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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評價的方法 

財務省 關稅局 
關稅評價（評價申報）的方法 

進口貨物依法必須課徵關稅或消費稅時，此時，決定課稅價格的方法將因進口貨物的交

易型態等而異，具體內容定於關稅定率法第 4 條至第 4 條之 8。 
    關稅評價意指「依法決定進口貨物的課稅價格。」。 
 
「關稅評價的方法」的使用方式 

為能將關稅評價與評價申報告知進口申報人，故製作此「關稅評價的方法」。 
為使評價申報內容正確，必須根據詳細的進口交易內容，以決定適切的關稅評價方法。

因此，請事先備妥採購單、合約書等得以決定課稅價格，有關進口貨物的交易資料，充分瞭

解內容後，再利用此「關稅評價的方法」。 
此外，若因交易型態過於複雜等原因，導致利用「關稅評價的方法」仍無法確實瞭解關

稅評價的方法或評價申報的內容時，請至以下海關窗口（評價處）洽詢。 
 
 

東京稅關 調查保稅部  評價部門  
〒135-8615 東京都將東區青海 2-56  TEL03-3599-6411 
橫濱稅關 調查保稅部 評價部門  
〒231-0002 橫濱式中區海岸通 1-1  TEL045-212-6139 
神戶稅關 調查保稅部 評價部門  
〒650-0041 神戶市中央區新港町 12-1  TEL078-333-3119 
大阪稅關  調查保稅部 評價部門  
〒552-0021 大阪市港區築港 4-10-3  TEL06-576-3357 
名古屋稅關 調查保稅部 評價部門  
〒461-0001 名古屋市東區泉 1-22-27 名古屋稅關泉分廳舍 TEL052-963-6047 
門司稅關  調查保稅部 調查第 3 部門  
〒801-0841 北九州市門司區西海岸 1-3-10 TEL093-332-8385 
長崎稅關 調查保稅部 調查部門  
〒850-0862 長崎市出島町 1-36  TEL0958-28-8675 
函館稅關 調查保稅部 調查部門  
〒040-0061 函館市海岸町 24-4  TEL0138-40-4272 
沖繩地區稅關 評價部門  
〒900-0001 那霸市港町 2-11-11  TEL098-862-9738 

 
 
    



1. 課稅價格的計算方法 
計算進口貨物的課稅價格有以下 5 種。原則上依照1→5的順序進行適用。（若進口人表

明時，可將 、4順序調換。） 
    1以進口貨物的交易價格為準的方法 

以與進口貨物同種或類似貨物的交易價格為準的方法（同種貨物優先） 
從進口貨物（或加工後的貨物）或與進口貨物同種或類似貨物的國內售價倒回計算的

方法 
4以進口貨物的製造成本為準的方法 
5其他方法 

 
（1） 課稅價格的基本計算方法（關稅定率法（以下稱為「法規」。）第 4 條） 

下述（2）所列舉之特別情況除外，原則上，課稅價格意指「進口貨物在進行進口交易

時，買方就進口貨物向賣方或因為賣方所實付或應付的價格，再加上未含在此價格的

運費等的價格。」（交易價格） 
＜課稅價格的基本計算方法＞如圖 1 所示。 
（註）「賣方」與「買方」一般指的是「出口人」與「進口人」，這些單指此進口貨物

的寄件人與收件人；此進口貨物另有實際的銷售人與購買人時，則銷售人與買進人分

別為「賣方」與「買方」。 
請注意，這類的「賣方」與「買方」將視進口交易的實際型態而定，可能會與採購單

上的「進口人」與「出口人」不同。 
 
（2） 無法依據課稅價格的基本方法計算的貨物 
      非進口交易（交易買賣）的貨物（無償貨物、委託銷售貨物等）或雖然是進口交易，

但依法規第 4 條第 2 項所定為特別情況的貨物，不依據（1）的基本方法，而以下列（3）

的方法計算課稅價格。   
具體而言，特別情況指的是以下所列情況。 
1就買方在進口貨物之再銷售等處分與使用，有以下（i）~（iii）所列限制以外的限制

時。 
（i）就買方在進口貨物之銷售的地區進行限制（符合（ii）者除外。） 
    （例如）和賣方簽訂獨占進口銷售合約等，限制再銷售的地區 
（ii）進口貨物的處分或使用，依法受到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的要求或限制 
    （例如）進口醫藥品的使用方法依藥事法受到限制 
（iii）除（i）或（ii）外，買方在進口貨物的處分或使用有所限制，但認定不影響該

進口貨物的交易價格者。 
（例如）進口車禁止在年式（Model Year）首日前進行展示銷售。 



圖 1                       ＜課稅價格的基本計算方法＞ 
 

進口貨物的課稅價格（A+B）  
 
A 實付或應付的價格（實付價格） 
  實付價格意指，買方就進口貨物向賣方

或因賣方所實付或應付的總額（包含買方

因為賣方所實付或應付該賣方的全部或部

分的債務償還或其他間接支付的金額）。 

 B 法規第 4 條第 1 項各號所列的運費等金額

（追加原因） 

   
1採購單（發票）價格  1抵達進口港前的運費等 

進口貨物抵達進口港前，與運送有關之運

費、保限費等其他相關運費。 
 如下所列，買方就進口貨物的進口交易所

負擔的費用等 
（i）仲介費等其他手續費（買賣手續費除

外。） 
（ii）進口貨物的容器費 
（iii）進口貨物的包裝費 

採購單價格以外，包括在實付價格的原

因（追加在1） 
如下所列，有未含在採購單價格的另

付、債務償還或抵銷時，這類另付部分也

包括在實付價格，得追加在採購單價格上。

（i）採購單外，另行支付進口貨物的部份

價格時 
（ii）考量買方償還賣方對於第三者的債

務，列入採購單價格 
（iii）考量賣方對於買方所負債務的抵銷

部分，列入採購單價格 

 與該進口貨物的生產、進口交易有關，如

以下所列，由買方以無償或折扣方式，間接

或直接提供的物品或勞務所需的費用。 
（i）組合在該進口貨物的材料、零件或其

他類似者 
（ii）進口貨物生產用之工具、模具或其他

類似者 
（iii）進口貨物在生產過程的消耗品 
（iv）進口貨物生所需之技術、設計、工藝、

創意等在本國以外開發者 
 4授權費或權利金 

與進口貨物有關的專利權、新型專利、

新式樣專利、商標權、著作權與著作鄰接

權以及利用特別技術的生產方式等授權費

或權利金為支付對象，隨其使用所衍生之

對等價格，並作為該進口貨物之進口交易

條件，由買方直接或間接支付者 

應扣除費用（從1扣除） 
採購單價格上，明顯有以下未構成實付

價格的原因時，得以扣除。 
（i）抵達進口港後所需運費、保險費等其

他相關運費 
（ii）課稅物件確定後的安裝、組合、整備

或技術指導所需的勞務費用 
（iii）本國課徵的關稅等其他課徵金額 
（iv）有關進口交易的延期付款利息 

 5歸屬賣方收益 
由買方就該進口貨物之處理或使用產生

的收益，間接或直接得歸屬賣方者 
 

 
 



進口貨物在進口交易時，所附加難以決定該進口貨物課稅價格的條件。 
      （例如）以該進口貨物以外的進口交易貨物的價格、數量等條件做為該進口貨物的價

格時（搭售交易） 
就買方在進口貨物之再銷售等處分與使用產生的收益，間接或直接無法明確歸屬賣

方者 
4買賣雙方有特殊關係，此特殊關係認定會影響該進口貨物的交易價格者（進口人可

證明此特殊關係不會影響交易價格者除外。） 
＜特殊關係的範圍＞如表 1 所示。 

 
（3） 以與進口貨物同種或類似貨物的交易價格為準的方法（法規第 4 條之 2） 
      非進口交易（交易買賣）的貨物，或上述（2）所列在進口交易上有特別情況的貨物，

將不依基本評價方法，而以法規第 4 條之 2 所定之同種或類似貨物（在該進口貨物的

出口日或接近此日出口到本國且生產國相同的貨物）的交易價格（限依法規定第 4 條

第 1 項計算的課稅價格。）為根據進行評價。 
 
（4） 以國內售價為準計算課稅價格（法規第 4 條之 3 第 1 項） 

無法以上述（3）的方法進行評價時，就進口時，在課稅物件確定之日或接近此日的期

間內，由國內與賣方無特殊關係的買方在國內銷售的售價或與進口貨物為同種或類似

的貨物，依據課稅物件確定時的性質與形狀，以國內售價為根據進行以下計算。 
                       同種進口貨物在國內銷售時的一般手續費       抵達進口港後     關稅等其他 

課稅價格＝國內售價－                   或                     ＋                ＋ 

                       利潤與一般經費                             的運費等         課徵金額 

無法以此方法進行評價時，若進口人表明意願，得以在課稅物件確定日後將進口貨物

加工，從國內與賣方無特殊關係的買方在國內銷售的售價中，扣除上述的手續費等其

他費用與加工費後，做為課稅價格。 
 
（5） 以製造成本為準計算課稅價格（法規第 4 條之 3 第 2 項） 

無法以上述（4）的方法進行評價時，或進口人表明意願，要先於上述（4），優先適用

本方法時，若得以確認進口貨物的製造成本時，進行以下計算。 
                                  同一生產國的同類進口貨物在進口         該進口貨物抵達進口港 

課稅價格＝進口貨物的製造成本＋                                      ＋ 

                                  本國以進行銷售時的一般利潤與經費       前的運費等                                  

 

（6） 特殊進口貨物的課稅價格計算（法規第 4 條之 4） 
進口貨物的課稅價格無法以上述方法計算時，依法規第 4 條第 1 項或第 4 條之 3 第 1
項第 1 號規定計算出的課稅價格中，認定因品質、性能、出口時間等其他情況不同，

造成此進口貨物明顯價差時，除依此情況造成的價差進行必要調整外，還得依「關稅

與貿易相關之一般協定」（GATT）第 7 條與關稅評價協定之規定，由稅關長決定適當

方法後所計算的價格為準。 



表 1 
＜特殊關係的範圍＞ 

1賣方與買方（以下稱為「雙方」。）就此業務部份，互為業務上的董事等負責人員。 
（註）「負責人員」包含監察人、理事與監事等。 

雙方就此業務部分，在法令上認定為共同經營者。 
（註）「共同經營者」意指就金錢、資產、勞務、技術等出資，共同經營事業者。 

雙方之任一方為另一方的使用人。 
4雙方之任一方對於另一方的事業，間接或直接擁有、管理或持有具表決權之額外股份總數

5％以上。 
5雙方之任一方得以直接或間接支配另一方。（符合4者除外。） 
 （註）任一方在法律或事實上處於約束或指示的地位，則該方對另一方而言即稱為「支

配」。（以下 與 皆同。） 
攸關雙方事業表決權的額外股份總數分別在 5％以上，且為同一第三者直接或間接擁有、

管理或持有。 
雙方為同一第三者直接或間接支配。（符合 除外。） 
雙方直接或間接共同支配同一第三者。 
雙方為親屬關係。 

 （註）「親屬」意指六等親內的血親、配偶與三等親內的姻親。 
 



（7） 其他（法規第 4 條之 5~第 4 條之 8） 
除了針對進口申報前發生變質或損傷的進口貨物、空運貨物的特別課稅價格進行規定

外，還包括換算價格的外匯市價處理、有關計算進口貨物課稅價格的必要事項等部分。 
 
2評價申報的手續 
（1） 必須提出評價申報書時 

原則上，以下情形得提出評價申報書。 
1由具有特殊關係的買賣雙方進行進口交易的進口貨物 

進口交易的採購單價格與實付價格不一致的進口貨物 
有進口交易相關之追加原因的進口貨物（進口申報時，向稅關提出的運費明細表或

保險明細表上，金額明顯者除外。） 
4與進口交易有關，符合法規第 4 條第 2 項各號所列情況或非進口交易（進口買賣）

的貨物，以致得依法規第 4 條之 2 以下所定進行評價的進口貨物 
5依法規第 4 條之 5（有關變質或損傷的進口貨物的課稅價格）或第 4 條之 6（有關

空運貨物的特別課稅價格）所定進行評價的進口貨物 
 
（2） 無須提出評價申報書時 

以下情形，即使是符合上述（1），也無需提出評價申報書。 
1納稅申報的貨物關稅為無稅（免稅）或從量稅時 

少額貨物（每份採購單的課稅價格總額在 100 萬日圓以下之特定貨物）時 
有特殊關係，此特殊關係不會影響交易價格時（但是，若評價申報書Ⅰ的 B 欄有紀

錄調整項目時除外。） 
4利用通關資訊系統進行進口申報，以區分 1 進行處理時 

 
（3） 評價申報書的格式與使用區分 

評價申報書有 2 種，使用區分如下。 
1進口貨物的評價（個別．總括）申報書Ⅰ..依法規第 4 條所定進行評價時 

進口貨物的評價（個別．總括）申報書Ⅱ..依法規第 4 條之 2 以下的規定進行評價時 
此外，多個以上的進口貨物，若為同一進口人，以同一條件進行進口交易時，得彙整

紀錄在 1 份評價申報書。 
將＜評價申報書提出與否與使用區分＞簡單劃分後，如圖 2 所示。 



圖 2 
＜評價申報書提出與否與使用區分＞ 

 
進口貨物 

 
右列1~ 以外者  1納納稅申報的貨物關稅為無稅（包含免

稅）或從量稅時 
少額貨物（每份採購單的課稅價格總額在

100 萬日圓以下之特定貨物）時 
利用通關資訊系統進行進口申報，以區分

1 進行處理時 
 

無需提出評價申報書 
 
非進口交易（進口買賣）貨物 
（無償貨物、借貸貨物等） 

 進口交易（進口買賣）的貨物 
（右列1與 以外者） 

1變質損傷貨物（法規第 4 條之 5） 
空運貨物等特例 

（法規第 4 條之 6） 
    

提出評價申報書Ⅱ 
【稅關長認定無需提出者除外】 

 有無法規第 4 條第 2 項第 1 號~
第 3 號所列的情況（有無特別

情況） 

提出評價申報書Ⅱ 
 

 
 

有  無 
   

提出評價申報書Ⅱ  有無法規第 4 條第 2 項第 4 號所定之特

殊關係（由無特殊關係） 
   

有  無 
 
 
特殊關係有無影響交易價格  無  
 
 

   

可否證明交易價格不受特殊

關係的影響 
 可以證明  

有無調整項目 
．採購單價格與實付價格的差異 
．追加原因 
．扣除原因 

 
無法證明  可以  不能 

 
提出評價申報書Ⅱ  提出評價申報書Ⅰ 不需提出評價申報書 

 
 
 



（4） 有關總括評價申報 
原則上，評價申報書是以每項進口申報提出，但是與同一進口人持續交易時，此交易

條件等相同時，得事先提出總括評價申報書（使用（3）之1或 的申報書時。）。 
原則上，總括評價申報書自提出日起的 2 年內皆有效，在此期間提出的個別進口申報書，得

紀錄總括評價申報書的受理編號。（限以總括進口申報書為對象的進口申報。） 
 
～以下略～ 
～日台日文翻譯：提供專業領域日文翻譯、日翻中、中翻日服務～ 

 

http://www.jtt-4.com.tw/
http://www.jtt-4.com.tw/
http://www.eal.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