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 費率 說明

一.    集中查驗費 2,150 不分實櫃、空櫃及長度，依規定費率裝、卸各收費一次

                      10M3以下 20’半櫃 1,500

20’整櫃 3,000

40’半櫃 3,000

                      20M3以上 40’整櫃 6,000

三.    貨櫃裝卸費 610

四.    場內拖車使用費 465

五. 三角貿易移櫃費 1685 進口儲區拖至出口儲區每櫃費用

六.    裝卸搬運使用機械費
    每件重量三噸以下者 65
    每件重量三噸以上未滿五噸者 130
    每件重量五噸以上未滿七噸者 165
七.  裝拆櫃費  每計費噸 230

八. 貨物倉租
每計費噸

每日
30

(1)進出口貨物自開始進倉之日起，按實際存倉天數

計收。

(2)倉租及裝卸搬運使用機械費兩項總計未滿100元者

，按100元計收。

(3)煙酒、易碎品、電器、電子、電機、電腦、醫療

器材、珍貴品等特殊貨物，其倉租加收50%，危險品

倉租加成另議。

20' 435

40' 870

45' 1,131

20' 144

40' 288

45' 360

20' 1,350
40'/45' 1,678

十二. 冷凍櫃巡櫃費 300

十三. 冷凍櫃插拔電費   600

十四. 冷凍櫃PTI費    1,800

十五. 冷凍櫃預冷費 2,000

十六. 冷凍櫃更改溫度設定費 500

十七. 冷凍櫃場地清潔費 2,000

十八. 冷凍櫃資料下載處理費 1,200

20' 1,415
40'/45' 2,360

20' 709
40'/45' 944

250

250

20' 250
40'/45' 250

二十二. 超高寬丈量費 1,000

二十三. 貨物丈量費 10 進出口貨物材積丈量服務

貼標 150

除標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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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貨櫃檢查費 每櫃每次

每櫃每次

每計費噸

二十四. 危險標籤 每張

每櫃每次

十九. 洗櫃費

化學洗

每櫃

水洗

每櫃

二十. 過磅費
貨櫃/每櫃每次

空車過磅比照每車每次計算。
貨物/每車每次

每櫃每日

每櫃每次

每櫃每次

每櫃每次

每櫃每次

每櫃每日

十. 超規貨櫃場租 每櫃每日 超規貨櫃包含平板櫃、開頂櫃。

十一. 冷凍櫃供電費 每櫃每日

每櫃每次

每車每次

每櫃每次

每計費噸
重量噸七噸以上裝卸搬運使用機械者，其費用

另行協議。

九. 貨櫃場租(實櫃或空櫃) 每櫃

(1)特殊貨櫃其場租加收30%。特殊貨櫃包含油槽櫃、

冷凍櫃。

(2)自開始進站日起，以每5天為一期，第一期按規定

費率計算，自第二期起規定費率遞增30%，遞增至六

個月止，存放超過六個月者，依法處理。

        交通部航港局航北字第1100004362號函核備

計費單位

每櫃每次

每次
二. 集中查驗拆櫃費    10M3以上

                      20M3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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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提領 每次 1,500

CFS提領 每票 1,200

二十六. 倉庫加班作業費

 工作日 17:00-21:00 1,500

 假日   08:00-12:00 3,000

每櫃每次 20' 600

每櫃每次 40'/45' 840

300

500

1,500

2,000

三十.   貨櫃交接運送單補發 100
每櫃每半天 20' 2,000
每櫃每半天 40'/45' 4,000

200

400

600

16,000

20,000

20' 12,000
40'/45' 15,000

三十四. 燻蒸報告證明書 100

三十五. 吊架使用費 2,000 特殊貨物吊櫃費

三十六. 貨櫃過磅證明書 500

三十七. 電子資料傳輸費 100

三十八. 出口文件更改費 300

三十九. 海關標售貨物出倉裝車費 150

四十.   堆高機租賃使用費(含駕駛) 500 提供貨主挪移棧板貨物進行貼標/看貨取樣時之服務

木棧板 每板 1,200

塑膠棧板 每板 1,600

300

500

四十三. 自貿倉貨物管理費 5 貨物存倉之管理費用

四十四. 自貿倉文件加班處理費 300
平日超過17:00酌收

假日每小時600 不足四小時以四小時計

四十五. 倉儲人力作業工時 250
倉儲加值服務，如:貨物重整、標籤掃描、貼標、棧板/紙

箱挪移搬運等需提供人力勞務之作業服務，若非於倉庫作

業時間周一~周五08:00-17:00，則以倉庫加班作業費計收

四十六. 貨物縮膜作業費 200
提供客戶貨物紙箱/棧板貨物重整、包裹收所膠膜之作業服

務

四十七. 倉內櫃內拍照 10

四十八. 出口貨櫃(物)加班處理費 600
需於每日16:00以前，由報關行/貨主向管制站提出事前申

請，申請夜間傳輸時間為每日18:00起最晚至21:00止

四十九. 發票遺失補發作業處理費 300

五十.   拆櫃廢棄材料環保處理費 1,200
進口貨櫃拆櫃之廢棄物、包材等物品之暫時存儲與清運處

理費用，必要時依需求提供照片

五十一.重櫃貨櫃過境加封作業處理費 100
拖車拖運船邊、其他櫃場之重櫃、過境入儲本櫃場時須辦

理過境手續、填具「貨櫃過境證明單」並由管制站加封塑

膠封條之作業處理費

每張

每櫃

每櫃

每計費噸

每小時

每半小時

每計費噸

每張

每小時

每計費噸

每半小時

四十一. 打板費 散貨打包成棧板之費用，不含理貨費用

四十二. 棧板回收管理費
木質棧板

廢棄棧板由櫃場倉庫協助清運回收之費用
塑膠棧板

使用人工搬運裝卸費

每張

每櫃每次

每櫃每張

每筆報單

每次

三十二. 倉庫場地使用費(每小時計)

30CBM以下
配合貨主於倉庫內向海關申請貨物貼標或簡易

加工作業時之場地使用費
30~60CBM

60CBM以上

三十三. 燻蒸費用

未滿24小時

24小時以上

每櫃每次

(人工)

二十九. 超低板架使用費
空櫃每天

重櫃每天

每櫃每次

三十一. 場地使用費
1.正常作業時間8:00-1200為半天；13:00-17:00為半天

2.超過17:00每小時加收1000

二十七. 一般固定費
汽車、玻璃、大理石、電纜線等特殊貨物費用

另計

二十八. 一般板架使用費
空櫃每天

重櫃每天

二十五. 超時交領 超時提領之費用，皆不含規費。

1.申請工作日之倉庫加班，第一小時起以一小時

NT1500計費；第二小時起，則以每半小時NT750為計

費單位，未滿半小時者以半小時計，超過半小時者以

一小時計算；第三小時起則以此類推至完工

2.申請假日之倉庫加班，第一小時起以一小時NT3000

計費；第二小時起，則以每半小時NT1500為計費單位

，未滿半小時者以半小時計，超過半小時者以一小時

計算；第三小時起則以此類推至完工

每小時

每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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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國定假日、例假日作業者，一律按照表列第三、四、七、二十、二十一項費率加收50%。

    9.請依照表列費率外加營業稅(政府現行徵收率為5%)。

      即20呎櫃每櫃25噸，40呎櫃每櫃為50噸，惟貨物實際噸數超出此標準者，仍以實際噸數計算。

    5.集中查驗時搬移查驗貨物出櫃以及查驗後裝回貨櫃，其費用以搬動貨量之拆櫃費與復裝貨量之裝櫃費合併計算之。

    6.燻蒸費用：

     (1)費用將會依溫度及貨物屬性進行調整。

     (2)若有特殊拆裝櫃，其作業費用另行協議。

    7.除本費率表外，如有特殊工作及貨物，其作業費用另行協議。

     (2)重量以『公噸』為單位，即每一公噸等於一千公斤。

     (3)體積以『一立方公尺』為單位，即每一立方公尺等於一公噸。

     (4)『每日』為日曆上之日數。

    2.『計費噸』指貨物按重量噸或體積噸擇其較高者為計價標準，體積之長、寬、高以貨物外圍最突出部份計算。

    3.貨物按噸計費者，每一批貨物以一噸為基本計費單位。不足一噸者，按一噸計。

    4.CY貨櫃在貨櫃集散站申請拆櫃者，其櫃內貨物之計費噸比照船公司以最大容積或最大載重之計算標準辦理，

  一般規定事項:

    1.本費率表所列各計算單位如次:

     (1)所列金額均以新台幣(元)為標準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