大小章可用發票章代替嗎？
答 不可，惟若公司大小章取得不易，可以ＯＯ公司產證專用章、出進口專用章等代
替。
Q47 請問 ECFA 產證、申請書及申報書中，哪些需要簽名？哪些可以蓋章？
答 ECFA 產證需親簽並檢附公司授權有權簽字人之授權書（若為公司負責人親簽則免
附授權書）；申請書及申報書親簽或蓋大小章均可。
Q48 品名欄沒有辦法選擇是否為大品名，如有 L/C 相關資料該如何輸入？

答 ECFA 產證係每 1 項次需對應 1 組貨品相關資料(包含稅則 8 位碼、貨品數量、名稱、
包裝、件數、嘜頭及原產地規則)，故不得為大品名；如有需要可將訂單號碼、信
用狀號碼等資料填列在備註欄(即第 6 欄)。
Q49 ECFA 產證要求之包裝標誌與欄位問題？
答 ECFA 產證之包裝標誌需依貨品項次逐項繕打，若無法於包裝標誌欄位充分表明
者，可於貨品相關說明欄位敘明。
Q50 ECFA 產證中所填列之輪船或飛機名稱和提單不符，會不會有問題？
答 申請 ECFA 產證並不需檢附提單，但原則上輪船或飛機名稱應與提單一致，以避免
進口通關時造成困擾延誤商機。
三、如何申請 ECFA 產證－(4)修改產證內容或換發
Q51 如果國外突然要求更改計量單位，該如何辦？
答 ECFA 產證上「數量單位」欄位可依照雙方交易慣例採用的計量單位填寫，但應同
時加註以國際計量單位衡量之數量且應與進口報單內容相符，故廠商於申請 ECFA
產證前，請先與陸方進口商協調溝通後再提出申請，以免延誤商機。
Q52 若臨時變更 ECFA 產證之貨品數量、金額等，該如何處理？可於事後(出口後)補申
請變更嗎？
答 原則上 ECFA 產證需與陸方進口商申報之進口報單相符，臨時變更數量應檢證說明
並繳回原 ECFA 產證申請註銷換發，且簽發單位會在 ECFA 產證上會註明「補發(註
銷補發)」字樣，故廠商於申請 ECFA 產證前，請先與陸方進口商協調溝通後再提
出申請，以免延誤商機。
Q53 註銷換發應檢附哪些文件？

答 申請人申請 ECFA 產證註銷換發時，應提供切結書及進口商證明文件，倘於貨物放
行後申請註銷換發時，須於系統填入報單號碼，且於備註欄註記換發原因及修改
之內容（倘產證無法繳回時，則須向本局專案申請）。又 ECFA 產證註銷換發係換
相同號碼,換發後之產證會註記「補發」（註銷補發）字樣
Q54 申請 ECFA 產證後，貨物因退關轉船， 要如何處理？
答 ECFA 產證需與陸方進口商申報之進口報單相符，若因退關轉船致產證內容與進口
報單不符時應檢證說明並繳回原 ECFA 產證申請註銷換發，且 ECFA 產證上會註明
「補發(註銷補發)」字樣。
Q55 請問 ECFA 產證註銷換發要另外收費嗎？
答 若點選原產地證明書線上作業系統中「註銷/換發/遺失補發申請作業」之「註銷原
證換發新證」，則不需另外收費；惟若僅點選「註銷原證」後，再新申請一張 ECFA
產證，則需另外收費。
三、如何申請 ECFA 產證－(5)其他
Q56 申請 ECFA 產證證明書需要之費用多少？
答 與一般產證相同，每份均為新台幣 250 元整，但須注意 1 份 ECFA 產證的貨品總項
次不得超過 20 項。
Q57 ECFA 產證僅能申請 1 份正本，但實務上信用狀通常會要求要 1 份正本供押匯使
用，是否可以多申請 1 份正本？
答 此係依據台陸雙方協商之結果，如同目前我國與瓜地馬拉、巴拿馬、尼加拉瓜、
薩爾瓦多及宏都拉斯等國所簽訂之自由貿易協定所簽發之 FTA 產證，亦是依雙方
協商之結果辦理，且信用狀係交易雙方共同議定，應可訂明改由產證副本辦理押

匯手續。

Q58 ECFA 產證製造商資料陸方也會知道？
答 ECFA 產證之生產商欄位需填列實際製造商，惟若有商業機密考量，可於生產商列
印方式中選擇「簽證機構或相關機關要求時提供」。
Q59 ECFA 產證若已核發，產證左下方之「出口人已授權」字樣，是否為出口廠商所簽，
但上面的日期與產證簽發日期不同？
答 ECFA 產證經簽發單位審核通過並列印後，先由申請人授權有權簽章人員簽字，再
送至簽發單位簽章，故會產生日期不一致之情形，無損 ECFA 產證效力。
Q60 ECFA 產證需隨貨品一起出口嗎？ 申請書與申報書是於每次申請時蓋上大小章送
簽發單位後才能簽發 ECFA 產證嗎？還是有特殊情況才需此手續？
答 ECFA 產證是否隨貨物出口，由貨物出口人與進口商自行約定；ECFA 相關表格列
印後併同申報書、申請書、發票由申請人及生產商蓋大小章(及簽字)，經簽發單位
審核無誤，方能核發 ECFA 產證。
Q61 出口商申請註銷換發 ECFA 產證，原錯誤之 ECFA 產證是否要繳回？
答 ECFA 產證原則應於放行前申請，依「原產地證明書及加工證明書管理辦法」第 27
條規定，放行前申請產證註銷換發須繳回原證正本，惟無法繳回原證者，需檢附
證明文件向貿易局專案辦理。
Q62 請問若申請人線上結案錯誤時，是否得追繳產證？
答 若 ECFA 產證內容與出口報單不符且無法繳回原證者，申請人需檢附證明文件向貿
易局專案辦理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