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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美國海關之規定 
 

警告！ 

如果你申報不實，少報物品價值，或者你用不同方法虛偽申報，除了應繳款項外，將附

加支付罰金。在某些情況下，物品在罰金未繳交前，將被海關扣押、留置。 
某些國外商人提供旅客錯誤或較少價值的發票或帳單是多人所知的。這種行為不只會延

緩海關對你的檢查，且會致生民事或刑事的罰金。 
如果你對於在國外取得的物品申報不實，不只物品會被扣押保留，且你將須負總計等同

該物品在美國之價值的罰款責任。此外，你還可能被刑事起訴。 
不要聽信非海關人員所給的勸告，那可能會誤導你。你可能會違犯海關的法律規定並招

致嚴重的罰金。在你進出美國前，如有任何問題，請經由海關辦公室的指導。 
如果對於哪一個物品需要申報有疑問，請先申報後在向海關檢查員提出疑問。如果對於

物品的估價有疑問，請申報該物品真實交易價格。 
海關檢查員因為例行性地處理觀光事項，所以對於外國的價格還挺瞭解。此外，當前外

國物品的商業價格是隨時可獲知且可立刻比較這些價格。 
對於請求你攜帶某物品返美的個人，請小心警惕。對於你通過海關時所擁有的任何物

品，你都負有責任。其他人士的包裹若被發現含有違禁物或貨幣，你將須負責依該包裹所估

定價值的罰金。 

你的稅務申報 

你必須申報你在旅程中所取得的以及你回程時所擁有的所有物品，包括： 
 
‧你購買的物品。 
‧在國外時你所贈送的禮物，例如婚禮或生日禮物或繼承遺產。 
‧在免稅商店購買的物品或在飛機、船、火車上向運輸公司所購買者。 
‧自國外回程時所帶的物品，若經修補或修改，不論是否該加工免費。 
‧別人請託你帶回家的物件。 
‧你要販賣或業務使用的所有物品。但價格低於一美元（包含本數）者，可免除。 
 
此外，你必須申報自美國維京群島、美屬薩摩亞、關島或加勒比海經濟復甦法案內的國

家所取得而未伴隨你返國的物品。 
 
你的申報書中必須以美國貨幣或與當地同等的價值陳述每件物品的實際支付價格。若到

達前未退稅，則描述的價格須包含附加稅。非購得的物品，則以估量取得當地之公正零售價

格申報。 
 
注意：自國外獲得之物品縱使使用磨損亦不可免除申報義務。仍然要申報你購買當時的

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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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申報 
關稅申報表格分為海運與航空，且應該在到達前準備好提交給移民及海關檢查員。如果

自國外獲得而隨身的物品未超過容許的免稅額度，則你可能只要對海關檢查員作口頭申報。

然而，海關公務員可能會要求你準備物品的書面清單。 
 

書面申報 
以下情況須書面申報： 
‧自國外取得物品的公平零售總值超過你個人的免稅範圍。 
‧超過一公升的含酒精飲料、200 支香菸（一紙箱）、100 支雪茄。 
‧非預期為你個人或家庭使用之物品，例如：商業樣品、販賣項目或公事使用、或為別

人帶回者。 
‧自美國維京群島、美屬薩摩亞、關島或加勒比海經濟復甦法案國家送至美國的物品。 
‧你所擁有的任何物品皆為海關責任或國內稅收所欲收集。 
‧海關公務員要求所獲得物品的書面清單。 
‧之前 30 天內你曾使用你的免稅額度。 

 
家庭申報 

戶長可能為同戶成員作聯合申報且一起返美。家庭成員的聯合申報可能聯合每個個人的

免稅額度。舉例來說，史密斯太太購買 600 美元的物品，史密斯先生只購買 200 美元的商品。

而史密斯夫婦可能聯合他們 400 美元的免稅額且不須交稅。 
 
返美的嬰兒及兒童具有與成人相同的免稅權限（除了含酒精的飲料）。國外出生而尚未在美

居住的兒童則具有與非居民相同的免稅額度。 
 
至美的探訪者應該獲知訪美說明手冊中海關對非居民的規定。 
 
當美國政府的軍事及民用人員受派國外執行任務後返國，應該獲知政府關稅重要人員說

明手冊中有關他們的海關免稅額度。 
 
 

你的免稅額 
美國海關關稅的計算，入美旅客被分為居民與非居民。 
 
一般來說，如果你因旅遊、工作或至國外學習而離開美國，且返美後繼續居住於住處，

你將被海關視為返國定居者。 
 
然而，美國居民暫時住在國外將被分類為非居民者的資格，且因此得到更公允的關稅免

稅額度，如同短期訪美者在探訪結束後所輸出任何自國外取得的物品。 
 
居住於美屬薩摩亞、關島或美國維京群島上的美國公民，也被視為返美的居民。 
 
自國外取得且帶入美國的物品易受國內稅賦規則所適用責任的支配，但若為返美居民，

則有受允許之免稅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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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 

旅行中所得總額為 400，600 或 1200 美元的物品，可能免稅，但酒精、香菸及雪茄受有

限制： 
 
‧為個人或家庭使用而於旅程中取得的物品。 
‧返美時已適當申報給海關的物品。利用船運而稍晚將隨之入關的物品，因購買的物品

已經變樣或因其他原因無法適用 400 美元的免稅額度。單一利率的稅賦責任不適用於

寄送的物品。賦稅額度以到達時之價值估定之。 
‧你自一個停留至少 48 小時的外國地區返回。例如：一個居民於六月一日下午 1：30

離開美國領土，則在六月三日下午 1：30 滿 48 小時。但自墨西哥或美國維京群島返

回者則不受此時間限制。 
‧在過去 30 日內你不曾使用 400、600 或 1200 美元的免稅額度，你的免稅額度也不會

累積。如果你在入美時使用免稅額的一部份，然後你必須要在 30 日後才得再享有除

了 200 美元的免稅額外的免稅額權利。 
‧該物品並非受法規禁止或限制的。 

400美元免稅額 

具有上述條件的美國居民將有 400 美元的免稅額權利。這表示只要是隨你入關，則國外

取得價值 400 美元內的物品將免稅。（你寄送回家的購買物則有不同的免稅額，請參考禮品

及海關指引的部分，以得知更多資訊。） 
 
附加取得物在其他免稅機構下，可能也有免稅待遇的資格，例如廣義的優惠體系賦予許

多種開發中國家的貨品免稅待遇。藝術品（非手工藝）及超過 100 年的古董通常是不須付稅

的。 
 
這表示居民在重返美國時可以花費超過 400 美元而不被徵稅。例如，一個旅客買了一個

300 美元的金手鐲、一個 40 美元的帽子及一個 60 美元的錢包。因為這些東西具有免稅資格，

所以將不課稅。另外，同一個旅客又買了 200 美元之未裝框的油畫。因為藝術品通常不課稅，

所以這個旅客將可以攜帶這些總價值 600 美元的物品而不須課稅。（必須瞭解的是，如果油

畫有裝框，則可能對畫框的部分課稅。） 

1200美元免稅額 

如果你直接或間接從美屬島嶼返美（美屬薩摩亞、關島或美國維京群島），你可能享有

1200 美元的關稅免稅額。 

600美元免稅額 

如果你從以下 24 個受益國家中任何一個直接返美，你的關稅免稅額為 6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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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gua and Barbuda  

安地卡及巴布達 

（位於加勒比海） 

El Salvador  

薩爾瓦多（中美洲一共

和國） 

Netherlands, Antilles 

荷蘭，大小安第列斯

群島 

Aruba  

阿魯巴群島 

Grenada  

格瑞那達（拉丁美洲島國）

Nicaragua  

尼加拉瓜 

Bahamas  

巴哈馬(位於西印度群島) 

Guatemala  

瓜地馬拉（中美洲國家）

Panama  

巴拿馬 

Barbados  

巴貝多（拉丁美洲國家） 

Guyana  

蓋亞納（南美洲國家）
Saint Kitts and Nevis 

Belize  

貝里斯（中美洲國家） 

Haiti  

海地（拉丁美洲國家）

Saint Lucia  

聖露西亞 

Costa Rica  

哥斯大黎加（中美洲國家） 

Honduras  

宏都拉斯（拉丁美洲國家）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Dominica  

多米尼克 

Jamaica  

牙買加 

Trinidad and Tobago 

千里達托貝哥（西印

度群島一國） 

Dominican Republic  

多明尼加共和國 

Montserrat  

 

Virgin Islands, British 

英屬維京群島 

 

至於 1200 美元免稅額，高達 600 美元之在以上任何一個受益國家所取得或高達 400 美

元者在任一國家取得者。例如，如果你到美屬維京群島以及牙買加旅行然後返家，你將可攜

帶價值 1200 美元的免稅商品。相同總數（1200 美元），在牙買加所購得者必須限於 600 美元。

（即超過 600 美元的部分仍要課稅） 
 

至於給加勒比海經濟復甦法案國家的 600 美元免稅額，以及在其他國度所取得的價值高

達 400 美元的商品。舉例來說，如果你至英國及巴哈馬旅遊後返家，你的免稅額是 600 美元

及在英國取得物品之 400 美元的免稅額。 

200美元免稅額 

如果你因為 30 日或 46 小時的時間限制而不能提出 400、600 或 1200 美元的免稅額權利，

針對個人或家庭使用而於國外購得的物品，若總零售價不超過 200 美元，則你可能可以享有

免稅權。這是個人單獨的免稅，不可與其他家庭成員聯合為同一關稅申報。 
 
你可能攜帶以下任何一項東西：50 支香菸、10 支雪茄、150 毫升的含酒精飲料，或 150

毫升之含酒精的香料。 
 
如果你所攜帶的物品受稅則規範，或總值超過 200 美元，則全部皆須報稅，不可免稅。 
 
雪茄及香菸：400 美元免稅額不得超過 100 支雪茄及 200 支香菸（請參考前例）。古巴原

住民的產品如果購自古巴，則也包括在內。這個免稅額度是任何人皆得享有的。但是你所帶

香菸可能會被州或地方機關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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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類：以下情形，400 美元免稅額，也可包含一公升的含酒精飲料： 
‧你已經滿 21 歲。 
‧你自己所要使用或者要當成禮品送人。 
‧如果不違反你所到達之州的州法規。 
（請參考前例） 
 
注意：大部分的州政府限制你所可帶入的含酒精飲料的量。如果你所抵達的州允許的量

少於美國聯邦所定的量，州法優先。各州的稅則限制規定依各州政府而有不同。 
 

含酒精飲料超過一公升的限制則受國稅規定的支配。 
 

美國郵政法規禁止藉由郵政運輸含酒精飲料。含酒精飲料包含水果酒、啤酒與蒸餾酒。 

禮品 

你所帶的禮品會被視為供你個人使用，而包含在免稅額內。這包含你在國外時所收受的

禮品及你返國時所欲贈送的禮品。禮品預定為公事、獎勵或其他商業用途者，不包括在內。 
 
公平零售額不超過 100 美元的禮品，若為美國的親友收受或寄送則可免稅。 
 
排除零售價超過 5 美元之含酒精的香料、煙草產品，及含酒精飲料於禮品規定之列。 
 
送給多人的禮品包成同一包裹，另外單獨的標示收件人的姓名。 
 
請確定包裹外部須標明：(1)主動提供的禮品(2)禮品種類(3)禮品的公平零售價。此外，

包裝好的包裹應該要在外部標明收件人姓名及包裹內禮品的價值。這會便利海關清算你的包

裹。 
 
如果禮品包裹內的物品需要課稅，或者應該單獨包裝者超過允許的限額，那麼是要課關

稅的。 
 
如果是旅客的話，你不可以寄送禮品給自己，也不可以同行者互相寄送禮品。從美國郵

寄的禮品如果不符合免稅規定，將受關稅法規限制，而須報稅。 
 
如果包裹需要報稅，美國郵政總局將請收受人負擔稅額與辦理費用。該稅額不得預先繳

納。 

須課稅的物品不因免稅額而免除 

廣義優先權體系下某些開發中國家享有稅賦優先權。來自這些國家的產品將可免稅，如

果是從其他國家輸入則會以不同方式收集。若需要詳細的細節，請至離你最近的海關辦公室

索取 GSP＆The Traveler 的印刷傳單。在加勒比海主動權及安迪斯山脈貿易優先權法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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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加勒比人及南美安迪斯山脈人的許多產品也是免稅的。大部分自以色列輸入美國的產品

可能免稅或享低稅率。請向海關洽詢。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訂定於一九九四年元月一日。美國居民直接或間接自加拿大或墨西哥

返美，若商品符合協定所定義，源自加拿大或墨西哥，將有免稅或低稅率的適格。 
 
源自美國的個人攜帶品，將享有免稅的資格。從國外攜回的個人攜帶物品，例如穿過的

衣服等等，也許在你回國前寄送回家，若沒有另外修補或加工改變，則可能免費入關。這些

包裹應該要標示：「American Goods Returned」。當聲稱其為源自美國的物品，將促使海關處

理較快速。 
 
自國外攜回之國外製作的個人物品，當帶入時，則須課稅；除非有先前擁有的證據可被

接受。充分敘明物品的文件，例如出售帳單、保險證書、珠寶商的估價或購買的收據，可能

會被視為合理之先前擁有的證據。 
 
手錶、照相機、卡式錄音機或其他物品經由編號或永久固定記號，很快地被識別，並帶

至附近的海關辦公室在你離開前登記成冊。登記證明書將促使你返國時免費入關。只要上面

的資料字跡清楚可辨，任何往後的旅行也將有效，所以要保存這個證書。 
 
登記不可以電話完成或給你空白表格由你稍後填寫。 
 
車輛、船舶、飛機或其他自國外帶回之非營利使用的運輸工具，如果向海關辦事員證明

自美國帶離，則將可於回程時免費入關。證據可以是車輛的州登記卡，航空器的聯邦航管證

書，遊船的快艇執照或汽艇識別證書，或離境前已取得的海關登記證書。 
 
從美國帶出而於國外為應納關稅的修補或附加配件，於返美時，須申報稅額。 
 
警告：在美國、加拿大或墨西哥境外駕駛之具有催化裝備的運輸工具（一九七六年以後

的型號），在大部分的案例下，當帶回美國時，將不符合 EPA 的標準規格。在其他國家，無

鉛汽油通常不是隨手可得的，催化轉化爐將無法運作且必須被取代。請與環境保護局聯繫以

取得細節及除外規定：Washington,D.C.20460。 
 
你的當地海關辦事處有對你具有利益關係的傳單：「進口車輛及遊船」。你可以在你當地

政府印刷辦公室附設的書局購買海關私人飛行員指南。查詢美國政府地區性電話簿。 

家用財物 

供商業或工作使用而帶出美國的家用財物及用具，如果有適當地申報及入關，在你返回

時將可免稅。 
 
從國外取得的所有的家具、地毯、油畫、餐具、亞麻布及相類似的家用裝備，在以下情

況下，可能入關免關稅： 
‧並非為了其他人或販賣而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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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外至少被你使用了一年以上，或者可供你定居一年以上之家庭使用。這項優待不

包括儲存在房子外的物品。使用一年的時間，不須是持續未間斷的，也不須緊接在輸

入日之前。運輸的時間算入一年的期間。 
 

雖然會根據物品的年齡，以降低的價值基礎估算該關稅稅率，但例如穿戴的服裝、珠寶

拍照裝備、錄音機、立體音響裝置及交通運輸工具等項目，將被視為私人物品，而不能以家

用物品而免稅入關。 
 
超過關稅免稅額之輸入的物品將受稅法規範，除非該物品具有免稅入關的資格或是法規

禁止的。 
 
檢查員會將高稅率的項目列算在免稅額，而以低稅率的物品估算稅額。 
 
扣除免稅額及免稅物品的價值外，價值（公正零售價）在一千美元內的應稅物品，將適

用 10％的稅率。超過一千美元則依物品的不同而適用不同的稅率。 
 
適用單一稅率的物品必須是供你個人使用或供作禮品之用。扣除最後到達日，若超過每

隔 30 日的週期，你將不能享有單一稅率。 
 
在加拿大或墨西哥取得或製造的物品享有特殊的單一稅率。 
 
在美屬維京群島、美屬薩摩亞或關島所購買的物品，適用 5％的單一稅率，不管是隨身

攜入或經由運輸。 
 
舉例：你取得價值 2,500 美元的貨品： 
美國海島領土： 

 Total Declared Value:  $2,500 

 總計申報價值                 ＄2,500

 Personal Exemption up to: $1,200 

 私人免稅額 ＄1,200

 Flat duty rate at 5%:  next $1,000 

 5％單一稅率 ＄1,000

 Various rates of duty:  remaining $300 

 不同稅率              剩餘＄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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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海經濟復甦法案： 

 Total Declared Value:  $2,500 

 總計申報價值                     ＄2,500

 Personal exemption (free of duty) up to: $ 600 

 個人免稅額                       ＄600

 Flat duty rate at 10%:  next $1,000 

 10％單一稅率                     ＄1,000

 Various rates of duty:  remaining $ 900 

 不同稅率                         剩餘＄900

 

其他國家或地區： 

 Total Declared Value:  $2,500 

 總計申報價值                     ＄2,500 

 Personal exemption (free of duty) up to: $ 400 

 個人免稅額                       ＄400 

 Flat duty rate at 10%:  next $1,000 

 10％單一稅率                     $1,000 

 Various rates of duty:  remaining $1,100 

 不同稅率                        剩餘＄1,100 

 
單一稅率適用於任何應繳關稅及不得算入個人免稅額的物品，即使沒有超過你的免稅額

度。舉例來說，你正攜帶包含兩公升酒之總價值 200 美元的物品從歐洲返回。在你的免稅額

下，有一公升是免稅，而另一公升則須負擔 10％稅率的關稅，再加上國內稅務局的稅收。 
 
定居同一戶的家庭成員，若同行旅遊，在返美時將聚集所有物品課以單一稅率關稅，無

論物品所有人是家庭中的哪一個。 
 
輸入貨物的稅率是為美國協調關稅列表作準備。每個物品有兩種稅率，如欄一及欄二。

欄一的稅率從０％（折光雙筒望遠鏡、書籍、古董）到 34.6％（人造纖維的衣服），且適用

大部分受優待的國家。欄二的稅率較高，且適用於以下國家： 

Afghanistan  North Korea 

阿富汗         北韓 

Cuba  Laos  

古巴 寮國 

 
注意：符合這些國家的關稅地位易於改變。請與海關聯繫以取得更新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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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從其他國家購入或寄送，上述欄二所列國家的產品應納欄二稅率的關稅。舉例來

說：在寮國製造而在瑞士購得的水晶花瓶，將納欄二的稅率。隨你入關的物品可能在你個人

免稅額內或課許可的單一稅率。 
 
隨你入關的物品必須在你抵達時用以下的方式繳交關稅： 
‧美國貨幣（外國貨幣不被接納） 
‧美國之全國性或州際銀行或信託公司之記載精確關稅額的個人支票，支付對象為美國

海關關稅部門。 
‧政府支票、郵政匯票或旅遊支票如果沒有超過關稅稅額總數 50 美元，則可被接納。（二

次背書則不接受。必須有當前的身份證明；例如旅遊護照或駕駛執照） 
‧在某些地方你可使用 MASTER CARD 或 VISA 信用卡。 
 

具 ATA 無關稅國際通行證的貨品：返美居民攜帶具有 ATA 無關稅國際通行證的貨品，

在抵達時將被提醒要報告海關檢查員。檢查員會檢查違反該通行證的貨品，並發給適當的反

輸入的存根及收據。無關稅國際通行證將作關稅抑制登記文件且不須繳交關稅，只要貨品在

通行證有效期間內帶回美國具有美國貨品資格。 

禁止及限制物品 

因為海關檢查員駐紮在沿海進口港，他們常被要求要執行法律及其他政府機構的要求。

這是為了保衛公眾健康、保存家庭植、動物的生命及其他理由。 
 
某些物品被視為對美國大眾福利有害，而法律禁止其輸入。包含在內的有：樂透彩券、

麻醉劑及危險藥品、猥褻物品及出版品、煽動叛逆的工具、危險的物品（包含煙火、危險玩

具、有毒或有害物質），以及彈簧刀（然而，獨臂者可能輸入供個人使用的彈簧刀，如果刀

身長度不超過三英呎）。 
 
其他項目必須符合特殊要求，才能豁免。你會收到任何被海關保留物品的收據。 

手工藝品／文化資產（物體或手工藝品） 

美國法律禁止輸入哥倫布時代前的紀念性或建築學的雕塑品，以及未經適當輸出許可之

來自中南美洲某些國家的壁畫或壁飾。這些輸入品不管在原產國貨哪裡裝船載運，都是被限

制輸入的。 
 
聯邦法律及國際條約禁止從博物館、宗教或修道公眾紀念館所盜取的任何文化資產輸

入。這些物品的購買者應該意識到：不同於慣常的觀光商品買賣，文物若被發現係被盜取，

則文物購買者並不授予物主所有權。某些來自玻利維雅、薩爾瓦多、瓜地馬拉、秘魯及馬利

之考古學、人種誌的物品（例如面具或紡織品）輸入，是被限制且須原產國的輸出證明書。

這種商品的提供者被發覺提供假的輸出證明書，且可預期買主應該察覺海關檢查員精於認出

伴隨文物資產之欺詐的輸出證明書。附加的限制，來自歐洲、亞洲、非洲以及中美洲國家的

物品，預期會被課稅。這些限制以提供文化物品途徑給公眾成員作合法之科學、文化以及教

育目的之用。欲得到進一步的資訊，請與美國資訊局洽詢：華盛頓，D.C.（202）619-6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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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 

輸入美國的汽車必須符合環境保護局發佈的必要條件以及交通部安全設施、防盜標準。 
 
幾乎所有購自海外的汽車並不符合美國的標準而將需要修改。車輛的輸入附有條件地需

要依照美國規格作修改，且若未修改或修改未被接受，在海關的監督下，必須被輸出或銷毀。 
 
而且，車輛若原始製造符合美國環境保護局發佈的條件，依照車輛輸入國，將受美國環

境保護局附加的條件所支配或須抵押作保。 
 
輸入車輛的資訊可由環保局獲取，地址 6405J, Washington, D.C. 20460，電話 (202) 

233-9660。交通部車輛安全承諾辦公室的地址 Washington, D.C. 20590。海關輸入汽車小冊子

的副本以及環保局汽車輸入手冊可以分別自 the U.S. Customs Service, P.O. Box 7407, 
Washington, D.C. 20044 或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Washington, D.C. 20460.，獲取

書面資料。 

生物製品 

公共衛生或獸醫身份的生物製品（有疾病的有機體及傳染媒介的研究及教育目標）需要

輸入許可。請函洽外國隔離檢疫計畫：U.S. Public Health Servic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tlanta, GA 30333. 

書籍、錄影帶、電腦程式及卡帶 

有版權的物品的盜版品—未經版權所有人授權而不合法地製造—禁止輸入美國。盜版品

將可能被扣押或銷毀。 

有商標的物品 

國外製造之具有商標的物品輸入美國的量可能受限，如果該註冊商標已紀錄商標擁有人

於海關資料內。 
旅客通常有興趣的物品類型有：（1）鏡片、照相機、雙筒望遠鏡、光學貨品；（2）錄音

機、樂器；（3）珠寶、貴重金屬品；（4）香水；（5）鐘錶。 
 
攜帶有商標物品入美的人享有免稅額，通常該物品類型與法律保護的商標有關聯。一個

免稅商標物品必須伴隨你，且每三十天你可以申報相同類型的免稅額。該物品必須供你個人

使用且非為販賣。如果免稅品在輸入後一年內販賣，該物品或其價值將被沒收。 
如果商標擁有人允許量超過前面所提的特殊商標物品免稅額度，那些商標品的總數可能

授權輸入。仿冒商標的物品，如果該物品的總數超過旅客個人免稅額度，將受扣押或沒收。 

陶製餐具 

部分國外販賣的陶製餐具在上光時具有危險程度，將可能過濾某些食物及飲料而含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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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物質。食品藥品監督機關建議陶製餐具，特別是在墨西哥、中國大陸、香港或印度購買的，

為了回程時順利豁免，最好先經測試，除非只供裝飾目的。 

藥物器材 

輸入、輸出、製造、販賣以及轉運藥品器材是禁止的。犯了這些規定的人將會被罰金或監禁。

如果輸入違法，藥品可能被美國海關扣留。 

手槍及彈藥 

手槍及彈藥是受有限制的，且需要菸酒火藥管理局（ATF）的輸入許可。必須具有合法

執照的輸入商或製造商才可申請輸入許可。國家火藥法案所禁止的武器、彈藥或其他設備，

除非菸酒火藥管理局（ATF）特別授權，否則將不被允許。 
 
如果證明手槍、彈藥是在先前被某人攜出美國且該人回程時攜帶同一手槍彈藥，則不須

要輸入的許可。為了便於再入境，擁有手槍彈藥的人在離開美國前可能先向海關公署或菸酒

火藥管理局（ATF）地區辦公室登記註冊在案。輸出將受到國務院貿易防護公署輸出執照條

件的限制。 
 
想取得更進一步有關輸入的資訊，請與財政部菸酒火藥管理局（ATF）聯繫。 
 
美國居民攜帶手槍或彈藥到其他國家應該事先與海關辦事員或該國各別的大使館商

議，獲取該國的法律規定。 

魚類與野生生物 

魚類與野生生物輸出輸入受到某些限制、禁止、特別許可或證明書以及隔離檢疫的要

求。這些包括： 
‧野生鳥類、哺乳類包括海生哺乳類爬行類、甲殼類、魚類以及軟體動物、無脊椎動物。 

‧任何部分或產品，例如皮膚、羽毛、卵蛋。 

‧用野生動物或魚類製造的產品或物品。 

 

瀕臨絕種的野生動物品種以及其產品通常禁止輸出或輸入。所有大象或海生哺乳類的長

牙或長牙製品通常禁止輸入。含有野生生物部分身體的古董可能隨著證明其至少具一百年歷

史的文件一同輸入。（某些古董的其他條件也適用）如果你考慮購買野生生物製品，例如：

龜殼首飾、皮革品或其他鯨鬚製品、象牙、毛皮，請在購買前先和美國魚類及野生生物部及

法律執行部門聯繫。候鳥性獵鳥輸出輸入的限制可能也可從該機關獲知。索取他們的小冊

子：Facts About Federal Wildlife Laws。 
 

如果你計畫輸入魚類或野生生物或其相關製品，請先與海關或魚類及野生生物部聯繫，

只有某些指定的部分可獲允許以控制其入境。額外的資訊在美國的簡介傳單：Pets and 
Wildlife 中都可看到。如果州法或規定比任何適用的聯邦待遇更為嚴格限制，聯邦規定並不

授權任何野生生物或魚類輸入美國各州。野生動物被帶走、被殺、被販賣、被擁有或被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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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美國而違反任何外國法律，將不允許入境美國。 

狩獵戰利品 

如果你計畫輸入狩獵戰利品或獵物，請先與魚類及野生生物部聯繫。這些物品通常需要

魚類及野生生物部的執照且只有指定部分可以入境。戰利品可能基於公共衛生目的而受到

APHIS 的檢查。通常輸入戰利品的指導方針，請見他們的出版品：Traveler's Tips。 
 

警告：管理動物或其製品輸入的規定有很多不同處。遵從錯誤可能導致在該戰利品的關

稅申報上，遭到廣泛且昂貴的遲延。 
 

另外，如果州法或規定比任何適用的聯邦待遇更為嚴格限制，聯邦規定並不授權任何野

生生物或魚類輸入美國各州。野生動物被帶走、被殺、被販賣、被擁有或被輸出至美國而違

反外國法律，將不被允許入境美國。 

食品 

麵包糕點品目以及所有燻起司是允許的。美國農業部（USDA）動植物衛生檢查服務宣

傳單：Traveler’s Tips，提供攜帶食品、植物及動物產品入美的詳細資訊。食品進口也受到

食品及藥物管理局的規定限制。 

蔬果 

大部分的蔬果是禁止進口或須輸入許可。每一種蔬果必須向海關辦事員申報且必須當場

查驗，不管外在是否無害蟲。大部分罐裝或特殊加工處理的品目是允許的。 
進口許可申請或尋求相關資訊應該來信到：Quarantines, USDA-APHIS-PPQ, Federal Bldg., 

Hyattsville, Md. 20782, 或來電 (301) 734-8645. 

食用肉、家畜、家禽 

食用肉、家畜、家禽及其副產品（例如火腿、燻香腸、臘腸、腦袋）是禁止或限制入美

的，取決於原產國動物疾病狀況。通常禁止大部分國家的新鮮未加工肉品。如果檢查員能確

定罐裝肉品是通商裝罐、容器內肉品已煮熟、密封包裝且不須冷藏即可保存，則可允許入關。

其他罐裝醃燻或脫水的肉品則嚴格限制自大部分國家進口。 

農作物 

農作物、插條、種籽、未處理的植物產品以及某些瀕臨絕種的植物，需要入境許可或禁

止入美。絕種或受威脅的植物品種及植物產品，如果未被禁止輸入，將需要原產國的輸出許

可。每一個別的植物或植物產品必須向海關辦事員申報，且必須當場受驗，不管外在是否無

害蟲。輸入許可申請或尋求更多資訊，應該來信到 Quarantines, USDA-APHIS-PPQ, Federal 
Building, Room 632, 6505 Belcrest Road, Hyattsville, Md. 20782,或電：(301)734-8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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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 

金幣、黃金徽章及金塊，以前是被禁止的，現在則可能可以輸入美國。然而，在外國資

產控制局的管理規則下，源自或來自古巴、伊朗、伊拉克、利比亞及北韓，此類的品目則禁

止輸入。金幣的複製品如果沒有適當標示發行國也是禁止的。 

內服藥／麻醉劑 

麻醉劑及危險藥品，含有合成類固醇，禁止輸入且若輸入將課嚴格罰金。需要含有成癮

性藥物或麻醉劑的旅客（例如咳嗽藥、利尿劑、心臟用藥、鎮定劑、安眠藥、抗抑鬱劑、興

奮劑等）應該： 

• 具有藥廠、藥效及類似產品適當的鑑定。 

• 只攜帶具有某種健康問題的個人正常的攜帶量。 

• 具有個人醫師處方或書面說明，而須醫師指示服用的藥物且為維持旅程身體健康狀況所

必須。 

• 符合攜帶處方配製藥物的指導方針。 

警告 

食品及藥物管理局禁止郵寄或個人攜帶偽造的處方或無處方配製的藥品及醫療設備。這

些可能包含非正統之內科疾病（包含癌症、愛滋病及多發性硬化疾病）的治療。當這些藥品

或設備在別處完全合法，即使有外國醫師開立的處方，也可能在美不受使用認可。這些藥品

或設備可能不能合法進入美國且會被沒收。 

來自被禁運國家的商品 

來自以下國家的輸入貨品通常是被外國資產控制局管理規則所禁止：古巴、北韓、利比

亞、伊拉克、伊朗。 
這些限制並不適用於新聞物品例如小冊子、書籍、錄音帶、膠卷、錄影帶等。 
攜帶受禁商品入美需要外國資產控制局的特許，但他們很少同意授與。到美的外國旅客

依照原產國而定，可能受允許隨著包裹攜帶個人使用的小物品。 
 
旅客應該意識到某種旅行限制適用於一些國家。因為嚴格執行這些限制，那些預期到以

上所列的外國旅遊者最好還是事先送函外國資產管理局、國稅局 Washington, D.C. 20220, 
U.S.A. 

 
 

金錢／金融工具 
 

攜入或攜出美國的金融工具的總數既無界限亦非非法。然而，如果你在任何時刻，自行運

送或交付運送（包括郵寄或其他方式）超過一萬美元的金融工具進入或輸出美國，或你收到超

過這個數目，你必須向美國海關提出報告（關稅表格 4790）(Currency & Foreign Trans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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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ing Act, 31 U.S.C. 1101, et seq.)。若不遵從則將觸犯民事、刑事或沒收的處罰。金融工具

包括美國或外國流通錢幣、貨幣、任何形式的旅行支票、匯票以及可通行的工具或不記名的投

資債券。 

寵物 

目前對於輸入動物、鳥類、海龜、野生動物及瀕臨絕種的品種有管理、限制及禁止的規

定。 

‧貓咪必須在進口檢驗時沒有可傳染人類的疾病跡象。如果動物外表並無好的健康狀

況，則需要合格獸醫更進一步地檢驗，費用由所有人負擔。 

‧狗必須沒有可傳染人類的疾病跡象。除了小於三個月的小狗外，必須在到達前三十天

內注射狂犬病疫苗。有效的狂犬病疫苗注射證明書必須隨著動物。這證明書應該可以

識別動物，具體標示疫苗注射的日期，有效日期，且具有合格獸醫的簽名。如果沒有

具體標明有效的日期，疫苗注射日距離到達入關不超過十二個月，則可接受該證明

書。來自無狂犬病的國家的狗不需要狂犬病疫苗注射。 
 
‧個人所有之賞玩的鳥禽可能可以進入（若是鸚鵡類則以兩隻為限），但是必須符合

APHIS 以及公眾健康服務規範條件，包括由所有人負擔費用之 APHIS 特定地區的隔

離檢疫。事先預訂是必要的。 

‧非人類之靈長類例如猴子、人猿及類似的動物不能輸入。 

如果你計畫帶著你的寵物出國或在回國時帶入關，相關資訊請看我們美國海關的傳單：

Pets and Wildlife。 
 
輸入寵物前，你應該向州、郡及市當局，確定任何限制及禁止的規定。 

紡織品 

隨你入關或你自國外取得之供個人使用或送禮用的紡織品及服裝，通常不受量的限制。

然而，未隨你入關的紡織品及服裝可能受某種量的限制（配額），將需要一種稱為簽證或輸

出許可的文件或生產國之適當的豁免證明書。在你起程旅行前，請先與海關確定。 
 
 

關稅指示 

越過邊境的旅遊 

當你越過美國邊境到一旅遊點後，又再入美到另一外國旅遊點，你將冒險失去你的關稅

免稅額，除非你符合某些條件。如果你 swing back，別拿免稅額冒險，跟最近的關稅辦事員

詢問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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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購物 
 

在國外免稅商店購買的物品，受到美國關稅的支配與限制，但可能算入你個人的免稅額。 
 
在美國免稅商店所購買的物品，如果再次進入美國，會受到美國關稅義務的支配。例如：

在進入加拿大前，在免稅商店購買的酒，若帶回美國可能會課以國稅。 
 
注意：許多旅客困於有關商店的免稅期間。免稅商店的商品只對於該商店所在地的國家

免課稅義務。免稅商店販售的商品是預畫要出口且將不會再輸回所購買的國家。所以如果你

的購買量超過個人免稅額，超過的部分將要課稅。離美之前，在美國商店購得的物品將計入

你的免稅額。 

請保留你的銷貨單 

你將得到你的購買銷貨單、發票或其他購買證明文件，不僅有助於你填寫申報單，如果

你攜帶從美國維京群島、美屬薩摩亞、關島或任一加勒比海域國家寄來的物品則也需要這些

文件。 

包裝你的行李 

將你的行李包裝得易於檢查。請盡量將你於國外取得的物品分開包裝。當海關辦事員要

求你打開你的行李或後車箱時，請照做勿猶豫。 

攝影軟片 

所有跟隨旅客帶入的攝影軟片，如果不是為了商業目的，可能不須檢查即予放行，除非

有相當理由認定內含違禁的物品。 
 
禁止輸入的軟片是指含有猥褻、提倡對美國之叛國或造反、提倡強制違抗美國任何法

律，或對任一美國境內之人，威脅其生命或施加肉體傷害的軟片。 
 
散布於開發或未開發國家的美國軟片（排除商業目的的電影膠捲）可能免稅入關且不計

入你的關稅免稅額。 
 
國外購得且國外複製的外國軟片是須課稅的且可能計入你的關稅免稅額。 

運輸貨物至美國的程序 

國外獲得的商品可能由你或購物的商店寄送回家。當這些物品並未隨你返程，就不能計

入免稅額度內且在美國收到時需要課稅。稅金不能預付。然而，自美屬維京群島、美屬薩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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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關島或加勒比海域國家購得或從該國寄出的商品則適用特別的程序。 
 
所有收入的裝運必須經向美國海關清報。海關雇員依法不能執行公眾輸入的入境作業，

但他們將告知輸入者海關入境條件的資訊。 
 
海關為關稅清單作準備之收集職責，有時某些國內稅採使用者付費。任何其他輸入裝運的索

價是為了操控船運運輸業者、商業掮客或其他傳送服務。某些運送人可能增加其他與海關關稅無

關的入港索價。 
 
注意：海關掮客不是美國海關雇員。掮客的費用是依據工作量計算，而不是依照個人財

產或船運的購得物的價值計算。這些費用對於有關船運的價值而言，似乎過於昂貴。如果可

能的話將你購得的物品隨身攜入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 
 
信件裝運（包含郵寄包裹）通常具有成本效益。包裹必須符合輸出國之信件的要件，例

如重量、尺寸或長度大小。 
 
美國郵政管理局寄送所有給海關檢查之國外進來的信件。送回美國郵政管理局經由你家

所在地的郵政辦事處遞送予你之包裹，免關稅、額外的郵資、處理成本或其他費用。 
 
由於包裹內含有需課稅的物品，海關辦事員將附上顯示需課稅數量的郵件且將包裹歸還

郵政管理局。估定需課稅之包裹的繳稅義務並繳交處理費用五元。美國郵政管理局遞送郵件

時將額外收取操作費用。 
有些船運裝運不論價值高低都必須正式入關（某些紡織品、穿戴的服飾以及小型皮革製

品）。海關雇員不能為你準備這種形式的入關。只有你或有執照的海關掮客才能準備正式入

關。 
 
如果你繳交包裹的關稅後認為稅額有問題，你可以提出異議。這個異議只有海關辦公室

能依照附在包裹上的郵件入關收據海關 3419A 表格行事。寄送你的異議書並附上此表格的一

份影本給區域的海關辦公室，且將地址寫於表格的左側。那個辦公室將依照你異議書內所提

供的資料重新估定關稅額，如果適當的話，將有行政歸還。 
 
未領受該包裹則有另一程序。那時候你必須在五天內提供一份對處理該包裹之郵政局長

有異議的書面陳述。你的異議書將轉交給系爭的海關辦公室。裝運將被耽擱在郵政局直到海

關答覆認可。 
 
可能從世界任一地方快遞裝運寄到美國。快遞公司通常為你提供或安排商品關稅清報。

這個服務將會收費。 
 
不論如何，船運裝運入關時是免除關稅的，在進入美國時的第一個港口時必須清報關

稅，或者你選擇從到達港口到另一海關港口清報關稅，該商品交由海關保管（以作擔保）。 
 
所有的關稅清報以及供作抵押的準備工作必須由你或受你委託的人完成。屢次地，國外

的船運運輸業者將控制所有必要準備工作，包含海關掮客對美國關稅的清報。這個服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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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但這費用並非海關索價。如果國外銷售者委託給海關掮客或美國代理商裝運，船運索

價通常只是支付給入美的第一個到達港。這表示有額外的內陸陸運或船運預先索價、掮客費

用、保險費用以及其他項目。 
 
個人也可能完成單身關稅清報，如果停靠碼頭卸貨就你個人而言並不可能，非商業性裝

運不需要正式入關。你必須書面授權給某個人處理關稅申報以及入關事務，如同無報酬的代

理人。提供的授權個人書面文件應該寫上入關港口的主管關稅的辦事員的地址。 
 
非隨觀光旅客攜入的購買物，必須直接從美屬維京群島、美屬薩摩亞、關島或加勒比海

域國家寄送或自該地區獲取者，如果依照以下指示，適當申報及處理，則可順利入關： 
‧如果從海島殖民地取得，則在你個人免稅額可高達 1200 美元的免稅額；若在加勒比

海域國家取得則高達 600 美元。記得如果高達 400 美元以上的部分是從這些國家以外

取得者，這些物品必須在你回程時，隨你入關，可以申報你為個人的免稅額之內。 
‧如果是從海島殖民地取得的物品，每超過 1000 美元價值的物品，須課單一稅率 5％，

如果是從加勒比海域國家購得者，則依照美國協調關稅清單表上的不同稅率課稅。（根

據購買地當地公平零售價格） 
‧任何超過以上的數量者，適用各種不同稅率。 

 

必須根據以下程序概略： 

第一步：你將：a)申報關稅時列出所有國外取得的物品（關稅表格 6059B，除了 100 或

200 美元以下之寄送給親友的真實禮品，以及與日常生活有關者等等；b）指出未伴隨之物品；

c）填寫每一個寄送的包裹或裝箱之未伴隨物品的申報單（關稅表格 255）。如果在你購買的

地方無法取得此表格，則須在你申報關稅時獲取。 
 

第二步：在你回程的時候，關稅將：a）隨你入關的貨品若欠稅則將被課稅；b）證實你

的未伴隨物品不同於銷貨單、發票等等；c）確認表格 255，你個人免稅額內之任一免稅貨品

或適用單一稅率之支配。表格中三個部分的兩份副本將返還於你。 
 

第三步：你將歸還表格的黃色副本給你購買的店主（或小販）且保留另一份副本以作紀

錄。在你購買物品時，你有責任告知店主，在取得該表格收據前，你的包裹將不寄送。 
 

第四步：店主將把表格放於信封內並安全地附上包裹或裝箱上，必須清楚地標示『未隨觀光

旅客的購買物』。在每一個箱子或容器上，請註明該表格。這是為了讓你收取在程序下允許的利

益的最重要的步驟。 
 

第五步：如果郵寄，郵政管理局將在關稅清報後寄送該包裹。任何欠稅將被郵政管理局

徵收，加上郵政處理費用；或者當你的裝運到達時，你將被送信人通知。任何欠稅將在當時

繳付。你可能雇用海關掮客為你完成這些事，掮客會跟你索價。 

保管費用 

船運及快遞包裹在你回程前寄達（沒有先前領受準備工作），將在五天後被海關留置保

管，費用及風險由所有人自行負擔。如果六個月內未認領，將被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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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包裹三十天內未認領將被送回寄送人，除非稅額估價受反對。 

聲明『使用稅』 

國外購得的商品，在一些州可能受到使用稅的支配。這些購得物的使用稅將由該州依照

回程旅客在入港時完成的海關報稅的使用資訊來估定價值。使用稅通常與旅客居留國的銷售

稅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