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 112 年度施政計畫
本部職掌全國財政事務，業務涵蓋國庫、賦稅、關務、國有財產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等
範疇，為應國家施政與經濟發展需求，同時達到健全政府財政，厚植財政能量、建構優質賦稅環
境，維護租稅公平合理、安全便捷通關服務，智慧科技高效查緝、運用國有資產創造開發效益、
推動民間參與重大公共基礎建設，建立促參案件履約爭議協處機制及導入新興資通訊技術，優化
稅務服務效能各項施政目標，將在恪守財政紀律前提下，妥適規劃財政資源，靈活調整財政政策，
健全永續財政結構，為經濟復甦提供財政支援，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
本部依據行政院 112 年度施政方針，配合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經社情勢變化及本部未來發
展需要，編定 112 年度施政計畫。

壹、年度施政目標及策略
一、健全各級政府財政， 厚植國家財政能量
（一）多元籌措財源，支應政務所需。
（二）精進代庫效能，強化財務管理。
（三）增進國庫支付服務，強化內控機制，確保庫款支付安全。
（四）落實債務管理，恪守財政紀律。
（五）健全地方財政，落實地方財政輔導。
（六）優化公益彩券管理，確保社會福利財源。
（七）強化公股股權管理，提升經營綜效。
（八）精進各機關規費、罰賠款及其他收入財務管理，健全規費徵收制度。
（九）完備菸酒管理，維護產銷秩序。
二、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維護租稅公平合理
（一）積極建構健全稅制，研提相關稅法修正案，落實租稅公平合理。
（二）配合社經環境發展，適時檢討賦稅法規，營造友善租稅環境。
（三）精進查核技術，遏止逃漏稅捐，維護租稅正義。
（四）賡續強化稅捐核課處分品質，積極暢通徵納溝通管道，化解徵納爭議，有效疏減訟源。
（五）賡續提供便捷稅務措施，營造友善洽公環境，提升優質納稅服務。
（六）完善租稅協定網絡，建構優質經貿投資環境。
（七）掌握國際發展趨勢，促進國際租稅與財政合作及交流，推動實質財政外交。
三、安全便捷通關服務， 智慧科技高效查緝
（一）運用科技查緝設備，增加邊境查緝量能。
（二）優化物聯監控網絡，強化貨物移動安全。
（三）精進人工智慧選案，提升事後稽核量能。
（四）推動政府雲端應用，厚植智慧創新人才。
（五）推動洽簽關務協定，強化國際關務合作，促進通關便捷與安全。
四、活化運用國有資產， 創造多元開發效益
（一）積極辦理國有不動產接管，提升非公用財產活化效益。
（二）強化機關國有公用財產管理知能，輔導多元活化運用國產，提升效益及挹注國庫。
（三）配合各級政府機關推動公務及公共建設，提供需用國有不動產，促進國家發展。
（四）靈活運用出租、招標設定地上權、改良利用等方式釋出國有土地，多元活化運用國家資
產，創造資產價值。
（五）積極處理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問題，多元運用收回土地，提升管理效益。
（六）協同分工辦理海岸環境清理維護工作，保持海岸土地乾淨整潔。
（七）賡續辦理國有非公用文化資產修復及管理維護工作，妥善保存及活用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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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辦理國有非公用財產環境清理維護，加強登革熱高風險場域巡管工作，創造優質鄰里生
活環境。
（九）以地上權權利金為對價與民間合作開發辦公廳舍，妥善運用國家資源並節省財政支出。
五、推動民間參與重大公共基礎建設，建立促參案件履約爭議協處機制
（一）完備促參法令制度，強化促參運作體制。
（二）精進輔導、行銷及激勵等措施，以提振推動能量。
（三）優化督導及考核，建立履約爭議協處機制，俾快速解決爭議。
六、導入新興資通訊技術，優化稅務服務效能
（一）導入共用行政資訊系統，降低營運成本，增進稅務服務效能，提升民眾滿意度。
（二）強化稅務數據分析技術，優化政策擬定參據輔助功能，提升行政效能。
（三）延伸地方稅線上服務觸角，強化並精進各項服務，提升查繳稅便利度。
（四）推動雲端發票，精進載具歸戶功能，建構貼心服務，提升政府服務效能。
（五）擴充財政部共用資料中心資源，完備資源共享及資安防護之基礎服務平臺。
（六）穩定稅務核心系統，建構永續安全環境，提升便民服務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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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度重要計畫
計畫
實施內容
類別
多元籌措歲入 其他 一、配合中央政府預算籌編日程，多元籌措預算財源，妥適規
財源支應政務
劃融資額度，支應國家建設及政務推動。
推動
二、綜整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實徵資料，以利掌握年度歲入預
算執行狀況。
三、因應中央政府財政現況與政策方向，研提增進財務效能或
減少不經濟支出等建議，落實財政紀律。
強化庫政管理 其他 一、實地訪查國庫經辦行代庫業務，輔導國庫重點業務，精進
代庫服務效能。
二、實地訪查中央政府機關出納事務，並舉辦出納訓練班，輔
導落實出納管理機制，防杜違失。
精進集中支付 其他 一、訪查各機關國庫電子支付及集中支付作業，宣導新ｅ化措
作業
施，協助解決實務作業問題，提升支付效能。
二、加強推動國庫跨行通匯作業及電子化對帳服務，提升庫款
支付時效與服務品質。
定期適量發行 其他 一、依照年度公債及國庫券發行計畫，定期適量發行公債及國
債券
庫券
（一）發行公債籌集國庫及中央政府債務基金所需資金。
（二）發行國庫券因應國庫短期資金需求。
二、平滑化未來年度到期債務數額，調整債務結構。
三、控管中央政府 1 年以上公共債務未償餘額占前 3 年度名目
GDP 平均數比率不超過 40.6%。
落實債務監督 其他 一、依據債務分級管理機制，按月監管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管理
年度舉債額度及公共債務未償餘額情形，強化地方政府公
共債務監督與管理。
二、依據公共債務法及財政紀律法規定定期公布各級政府每月
及年度公共債務資訊，強化債務資訊揭露，提升財政透明
度。
落實地方財政 其他 一、修正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
輔導
二、推廣宣導開源節流措施。
三、辦理地方財政業務考核。
四、開辦地方財政研習班。
五、協助地方政府年關資金調度。
強化彩券管理 其他 一、依甄選公告督導發行機構，積極達成年度盈餘目標。
二、辦理公益彩券業務查核，精進彩券業務監督管理。
三、召開公益彩券監理會，並會同衛生福利部考核盈餘獲配機
關，提升盈餘運用成效。
強化公股股權 其他 一、考核公股事業財政部股權代表績效。
管理
二、召開金融與非金融業務研討會，瞭解公股事業公司治理成
效。
三、辦理公股事業董監改選（派）事宜。
強化各機關規 其他 一、辦理中央政府機關歲入執行訪查事項。
費、罰賠款及
二、按季核算中央政府各機關歲入執行情形。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國庫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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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賦稅業務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其他收入財務
三、完成中央政府各機關新增與調整規費項目 120 項。
管理
健全菸酒管理 其他 一、持續推動優質酒類認證，提升國產酒品之國際競爭力。
二、賡續辦理進口酒類衛生查驗，維護國人飲酒安全。
三、加強查緝私劣菸酒，維護消費者安全，保障合法業者權
益。
精進綜合所得 其他 一、精進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服務措施，提升報稅服務品質。
稅結算申報服
二、賡續就申報內容簡單案件，提供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稅額
務措施
試算服務，協助納稅義務人完成申報。
執行稅捐稽徵 其他 一、規劃年度各稅重點查核作業，選定具查核價值案件，強化
作業
稅捐徵收，挹注國家財政資源。
二、督導稽徵機關落實稽徵，精進稅捐稽徵措施，順利徵起稅
收，支應政府施政所需。
健全稅制落實 其他 一、健全稅制、優化稅政，適時修正（訂定）賦稅法規、行政
租稅公平合理
規則、發布解釋函令，落實租稅公平合理。
二、強化落實稅務風紀考核及協助指導各地區國稅局監察室推
動法紀教育暨風紀宣導。
推動疏減訟源 其他
賡續推動相關具體疏減訟源措施，提升課稅處分與裁罰處
方案
分之正確性及妥適性，並積極責成納稅者權利保護官主動參與
稅務爭議案件處理，化解徵納爭議，有效疏減訟源。
執行維護租稅 其他 一、規劃年度「維護租稅公平重點工作」計畫，選定具有指標
公平重點工作
作用及因應社會新型態等逃漏情形較為嚴重項目，擬訂查
計畫
核計畫，集中人力及經費專案查核，俾資遵循及執行。
二、持續督導各稽徵機關加強辦理各項查核作業，維護租稅公
平與社會正義，持續掌握新型態租稅規避及逃漏稅案件類
型，促使納稅義務人自動補報繳稅，培養人人誠實納稅正
確觀念，建立公平優質賦稅環境。
推動便利繳稅 其他
持續推廣多元便利性繳稅管道，加強宣導行動支付、電子
機制
支付帳戶及行動裝置繳稅服務，提升電子支付帳戶或行動支付
使用率及稽徵機關行政效能，提供優質納稅服務。
統一發票給獎 其他 一、編列、控管統一發票給獎、統一發票推行及核發短漏開統
及推行
一發票檢舉獎金等相關經費。
二、編列、控管統一發票發售、資料調查及稽查等所需相關經
費。
三、規劃當年度統一發票及雲端發票中獎組數，適時增開雲端
發票專屬獎項或組數，並於年度中視經費執行情形調整中
獎組數。
四、辦理統一發票推行及稅制稅政教育、宣導活動。
財政部臺北國 社會
計畫期程自 107 年度至 112 年度，112 年度預定辦理工作項
稅局信義分局 發展 目：配合臺北市政府預算期程辦理撥付工程款、配合臺北市政
辦公廳舍取得
府及臺北市信義區公所辦理土地撥用及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
計畫
財政部臺北國 社會
計畫期程自 112 年度至 116 年度，112 年度預定辦理工作項
稅局中正分局 發展 目：新南門大樓完工後配合臺北市政府財政局指示期日撥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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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關稅業務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辦公廳舍取得
攤工程款、裝修及搬遷辦公廳舍。
計畫
財政部北區國 社會
計畫期程自 105 年度至 112 年度，112 年度預定辦理工作項
稅局辦理羅東 發展 目：分攤工程款（配合建築工程施工、監造、竣工驗收、點交
稽徵所辦公廳
進度辦理）、建物登記、宜蘭縣政府經管之國有土地持分撥
舍取得計畫
用。
財政部北區國 社會
計畫期程自 110 年度至 114 年度，112 年度預定辦理工作項
稅局蘆竹稽徵 發展 目：分攤工程款（配合桃園市政府辦理統包細部設計、建築工
所辦公廳舍取
程施工及專案管理監造進度辦理）。
得計畫
財政部北區國 社會
計畫期程自 111 年度至 114 年度，112 年度預定辦理工作項
稅局淡水稽徵 發展 目：統包工程招標及簽約、細部設計定案、建造執照取得、樹
所辦公廳舍興
木遷移及營建施工等。
建計畫
財政部中區國 社會
計畫期程自 112 年度至 116 年度，112 年度預定辦理工作項
稅局東勢稽徵 發展 目：洽請專業機關代辦工程採購或評選委託專案管理顧問辦理
所辦公廳舍興
並完成簽訂協議書或契約、完成土地分割、公開徵選建築師、
建計畫
進行初步規劃及細部設計、完成細部設計、取得建造執照、完
成工程招標及簽約等。
財政部南區國 社會
計畫期程預計自 112 年度至 116 年度，112 年度預定辦理工
稅局東港稽徵 發展 作項目：辦理所需土地撥用（含分割土地）、與代辦機關簽訂
所辦公廳舍興
協議書、完成公開徵選建築師、初步規劃方案擬定、細部設計
建計畫
等。
財政部高雄國 社會
計畫期程自 107 年度至 113 年度，112 年度預定辦理工作項
稅局及勞動部 發展 目：營建施工、履約管理、界面圖整合；瑕疵處理、矯正、預
職業安全衛生
防，進度與估驗計價、竣工。
署合署興建所
屬單位辦公廳
舍計畫
財政部關務署 社會
汰換 4 艘 100 噸級巡緝艇，計畫期程自 106 年度至 112 年
海關巡緝艇汰 發展 度，112 年度預定辦理工作項目：完成第 2 艘巡緝艇交船、第 3
舊換新計畫
及第 4 艘巡緝艇完工並交船。
財政部關務署 社會
汰換 2 艘 100 噸級巡緝艇、3 艘 35 噸級巡緝艇及 3 艘 5 噸級
海關巡緝艇汰 發展 快艇，計畫期程自 112 年度至 116 年度，112 年度預定辦理工作
舊換新第二期
項目：完成新艇規劃設計與監造案招標、決標、簽約及規劃設
計畫
計，並完成 2 艘 100 噸級巡緝艇建造案招標。
財政部關務署 社會
新建基隆關西 16 私貨倉庫，計畫期程自 108 年度至 114 年
基隆關西 16 私 發展 度，112 年度預定辦理工作項目：完成基本設計報請工程會審
貨倉庫新建計
議補正作業、完成細部設計核定、取得建造執照、完成工程招
畫
標簽約、完成原西 16 後庫拆除及土地分割、新建新西 16 私貨
倉庫施工，並持續租用港公司新前庫暫放私貨。
第六貨櫃中心 社會
建置高雄關第六貨櫃中心軌道式貨櫃檢查儀及儀檢站，計
軌道式貨櫃檢 發展 畫期程自 109 年度至 113 年度，112 年度預定辦理工作項目：辦
查儀及儀檢站
理儀檢站辦公廳舍及剛性地面工程施工、屏蔽設施工程開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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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建置計畫
施工。
物聯網全時監 科技
運用物聯監控網絡，發展貨櫃移動監管機制，計畫期程自
控建置計畫
發展 109 年度至 112 年度，112 年度預定辦理工作項目：建置物聯網
全時監控智慧分析平臺、建構人工智慧緝私系統及建立業者及
相關機關加值服務。
臺北港儀檢站 社會
於基隆關臺北港儀檢站建置固定軌道式貨櫃檢查儀，計畫
軌道式貨櫃檢 發展 期程自 111 年度至 113 年度，112 年度預定辦理工作項目：完成
查儀建置計畫
附屬工程規劃、設計及建造執照申請，並進行附屬工程施工。
第二貨櫃中心 社會
建置臺中關第二貨櫃中心儀檢站軌道式貨櫃檢查儀，計畫
儀檢站軌道式 發展 期程自 112 年度至 114 年度，112 年度預定辦理工作項目：協調
貨櫃檢查儀建
租用替代場地及簽約，並辦理委託學術或專業機構專業服務、
置計畫
附屬工程委託專案管理及監造之技術服務採購招標、軌道式貨
櫃檢查儀及附屬工程採購招標。
精進人工智慧 其他
優化海關事後稽核人工智慧選案系統，精進完稅價格分析
選案作業
品質，提升事後稽核選案效能。
雲世代智慧海 科技
運用政府公有雲資源發展便民服務，計畫期程自 110 年度
關計畫
發展 至 114 年度，112 年度預定辦理工作項目：建置稅則資料檢索系
統、賡續開發 AI 應用模型及專業人員培訓、部署資料加值服務
及跨機關車輛資訊服務網至公有雲，並賡續辦理公有雲租用及
強化雲端設施及資安防護。
國有財產業務 接管國有非公 其他
接管各機關移交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或依法歸屬國有登記
用不動產
之不動產，含新辦登記（自行申辦或地政機關逕為登記）、民
眾抵稅、拋棄、捐贈、無人承認繼承收歸國有、各機關經管申
辦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等。
配合各級政府 其他
配合國家重大政策（如長照等）及各級政府機關推動公務
機關公務或公
或公共建設，提供需用國有不動產，促進國家發展。
共建設提供需
用國有不動產
以出租、招標 其他
國有土地除保育、公用優先外，配合都市發展需求及政府
設定地上權、
推動再生能源發展、興辦社會住宅及長照社會福利等政策，以
改良利用等方
出租（含標租）、招標設定地上權、改良利用等多元方式活化
式活化利用國
利用，吸引民間投資，發揮支援綠能、社福產業及活絡經濟功
有土地
能，提升整體社經動能，增加國庫收益。
被占用國有非 社會
計畫期程自 109 年度至 114 年度，112 年度預定辦理工作項
公用不動產加 發展 目：辦理清查確認現況，確屬占用者，以訴訟、結合公權力機
強清理第二期
關強制排除等方式，優先處理大面積、高價值及涉國土保安之
計畫
占用，以遏止占用歪風、實現公平正義，收回之土地可多元運
用，提高效益。
清潔維護國有 其他
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提報行政院核定之「向海致敬－海岸
非公用海岸土
清潔維護計畫（109 年～112 年）」，辦理定點巡管清理、重點
地及各目的事
機動清理、協調機關統籌清理、主動媒合認養意願及加強宣導
業主管機關劃
源頭管理 5 項工作，清理海岸線國有非公用土地及各目的事業
設管理範圍外
主管機關劃設管理範圍以外之未登錄土地，並藉由宣導廢棄物
之未登錄海岸
正確去化回收再利用管道，由源頭減量避免流入河川、海洋，
5-6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土地
造成海岸環境髒亂，增加清理負擔。
國有非公用文 社會
辦理 17 處文化資產修復再利用及管理維護，及其餘文化資
化資產修復及 發展 產通案例行保存維護（如例行修繕、維護、清潔、巡查等），
管理維護計畫
計畫期程自 111 年度至 116 年度，112 年度預定辦理工作項目：
完成 1 處文化資產修復再利用計畫（調查研究）、1 處文化資
產修復工程及 1 處文化資產管理維護計畫。
國有非公用不 社會
計畫期程自 111 年度至 116 年度，112 年度預定辦理工作項
動產環境清理 發展 目：提高登革熱高風險場域巡管頻率、加強國有非公用空屋及
維護暨登革熱
空地環境清理，降低登革熱疫情流行機率，提高管理效能，並
高風險場域巡
改善地方市容觀瞻，創造優質鄰里生活環境。
查管理計畫
財政部國有財 社會 一、提供國有土地，引進民間廠商資金興建辦公廳舍；搭配提
產署辦公廳舍 發展
供其他國有土地供其興建、營運自有建物，收取國有土地
取得案
使用權權利金及土地租金。
二、計畫期程自 111 年度至 115 年度，112 年度預定辦理工作項
目：搬遷至中繼辦公室、取得建造執照、申請候選綠建築
證書及候選智慧建築證書、細部設計、施工、專案管理
等。
財政資訊業務 稅務便民服務 社會
計畫期程自 109 年度至 112 年度，112 年度預定辦理工作項
及資源整合計 發展 目：
畫
一、賡續維運稅務ｅ網通系統及精進線上便民服務。
二、賡續維運及導入跨機關整合共用行政資訊系統。
三、辦理財政資訊中心及五區國稅局公文及檔案管理系統整合
教育訓練及輔導上線。
四、辦理財政資訊中心及五區國稅局稅務綜合輔助行政系統教
育訓練及輔導上線。
五、維運稅務ｅ網通系統及稅務綜合輔助行政系統環境資安。
稅務雲世代雲 科技
計畫期程自 110 年度至 114 年度，112 年度預定辦理工作項
端基礎建設計 發展 目：
畫
一、運用公有雲基礎設施，導入消費通路雲端發票微服務，將
多元載具之發票查詢相關 API 服務，及開放資料加值應用
相關統計結果與開放主題等作業移至公有雲運作，提升服
務之高可用性及擴充能力。
二、透過公有雲端環境，推動稅務好幫手雲端服務，篩選重要
為民服務且符合雲端化特性者，如稅籍資訊雲端查詢、試
算 API、雲端列印繳款書及中獎發票查詢等作業，優先導
入公有雲運作，以更少資源提供更高品質服務，提升政府
服務效能與整體服務滿意度。
稅務暨戶政大 科技
計畫期程自 110 年度至 114 年度，112 年度預定辦理工作項
數據資料加值 發展 目：
運用計畫
一、運用內政部戶政親等資料精進綜合所得稅異常案件查核作
業，提升稅務行政效率及服務滿意度。
二、精進雲端發票巨量資料分析服務，建置供應鏈分析機制及
溯源追蹤，協助跨域（機關）加值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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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置財產資料抽樣資料庫，提供學術、研究單位及其他政
府機關以大數據分析技術強化決策精準度，創造稅務資料
加值運用效益。
地方稅智慧線 科技
計畫期程自 110 年度至 114 年度，112 年度預定辦理工作項
上服務計畫
發展 目：
一、提供具良好使用者體驗之行動化地方稅網路申報服務。
二、賡續精進智能客服知識庫及完備調校作業，智能客服服務
新增 1 項稅目上線。
三、依據電子化稅務作業流程分析，線上查繳稅新增 1 項非定
期開徵稅目繳納服務，並持續精進服務項目。
四、使用牌照稅提供整合稅單歸戶服務，有助於納稅人以較簡
便方式繳納使用牌照稅。
五、賡續精進稅務資訊介接地政機關之作業流程。
推動雲端發票 科技
計畫期程自 110 年度至 114 年度，112 年度預定辦理工作項
數位服務計畫 發展 目：
一、極大化政府開放資料。
二、釋出民眾個人化資料。
三、推動大數據精準決策。
四、建構貼心數位服務。
五、資訊安全防護。
六、法規增修與技術規範。
財政部共用資 社會
計畫期程自 110 年度至 115 年度，112 年度預定辦理工作項
料中心資源擴 發展 目：
充計畫
一、優化機房改善能源使用效率，進行主中心 A 區機房改善建
置、汰換主中心水冷式冰水主機、異備中心冰水主機建
置。
二、調整骨幹網路及集中出口強化網路資安防護，持續維運財
政骨幹網路及介接新專案。
三、建構資料交換機制與作業環境，持續維運本部暨所屬機關
資料交換服務及介接新專案。
四、因應資源整合集中擴充暨維運主中心及異備中心雲端共享
平臺資源。
五、建置主中心大數據分析作業環境資源。
六、建置電子發票平臺主中心雲端運算及高效能主機資源。
七、更新「稅務便民服務」系統軟體軟體授權。
八、擴充「稅務輔助行政服務」系統軟體。
九、建構整體資通安全防護網，整合維運具可擴充性資安防護
中心、進行平臺安全性檢測。
賦稅數位轉型 科技
計畫期程自 111 年度至 115 年度，112 年度預定辦理工作項
服務計畫
發展 目：
一、建置智能稅務應用系統（營利事業所得稅、綜合所得稅查
審服務）。
二、建置資料治理系統（營業稅部分）。
三、培育數據分析人才，試行數據分析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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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行政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四、擴增稅務問答智能知識庫。
次世代稅務服 社會
計畫期程自 112 年度至 115 年度，112 年度預定辦理工作項
務雲端平臺建 發展 目：
構計畫
一、整備各地區國稅局數位資源。
二、推動地方稅系統平臺移轉。
三、建構主動式智慧租稅服務。
四、擴大跨機關資料介接服務。
五、強化資料整合及治理機制。
六、資訊服務管理及監控機制。
七、完善資通訊安全管理效能。
八、獨立各地方稅稽徵機關資源及防護管理機制。
協助各機關推 社會
計畫期程自 111 年度至 114 年度，112 年度預定辦理工作項
動民間參與公 發展 目：
共建設計畫
一、賡續配合行政院促參推動小組運作，引導重大公共基礎建
（111 年－114
設，優先利用促參模式引進民間投資。
年）
二、因應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修正，研修相關子法及作業
指引，強化促參法令制度。
三、強化輔導及協審機制，並加強媒合行銷，提高招商成功
率。
四、精進激勵措施，提振推動能量。
五、優化督導及考核作業，建立履約爭議調解機制相關子法，
完備促參管考服務體系。
推動洽簽及執 其他 一、積極配合國家經貿策略布局，完善租稅協定網絡，營造有
行財稅關務協
利投資賦稅環境；持續依國際標準執行稅務資訊交換及相
定
互協議程序，增進跨境稅務合作及保障納稅義務人權益。
二、推動洽簽關務互助協定及貨物暫准通關證協定，強化與重
要貿易國家關務議題之經驗交流與合作，營造便捷與安全
通關環境。
三、積極參與國際會議與活動，促進國際租稅與財政合作及交
流，深化與國際組織及重要經貿國家實質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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