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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自由貿易港區
到自由經濟示範區



什麼是
自由貿易港區？



自由貿易港區

根據《自由貿易港區設置管理條例 》申
請，並經行政院核定設置進行國內外商
務活動的區域（簡稱「自貿港區」）。



為何要有自貿港區

《自由貿易港區設置管理條例 》說，為
了發展全球運籌管理經營模式，推動貿
易自由化及國際化，便捷人員、貨物、
金融及技術流通，提升國家競爭力，並
促進經濟發展。



何時開始的？

《自由貿易港區設置管理條例 》
2003年 7月制定公布全文 43 條；

2009年 7月修正公布全文 46 條；

2012年12月修正公布第 7、9、21、24、29、
31、36、44 條條文



目前？

基隆港自由貿易港區：面積71.16公頃。
臺北港自由貿易港區： 面積93.7公頃。
蘇澳港自由貿易港區： 面積71.5公頃。
臺中港自由貿易港區： 面積627.75公頃。
高雄港自由貿易港區： 面積415公頃。
安平港自由貿易港區： 面積72.1公頃。
桃園國際機場： 面積34.85公頃。



基隆港（12家）
○太陽能零組件配銷
○輕薄短小、小而美貨品

臺中港（29家）
○油品摻配配銷
○面板產業

臺北港（3家）
○汽車組裝成車多國加值
○冷鏈物流
○海運快遞、空海聯運

93.7公頃
71.16公頃

34.85公頃

627.75公頃

72.1公頃

415公頃

71.5公頃

合計：1,386公頃

蘇澳港（2家）
○電動車製造加值服務

安平港
○散雜貨進出港
○觀光港口

高雄港（26家）
○貨櫃物集散轉運
○多國拆併櫃作業
○金屬發貨中心

資料來源：http://taiwan-ftz.com/cp.asp?xItem=1693&ctNode=384&mp=1
海港自由貿易港區營運績效及招商成果簡報（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2014.3.19）



什麼是
自由經濟示範區？



自由經濟示範區

根據《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例》申請
，並經行政院核定設置，進行經濟自由
化與國際化的先行先試示範區域（簡稱
「自經區」）。



為何要有自經區

《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例 》說，為了
提升經濟成長動能及國家競爭力，參與
國際區域經貿整合，以示範區先行模式
，便捷人員、貨物、技術流通 。



自經區在哪裡？

先講，自經區有兩種：
第一種，叫「實體區域」。
另一種，叫「虛擬區域」。



實體自經區在哪裡？

利用既有園區，申請設置。包括：
自由貿易港區（ 6 海 1 空）。
屏東農業科技園區。
加工出口區。
科學工業園區。
產業園區。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地方政府選定的區域。



這些都有可能…

合 計

桃園國際機場園區

六個自由貿易港區

環保暨農業生技園區

科學園區

加工出口區

產業園區

非都市地區丁種建築用地

都市計畫工業區

類 別

82,264.24
34.85

1,350.31
463.00

4,702.08
577.15

30,437.08
22,456.55
22,243.22

開發面積（公頃）



還有更多可能…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地方政府、示
範區主管機關（經濟部）得勘選適當地
點，提出申請，經行政院核定後設置示
範區。



虛擬自經區在哪裡？

政府說，凡是營運特性不必侷限在不必侷限在「實
體區域」，具發展潛力及示範效果的產
業，都可以在「虛擬區域」。「虛擬區
域」在「實體區域」以外的指定試點。



那，那，會怎樣？

台灣到處是自經區。

終極目標：台灣就是自經區。



已經有自貿港區，
還要那麼多自經區？

自貿港區不敷使用？
自貿港區滯礙難行？
與時俱進？
迎合潮流？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就來比一比

比什麼？
空白授權
申設程序
引進事業
運作管理
營運模式
優惠措施



空白授權

自貿港區條例有46條條文，授權訂定的辦法有7個。

自貿港區

自經區
自經區條例有73條，但授權訂定的辦法竟高達33個，

空白授權程度令人咋舌；連自經區要引進的
示範事業都納入空白授權範圍。



申設程序

相關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變更、都市計畫擬訂或變更、環境影響評
估沒有特別規範，回歸既有法令規定辦理。

自貿港區

自經區
示範區開發計畫涉及都市計畫擬訂、變更，依法應辦理環評者，
得採平行作業方式辦理。必要時，並得聯合作業。（第15條）
非都市土地示範區開發計畫採一級一審，涉及環評者，得採平行
作業方式辦理。必要時，並得聯合作業。（第16條）
簡化既有園區申設自經區的都計、環評與非都市土地變更程序。
（第17條）



引進事業 明確vs.空白授權

服務業的示範活動，第二類示
範事業的資格條件、審查基準
等授權訂定。（第10條）

指金融、裝卸、餐飲、旅館、商
業會議、交通轉運及其他區內事
業以外經核准在自由港區營運的
事業。（第3條第1項第3款）

區內

事業

以外

第一類示範事業（及一般事業
）的事業範圍、資格條件及審
查基準等授權訂定。（第9、
11條）

指經核准在自由港區內從事貿易
、倉儲、物流、貨櫃（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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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或技術服務事業。（第3
條第1項第2款）

區內

事業

自由經濟示範區自由貿易港區



運作管理 嚴謹vs.浮濫

明定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託的事項。（第9條）
明定應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設立分支單位或指派專
人，配合管理機關運作辦理的事項。（第10條）

自貿港區

自經區
管理機關掌理事項包山包海，舉凡「勞工行政、勞工安
全衛生及勞動檢查」、「示範區環境保護許可審查」、
「土地使用管制及建築管理」等應由不同部會管理的事
項通通交由管理機關。（第6條）



營運模式

自貿港區 自經區

自貿港區 自經區

雙軌示範



優惠：國外進貨免稅

自國外輸入示範區內供營運的貨物及自
用機器、設備，免徵關稅、貨物稅、營
業稅及商港服務費。

【自貿第21條、自經第38條】



優惠：國內進貨減或免稅

自課稅區運入示範區供營運貨物及自用
機器、設備，申請減徵、免徵或退還關
稅、貨物稅。

【自貿第24條、自經第39條】



優惠：未稅貨物運往課稅區

未稅貨物輸往課稅區時，應依進口貨物
相關規定課稅。但在區內經加工、檢驗
、測試後輸往課稅區，則按運出區時形
態價格，扣除區內附加價值後核估關稅
完稅價格。

【自貿第23條、自經第38條】



優惠：免提供稅款擔保

區內事業因修理、測試、檢驗、委託加
工而須輸往課稅區時，經向海關申請核
准者，得免提供稅款擔保。

【自貿第25條、自經第43條】



優惠：「零」營業稅稅率

「銷售貨物及自用機器、設備給區內廠商」
、「銷售區內事業與營運相關的勞務」、「
存入區內事業以供外銷的貨物」、「接受外
國機構或區內廠商委託就輸入的貨物、機器
及設備提供加工等勞務」等營業稅率為零。

【自貿第26、28條、自經第40條】



優惠：方便外籍人士

外籍商務人士來臺從事與區內相關的商
務或其他活動，可以經區內廠商代向管
理機關申請核轉許可，於抵達中華民國
時申請簽證。

【自貿第35條、自經第29條】



擴大：免營利事業所得

外國營利事業自行申設或委託區內事業從事
貨物儲存或簡易加工，並將貨物交付國內、
外客戶完成銷售者，100%外銷、10%內銷部
分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

大陸地區營利事業準用前項規定。

【自貿第29條、自經第33條】



擴大：大陸人士來台

示範區內具一定規模的廠商可以為從事與
示範事業相關的大陸地區人民申請商務居
留。
示範區內的廠商邀請大陸人士來台從事一
個月內的短期商務活動，免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審查，且人數比照外籍人士不受限
制。

【自經第30條】



再擴大：中國進貨免管制

示範區內廠商可以從中國進貨，且不受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三
十五條第三項規定的限制，目前還沒有
准許輸入的 2,186項管制物品，通通可
以進來。這當然包括830項管制的農產品
原料！

【自經第42條】



這個也不放過

示範區內廠商輸入、輸出、展示及
買賣野生動物或其產製品，只要管
理機關審查同意就可以搞定；且保
育類野生動物活體輸入或輸出全面
開放，不再受限於教育與學術研究
用途。

【自經第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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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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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勞工保障條款



其他

農業加值。

國際醫療。

教育創新。

開放外籍三師。



您，知道了嗎？

好康的，保留！保留！
然後，進一步

擴大對中國人員與貨品的開放！

應該嚴謹的，不見了！



主張

 開放程度止於自貿港區。

 從全民利益、區域平衡及產業發展策略的角度，評

估與說明任何一項擴大優惠措施的影響，不要僅說

好的，不談負面的。

 中國人員與貨品開放，回歸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

民關係條例討論。

 野生動物開放，回歸野生動物保育法討論。

 國際醫療、教育及專業服務業開放回歸個別法令討

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