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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專案背景系統專案背景
行政院於92.4核定「貿易便捷化/網路化計畫」， 列為「挑戰2008-國
家發展重點計畫」 「無障礙通關」項下之子計畫之一

「無障礙通關」政策下推動「貿易便捷化」計畫，主要目的為強化整
合我國未來貿易管理、貨物通關及國際運輸等各環節簡捷便速之文件
流程，未來貿易相關業者之報關、簽審相關之文件作業均可經由「便
捷貿e網」傳送資料予政府各單位

『農委會簽審通關平台』系統於97/1/1開始建置，97/9/1簽審作業上線，
97/12/17與海關單證比對介接上線。 『人工培植拖鞋蘭證明文件 與97/12/17與海關單證比對介接上線。 『人工培植拖鞋蘭證明文件』與
『保育類野生動物產製品/活體輸入與輸出（再輸出）同意書』核發作
業於此時提供線上申辦與審核服務。

農委會與貿易局間之「CITES同意文件跨機關電子資料交換」計畫

農委會於99/7/28起進行系統改寫與擴充，預定100/5/1兩機關介接上線

農糧署人工培植拖鞋蘭之培植場證明書申辦核發作業於99/4/12起重新規劃農糧署人工培植拖鞋蘭之培植場證明書申辦核發作業於99/4/12起重新規劃
改寫系統， 人工培植拖鞋蘭證明文件申辦核發作業配合於99/9/25起改寫。

林務局『保育類野生動物產製品/活體輸入與輸出（再輸出）同意書』核發
作業， 99/11/1與海關單證比對介接上線。100/5/1介接上線後更將納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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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99/11/1與海關單證比對介接上線 100/5/1介接上線後更將納入各
縣市政府線上初審，落實全程申辦作業電子化目標。

新建置「龍魚再出口同意文件申辦核發作業」子系統



人工培植拖鞋蘭出口人工培植拖鞋蘭出口網路化網路化作業流程作業流程

農委會
1.1:培植場證明書申辦

種苗登記證
管理系統

1.2: 查證

農委會
簽審通關
共同作業 種苗改良繁殖場

1.3: 線上審核

2.2: 線上審核資料一次輸入
全程使用 共同作業

平台系統
培植場
業者

種苗改良繁殖場
1.4: 線上審核

2.1:人工培植證明文件申辦
2.3: 線上審核

農糧署

3 1:CITES出口許可證申辦

2.4 :CM01
農委會同意文件

3.2: CM02
貿易局CITES
4.2:CM03
通關核銷

便捷貿e網/
關港貿單一窗口

貿易局培植場業者
或貿易商

3.1:CITES出口許可證申辦 通關核銷

4.1:出口報關 通關核銷資料

訊息

4

關稅總局 實際訊息傳送通道



保育類野生動物出進口貨品範圍保育類野生動物出進口貨品範圍

林務局核發之「保育類野生動物」產製品/活體輸出入同意書

出進口貨品範圍

屬於屬於CITESCITES附錄物種附錄物種

出進口貨品範圍

屬於屬於CITESCITES附錄物種附錄物種

屬於國內野生動物保護物種屬於國內野生動物保護物種 經濟部
貿易局主管

農委會
林務局主管

林務局與貿易局共管

A. 出進口業者向林務局申請同意文件（核准文號第五碼為’X’） ，通關時海關查驗林務局
核發之同意文件（現為單證比對）。

B. 出進口業者向林務局申請同意文件（核准文號第五碼為’C’）
通關時 限進口 海關查驗林務局核發之同意文件 現為單證比對 與國外核發B1. 通關時(限進口)，海關查驗林務局核發之同意文件（現為單證比對），與國外核發
之CITES許可證（書面查驗，海關將cites文件轉知貿易局）。

B2. 業者憑林務局核發之同意文件向貿易局申請CITES許可證，通關時海關查驗林務局
核發之同意文件（現為單證比對），與貿易局核發之CITES許可證（書面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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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發之同意文件（現為單證比對） 與貿易局核發之CITES許可證（書面查驗）
C. 業者向貿易局申請cites許可文件，與林務局無關。



保育類野生動物保育類野生動物--非屬向貿易局申請非屬向貿易局申請CITESCITES流程流程

農委會1.1:產製品/活體輸出入新申請 1 2 :線上審核農委會
簽審通關
共同作業出進口業者

產製品 活體輸出入新申請

各縣市政府

1.2 :線上審核

（case A, B1）
共同作業
平台系統

出進口業者
1.3: 線上審核

2.2: 線上審核或異動
2.1:核准證書之異動申請

林務局

3.2:X801
單證比對

3.3: X802
單證比對回覆

便捷貿e網/
關港貿單一窗口3.1: 出進口報關

單證比對 單證比對回覆

關港貿單一窗口

關稅總局

出進 報關

出進口業者
Case B1繳驗國外

CITES許可證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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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總局 訊息

實際訊息傳送通道



保育類野生動物保育類野生動物--屬向貿易局申請屬向貿易局申請CITESCITES流程流程

農委會
簽審通關

1.1:產製品/活體輸出入新申請 1.2: 線上審核

簽審通關
共同作業
平台系統

出進口業者

各縣市政府
1.3: 線上審核

2 2 線上審核或異動

（case B2）

平台系統
林務局

2.2:線上審核或異動2.1:核准證書之異動申請

1.4,2.3 :CM01
3.2: CM02
貿易局CITES

4.3: X8023.1:CITES出進口許可證申請

1.4,2.3 :CM01
農委會同意文件

貿易局CITES
4.4:CM03
通關核銷

便捷貿e網/
關港貿單一窗口

4.2: X801
貿易局

出進 許可 申請

通關核銷資料 關港貿單一窗口
4.1:出進口報關

出進口業者

繳驗貿易局核發

通關核銷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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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總局

CITES許可證 訊息

實際訊息傳送通道



龍魚再出口龍魚再出口網路化網路化作業流程作業流程

農委會
簽審通關

1.2: 龍魚後市場申報
（死亡、轉讓）

1.3: 龍魚後市場狀態管理

簽審通關
共同作業
平台系統

（死亡 轉讓）

漁業署

2.2: 線上審核

出進口業者 2.1:龍魚再出口申辦

平台系統 漁業署

2 3 :CM01
1.1:CM04
龍魚進口資料

3 1:CITES出口許可證申辦

2.3 :CM01
農委會同意文件

龍魚進 資料
3.2: CM02
貿易局CITES
4.2:CM03
通關核銷

便捷貿e網/
關港貿單一窗口

貿易局出進口業者

3.1:CITES出口許可證申辦 通關核銷

4.1:出口報關 通關核銷資料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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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總局 實際訊息傳送通道



CITESCITES跨機關電子資料交換作業說明跨機關電子資料交換作業說明
未來農委會與貿易局「CITES同意文件跨機關電子資料交換」介接上線後（預定
100/5/1後），相關作業影響說明如下：

1 因為貿易局核發CITES許可證，貨品明細最多只有26項，所以農委會與CITES相關之同1.因為貿易局核發CITES許可證，貨品明細最多只有26項，所以農委會與CITES相關之同
意文件，申請貨品項目最多限制為26項。

2.農委會核發之同意文件如屬向貿易局申請CITES輸出入許可證之檢附文件，於案件核准
後該同意文件資料傳送貿易局，未來申請人向貿易局申請CITES許可證時，不用再檢附
農委會核發之紙本同意文件。限制：本同意文件只能用在一次申請CITES許可證上。

3.林務局同意文件之新申請是由各縣市政府初審，林務局複審。但案件核准後，如須更正
、註銷、延長有效期限，由申請人洽林務局辦理，不經過縣市政府。

4.申請人的同一性要求：申請本同意文件的申請人，即為將來向貿易局申請CITES許可證
之申請人，也是未來通關時之報關人。例外人工培植拖鞋蘭證明文件可委由國內貿易商
（第三人）辦理出口。

5 本同意文件之申請人 開始向貿易局申請CITES許可證時 本同意文件將禁止異動 取5.本同意文件之申請人，開始向貿易局申請CITES許可證時，本同意文件將禁止異動，取
得CITES許可證時亦同。如要變更或註銷本同意文件，需要貿易局註銷已核發之CITES
許可證後，才可進行變更或註銷作業。

6.農委會系統之核准文件查詢之文件狀態意義說明：6.農委會系統之核准文件查詢之文件狀態意義說明

(1) 未取得CITES：申請人還未向貿易局申請CITES。
(2) CITES申請中：申請人已向貿易局提出CITES申請。

(3) 取得CITES：申請人已取得CITES許可證，點按超連結，可查閱CITES許可證內容。

(4) CITES註銷：申請人取得之CITES許可證被註銷，點按超連結，可查閱CITES許可證內容。

(5) 已核銷：本文件已用在通關中（即貨物實際進口或出口）。

(6) 已註銷：本文件已經被註銷 9



簡報大綱簡報大綱

1. 系統專案背景與作業流程說明

2. 業者端系統操作功能簡介

3 人工培植拖鞋蘭證明文件申請核發作業3. 人工培植拖鞋蘭證明文件申請核發作業

4. 保育類野生動物活體/產製品輸出入同意書
申請核發作業

5 龍魚再出口同意文件申請核發作業5. 龍魚再出口同意文件申請核發作業

6. 其他作業

10



申辦端電腦環境需求申辦端電腦環境需求

系統環境及設備需求

1.個人電腦PC。

硬體 2.可連上網際網路（Modem/ADSL）。

3.印表機。

作業系統 不限

硬體

1.作業系統：不限。

2.瀏覽器：IE 6.0以上或Firefox

4 Ad b R d 軟體(有關PDF檔呈現之應用軟體請至軟體 4.Adobe Reader軟體(有關PDF檔呈現之應用軟體請至

http://www.adobe.com/products/acrobat/readstep.html下載)。

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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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CITES申辦端業者線上申辦功能申辦端業者線上申辦功能

功能大類 系統功能 備註

申請前申請前 1 業者端帳號申請作業申請前申請前
作業作業

1. 業者端帳號申請作業
2. 我的帳號基本資料維護
3. 個人訊息通知維護作業

申請作業申請作業 4. 簽審文件新申請作業
人工培植拖鞋蘭證明文件
保育類野生動物活體/產製品輸出入同意書
龍魚再出口同意文件龍魚再出口同意文件
龍魚進口後市場申報管理
龍魚進口資料查詢

5 申辦案件查詢 列印與異動（補正 取消）作5. 申辦案件查詢、列印與異動（補正、取消）作
業

6. 核准證書查詢、列印與異動（更正、展期、註
銷）作業銷）作業

其他其他 7. 我的草稿區功能作業
8. 查詢比對核銷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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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登入系統登入

正式系統--http://permit.coa.gov.tw
測試系統--http://permit-test.coa.gov.tw測試系統 http://permit test.coa.gov.tw

1.系統使用者要使用本系統前，需先申請系統帳號
2.取得系統帳號後，可用帳號/密碼或工商憑證登入

下載申請人使用者
手冊與教育訓練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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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系統帳號後 可用帳號 密碼或工商憑證登入
義電子檔



申辦端業者申請帳號申辦端業者申請帳號
1

22

法人或自然人
基本資料1.如果識別碼(統編或身份證字號)

已申請過帳號 系 統將不接受其已申請過帳號，系 統將不接受其
申請，請連繫系統客服窗口。

2.帳號不能重複，如果重複，系統
要求你重新給一個新帳號。

公司資料

要求你重新給一個新帳號。
3.列印申請書，併同證明文件電傳
或郵遞系統客服窗口。

4 完成身份核對無誤後，啟用帳號。

帳號資料

4.完成身份核對無誤後，啟用帳號。
5.帳號啟用訊息，以eMail通知。

客戶服務電話專線： 0800-58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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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資料客戶服務電話專線



申辦端業者登入頁面申辦端業者登入頁面

作業畫面布
置變更

作業功能菜單

系統公告與訊息通知 使用者登入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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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公告與訊息通知
（同時有eMail通知）

使用者登入資訊



我的帳號基本資料維護我的帳號基本資料維護

可修改聯絡地址、電話、eMail
與帳號之密碼與帳號之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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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查詢操作介面資料查詢操作介面

1 :查詢條件
欄位輸入

1

欄位輸入

2 :執行查詢

2
4

3
5 3 :查詢結果

摘要資料3 摘要資料
清單

4 :查詢結果
摘要資料
瀏覽功能5 :每一筆查詢摘要資料，可以執行的功能，例如檢視明細資料

或列印資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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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編輯操作介面資料編輯操作介面

2 6

1 4

3 5

1 :資料編輯欄位

2 :資料編輯欄位

4 :日期彈出式視窗輸入按鈕

5 :代碼彈出式視窗輸入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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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必須輸入之欄位標示 6 :返回前一個功能頁面



申辦端業者線上操作便利性說明申辦端業者線上操作便利性說明

1. 自主性帳號資料維護：提供系統使用者通訊資料與基本
資料變更維護、變更密 碼。資料變更維護 變更密 碼

2. 提供多種輸入新申請案件之申請資料產生的方式。
3. 新申請文件採step by step資料輸入逐步導引。

簡化資料輸入 當申請人提出新申請案件時 一般出進4. 簡化資料輸入：當申請人提出新申請案件時，一般出進
口業者，將我的帳號資料帶到申請人基本資料欄中。如
是申辦代理人時，將我的帳號資料帶到申辦代理人基本
資料欄中。

5. 國別代碼、港阜代碼、度量衡單位代碼輸入，提供直接
輸入代碼與彈出式代碼查詢功能。輸入代碼與彈出式代碼查詢功能

6. 相關申辦作業資料一次輸入全程使用，例如申辦「人工
培植證明文件」之貨品明細資料由「培植場證明書」的
附件二資料帶入附件二資料帶入。

7. 提供附件電子檔上傳功能。
8. 如果無法一次完成申請文件的填寫，提供儲存草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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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果無法一次完成申請文件的填寫 提供儲存草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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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辦案件查詢、列印與異動（補正、取消）作業2) 申辦案件查詢、列印與異動（補正、取消）作業

3) 核准證書查詢、列印與異動（更正、展期、註銷）作業

4 保育類野生動物活體/產製品輸出入同意書4. 保育類野生動物活體/產製品輸出入同意書
申請核發作業

5. 龍魚再出口同意文件申請核發作業

6 其他作業

20

6. 其他作業



人工培植拖鞋蘭證明文件人工培植拖鞋蘭證明文件--申請申請

21



人工培植拖鞋蘭證明文件人工培植拖鞋蘭證明文件--基本資料基本資料

由申請人的帳號基本由申請人的帳號基本
資料與培植場證明書
中帶入相關資料

區分：種苗出口/切花出口區分 種苗出口/切花出口

區分：國內出口廠商/國外買方
如果是國內出口廠商，務必填寫該廠商的識別碼
（統編或身份證字號），與貿易局CITES資料介（統編或身份證字號） 與貿易局CITES資料介
接後，將依賴該識別碼來做資料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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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培植拖鞋蘭證明文件人工培植拖鞋蘭證明文件--貨品明細貨品明細

品種代號、品種名稱、個體品種代號 品種名稱 個體
名將由培植場證明書附表二
帶入，不提供申請人自行輸
入或修改資料

種苗出口輸入規格A～E的數量
切花出口僅輸入規格F的數量
種苗出口於核准後將扣減附表二
的數量 切花出 則不扣減的數量，切花出口則不扣減

數量自動加總，數量需小於培植場證明書附表
二該品種項目的可申報出口數量

單位統一為海關貨品
單位代碼P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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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培植拖鞋蘭證明文件人工培植拖鞋蘭證明文件--品種資料帶入品種資料帶入

種苗出口品種與數量資料帶入

查詢培植場證明書附表二資
料，供申請人帶入出口同意
文件申請書中

24

切花出口品種與數量資料帶入

文件申請書中



人工培植拖鞋蘭證明文件人工培植拖鞋蘭證明文件--申請資料檢視申請資料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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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培植拖鞋蘭證明文件人工培植拖鞋蘭證明文件--申請書申請書

國內出
口商

國外
買方

切花
出口

種苗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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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案件查詢與異動申辦案件查詢與異動

1 案件取消後，申請書會退回申請人的草稿區，申請人可以修改內容

27

1. 案件取消後，申請書會退回申請人的草稿區，申請人可以修改內容
後，再提出申請

2. 提出申請後，只有機關退回補正，申請人才能修改申請書（補正）



核准證書查詢與異動核准證書查詢與異動

28

文件狀態與異動功能請參考投影片9—CITES跨機關電子資料交換作業說明



簡報大綱簡報大綱

1. 系統專案背景與作業流程說明

2. 業者端系統操作功能簡介

3 人工培植拖鞋蘭證明文件申請核發作業3. 人工培植拖鞋蘭證明文件申請核發作業

4. 保育類野生動物活體/產製品輸出入同意書
申請核發作業

1) AGF3「活體」輸出(再輸出)同意書

2) AGF4「產製品」輸出(再輸出)同意書

3) AGF6「活體」輸入同意書

4) AGF7「產製品 輸入同意書4) AGF7「產製品」輸入同意書

5. 龍魚再出口同意文件申請核發作業

29
6. 其他作業



保育類野生動物輸入同意書保育類野生動物輸入同意書--申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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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類野生動物輸入同意書保育類野生動物輸入同意書--基本資料基本資料
AGF6AGF6「活體」輸入「活體」輸入
AGF7AGF7「產製品」輸入同意書「產製品」輸入同意書

1. 受理單位：系統將申請案派送到受
理的縣市單位理的縣市單位

2. 如果屬於CITES附錄物種，報關時
除填報本同意文件號碼外，同時應
繳驗CITES許可證繳驗CITES許可證

3. 如用於向貿易局申請CITES許可證，
未來本同意文件資料將電子傳送到
貿易局。貿易局。

國外供應商（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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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目的由文字描述，改為代碼選項＋文字描述



保育類野生動物輸入同意書保育類野生動物輸入同意書--貨品明細貨品明細

貨品分類號列，是單證比對的必要欄位。如不清楚貨品的號貨品分類號列，是單證比對的必要欄位。如不清楚貨品的號
列，可以查閱以往的進出口報單，或向報關行、海關查詢

貨品為活體時，增加該物種的繁殖場編號/繁殖場名稱

增加物種來源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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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類野生動物輸出同意書保育類野生動物輸出同意書--基本資料基本資料
AGF3AGF3「活體」輸出「活體」輸出((再輸出再輸出) ) 
AGF4AGF4「產製品」輸出「產製品」輸出((再輸出再輸出) ) 

1. 受理單位：系統將申請案派送到受1. 受理單位：系統將申請案派送到受
理的縣市單位

2. 如果屬於CITES附錄物種，報關時除
填報本同意文件號碼外，同時應繳
驗CITES許可證

3. 如用於向貿易局申請CITES許可證，
未來本同意文件資料將電子傳送到
貿易局。

國外收貨人（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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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字描述，改為代碼選項＋文字描述



保育類野生動物輸出同意書保育類野生動物輸出同意書--貨品明細貨品明細

貨品分類號列 是單證比對的必要欄位 如不清楚貨品的號貨品分類號列，是單證比對的必要欄位。如不清楚貨品的號
列，可以查閱以往的進出口報單，或向報關行、海關查詢

貨品為產製品時，增加貨品名稱貨品為產製品時，增加貨品名稱

增加物種來源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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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類野生動物輸出同意書列印保育類野生動物輸出同意書列印

新核准證號編碼原則：
1~4 ：碼維持不變
第5碼=C,表CITES附錄物種第5碼 C,表CITES附錄物種
第5碼=X,表非CITES附錄物種
6~10碼：民國年(3)＋月份(2)
11~13碼：流水號（3)
14碼 檢查碼14碼：檢查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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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簡報大綱

1. 系統專案背景與作業流程說明

2. 業者端系統操作功能簡介

3 人工培植拖鞋蘭證明文件申請核發作業3. 人工培植拖鞋蘭證明文件申請核發作業

4. 保育類野生動物活體/產製品輸出入同意書
申請核發作業

5 龍魚再出口同意文件申請核發作業5. 龍魚再出口同意文件申請核發作業
1) 龍魚進口資料查詢

2) 龍魚進口後市場申報管理)
3) 龍魚再出口同意文件申請作業

6. 其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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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作業



龍魚再出口同意文件龍魚再出口同意文件--相關申請作業相關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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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魚進口資料查詢龍魚進口資料查詢
進口人只能查詢自己進口資料，故預設帶入進口人識別
碼與英文名稱，使用者無法變更該欄位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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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魚後市場申報管理龍魚後市場申報管理
提供龍魚所有權人查詢龍魚進口資料、狀態，
與申報龍魚死亡或轉讓

39

龍魚進口後，如發生所有權的轉讓移轉或死亡，根據業
者自主管理原則，由龍魚所有權人線上申報龍魚狀態



龍魚後市場申報龍魚後市場申報--資料與狀態歷程檢視資料與狀態歷程檢視

龍魚資料檢視檢視

龍魚狀態狀態歷程檢視龍魚狀態狀態歷程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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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魚後市場申報龍魚後市場申報--死亡與移轉申報死亡與移轉申報

龍魚移轉移轉輸入死亡註銷原因

輸入移轉的龍魚晶片號碼

龍魚死亡註銷死亡註銷

輸入移轉的龍魚晶片號碼

輸入新的所有權人與移轉說明

41上傳交易證明文件電子檔



龍魚再出口同意文件新申請龍魚再出口同意文件新申請--基本資料基本資料

基本資料輸入基本資料輸入

輸入再出口國家與進口人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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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魚再出口同意文件新申請龍魚再出口同意文件新申請--貨品明細貨品明細

貨品明細資料輸入貨品明細資料輸入

輸入一條欲出口的龍魚晶片號碼輸入一條欲出口的龍魚晶片號碼1

2 補充填寫「物種說明（顏色、特徵）」欄位

輸入輸入同一次進口同一個貨品項次的其他同一次進口同一個貨品項次的其他

3

輸入輸入同 次進 同 個貨品項次的其他同 次進 同 個貨品項次的其他
龍魚晶片號碼龍魚晶片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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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魚再出口同意文件新申請龍魚再出口同意文件新申請--輸入龍魚晶片輸入龍魚晶片

輸入輸入同一次進口同一個貨品項次的其他龍魚晶片號碼同一次進口同一個貨品項次的其他龍魚晶片號碼

勾選欲出口的龍
魚晶片號碼
--可利用瀏覽器的搜
尋功能（F3或Ctrl-F）
，用晶片號碼搜尋
後再勾選

同一次進口，同一個貨品項
次中，如果已經申請出口、或
已死亡、或已在本申請書中其
他項次提出申請，系統會將龍
魚晶片號碼呈現在「下列進口
龍魚晶片不可勾選」。龍魚晶片不可勾選」
注意1：不屬於申請人所有的

龍魚晶片號碼，不會出現在上
述畫面中。
注意2：如果龍魚的狀態資料

有錯誤 請聯繫漁業署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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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錯誤，請聯繫漁業署承辦人
員更正龍魚的狀態。



龍魚再出口同意文件新申請龍魚再出口同意文件新申請--申請資料檢視申請資料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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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魚再出口同意文件新申請龍魚再出口同意文件新申請--申請書列印申請書列印

CC
可可斯群島-COCOS (KEELING)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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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簡報大綱

1. 系統專案背景與作業流程說明

2. 業者端系統操作功能簡介

3 人工培植拖鞋蘭證明文件申請核發作業3. 人工培植拖鞋蘭證明文件申請核發作業

4. 保育類野生動物活體/產製品輸出入同意書
申請核發作業

5 龍魚再出口同意文件申請核發作業5. 龍魚再出口同意文件申請核發作業

6. 其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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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草稿區我的草稿區

表單路徑

提供申請案件的資料暫時儲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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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證核銷查詢作業單證核銷查詢作業

通關資料通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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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審資料



QQ＆＆AA

客戶服務電話專線： 0800-588889客戶服務電話專線： 0800-588889

汎宇電商與農委會攜手汎宇電商與農委會攜手
共創貿易便捷化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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