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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目 產品名稱 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2012） 

    第一章 活動物  

0101   馬、驢、騾及駃騠  

 0101.21 馬 : 純種繁殖用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1.29 馬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1.30 驢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1.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2   牛   

 0102.21 牛 : 純種繁殖用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2.29 牛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2.31 水牛 : 純種繁殖用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2.39 水牛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2.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3   豬   

 0103.10 純種繁殖用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3.91 重量少於５０公斤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3.92 重量５０公斤及以上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4   綿羊及山羊  

 0104.10 綿羊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4.20 山羊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5  家禽，係指雞、鴨、鵝、火雞及珍珠雞  

  0105.11 重量未超過 185公克 : 飼養之雞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5.12 重量未超過 185公克 : 火雞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5.13 重量未超過 185公克 : 鴨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5.14 重量未超過 185公克 : 鵝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5.15 重量未超過 185公克 : 珍珠雞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5.94 飼養之雞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5.9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6   其他活動物  

 0106.11 靈長目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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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6.12 哺乳類:鯨、海豚及鼠海豚（鯨目之哺乳類動物）；海牛及

儒艮（海牛目之哺乳類動物）；海豹、海獅及海象（鰭腳

亞目之哺乳類動物）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6.13 哺乳類:駱駝及其他駱駝科動物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6.14 哺乳類:家兔及野兔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6.19 哺乳類: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6.20 爬蟲類（包括蛇及龜）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6.31 鳥 : 猛禽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6.32 鳥 : 鸚鵡目（包括鸚鵡、長尾鸚鵡、金剛鸚鵡、鳳頭鸚

鵡）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6.33 鳥 : 駝鳥、鴯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6.39 鳥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6.41 昆蟲 : 蜂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6.49 昆蟲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106.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第二章 肉及食用雜碎   

0201   牛肉，生鮮或冷藏   

 0201.10 屠體及半片屠體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1.20 其他帶骨切割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1.30 去骨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2   冷凍牛肉  

 0202.10 屠體及半片屠體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2.20 其他帶骨切割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2.30 去骨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3   豬肉，生鮮、冷藏或冷凍  

 0203.11 生鮮或冷藏 : 凍屠體及半片屠體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3.12 生鮮或冷藏 : 帶骨之腿肉、肩肉及其切割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3.19 生鮮或冷藏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3.21 冷凍 : 屠體及半片屠體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3.22 冷凍 : 帶骨之腿肉、肩肉及其切割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3.29 冷凍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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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4   綿羊或山羊肉，生鮮、冷藏或冷凍  

 0204.10 屠體及半片屠體小羊肉，生鮮或冷藏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4.21 其他綿羊肉，生鮮或冷藏 : 冷凍屠體及半片屠體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4.22 其他綿羊肉，生鮮或冷藏 : 其他帶骨切割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4.23 其他綿羊肉，生鮮或冷藏 :去骨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4.30 冷凍屠體及半片屠體小羊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4.41 其他綿羊肉，冷凍 : 屠體及半片屠體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4.42 其他綿羊肉，冷凍 : 其他帶骨切割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4.43 其他綿羊肉，冷凍 : 去骨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4.50 山羊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5   肉類（馬、騾、驢及駃騠），生鮮、冷藏或冷凍  

 0205.00 肉類（馬、騾、驢及駃騠），生鮮、冷藏或冷凍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6   食用雜碎（牛、豬、綿羊、山羊、馬、騾、驢或駃騠），

生鮮、冷藏或冷凍 

 

 0206.10 牛雜碎，生鮮或冷藏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6.21 牛雜碎，生鮮或冷藏 : 舌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6.22 牛雜碎，生鮮或冷藏 : 肝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6.29 牛雜碎，生鮮或冷藏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6.30 豬雜碎，生鮮或冷藏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6.41 豬雜碎，生鮮或冷藏 : 肝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6.49 豬雜碎，生鮮或冷藏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6.80 其他雜碎，生鮮或冷藏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6.90 冷凍其他雜碎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7   屬第０１０５節之家禽肉及食用雜碎，生鮮、冷藏或冷凍  

 0207.11 飼養之雞 : 未切成塊者，生鮮或冷藏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7.12 飼養之雞 : 冷凍未切成塊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7.13 飼養之雞 : 肉塊及雜碎，生鮮或冷藏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7.14 飼養之雞 : 冷凍肉塊及雜碎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7.24 火雞 : 未切成塊者，生鮮或冷藏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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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7.25 火雞 : 冷凍未切成塊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7.26 火雞 : 肉塊及雜碎，生鮮或冷藏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7.27 火雞 : 冷凍肉塊及雜碎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7.41 鴨 : 未切成塊者，生鮮或冷藏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7.42 鴨 : 冷凍未切成塊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7.43 鴨 : 脂肝，生鮮或冷藏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7.44 鴨 : 其他，生鮮或冷藏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7.45 鴨 : 其他，冷凍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7.51 鵝 : 未切成塊者，生鮮或冷藏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7.52 鵝 : 冷凍未切成塊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7.53 鵝 : 脂肝，生鮮或冷藏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7.54 鵝 : 其他，生鮮或冷藏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7.55 鵝 : 其他，冷凍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7.60 珍珠雞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8   其他肉類及食用雜碎，生鮮、冷藏或冷凍  

 0208.10 家兔或野兔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8.30 靈長目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8.40 鯨、海豚及鼠海豚（鯨目之哺乳類動物）；海牛及儒艮

（海牛目之哺乳類動物）；海豹、海獅及海象（鰭腳亞目

之哺乳類動物）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8.50 爬蟲類（包括蛇及龜）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8.60 駱駝及其他駱駝科動物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8.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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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9   不帶瘦肉之豬脂肪及禽脂肪，未熬或未以其他方法萃取，

生鮮、冷藏、冷凍、鹹、浸鹹、乾或燻製者 

 

 0209.10 豬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09.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10   鹹、浸鹹、乾或燻製之肉類及食用雜碎；肉類或雜碎肉製

成之食用肉粉或粗肉粉 

 

 0210.11 豬肉 : 帶骨之腿肉、肩肉及其切割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10.12 豬肉 : 腹肉及其切割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10.19 豬肉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10.20 豬肉 : 牛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10.91 其他，包含肉類或雜碎肉製成之食用肉粉或粗肉粉 : 靈長

目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10.92 其他，包含肉類或雜碎肉製成之食用肉粉或粗肉粉 : 鯨、

海豚及鼠海豚（鯨目之哺乳類動物）；海牛及儒艮（海牛

目之哺乳類動物）；海豹、海獅及海象（鰭腳亞目之哺乳

類動物）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10.93 其他，包含肉類或雜碎肉製成之食用肉粉或粗肉粉 : 爬蟲

類（包括蛇及龜）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210.99 其他，包含肉類或雜碎肉製成之食用肉粉或粗肉粉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第三章 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  

0301   活魚  

 0301.11 觀賞用魚 : 淡水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1.19 觀賞用魚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1.91 其他活魚 : 鱒（褐鱒、麥克 吻鱒、克氏 吻鱒、黃 吻

鱒、吉利 吻鱒、阿帕契 吻鱒及金腹 吻鱒）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1.92 其他活魚 : 鰻魚（鰻鱺屬）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1.93 其他活魚 : 鯉魚（鯉、黑鯽、草魚、鰱屬、鯁屬、青魚）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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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1.94 其他活魚 : 大西洋及太平洋黑鮪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1.95 其他活魚 : 南方黑鮪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1.99 其他活魚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   生鮮或冷藏魚（第０３０４節之切片、及其他魚肉除外）  

 0302.11 鮭鱒類，不含魚肝及魚卵 : 鱒（褐鱒、麥克 吻鱒、克氏

吻鱒、黃 吻鱒、吉利 吻鱒、阿帕契 吻鱒及金腹

吻鱒）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13 鮭鱒類，不含魚肝及魚卵 : 太平洋鮭（紅 吻鮭、細鱗

吻鮭、 吻鮭、大鱗 吻鮭、銀 吻鮭、馬蘇 吻鮭及玫

瑰 吻鮭）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14 鮭鱒類，不含魚肝及魚卵 : 大西洋鮭及多瑙河鮭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19 鮭鱒類，不含魚肝及魚卵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21 比目魚 : 大比目魚（北大西洋大比目魚、大西洋大比目

魚、太平洋大比目魚）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22 比目魚 : 鰈魚（大西洋有棘鰈魚）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23 比目魚 : 鰨魚（牛舌魚）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24 比目魚（瘤棘 ）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29 比目魚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31 長鰭鮪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32 長鰭鮪 : 黃鰭鮪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33 長鰭鮪 : 正鰹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34 長鰭鮪 : 大目鮪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35 長鰭鮪 : 大西洋及太平洋黑鮪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36 長鰭鮪 : 南方黑鮪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39 長鰭鮪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41 鯡魚（大西洋鯡、正鯡）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42 鯷魚（鯷屬）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43 沙丁魚（沙丁魚、擬沙丁魚屬）、小沙丁魚（小沙丁魚

屬）、正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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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2.44 鯖魚（正鯖、花腹鯖、白腹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45 竹莢魚（竹筴魚屬）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46 海鱺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47 劍旗魚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51 鱈魚（大西洋鱈、格陵蘭鱈、大頭鱈）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52 黑線鱈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53 綠青鱈（維納斯青鱈）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54 無鬚鱈、長鰭鱈（無鬚鱈屬、長鰭鱈屬）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55 阿拉斯加狹鱈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56 藍鱈、南藍鱈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5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71 吳郭魚（口孵非鯽屬）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72 吳郭魚 : 鯰魚（巨鯰屬、鯰屬、鬍鯰屬、真 屬）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73 吳郭魚 : 鯉魚（鯉、黑鯽、草魚、鰱屬、鯁屬、青魚）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74 吳郭魚 : 鰻魚（鰻鱺屬）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79 吳郭魚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81 其他魚類，不包含魚肝及魚卵:他魚類角鯊及其他鯊魚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82 其他魚類，不包含魚肝及魚卵: 鰩及魟（鰩科）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83 其他魚類，不包含魚肝及魚卵: 美露鱈（犬牙南極魚屬）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84 其他魚類，不包含魚肝及魚卵: 鱸魚（舌齒鱸屬）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85 其他魚類，不包含魚肝及魚卵: 鯛魚（鯛科）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2.89 其他魚類，不包含魚肝及魚卵: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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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2.90 肝及卵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   冷凍魚（第０３０４節之切片及其他魚肉除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11 鮭鱒類，不含魚肝及魚卵 : 紅吻鮭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12 鮭鱒類，不含魚肝及魚卵 : 其他太平洋鮭（細鱗 吻鮭、

吻鮭、大鱗 吻鮭、銀 吻鮭、馬蘇 吻鮭及玫瑰 吻

鮭）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13 鮭鱒類，不含魚肝及魚卵 : 太西洋鮭及多瑙河鮭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14 鮭鱒類，不含魚肝及魚卵 : 鱒（褐鱒、麥克 吻鱒、克氏

吻鱒、黃 吻鱒、吉利 吻鱒、阿帕契 吻鱒及金腹

吻鱒）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19 鮭鱒類，不含魚肝及魚卵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23 吳郭魚（口孵非鯽屬）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24 吳郭魚 : 鯰魚（巨鯰屬、鯰屬、鬍鯰屬、真 屬）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25 吳郭魚:鯉魚（鯉、黑鯽、草魚、鰱屬、鯁屬、青魚）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26 吳郭魚 : 鰻魚（鰻鱺屬）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29 吳郭魚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31 比目魚:大比目魚（北大西洋大比目魚、大西洋大比目魚、

太平洋大比目魚）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32 比目魚 : 鰈魚（大西洋有棘鰈魚）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33 比目魚 : 鰨魚（牛舌魚）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34 比目魚 : 比目魚（瘤棘 ）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39 比目魚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41 長鰭鮪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42 長鰭鮪 : 黃鰭鮪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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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3.43 長鰭鮪 : 正鰹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44 長鰭鮪 : 大目鮪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45 長鰭鮪 : 大西洋及太平洋黑鮪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46 長鰭鮪 : 南方黑鮪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49 長鰭鮪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51 鯡魚（大西洋鯡、正鯡）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53 沙丁魚（沙丁魚、擬沙丁魚屬）、小沙丁魚（小沙丁魚

屬）、正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54 鯖魚（正鯖、花腹鯖、白腹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55 竹莢魚（竹筴魚屬）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56 海鱺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57 劍旗魚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63 鱈魚（大西洋鱈、格陵蘭鱈、大頭鱈）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64 黑線鱈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65 綠青鱈（維納斯青鱈）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66 無鬚鱈、長鰭鱈（無鬚鱈屬、長鰭鱈屬）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67 阿拉斯加狹鱈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68 藍鱈、南藍鱈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6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81 其他魚類，不包含魚肝及魚卵: 角鯊及其他鯊魚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82 其他魚類，不包含魚肝及魚卵: 鰩及魟（鰩科）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83 其他魚類，不包含魚肝及魚卵: 美露鱈（犬牙南極魚屬）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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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3.84 其他魚類，不包含魚肝及魚卵: 鱸魚（舌齒鱸屬）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89 其他魚類，不包含魚肝及魚卵: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3.90 肝及卵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4   魚片或其他魚肉 : 生鮮、冷藏或冷凍之切片及其他魚肉

（不論是否經剁細） 

  

 0304.31 生鮮或冷藏吳郭魚 : 吳郭魚（口孵非鯽屬）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32 生鮮或冷藏吳郭魚 : 鯰魚（巨鯰屬、鯰屬、鬍鯰屬、真

屬）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33 生鮮或冷藏吳郭魚 : 尼羅河鱸（尼羅尖吻鱸）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39 生鮮或冷藏吳郭魚 :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41 生鮮或冷藏之其他魚片 : 太平洋鮭（紅 吻鮭、細鱗 吻

鮭、 吻鮭、大鱗 吻鮭、銀 吻鮭、馬蘇 吻鮭及玫瑰

吻鮭），大西洋鮭及多瑙河鮭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42 生鮮或冷藏之其他魚片 : 鱒（褐鱒、麥克 吻鱒、克氏

吻鱒、黃 吻鱒、吉利 吻鱒、阿帕契 吻鱒及金腹 吻

鱒）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43 生鮮或冷藏之其他魚排 : 扁魚類（鰈科、 科、舌鰨科、

鰨科、菱 科、棘 科）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44 生鮮或冷藏之其他魚片 : 海鰗鰍科、歪尾鱈科、鱈科、鼠

尾鱈科、黑鱈科、無鬚鱈科、稚鱈科及鰻鱗鱈科之魚類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45 生鮮或冷藏之其他魚片 : 劍旗魚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46 生鮮或冷藏之其他魚片 : 美露鱈（犬牙南極魚屬）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49 生鮮或冷藏之其他魚片 :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51 其他，生鮮或冷藏: 吳郭魚（口孵非鯽屬）、鯰魚（巨鯰

屬、鯰屬、鬍鯰屬、真 屬）、鯉魚（鯉、黑鯽、草魚、

鰱屬、鯁屬、青魚）、鰻魚（鰻鱺屬）、尼羅河鱸（尼羅

尖吻鱸）及鱧魚（鱧屬）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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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4.52 鮭鱒類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53 其他，生鮮或冷藏: 海鰗鰍科、歪尾鱈科、鱈科、鼠尾鱈

科、黑鱈科、無鬚鱈科、稚鱈科及鰻鱗鱈科之魚類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54 其他，生鮮或冷藏: 劍旗魚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55 其他，生鮮或冷藏: 美露鱈（犬牙南極魚屬）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59 其他，生鮮或冷藏: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61 冷凍吳郭魚片 : 吳郭魚（口孵非鯽屬）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62 冷凍吳郭魚片 : 鯰魚（巨鯰屬、鯰屬、鬍鯰屬、真 屬）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63 冷凍吳郭魚片 : 尼羅河鱸（尼羅尖吻鱸）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69 冷凍吳郭魚片 :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71 冷凍魚片（大西洋鱈、格陵蘭鱈、大頭鱈）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72 冷凍魚片 : 黑線鱈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73 冷凍魚片 : 綠青鱈（維納斯青鱈）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74 冷凍魚片 :無鬚鱈、長鰭鱈（無鬚鱈屬、長鰭鱈屬）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75 冷凍魚片 :阿拉斯加狹鱈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79 冷凍魚片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81 其他魚類之冷凍魚片 : 太平洋鮭（紅 吻鮭、細鱗 吻

鮭、 吻鮭、大鱗 吻鮭、銀 吻鮭、馬蘇 吻鮭及玫瑰

吻鮭），大西洋鮭及多瑙河鮭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82 其他魚類之冷凍魚片 : 鱒（褐鱒、麥克 吻鱒、克氏 吻

鱒、黃 吻鱒、吉利 吻鱒、阿帕契 吻鱒及金腹 吻

鱒）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83 其他魚類之冷凍魚片 : 扁魚類（鰈科、 科、舌鰨科、鰨

科、菱 科、棘 科）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84 其他魚類之冷凍魚片 : 劍旗魚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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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4.85 其他魚類之冷凍魚片 : 美露鱈（犬牙南極魚屬）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86 其他魚類之冷凍魚片 : 鯡魚（大西洋鯡、正鯡）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87 其他魚類之冷凍魚片 : 鮪魚（鮪屬）、正鰹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89 其他魚類之冷凍魚片 :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91 其他，冷凍:劍旗魚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92 其他，冷凍:美露鱈（犬牙南極魚屬）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93 其他，冷凍:吳郭魚（口孵非鯽屬）、鯰魚（巨鯰屬、鯰

屬、鬍鯰屬、真 屬）、鯉魚（鯉、黑鯽、草魚、鰱屬、

鯁屬、青魚）、鰻魚（鰻鱺屬）、尼羅河鱸（尼羅尖吻

鱸）及鱧魚（鱧屬）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94 其他，冷凍:阿拉斯加狹鱈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95 其他，冷凍:海鰗鰍科、歪尾鱈科、鱈科、鼠尾鱈科、黑鱈

科、無鬚鱈科、稚鱈科及鰻鱗鱈科之魚類，阿拉斯加狹鱈

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4.99 其他，冷凍: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5   乾魚、鹹魚、浸鹹魚；燻魚，不論在燻製前或燻製過程中

是否烹煮；適合供人類食用之魚粉、細粒及團粒 

 

 0305.10 適於人類食用之魚粉、細粒及團粒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5.20 乾、燻、鹹或浸鹹之魚肝及魚卵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5.31 乾魚、鹹魚或浸鹹魚，但非燻魚 : 吳郭魚（口孵非鯽

屬）、鯰魚（巨鯰屬、鯰屬、鬍鯰屬、真 屬）、鯉魚

（鯉、黑鯽、草魚、鰱屬、鯁屬、青魚）、鰻魚（鰻鱺

屬）、尼羅河鱸（尼羅尖吻鱸）及鱧魚（鱧屬）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5.32 乾魚、鹹魚或浸鹹魚，但非燻魚 : 海鰗鰍科、歪尾鱈科、

鱈科、鼠尾鱈科、黑鱈科、無鬚鱈科、稚鱈科及鰻鱗鱈科

之魚類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5.39 乾魚、鹹魚或浸鹹魚，但非燻魚 :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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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5.41 燻魚，包括魚片，但不含可食用之魚雜碎 : 太平洋鮭（紅

吻鮭、細鱗 吻鮭、 吻鮭、大鱗 吻鮭、銀 吻鮭、

馬蘇 吻鮭及玫瑰 吻鮭），大西洋鮭及多瑙河鮭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5.42 鯡魚（太平洋鯡、正鯡）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5.43 鱒（褐鱒、麥克 吻鱒、克氏 吻鱒、黃 吻鱒、吉利

吻鱒、阿帕契 吻鱒及金腹 吻鱒）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5.44 吳郭魚（口孵非鯽屬）、鯰魚（巨鯰屬、鯰屬、鬍鯰屬、

真 屬）、鯉魚（鯉、黑鯽、草魚、鰱屬、鯁屬、青

魚）、鰻魚（鰻鱺屬）、尼羅河鱸（尼羅尖吻鱸）及鱧魚

（鱧屬）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5.49 燻魚，包括魚片，但不含可食用之魚雜碎 :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5.51 乾魚，包括魚片，但不含可食用之魚雜碎 : 鱈魚（大西洋

鱈、格陵蘭鱈、大頭鱈）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5.59 乾魚，包括魚片，但不含可食用之魚雜碎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5.61 鹹魚，但非乾魚或燻魚，亦不含可食用之魚雜碎 : 鯡魚

（大西洋鯡、正鯡）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5.62 鹹魚，但非乾魚或燻魚，亦不含可食用之魚雜碎 : 鱈魚

（大西洋鱈、格陵蘭鱈、大頭鱈）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5.63 鹹魚，但非乾魚或燻魚，亦不含可食用之魚雜碎 : 鯷魚

（鯷屬）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5.64 鹹魚，但非乾魚或燻魚，亦不含可食用之魚雜碎 : 吳郭魚

（口孵非鯽屬）、鯰魚（巨鯰屬、鯰屬、鬍鯰屬、真

屬）、鯉魚（鯉、黑鯽、草魚、鰱屬、鯁屬、青魚）、鰻

魚（鰻鱺屬）、尼羅河鱸（尼羅尖吻鱸）及鱧魚（鱧屬）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5.69 鹹魚，但非乾魚或燻魚，亦不含可食用之魚雜碎 :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5.71 魚翅、魚頭、魚尾、魚鰾及其他可食用之魚雜碎 : 鯊魚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5.72 魚翅、魚頭、魚尾、魚鰾及其他可食用之魚雜碎 :魚頭、

魚尾、魚鰾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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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5.79 魚翅、魚頭、魚尾、魚鰾及其他可食用之魚雜碎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6   活、生鮮、冷藏、冷凍、乾、鹹或浸鹹甲殼類動物，不論

是否帶殼；燻製甲殼類動物，不論是否帶殼，亦不論是否

係在燻製前或燻製時烹煮；蒸煮過或用水煮過之帶殼甲殼

類動物，不論是否為冷藏、冷凍、乾、鹹或浸鹹；適合供

人類食用之甲殼類動物粉、細粒及團粒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306.11 冷凍 : 龍蝦（真龍蝦屬、龍蝦屬、靜龍蝦屬）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未造成稅

則分類之改變, 如貨物係於締約

一方燻製 

 0306.12 冷凍 : 巨螯蝦（巨螯蝦屬）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未造成稅

則分類之改變, 如貨物係於締約

一方燻製 

 0306.14 冷凍 : 蟹類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未造成稅

則分類之改變, 如貨物係於締約

一方燻製 

 0306.15 冷凍 : 挪威海螯蝦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未造成稅

則分類之改變, 如貨物係於締約

一方燻製 

 0306.16 冷凍 : 北極甜蝦及蝦（長額劍蝦屬、褐蝦）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未造成稅

則分類之改變, 如貨物係於締約

一方燻製 

 0306.17 冷凍 : 其他蝦類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未造成稅

則分類之改變, 如貨物係於締約

一方燻製 

 0306.19 冷凍 : 其他，包括適於人類食用之甲殼類動物粉、細粒及

團粒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未造成稅

則分類之改變, 如貨物係於締約

一方燻製 

 0306.21 非冷凍 :龍蝦（真龍蝦屬、龍蝦屬、靜龍蝦屬）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未造成稅

則分類之改變, 如貨物係於締約

一方燻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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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6.22 非冷凍 :巨螯蝦（巨螯蝦屬）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未造成稅

則分類之改變, 如貨物係於締約

一方燻製 

 0306.24 非冷凍 :蟹類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未造成稅

則分類之改變, 如貨物係於締約

一方燻製 

 0306.25 非冷凍 :挪威海螯蝦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未造成稅

則分類之改變, 如貨物係於締約

一方燻製 

 0306.26 非冷凍 :北極甜蝦及蝦（長額劍蝦屬、褐蝦）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未造成稅

則分類之改變, 如貨物係於締約

一方燻製 

 0306.27 非冷凍 :其他蝦類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未造成稅

則分類之改變, 如貨物係於締約

一方燻製 

 0306.29 非冷凍 :其他，包括適於人類食用之甲殼類動物粉、細粒

及團粒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未造成稅

則分類之改變, 如貨物係於締約

一方燻製 

0307 
 

  活、生鮮、冷藏、冷凍、乾、鹹或浸鹹軟體類動物，不論

是否帶殼；燻製軟體類動物，不論是否帶殼，亦不論是否

係在燻製前或燻製時烹煮；適於人類食用之軟體類動物

粉、細粒及團粒 

  

 0307.11 牡蠣 : 活、生鮮或冷藏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7.19 牡蠣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未造成稅

則分類之改變, 如貨物係於締約

一方燻製 

 0307.21 扇貝 : 活、生鮮或冷藏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7.29 扇貝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未造成稅

則分類之改變, 如貨物係於締約

一方燻製 

 0307.31 貽貝 : 活、生鮮或冷藏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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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7.39 貽貝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未造成稅

則分類之改變, 如貨物係於締約

一方燻製 

 0307.41 墨魚 : 活、生鮮或冷藏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7.49 墨魚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未造成稅

則分類之改變, 如貨物係於締約

一方燻製 

 0307.51 章魚 : 活、生鮮或冷藏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7.59 章魚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未造成稅

則分類之改變, 如貨物係於締約

一方燻製 

 0307.60 螺，（海螺除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未造成稅

則分類之改變, 如貨物係於締約

一方燻製 

 0307.71 蛤貝類 : 活、生鮮或冷藏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7.79 蛤貝類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未造成稅

則分類之改變, 如貨物係於締約

一方燻製 

 0307.81 鮑魚 : 活、生鮮或冷藏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7.89 鮑魚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未造成稅

則分類之改變, 如貨物係於締約

一方燻製 

 0307.91 活、生鮮或冷藏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7.9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8  活、生鮮、冷藏、冷凍、乾、鹹或浸鹹水產無脊椎動物

（甲殼類及軟體類動物除外）；燻製水產無脊椎動物（甲

殼類及軟體類動物除外），不論是否係在燻製前或燻製時

烹煮；適於人類食用之水產無脊椎動物（甲殼類及軟體類

動物除外）粉、細粒及團粒 

 

 0308.11 海參 : 活、生鮮或冷藏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8.19 海參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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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分類未改變 

 0308.21 海膽 : 活、生鮮或冷藏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308.29 海膽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0308.30 水母（海蜇屬）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0308.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第四章 乳製品；禽蛋；天然蜜；未列名食用動物產品   

0401   乳及乳油，未濃縮且未加糖及未含其他甜味料者   

 0401.10 含脂重量不超過１％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0401.20 含脂重量超過１％，但不超過６％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0401.40 含脂重量超過 6%，但不超過 10%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0401.50 含脂重量超過 10%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0402   乳及乳油（濃縮或加糖或含其他甜味料者）   

 0402.10 粉狀、粒狀或其他固狀，含脂重量不超過１‧５％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0402.21 粉狀、粒狀或其他固狀，含脂重量不超過１‧５％者 : 未

加糖或未含其他甜味料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0402.29 粉狀、粒狀或其他固狀，含脂重量不超過１‧５％者 : 其

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0402.91 未加糖或未含其他甜味料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0402.9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MED1379293 18 

0403   酪乳、凝固乳及乳油、酸酪乳、酸乳酒及其他經發酵或酸

化之及乳油，不論是否濃縮或加糖或含其他甜味料或香

料，或添加水果，堅果或可可者 

 

 0403.10 酸酪乳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0403.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0404   乳清，不論是否濃縮或加糖或含其他甜味料者；其他未列

名天然乳品不論是否加糖或含其他甜味料者 

  

 0404.10 乳清及改質乳清，不論是否濃縮或加糖或含其他甜味料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0404.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0405   乳品衍生之乳酪及其他油脂；乳製品塗醬   

 0405.10 乳酪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0405.20 乳製品塗醬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0405.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0406   乾酪及凝乳   

 0406.10 鮮（未熟成）乾酪，包括乳清乾酪及凝乳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0406.20 磨碎或粉狀之各類乾酪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0406.30 加工乾酪，非磨碎或非粉狀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0406.40 由藍酪黴菌產製之藍黴乾酪及其他含條紋乾酪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0406.90 其他乾酪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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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7 0407.11 鳥蛋，有殼、保鮮或已烹煮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407.19 孵化蛋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407.21 其他生鮮蛋 :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407.29 其他生鮮蛋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407.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408   去殼禽蛋及蛋黃（鮮、乾燥、已蒸煮或水煮、塑製、冷凍

或其他方法保藏，不論是否加糖或其他甜味料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408.11 蛋黃 : 乾燥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408.19 蛋黃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408.91 乾燥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408.9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409   天然蜜  

 0409.00 天然蜜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410   未列名食用動物產品  

 0410.00 未列名食用動物產品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第五章 未列名動物產品   

0501   未加工之已淨或未淨人髮；人髮廢料  

  0501.00 未加工之已淨或未淨人髮；人髮廢料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502   豬鬃、豬毛；獾毛及其他製刷用毛；廢鬃、廢毛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502.10 豬鬃、豬毛及其廢鬃、廢毛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502.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504  動物腸、膀胱及胃（魚類者除外），整個或切開者均在

內，生鮮、冷藏、冷凍、鹹、浸鹹、乾或燻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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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4.00 動物腸、膀胱及胃（魚類者除外），整個或切開者均在

內，生鮮、冷藏、冷凍、鹹、浸鹹、乾或燻製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505   帶羽毛或羽絨之鳥皮及鳥之其他部分、羽毛暨其片段（不

論已否修剪）及羽絨，僅經潔淨、消毒或保藏處理而未進

一步加工者；及其粉末或廢料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505.10 填充用之羽毛及羽絨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505.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506   未經加工之骨及角髓，但已去脂經簡單處理（未切成

形）、經酸處理或除膠者；及其粉末與廢料 

 

 0506.10 經用酸處理之軟骨及骨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506.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507   象牙，龜殼，鯨鬚及鯨鬚髮，獸角，鹿角，蹄，甲，爪，

喙之未經加工者，或經簡單處理，但未切成形者；及其粉

末與廢料 

 

 0507.10 象牙；象牙粉末及廢料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507.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508   珊瑚或類似物質，未經加工，或經簡單處理但未另行加工

者；軟體水產動物，甲殼類或棘皮動物之介殼和墨魚骨，

未經加工或經簡單處理但未切成形者，粉及其廢料 

 

  0508.00 珊瑚或類似物質，未經加工，或經簡單處理但未另行加工

者；軟體水產動物，甲殼類或棘皮動物之介殼和墨魚骨，

未經加工或經簡單處理但未切成形者，粉及其廢料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510   龍涎香、海狸香、麝狸香及麝香；斑蝥；膽汁（乾鮮在

內）；分泌腺及其他動物產品之鮮、冷藏、冷凍或暫時保

存供製藥之用者 

 

  0510.00 龍涎香、海狸香、麝狸香及麝香；斑蝥；膽汁（乾鮮在

內）；分泌腺及其他動物產品之鮮、冷藏、冷凍或暫時保

存供製藥之用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511   未列名動物產品；第一章或第三章所列不適於人類食用之

死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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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1.10 牛精液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511.91 其他 : 魚或甲殼類，軟體類水產動物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

物產品；第三章所列死動物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511.9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第六章 活樹及其他植物；球莖、根及類似品；切花及裝

飾用葉 

  

0601   鱗莖、塊莖、塊根、球莖、冠芽及匍匐莖，在休眠中、生

長中、或開花中；菊苣及根，不包括第１２１２節之根 

  

 0601.10 鱗莖、塊莖、塊根、球莖、冠芽及匍匐莖，休眠中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0601.20 鱗莖、塊莖、塊根、球莖、冠芽及匍匐莖，生長中或開花

中；菊苣及根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0602   其他活植物（包括根），插穗及裔芽；菇類菌種  

 0602.10 未長根插穗及裔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0602.20 食用果實及堅果之樹，灌木及矮叢樹，已否接枝均在內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0602.30 山杜鵑及杜鵑，已否接枝均在內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0602.40 玫瑰，已否接枝均在內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0602.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0603   花束用或裝飾用之切花及花蕾，鮮、乾、染色、漂白、塗

裝或其他方式處理者 

  

 0603.11 鮮玫瑰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603.12 鮮康乃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603.13 鮮蘭花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603.14 鮮菊花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603.15 鮮百合（百合屬）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603.19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603.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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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4   花束用或裝飾用之各種植物之枝葉及其他部分（花朵及花

蕾除外）、苔藻蘚、地衣及草，不論鮮、乾、染色、漂

白，塗裝或用其他方式處理者 

  

 0604.20 鮮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604.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七章 食用蔬菜及部分根菜與塊莖菜類   

0701   馬鈴薯，生鮮或冷藏   

 0701.10 種薯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01.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02   番茄，生鮮或冷藏  

 0702.00 番茄，生鮮或冷藏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03   洋蔥、分蔥、大蒜、 蔥及其他蔥屬蔬菜，生鮮或冷藏  

 0703.10 洋蔥及分蔥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03.20 大蒜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03.90 蔥及其他蔥屬蔬菜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04   白菜類、花椰菜、球莖甘藍、無頭甘藍及類似可供食用蕓

苔屬蔬菜，生鮮或冷藏 

 

 0704.10 花椰菜及青花菜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04.20 抱子甘藍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04.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05   萵苣及菊苣，生鮮或冷藏  

 0705.11 結球萵苣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05.1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05.21 野苦苣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05.2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06   胡蘿蔔、蕪菁、火焰菜、婆羅門參、根芹菜、蘿蔔及類似

可供食用根菜，生鮮或冷藏 

 

 0706.10 胡蘿蔔及蕪菁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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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6.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07   胡瓜及小胡瓜，生鮮或冷藏  

 0707.00 胡瓜及小胡瓜，生鮮或冷藏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08   豆類蔬菜，去殼或帶殼，生鮮或冷藏   

 0708.10 豌豆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08.20 豇豆、菜豆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08.90 其他豆類蔬菜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09   其他蔬菜，生鮮或冷藏   

 0709.20 蘆筍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09.30 茄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09.40 芹菜（根芹菜除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09.51 蘑菇屬之菇類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09.5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09.60 辣椒及甜椒類果實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09.70 菠菜、番杏（毛菠菜）及山菠菜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09.91 其他 : 朝鮮薊（球狀）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09.92 其他 : 橄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09.93 其他 : 南瓜（南瓜屬）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09.9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10   冷凍蔬菜（未煮或蒸煮或水煮）   

 0710.10 馬鈴薯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710.21 豆類蔬菜 : 豌豆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710.22 豆類蔬菜 : 菜豆、豇豆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710.29 豆類蔬菜 :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710.30 菠菜、番杏（毛菠菜）及山菠菜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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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0.40 甜玉米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710.80 其他蔬菜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710.90 混合蔬菜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0711   暫時保藏之蔬菜（例如，使用二氧化硫氣體、存於鹽水、

硫磺水或其他保藏用溶液中）惟不適於即時食用者 

  

  0711.20 橄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711.40 胡瓜及小黃瓜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711.51 蘑菇屬之菇類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711.59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711.90 其他蔬菜；混合蔬菜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0712   乾蔬菜，整粒（株）、切塊、切片、切碎或粉狀，但未經

進一步處理 

  

 0712.20 洋蔥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712.31 蘑菇屬之菇類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712.32 木耳（木耳屬）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712.33 銀耳（銀耳屬）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712.39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712.90 其他蔬菜；混合蔬菜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0713   去莢之乾豆類蔬菜，不論已否去皮或剖開   

 0713.10 豌豆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713.20 雞豆（回回豆）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713.31 小黑豆或綠豆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713.32 小紅豆（紅豆）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713.33 菜豆（四季豆、敏豆），包括白豆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713.34 斑巴拉豆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713.35 豇豆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713.39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713.40 洋扁豆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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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3.50 蠶豆（大種蠶豆）及馬豆（中及小種蠶豆）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713.60 樹豆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713.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714   樹薯、葛根、草蘭球根、菊芋、甘藷及其他富含澱粉或菊

糖成分之類似根莖、塊莖，生鮮、冷藏、冷凍或乾燥，不

論是否切片或為團粒狀者均在內；西榖莖髓 

  

 0714.10 樹薯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14.20 甘藷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14.30 山藥（薯蕷屬）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14.40 芋頭（芋屬）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14.50 箭葉黃體芋（千年芋屬）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714.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第八章 食用果實及堅果；柑橘屬果實或甜瓜之外皮   

0801   椰子、巴西栗及腰果，鮮或乾，不論是否去殼或去皮   

 0801.11 椰子 : 脫水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1.12 椰子:剝殼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1.19 椰子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1.21 巴西栗 : 帶殼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1.22 巴西栗 : 去殼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1.31 腰果 : 帶殼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1.32 腰果 : 去殼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2   其他鮮、乾堅果，不論是否去殼或去皮   

 0802.11 杏仁 : 帶殼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2.12 杏仁 : 去殼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2.21 臻果 : 帶殼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2.22 臻果 : 去殼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2.31 胡桃 : 帶殼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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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2.32 胡桃 : 去殼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2.41 栗子 : 帶殼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2.42 栗子 : 去殼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2.51 開心果 : 帶殼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2.52 開心果 : 去殼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2.61 夏威夷豆 : 帶殼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2.62 夏威夷豆 : 去殼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2.70 可樂果（可樂果屬）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2.80 檳榔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2.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3  鮮或乾香蕉，包括芭蕉   

 0803.10 芭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3.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4   鮮或乾棗、無花果、鳳梨、酪梨、番石榴、芒果及山竹果   

 0804.10 棗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4.20 無花果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4.30 鳳梨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4.40 酪梨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4.50 番石榴、芒果及山竹果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5   鮮或乾之柑橘類果實   

 0805.10 橙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5.20 中國種之柑類（寬皮柑、溫州蜜柑在內）；地中海早橘、

螺柑及其他同類雜交果實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5.40 葡萄柚，包括柚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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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5.50 檸檬及萊姆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5.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6   鮮或乾葡萄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6.10 鮮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6.20 乾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7   鮮瓜（包括西瓜）及木瓜   

 0807.11 西瓜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7.1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7.20 木瓜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8   鮮蘋果，梨及 桲   

 0808.10 蘋果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8.30 梨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8.40 桲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9   鮮杏、櫻桃、桃子（包括油桃）、李子及黑刺李   

 0809.10 杏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9.21 櫻桃 : 酸櫻桃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9.29 櫻桃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9.30 桃（包括油桃）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09.40 李子及黑刺李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10   其他鮮果實  

 0810.10 草莓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10.20 紅刺莓，黑刺莓，桑椹及洛干莓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10.30 黑醋栗、白醋栗、紅醋栗及醋栗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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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0.40 越橘，鳥嘴莓及其他越橘屬果實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10.50 奇異果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10.60 榴槤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10.70 柿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10.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811   冷凍之果實及堅果，未以水蒸煮或已蒸煮，不論是否添加

糖或其他甜味料者 

  

 0811.10 草莓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811.20 紅刺莓、黑刺莓、桑椹及洛干莓、黑醋栗、白醋栗、紅醋

栗及醋栗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811.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812   暫時保藏之果實及堅果（例如以二氧化硫氣體、鹽水、硫

磺水或其他保存用溶液漬存者），惟不適於即時食用者 

 

 0812.10 櫻桃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812.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813   第０８０１至０８０６節以外之乾果；本章內堅果或乾果

實之混合物 

  

 0813.10 杏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813.20 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813.30 蘋果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813.40 其他水果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813.50 本章內堅果或乾果實之混合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814   柑橘或瓜（包括西瓜）之外皮，鮮、冷凍、乾或暫時漬存

於鹽水、硫磺水或其他浸漬溶液者均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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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4.00 柑橘或瓜（包括西瓜）之外皮，鮮、冷凍、乾或暫時漬存

於鹽水、硫磺水或其他浸漬溶液者均在內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九章 咖啡、茶、馬黛茶及香料   

0901   咖啡，不論是否焙製或去咖啡鹼者；咖啡荳殼與荳皮；含

任何咖啡成分之咖啡代替品 

  

 0901.11 咖啡，非焙製者 : 未抽除咖啡鹼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0901.12 咖啡，非焙製者 :已抽除咖啡鹼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0901.21 咖啡，非焙製者 :未抽除咖啡鹼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0901.22 咖啡，非焙製者 :已抽除咖啡鹼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0901.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0902   茶葉，不論是否添加香料   

 0902.10 綠茶（未發酵），每包不超過３公斤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0902.20 其他綠茶（未發酵）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0902.30 紅茶（發酵）及部分發酵茶，每包不超過３公斤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0902.40 其他紅茶（發酵）及部分發酵茶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0903  馬黛茶類  

 0903.00 馬黛茶類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0904   胡椒屬之胡椒；乾、壓碎或研磨之番椒或丁子屬果實   

 0904.11 胡椒 : 未壓碎或研磨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0904.12 胡椒 : 已壓碎或研磨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0904.21 番椒或丁子屬果實 : 乾燥，未壓碎或未研磨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0904.22 番椒或丁子屬果實 : 壓碎或研磨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0905  香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905.10 未壓碎或未研磨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905.20 壓碎或研磨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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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6   肉桂及肉桂花  

 0906.11 未壓碎或研磨者 : 錫蘭肉桂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906.19 未壓碎或研磨者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906.20 已壓碎或研磨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0907  丁香（全果、花苞及果柄）   

 0907.10 未壓碎或未研磨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907.20 壓碎或研磨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908   肉荳蔻、荳蔻乾皮、荳蔻  

 0908.11 肉荳蔻 : 未壓碎或未研磨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908.12 肉荳蔻 : 壓碎或研磨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908.21 荳蔻乾皮 : 未壓碎或未研磨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908.22 荳蔻乾皮 : 壓碎或研磨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908.31 荳蔻 : 未壓碎或未研磨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908.32 荳蔻 : 壓碎或研磨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909   大茴香子、胡荽子、小茴香子、芫荽子、葛縷子；杜松子   

 0909.21 芫荽子 : 未壓碎或未研磨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909.22 芫荽子 : 壓碎或研磨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909.31 葛縷子 : 未壓碎或未研磨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909.32 葛縷子 : 壓碎或研磨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909.61 大茴香子、胡荽子、小茴香子、葛縷子；杜松子 : 未壓碎

或未研磨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909.62 大茴香子、胡荽子、小茴香子、葛縷子；杜松子 :壓碎或

研磨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910   薑、番紅花、薑黃（鬱金）、麝香草、月桂葉、咖哩及其

他香辛料 

 

 0910.11 薑 : 未壓碎或未研磨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910.12 薑 : 壓碎或研磨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910.20 番紅花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0910.30 薑黃（鬱金）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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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0.91 本章註－（乙）所提及之混合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0910.9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第十章 穀類   

1001   小麥或雜麥（墨斯林）   

 1001.11 種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001.1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001.91 種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001.9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002  黑麥（裸麥）   

 1002.10 種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002.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003  大麥   

 1003.10 種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003.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004  燕麥   

 1004.10 種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004.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005   玉蜀黍   

 1005.10 種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005.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006   稻米   

 1006.10 稻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006.20 糙米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006.30 半碾或全碾白米，不論是否磨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006.40 碎米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007  高梁（蜀黍）  

 1007.10 種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007.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008   蕎麥、小米及雀粟；其他榖類   

 1008.10 蕎麥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008.21 小米 : 種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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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8.29 小米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008.30 雀粟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008.40 西非小米屬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008.50 藜麥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008.60 
 

黑小麥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008.90 其他榖類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第十一章 製粉工業產品；麥芽；澱粉；菊糖；麵筋  

1101   小麥粉或雜麥粉  

 1101.00 小麥粉或雜麥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102   其他榖粉（小麥粉及雜麥粉除外）  

 1102.20 玉米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102.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但從第

1006節改變至此除外 

1103   榖類之細粒及團粒   

 1103.11 小麥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103.13 玉米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103.19 其他穀類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但從第

1006節改變至此除外 

 1103.20 團粒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但從第

1006節改變至此除外 

1104   其他方式加工之雜糧穀粒（如去殼、滾壓、製成片、製成

珍珠狀、切片或粗磨者），但第１００６節之稻米除外；

整粒、滾壓、製成片或磨粉之穀類胚芽 

  

 1104.12 滾壓、製成片 : 燕麥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104.19 滾壓、製成片 : 其他榖類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但從第

1006節改變至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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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22 燕麥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104.23 玉米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104.29 其他榖類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但從第

1006節改變至此除外 

 1104.30 整粒、滾壓、製成片或磨粉之榖類胚芽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105   馬鈴薯粉、細粒、細粉、細片、顆粒及團粒   

 1105.10 粉、細粒及細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105.20 細片、顆粒及團粒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1106   第０７１３節之各種乾豆類蔬菜、西穀米或第０７１４節

之根莖、塊莖或第八章產品製成之粉、細粒及細粉 

  

 1106.10 第０７１３節之各種乾豆類蔬菜製成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106.20 西穀米或第０７１４節之根莖或塊莖製成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106.30 第八章產品製成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107   麥芽，已否烘製者均在內   

  1107.10 未烘製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107.20 已烘製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108   澱粉；菊糖   

 1108.11 小麥澱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108.12 玉米澱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108.13 馬鈴薯澱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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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不少於 40% 

 1108.14 樹薯澱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108.19 其他澱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但從第

1006節改變至此除外 

 1108.20 菊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但從第

1006節改變至此除外 

1109   麵筋，不論是否乾燥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第十二章 油料種子及含油質果實；雜項穀粒、種子及果

實；工業用或藥用植物；芻草及飼料 

  

1201  大豆，不論是否破碎   

 1201.10 種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01.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02   花生，未烘焙或烹煮，不論是否去殼或破碎  

 1202.30 種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02.41 帶殼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02.42 去殼，不論是否破碎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03 1203.00 乾椰子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04 1204.00 亞麻子（仁），不論是否破碎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05   油菜子，不論是否破碎  

 1205.10 低芥子酸之油菜子，不論是否破碎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05.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06  葵花子，不論是否破碎  

 1206.00 葵花子，不論是否破碎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07   其他油料種子及含油質之果實，不論是否破碎   

 1207.10 棕櫚類核果與子仁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07.21 棉種子 : 種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07.2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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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30 棉種子 :蓖麻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07.60 紅花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07.70 瓜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07.40 古芝麻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07.50 芥苿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07.91 罌粟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07.9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08   油料種子或含油質果實之粉及細粒，芥末除外   

 1208.10 大豆（黃豆）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1208.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1209   種植用種子、果實及孢子   

 1209.10 甜菜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09.21 飼料植物種子 : 紫苜蓿種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09.22 飼料植物種子 :苜蓿（三葉草）種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09.23 飼料植物種子 :羊茅屬種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09.24 飼料植物種子 :肯塔基藍草種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09.25 飼料植物種子 :黑麥草種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09.29 飼料植物種子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09.30 草本花卉植物之種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09.91 其他 : 蔬菜種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09.9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10   新鮮或乾燥霍布花（蛇麻毬果），不論是否研磨或製粉或

呈團粒狀者；啤酒花精 

 

 1210.10 霍布花（蛇麻毬果），未經研磨或製粉或呈團粒狀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10.20 霍布花（蛇麻毬果），已研磨或製粉或呈團粒狀者；啤酒

花精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11   植物或植物之一部分（包括種子及果實），主要用於香

料、藥用、殺蟲、殺菌或類似用途，新鮮或乾燥，不論是

否已切割、壓碎或製粉 

 

 1211.20 人參根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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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30 古柯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11.40 罌粟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11.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12   刺槐豆、海草及其他藻類、甜菜及甘蔗，生鮮、冷藏、冷

凍或乾燥，不論是否研磨者；未列名果實核與子仁及其他

植物產品（包括未焙製之各種菊苣根），主要供人類食用

者 

 

 1212.21 海藻或其他藻類 : 適於人類食用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12.29 海藻或其他藻類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12.91 其他 : 甜菜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12.92 其他 : 刺槐豆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12.93 其他 : 甘蔗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12.94 其他 : 菊苣根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12.9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13   穀類之 及外殼，未經加工，不論是否已切碎、研磨、壓

製或呈團粒狀者 

 

 1213.00 穀類之 及外殼，未經加工，不論是否已切碎、研磨、壓

製或呈團粒狀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14   瑞典蕪菁、飼料蓁菜，飼料用根菜，飼料用乾草，紫花目

蓿，三葉草，紅豆草，飼料用甘藍、羽扁豆、野豌豆及類

似芻秣飼料，不論是否為團粒狀 

 

 1214.10 紫花苜蓿細粒及團粒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214.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第十三章 蟲漆；植物膠、樹脂、其他植物汁液及萃取物  

1301   蟲漆；天然膠、樹脂、膠脂及含油樹脂（例如香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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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20 阿拉伯膠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301.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302   植物汁液及萃取物；果膠質，果膠脂及果膠酸鹽類；洋菜

（石菜花）膠及其他不論是否改質之植物黏膠及增稠劑 

 

 1302.11 植物汁液及萃取物 : 鴉片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302.12 植物汁液及萃取物 : 甘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302.13 植物汁液及萃取物 : 霍布花（蛇麻花）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302.19 植物汁液及萃取物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302.20 果膠質、果膠脂、果膠酸鹽類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302.31 洋菜（石菜花）膠及其他不論是否改質之植物黏膠及增稠

劑 : 洋菜（石花菜）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302.32 洋菜（石菜花）膠及其他不論是否改質之植物黏膠及增稠

劑 : 植物黏膠及增稠劑，由刺槐豆，刺槐豆種子或枯亞籽

子所提煉者，不論是否改質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302.39 洋菜（石菜花）膠及其他不論是否改質之植物黏膠及增稠

劑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第十四章 編結用植物性材料；未列名植物產品  

1401   主要作為編結用植物性材料（例如，竹、籐、蘆葦、燈心

草、柳條、棕櫚，已淨、漂白或染色之穀類稈及菩提樹

皮） 

 

 1401.10 竹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401.20 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401.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404   未列名植物產品   

 1404.20 棉籽絨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404.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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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物；調製食用油脂；動植

物蠟 

  

        

1501  第０２０９或１５０３節除外之豬脂（包括熟豬油）及禽

脂 

  

 1501.10 熟豬油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01.20 其他豬脂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01.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02  第１５０３節除外之牛、羊脂   

 1502.10 已熬製之牛、羊脂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02.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03  豬、牛、羊硬脂及脂油，未經乳化混合或調製者  

 1503.00 豬、牛、羊硬脂及脂油，未經乳化混合或調製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04   魚類及水產哺乳動物之油脂及其餾分物，不論是否精煉，

但未經化學改質者 

  

 1504.10 魚肝油及其餾分物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04.20 魚類油脂及其餾分物（魚肝油除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04.30 水產哺乳動物之油脂及其餾分物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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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   羊毛脂及其衍生之脂肪質（包括純淨羊毛脂）  

 1505.00 羊毛脂及其衍生之脂肪質（包括純淨羊毛脂）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06   其他動物油脂及其餾分物，不論是否精煉，但未經化學改

質者 

 

 1506.00 其他動物油脂及其餾分物，不論是否精煉，但未經化學改

質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07   黃豆油及其餾分物，不論是否精煉，但未經化學改質者   

 1507.10 粗製油，不論是否去膠質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07.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08   花生油及其餾分物，不論是否精煉，但未經化學改質者   

 1508.10 粗製油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08.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09   橄欖油及其餾分物，不論是否精煉，但未經化學改質者  

 1509.10 原油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09.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10   其他油類及其餾分物，僅由橄欖所提煉，不論是否精煉但

未經化學改質，包括本節與第１５０９節之油類或其餾分

物混合者 

 

 1510.00 其他油類及其餾分物，僅由橄欖所提煉，不論是否精煉但

未經化學改質，包括本節與第１５０９節之油類或其餾分

物混合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11   棕櫚油及其餾分物，不論是否精煉，但未經化學改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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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1.10 粗製油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11.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12   葵花子、紅花子或棉子油及其餾分物，不論是否精煉，但

未經化學改質者 

  

 1512.11 葵花子或紅花子及其餾分物 : 粗製油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12.19 葵花子或紅花子及其餾分物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12.21 棉子油及其餾分物 : 粗製油，不論是否去除棉子醇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12.29 棉子油及其餾分物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13   椰子（乾椰子肉）、棕櫚仁或巴巴樹油及其餾分物，不論

是否精煉，但未經化學改質者 

  

 1513.11 椰子（乾椰子肉）油及其餾分物粗製油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13.19 椰子（乾椰子肉）油及其餾分物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13.21 櫚仁或巴巴樹油及其餾分物 : 粗製油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13.29 櫚仁或巴巴樹油及其餾分物 :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14   油菜子油、芥子油及其餾分物，不論是否精煉，但未經化

學改質者 

  

 1514.11 粗製油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14.1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14.91 其他 : 粗製油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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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4.9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15   其他固定性植物油脂（包括荷荷巴）及其餾分物，不論是

否精煉，但未經化學改質者 

  

 1515.11 亞麻籽油或其餾分物 : 粗製油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15.19 亞麻籽油或其餾分物 :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15.21 玉米油或其餾分物 :粗製油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15.29 玉米油或其餾分物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15.30 蓖麻油及其餾分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15.50 芝麻油及其餾分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15.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16   動植物油脂及其餾分物，部份或全部氫化，互酯化，再酯

化或反油酸化，不論是否精煉，但未進一步調製 

  

 1516.10 動物油脂及其餾分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16.20 植物油脂及其餾分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17   人造奶油；可食用動植物油脂混合品或調製品，第１５１

６節食用油脂或其餾分物除外 

  

 1517.10 人造奶油，液態人造奶油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17.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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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8  沸製、氧化、脫水、硫化、吹製，在真空中或惰性氣體中

行聚合化或經其他化學方法改質之動、植物油脂及其餾分

物，但不包括第１５１６節所列產品；未列名非食用之

動、植物油脂或本章不同油脂餾分物之混合物或調製品 

 

 1518.00 沸製、氧化、脫水、硫化、吹製，在真空中或惰性氣體中

行聚合化或經其他化學方法改質之動、植物油脂及其餾分

物，但不包括第１５１６節所列產品；未列名非食用之

動、植物油脂或本章不同油脂餾分物之混合物或調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20  粗製甘油；甘油水溶液及甘油鹼液  

 1520.00 粗製甘油；甘油水溶液及甘油鹼液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21   植物蠟（三甘油脂除外）、蜂蠟，其他蟲臘及鯨蠟，不論

是否精製或著色 

  

 1521.10 植物蠟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21.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1522  鞣革餘油；油脂及動植物蠟經加工處理後所餘之殘  

 1522.00 鞣革餘油；油脂及動植物蠟經加工處理後所餘之殘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所要求的稅

則分類未改變 

    第十六章 肉、魚或甲殼、軟體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等

之調製品 

  

1601  肉、雜碎或血製成之臘腸及其類似品；以上述產品製成之

調製食品 

 

  1601.10 肉、雜碎或血製成之臘腸及其類似品；以上述產品製成之

調製食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2   其他已調製或保藏之肉、雜碎或血   

 1602.10 均質調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2.20 任何動物之肝調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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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不少於 40% 

 1602.31 家禽肉 : 火雞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2.32 家禽肉 : 飼養之雞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2.39 家禽肉 :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2.41 豬肉 : 火腿及已切割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2.42 豬肉 : 肩及已切割之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2.49 豬肉 : 其他，包括混合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2.50 牛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2.90 其他，包括已調製任何動物之血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3   肉、魚、甲殼、軟體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之抽出物及液

汁 

 

  1603.00 肉、魚、甲殼、軟體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之抽出物及液

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4   已調製或保藏之魚類；魚子醬及由魚卵調製之魚子醬代替

品 

  

 1604.11 鮭魚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4.12 鯡魚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4.13 沙丁魚、小沙丁魚、正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4.14 鮪魚、正鰹及狐鰹屬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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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4.15 鯖魚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4.16 鯷魚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4.17 鰻魚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4.19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4.20 其他已調製或保藏之魚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4.31 魚子醬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4.32 魚子醬代替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5   甲殼、軟體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之調製或保藏品   

 1605.10 螃蟹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5.21 小蝦或明蝦 : 未裝入氣密容器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5.29 小蝦或明蝦 :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5.30 巨螯蝦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5.40 其他甲殼動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5.51 軟體動物 : 牡蠣（蠔、蚵）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5.52 軟體動物 : 海扇貝，包括大海扇貝、日月貝及月貝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5.53 軟體動物 : 貽貝（淡菜）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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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5.54 軟體動物 : 墨魚及魷魚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5.55 軟體動物 : 章魚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5.56 軟體動物 : 蛤、鳥蛤及赤貝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5.57 軟體動物 : 鮑魚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5.58 軟體動物 : 螺,海螺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5.59 軟體動物 :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5.61 其他水生無脊椎動物 : 海參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5.62 其他水生無脊椎動物 : 海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5.63 其他水生無脊椎動物 : 海蜇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605.69 其他水生無脊椎動物 :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701   固體甘蔗糖或甜菜糖及化學級純蔗糖   

 1701.12 未含有添加香料或色素之蔗糖 : 甜菜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701.13 未含有添加香料或色素之蔗糖 : 符合本章目註 2 規定之甘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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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糖 含量不少於 40% 

 1701.14 未含有添加香料或色素之蔗糖 : 其他甘蔗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701.91 其他 : 含有添加香料或色素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1701.99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702   其他糖類，包括固態之化學級純乳糖、麥芽糖、葡萄糖及

果糖；不含有添加香料或色素之糖漿；不論是否攙有天然

蜂蜜之人造蜂蜜；焦糖 

  

 1702.11 含乳糖以乾基計，以無水乳糖表示，重量在９９％及以上

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1702.1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1702.20 楓糖及楓糖漿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702.30 葡萄糖及葡萄糖漿，未含果糖或在乾燥狀況下含果糖重量

不超過２０％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1702.40 葡萄糖及葡萄糖漿，在乾燥狀態下含果糖重量至少 20％，

但不超過 50％者，轉化糖除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1702.50 化學級純果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1702.60 其他果糖及果糖漿，在乾燥狀態下含果糖重量超過 50％

者，轉化糖除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1702.90 其他，包括轉化糖與其他糖及糖漿混合物，在乾燥狀態下

含果糖重量 50％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1703   由提煉或精製糖而取得之糖蜜   

 1703.10 甘蔗糖蜜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1703.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1704   糖食（包括白色巧克力），不含可可者   

 1704.10 口香糖，不論是否外包糖衣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1704.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第十八章 可可及可可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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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1  生或焙製之全粒或碎粒可可豆  

  1801.00 生或焙製之全粒或碎粒可可豆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802   可可外殼，莢皮及其他可可廢料  

  1802.00 可可外殼，莢皮及其他可可廢料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803   可可膏，不論是否脫脂   

 1803.10 未脫脂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803.20 全部或部份脫脂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804   可可脂，脂及油  

 1804.00 可可脂，脂及油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805   可可粉，未加糖或未含其他甜味料者  

 1805.00 可可粉，未加糖或未含其他甜味料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806   巧克力及其他含有可可之食品   

  1806.10 可可粉，加糖或其他甜味料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806.20 其他調製品成塊狀、板狀或棒狀重量超過２公斤者或液

狀、膏狀、粉狀、粒狀或其他散裝在其容器內或內包裝內

之容量超過２公斤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806.31 有填塞物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806.32 無填塞物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806.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第十九章 穀類、粉、澱粉或奶之調製食品；糕餅類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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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   麥芽精；由粉、碎粒、細粒、澱粉或麥芽精製成之未列名

調製食品，未含可可或含可可重量（以完全脫脂可可為基

礎計算）低於４０％者；以第０４０１至０４０４節物品

製成之未列名調製食品，未含可可或含可可重量（以完全

脫脂可可為基礎計算）低於５％者 

 

 1901.10 嬰幼兒調製品，供零售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901.20 供製作第１９０５節烘製食品用之混合料及麵糰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901.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902   粉條，不論是否烹飪或夾餡（帶肉或其他物質）或調製，

例如不論是否調製之西式麵條、通心麵、中式麵條、寬平

麵條、煎餅、餃子、春捲；北非粉條 

 

 1902.11 未烹飪、未夾餡或調製之粉條，含蛋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902.19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902.20 夾餡粉條，不論是否烹飪或調製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902.30 其他粉條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902.40 北非粉條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903   由澱粉製成之粉片狀、粒狀、珍珠狀，經篩濾之粉狀或類

似形狀之樹薯粉及其代用品 

 

 1903.00 由澱粉製成之粉片狀、粒狀、珍珠狀，經篩濾之粉狀或類

似形狀之樹薯粉及其代用品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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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   膨潤或焙製穀類或穀類產品之調製食品（例如：玉米

片）；預煮或以其他方式調製之粒狀、片狀或其他加工

（粉、碎粒及細粒除外）之未列名穀類﹝玉蜀黍（玉米）

除外﹞產品 

 

 1904.10 膨潤或焙製穀類或穀類產品之調製食品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904.20 未經焙製穀類片之調製食品或未經焙製榖類片及經焙製之

榖類片或膨潤榖類混合而成之調製食品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904.30 布格麥食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904.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1905   麵包、糕餅、蛋糕、餅乾及其他烘製食品，不論是否含有

可可；聖餐餅、盛裝藥物用之空囊、封緘糯米紙、米紙及

其類似產品 

 

 1905.10 脆麵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905.20 薑餅及其類似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905.31 甜餅乾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905.32 鬆餅及薄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905.40 乾麵包，烘焙麵包及類似烘焙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1905.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第二十章 蔬菜、果實、堅果或植物其他部分之調製品  

2001   以醋或醋酸調製或保藏之蔬菜、果實、堅果及其他植物可

食部分 

 

 2001.10 黃（胡）瓜及小黃瓜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001.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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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酸漬除外之調製或保藏番茄  

 2002.10 番茄，整粒或片塊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002.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003   酸漬除外之調製或保藏菇類及麥覃  

 2003.10 蘑菇屬之菇類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003.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004   酸漬除外之其他調製或保藏蔬菜，冷凍，第２００６節之

產品除外 

 

 2004.10 馬鈴薯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004.90 其他蔬菜及蔬菜混合品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005   酸漬除外之其他調製或保藏蔬菜，未冷凍，第２００６節

之產品除外 

 

 2005.10 均質蔬菜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005.20 馬鈴薯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005.40 豌豆（黑花紋蠶豆）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005.51 去殼豆類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005.5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005.60 蘆筍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005.70 橄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005.80 甜玉米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005.91 竹筍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005.9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006  糖漬蔬菜、果實、堅果、果皮及植物之其他部分（瀝乾、

套以糖衣、糖霜者均在內） 

 

 2006.00 糖漬蔬菜、果實、堅果、果皮及植物之其他部分（瀝乾、

套以糖衣、糖霜者均在內）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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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經熬煮所得之果醬、果凍、橘皮果凍、果實或堅果果泥及

果實或堅果果糊，不論是否加糖或含其他甜味料 

 

 2007.10 均質調製品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007.91 柑橘類水果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007.9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008   未列名經其他方式調製或保藏之果實、堅果及其他植物可

食部分，不論是否加糖或含其他甜味料或酒 

 

 2008.11 花生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008.19 其他，包括混合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008.20 鳳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008.30 柑橘類水果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008.40 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008.50 杏子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008.60 櫻桃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008.70 桃子（包括油桃）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008.80 草莓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008.91 棕櫚樹芯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008.93 越橘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008.97 混合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008.99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009   未發酵及未加酒精之果汁（包括葡萄汁在內）及蔬菜汁，

不論是否加糖或含其他甜味料者 

 

 2009.11 冷凍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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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2 未冷凍者，糖度值不超過２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009.1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009.21 糖度值不超過２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009.2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009.31 糖度值不超過２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009.3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009.41 糖度值不超過２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009.4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009.50 番茄汁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009.61 糖度值不超過３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009.6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009.71 糖度值不超過２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009.7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009.81 越橘汁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009.8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009.90 混合汁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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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章 雜項調製食品  

2101   咖啡、茶或馬黛茶之萃取物、精、濃縮物及以咖啡、茶或

馬黛茶之萃取物、精、濃縮物，或以咖啡、茶或馬黛茶為

主要成分之調製品；焙製菊苣及其他焙製咖啡代用品及菊

苣、咖啡代用品之萃取物、精、濃縮物 

 

 2101.11 咖啡之萃取物、精、濃縮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101.12 以咖啡之萃取物、精、濃縮物或咖啡為主要成分之調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101.20 茶或馬黛茶之萃取物、精、濃縮物及以茶、馬黛茶之萃取

物、精、濃縮物或以茶、馬黛茶為主要成分之調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101.30 焙製菊苣及其他焙製咖啡代用品及菊苣、咖啡代用品之萃

取物、精、濃縮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102   酵母（活性或非活性）；其他已死單細胞微生物（但不包

括第３００２節之疫苗）；發粉 

 

 2102.10 活性酵母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102.20 非活性酵母；其他已死單細胞微生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102.30 發粉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103   調味醬汁及其調製品；混合調味料  

 2103.10 醬油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103.20 番茄醬及其他番茄調味醬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103.30 芥末粉、細粒及其調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103.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104   湯類及其調製品；均質混合調製品  

 2104.10 湯類及其調製品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104.20 均質混合調製食品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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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   冰淇淋及其他可食用冰，不論是否含可可者  

 2105.00 冰淇淋及其他可食用冰，不論是否含可可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106   未列名食物調製品  

 2106.10 濃縮蛋白質及組織化蛋白質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106.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第二十二章 飲料、酒類及醋  

2201   飲水，包括天然水或人造礦泉水及汽水（碳酸水），未含

糖或其他甜味料及香料者；冰及雪 

 

 2201.10 礦泉水及汽水（碳酸水）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201.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202   飲水，包括礦泉水及汽水（碳酸水），含糖或其他甜味料

或香料及其他未含酒飲料，但不包括果汁或蔬菜汁（第２

００９節） 

 

 2202.10 飲水，包括礦泉水及汽水（碳酸水），含糖或其他甜味料

或香料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202.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203  啤酒，麥芽釀造  

 2203.00 啤酒，麥芽釀造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204   鮮葡萄酒（包括加強酒）；葡萄醪，第２００９節所指之

葡萄汁除外 

 

  2204.10 汽泡酒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204.21 裝在２公升或以下之容器內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204.2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204.30 其他葡萄醪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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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不少於 40% 

2205   威米酒（苦艾酒）及加香料之其他鮮葡萄酒  

 2205.10 裝在２公升或以下之容器內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205.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206   其他釀造飲料（如蘋果酒、梨酒、蜂蜜酒）；未列名釀造

飲料混合品或釀造飲料與未含酒精成分之飲料混合品 

 

 2206.00 其他釀造飲料（如蘋果酒、梨酒、蜂蜜酒）；未列名釀造

飲料混合品或釀造飲料與未含酒精成分之飲料混合品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207   未變性之乙醇（酒精），酒精強度（以容積計）在８０％

或以上者；已變性之乙醇（酒精）及其他酒精，任何酒精

強度者 

 

 2207.10 未變性之乙醇（酒精），酒精強度（以容積計）在８０％

或以上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207.20 已變性之乙醇（酒精）及其他酒精，任何酒精強度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208   未變性之乙醇，其酒精強度以容積計低於８０％者；烈

酒、利口酒及其他含酒精成分之飲料 

 

 2208.20 蒸餾葡萄酒或葡萄渣而得之酒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208.30 威士忌酒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208.40 蘭姆酒及蒸餾發酵甘蔗製品而得之其他酒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208.50 琴酒及荷蘭杜松子酒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208.60 伏特加酒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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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8.70 利口酒及甘露酒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208.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209  醋及以醋酸製成之醋代用品  

 2209.00 醋及以醋酸製成之醋代用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第二十三章 食品工業產製過程之殘渣及廢品；調製動物

飼料 

 

2301   不適於人類食用之肉、雜碎、魚、甲殼類、軟體動物或其

他水產無脊椎動物粉、粗粉及團粒；油渣 

 

 2301.10 肉或雜碎之粉、粗粉及團粒；油渣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301.20 魚、甲殼類、軟體動物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之粉、粗粉

及團粒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302   穀類或豆類植物經輾製與篩分後所剩餘之糠、麩皮及殘

渣，不論是否呈團粒狀 

 

 2302.10 玉蜀黍（玉米）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302.30 小麥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302.40 其他穀類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302.50 豆莢植物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303   澱粉製品之殘渣及類似殘渣、甜菜渣、甘蔗渣及製糖之其

他殘渣、釀造或蒸餾之糟粕，不論是否呈團粒狀 

 

 2303.10 澱粉製品之殘渣及類似殘渣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303.20 甜菜渣、甘蔗渣及製糖之其他殘渣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303.30 釀造或蒸餾之糟粕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304  提煉黃豆油所產之油渣餅及其他固體殘渣，無論是否磨碎

或呈團粒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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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4.00 提煉黃豆油所產之油渣餅及其他固體殘渣，無論是否磨碎

或呈團粒狀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305  提煉花生油所產之油渣餅及其他固體殘渣物，無論是否磨

碎或呈團粒狀 

 

  2305.00 提煉花生油所產之油渣餅及其他固體殘渣物，無論是否磨

碎或呈團粒狀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306   提煉植物油脂所產之油渣餅及其他固體殘渣物，無論是否

磨碎或呈團粒狀（第２３０４或２３０５節者除外） 

 

 2306.10 棉子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306.20 亞麻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306.30 向日葵種子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306.41 低芥子酸之油菜子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306.49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306.50 椰子及乾椰子肉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306.60 棕櫚類核果及子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306.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307  酒糟、酒石  

 2307.00 酒糟、酒石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308  作為動物飼料用之其他未列名植物材料與廢料、殘渣及副

產品，無論是否呈團粒狀 

 

 2308.00 作為動物飼料用之其他未列名植物材料與廢料、殘渣及副

產品，無論是否呈團粒狀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309   調製動物飼料  

 2309.10 供零售用之貓狗食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309.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二十四章 菸（包括菸葉及菸類）及菸葉代用品  

2401   原料菸葉；菸葉下腳  

 2401.10 菸葉，未除骨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401.20 菸葉，部分或全部除骨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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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1.30 菸葉下腳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2402   菸葉或菸葉代用品所製之雪茄菸、呂宋菸、小雪茄菸及紙

菸 

 

 2402.10 含菸葉之雪茄菸、呂宋菸及小雪茄菸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5% 

 2402.20 含菸葉之紙菸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5% 

 2402.90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5% 

2403   其他加工菸葉及菸葉代用製品－包括「均質」或「複合」

之菸葉；菸葉成分抽出物及菸精 

 

 2403.11 符合本章目註一所述之水菸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5% 

 2403.1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5% 

 2403.91 「均質」或「複合」菸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5% 

 2403.9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5% 

    第二十五章 鹽；硫磺；泥土及石料；石膏料；石灰及水

泥 

 

2501  2501.00 鹽（包括食鹽及加工鹽）及純氯化納，不論是否為水溶液

或添加抗結塊劑或暢流劑之鹽；海水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02  2502.00 未焙燒硫化鐵礦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03  2503.00 昇華、沈澱及膠狀硫磺以外之其他各種硫磺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04   天然石墨  

 2504.10 粉狀或細片狀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04.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05   各種天然砂（第二十六章之含金屬之砂除外），不論是否

著色 

 



MED1379293 59 

 2505.10 矽砂及石英砂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05.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06   石英（天然砂除外）；石英岩，不論是否用鋸或其他方法

略加修整切割成長方型（包括方型）板塊 

 

 2506.10 石英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06.20 石英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07 2507.00 高嶺土及其他高嶺土質黏土，不論已否 燒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08   其他黏土（不包括第６８０６節之已膨脹黏土），紅柱

石，藍晶石及矽線石，已否 燒者在內；富鋁紅柱石；燒

磨土（燒粉）及第納斯土 

 

 2508.10 膨土（膨潤土或 土）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08.30 火黏土（耐火泥）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08.40 其他黏土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08.50 紅柱石、藍晶石及矽線石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08.60 富鋁紅柱石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08.70 燒磨土（燒粉）或第納斯土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09 2509.00 白堊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10   天然磷酸鈣、天然磷酸鋁鈣及磷酸鹽白堊  

 2510.10 未磨碎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10.20 已磨碎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11   天然硫酸鋇（重晶石），天然碳酸鋇（毒重石），不論是

否 燒，但第２８１６節之氧化鋇不在內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11.10 天然硫酸鋇（重晶石）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11.20 天然碳酸鋇（毒重石）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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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2 2512.00 矽質化石粉（例如矽藻土）及類似矽質土，不論是否

燒，其視比重不超過１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13   浮石；金剛砂；天然鋼玉（石）；天然柘榴石及其他天然

研磨料，已否經熱處理者均在內 

 

 2513.10 浮石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13.20 金剛砂、天然鋼玉（石）、天然柘榴石及其他天然研磨

料：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14 2514.00 板岩，不論是否用鋸或其他方法略加修整切割成長方形

（包括方形）板塊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15   大理石、石灰華、石灰石及其他石灰質紀念碑用或建築用

石，其視比重為２‧５或以上者，以及雪花石膏，不論是

否用鋸或其他方法略加修整切割成長方形（包括方形）板

塊 

 

 2515.11 原石或略加修整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15.12 用鋸或其他方法僅粗切成長方形（包括方形）之板塊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15.20 石灰石及其他石灰質紀念碑用或建築用石；雪花石膏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16   花崗岩、斑岩、玄武岩、砂岩及其他紀念碑或建築用石，

不論是否用鋸或其他方法粗切成長方形（包括方形）之板

塊 

 

 2516.11 原石或略加修整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16.12 用鋸或其他方法僅粗加切成長方形（包括方形）之板塊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16.20 砂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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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6.90 其他紀念碑或建築用石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17   通常作混凝土集料、築路、鐵道路基或其他路基用卵石、

礫石、碎石，海濱沙石（巨礫）及火石（燧石），不論是

否經加熱處理；礦渣、熔渣或類似工業廢料，不論是否與

本節第一部分所列之材料混合；加瀝青舖路碎石；第 2515

或 2516 節所列各種石料之碎粒、碎屑及粉末，不論是否經

加熱處理 

 

2517 2517.10 通常作混凝土集料、築路、鐵道路基或其他路基用卵石、

礫石、碎石，海濱沙石（巨礫）及火石（燧石），不論是

否經加熱處理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17 2517.20 礦渣、熔渣或類似工業廢料，不論是否與第 251710 目所列

之材料混合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17 2517.30 加瀝青舖路碎石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517 2517.41 大理石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17 2517.49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18   白雲石，不論其是否 燒或燒結，其包括用鋸或其他方法

略加修整切割成長方形（包括方形）板或塊狀之白雲石；

白雲石搪爐混合料 

 

 2518.10 未 燒或未燒結之白雲石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18.20 已 燒或已燒結之白雲石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18.30 白雲石搪爐混合料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19   天然碳酸鎂（菱鎂礦）；熔結氧化鎂；僵燒（燒結）氧化

鎂，不論燒結前是否加有少量其他氧化物；其他氧化鎂，

不論是否純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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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9.10 天然碳酸鎂（菱鎂礦）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19.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20   石膏；無水石膏（硬石膏）；熟石膏（由焙製石膏或硫酸

鈣組成），不論是否著色或加入少量速凝劑或緩凝劑 

 

 2520.10 石膏；無水石膏（硬石膏）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20.20 熟石膏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21  2521.00 助熔用石灰石；供製造石灰或水泥用石灰石及其他鈣質石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22   生石灰、熟石灰及水硬性石灰（第２８２５節之氧化鈣及

氫氧化鈣除外） 

 

 2522.10 生石灰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22.20 熟石灰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22.30 水硬性石灰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23   卜特蘭水泥、鋁質水泥、熔渣水泥、過硫酸水泥及其他類

似之水硬性水泥，不論是否著色或呈熔滓狀 

 

2523 2523.10 水泥熟料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23 2523.21 白水泥，不論是否人工著色 從 其 他 目 改 變 至 此 ， 排 除

252329 目至 252390 目之貨品變

更 

2523 2523.29 其他 從 其 他 目 改 變 至 此 ， 排 除

252321 目至 252390 目之貨品變

更 

2523 2523.30 鋁質水泥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23 2523.90 其他水硬性水泥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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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4   石棉  

 2524.10 青石棉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24.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25   雲母，包括劈開片；廢雲母  

 2525.10 未加工雲母及割開成薄片或劈開片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25.20 雲母粉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25.30 廢雲母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26   天然皂石，不論是否用鋸或其他方法粗加切成長方形（包

括方形）之板或塊；滑石 

 

 2526.10 未壓碎，未磨粉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26.20 已壓碎或磨成粉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28 2528.00 天然硼酸及其精礦（不論是否 燒），但自其天然鹽水中

析離之硼酸鹽除外；以乾重量計算其硼酸（H3BO3）成分在

85%及以下之天然硼酸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29   長石；白榴石；霞石及霞石正長嚴；螢石  

 2529.10 長石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29.21 含重量百分比９７％及以下之氟化鈣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29.22 含重量百分比超過９７％之氟化鈣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29.30 白榴石；霞石及霞石正長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30   未列名礦物質  

 2530.10 未膨脹之蛭石、珍珠岩及綠泥石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30.20 硫鎂礬、瀉利鹽（天然硫酸鎂）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530.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二十六章 礦石、熔渣及礦灰  

2601   鐵礦石及其精砂，包括已焙燒之硫化鐵礦石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602   錳礦石及其精砂，包括鐵錳礦石及其精砂以乾基重量計算

含錳量在２０％及以上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603   銅礦石及其精砂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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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4   鎳礦石及其精砂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605   鈷礦石及其精砂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606   鋁礦石及其精砂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607   鉛礦石及其精砂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608   鋅礦石及其精砂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609   錫礦石及其精砂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610   鉻礦石及其精砂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611   鎢礦石及其精砂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612   鈾或釷礦石及其精砂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613   鉬礦石及其精砂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614   鈦礦石及其精砂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615   鈮、鈤、釩或鋯礦石及其精砂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616   貴金屬礦石及其精砂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617   其他礦石及其精砂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618   冶煉鋼（鐵）所產生之粒狀熔渣（熔渣砂粒）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619   冶煉鋼（鐵）所產生之熔渣、浮渣（粒狀熔渣除外）銹皮

（鐵屑）及其他廢料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620   含有金屬、砷或其化合物之熔渣、灰末及渣滓（煉製鋼鐵

所產生的灰、渣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621   其他熔渣及灰末，包括海藻灰；都市廢棄物焚化後之灰末

及渣滓。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二十七章 礦物燃料、礦油及其蒸餾產品；含瀝青物

質；礦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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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1   煤；煤磚；煤球及煤製類似固體燃料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702   褐煤（不論是否經結塊），煤玉礦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703   泥煤（包括泥煤屑），不論是否經結塊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704   煤、褐煤、或泥煤所製之焦炭、半焦炭不論是否經結塊；

乾餾碳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705   煤氣、水煤氣、發生爐煤氣及類似氣體，石油氣及其他氣

態碳氫化合物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706   煤、褐煤或泥煤蒸餾所得之焦油及其他礦物焦油，不論是

否脫水或半蒸餾，包括再組成焦油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707   高溫蒸餾煤焦油所得之油類及其他產品；類似產品其芳香

族成分之重量超過非芳香族成分之重量者 

 

2707 2707.10 苯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從其他目

改變至此， 如稅則分類變更係

肇因於化學反應 

2707 2707.20 甲苯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從其他目

改變至此， 如稅則分類變更係

肇因於化學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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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7 2707.30 二甲苯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從其他目

改變至此， 如稅則分類變更係

肇因於化學反應 

2707 2707.40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從其他目

改變至此， 如稅則分類變更係

肇因於化學反應 

2707 2707.50 其他芳香烴混合物依ＡＳＴＭ Ｄ８６方法蒸餾時，於２

５０ Ｃ時所得蒸餾量以容積計達６５％及以上（包括耗

損）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從其他目

改變至此， 如稅則分類變更係

肇因於化學反應 

2707 2707.91 雜酚油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從其他目

改變至此， 如稅則分類變更係

肇因於化學反應 

2707 2707.99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從其他目

改變至此， 如稅則分類變更係

肇因於化學反應 

2708   由煤焦油或其他礦物性焦油所得之瀝青及瀝青焦  

 2708.10 瀝青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708.20 瀝青焦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709  2709.00 石油原油及自瀝青質礦物提出之原油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710   石油及提自瀝青礦物之油類，但原油除外；以石油或瀝青

質礦物為基本成份之未列名製品，其含石油或提自瀝青質

礦物之油以重量計達７０％及以上者；廢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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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0.12 輕油及其配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從其他目

改變至此，如稅則分類變更係肇

因於化學反應 、空氣蒸餾或真

空蒸餾 

 2710.19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從其他目

改變至此，如稅則分類變更係肇

因於化學反應 、空氣蒸餾或真

空蒸餾 

 2710.20 石油、提自瀝青礦物之油類（原油除外）及以石油或瀝青

質礦物為基本成分之未列名製品，其含石油或提自瀝青質

礦物之油以重量計達 70%及以上，且含生質柴油者，但廢

油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從其他目

改變至此，如稅則分類變更係肇

因於化學反應 、空氣蒸餾或真

空蒸餾 

 2710.91 含多氯聯苯、多氯聯三苯或多溴聯苯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從其他目

改變至此，如稅則分類變更係肇

因於化學反應 、空氣蒸餾或真

空蒸餾 

 2710.99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從其他目

改變至此，如稅則分類變更係肇

因於化學反應 、空氣蒸餾或真

空蒸餾 

2711   石油氣及其他氣態碳氫化合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712   石油膠；石蠟、微結晶石油蠟、含油石蠟、地石蠟、褐煤

蠟、泥煤蠟、其他礦物蠟，及以合成或其他方法所得之類

似品，不論是否著色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713   石油焦、石油瀝青及其他石油殘渣或得自瀝青質礦物之殘

渣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714   天然瀝青及天然柏油；瀝青或油頁岩及瀝青砂；柏油質及

瀝青質岩石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715   以天然柏油、天然瀝青、石油瀝青、軟瀝青或礦物焦油瀝

青為基料之瀝青混合物（例如瀝青調和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716   電力（選擇性之稅則號別）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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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章 無機化學品；貴金屬、稀土金屬、放射性元

素及其同位素之有機及無機化合物 

 

2801   氟、氯、溴、碘  

 2801.10 氯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801.20 碘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801.30 氟；溴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802   硫（昇華或沈澱者均在內）；膠狀硫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803   碳（碳 及未列名其他形態碳）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804   氫，稀有氣體及其他非金屬元素  

 2804.10 氫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04.21 氬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04.2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04.30 氮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04.40 氧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04.50 硼；碲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04.61 含矽重量在９９‧９９％及以上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04.6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04.70 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04.80 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04.90 硒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05   鹼金屬或鹼土金屬；稀土金屬，鈧及釔，不論是否互相混

合或合金；汞（水銀）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806   氯化氫（鹽酸）；氯磺酸  

 2806.10 氯化氫（鹽酸）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06.20 氯磺酸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07   硫酸；發 硫酸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808   硝酸；磺硝酸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809   五氧化二磷；磷酸；聚磷酸，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者  

 2809.10 五氧化二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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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9.20 磷酸及聚磷酸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10   硼之氧化物；硼酸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811   其他無機酸類及非金屬元素之其他無機氧化合物  

 2811.11 氟化氫（氫氟酸）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11.1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11.21 二氧化碳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11.22 二氧化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11.2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12   非金屬之鹵化物及氧鹵化物  

  2812.10 氯化物及氧氯化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12.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13   非金屬硫化物；工業用三硫化磷  

 2813.10 二硫化碳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13.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14   無水氨或氨水溶液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815   氫氧化鈉（燒 ）；氫氧化鉀（苛性鉀）；過氧化鈉或鉀  

 2815.11 固體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15.12 水溶液（ 水或液 ）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15.20 氫氧化鉀（苛性鉀）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15.30 過氧化鈉或鉀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16   鎂之氫氧化物及過氧化物；鍶或鋇之氧化物、氫氧化物及

過氧化物 

 

 2816.10 鎂之氫氧化物及過氧化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16.40 鍶或鋇之氧化物、氫氧化物及過氧化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17   氧化鋅；過氧化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818   人造鋼玉，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氧化鋁；氫氧化鋁  

 2818.10 人造鋼玉，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18.20 氧化鋁，人造鋼玉除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18.30 氫氧化鋁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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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9   氧化鉻及氫氧化鉻  

 2819.10 三氧化鉻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19.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0   氧化錳  

 2820.10 二氧化錳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0.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1   氧化鐵及氫氧化鐵；土色料，其鐵化合物含量以三氧化二

鐵估算之重量比在７０％及以上者 

 

 2821.10 氧化鐵及氫氧化鐵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1.20 土色料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2   氧化鈷及氫氧化鈷；工業用氧化鈷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823   氧化鈦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824   氧化鉛；紅丹及黃丹  

 2824.10 一氧化鉛（密陀僧，鉛黃）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4.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5   （聯氨）及胲（羥胺）及其無機鹽；其他無機鹽基；其

他金屬氧化物、氫氧化物及過氧化物 

 

 2825.10 （聯氨）及胲（羥胺）及其無機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5.20 氧化鋰及氫氧化鋰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5.30 氧化釩及氫氧化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5.40 氧化鎳及氫氧化鎳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5.50 氧化銅及氫氧化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5.60 氧化鍺及二氧化鋯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5.70 氧化鉬及氫氧化鉬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5.80 氧化銻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5.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6   氟化物；氟矽酸鹽，氟鋁酸鹽及其他氟錯鹽類  

 2826.12 鋁之氟化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6.1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6.30 六氟鋁酸鈉（合成冰晶石）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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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6.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7   氯化物、氧氯化物、氫氧氯化物；溴化物及氧溴化物；碘

化物及氧碘化物 

 

 2827.10 氯化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7.20 氯化鈣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7.31 鎂之氯化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7.32 鋁之氯化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7.35 鎳之氯化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7.3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7.41 銅之氧氯化物及氫氧氯化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7.4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7.51 鈉或鉀之溴化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7.5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7.60 碘化物及氧碘化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8   次氯酸鹽；工業用次氯酸鈣；亞氯酸鹽；次溴酸鹽  

 2828.10 工業用次氯酸鈣及其他次氯酸鈣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8.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9   氯酸鹽及過氯酸鹽；溴酸鹽及過溴酸鹽；碘酸鹽及過碘酸

鹽 

 

 2829.11 鈉之氯酸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9.1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29.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0   硫化物；多硫化物，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者  

 2830.10 硫化鈉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0.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1   二亞硫磺酸鹽及硫氧酸鹽  

 2831.10 鈉之二亞硫磺酸鹽及硫氧酸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1.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2   亞硫酸鹽；硫代硫酸鹽  

 2832.10 亞硫酸鈉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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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2.20 其他亞硫酸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2.30 硫代硫酸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3   硫酸鹽；礬；過氧硫酸鹽（過硫酸鹽）  

 2833.11 硫酸二鈉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3.1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3.21 鎂之硫酸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3.22 鋁之硫酸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3.24 鎳之硫酸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3.25 銅之硫酸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3.27 鋇之硫酸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3.2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3.30 礬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3.40 過氧硫酸鹽（過硫酸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4   亞硝酸鹽；硝酸鹽  

 2834.10 亞硝酸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4.21 鉀之硝酸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4.2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5   次磷酸鹽、亞磷酸鹽及磷酸鹽；聚磷酸鹽，不論是否符合

化學定義者 

 

 2835.10 次磷酸鹽及亞磷酸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5.22 一或二鈉之磷酸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5.24 鉀之磷酸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5.25 磷酸氫鈣（磷酸二鈣）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5.26 其他鈣之磷酸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5.2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5.31 三磷酸鈉（三聚磷酸鈉）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5.3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6   碳酸鹽；過氧碳酸鹽（過碳酸鹽）；含氨基甲酸銨之工業

用碳酸銨 

 

 2836.20 碳酸鈉（純鹼）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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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6.30 碳酸氫鈉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6.40 碳酸鉀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6.50 碳酸鈣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6.60 碳酸鋇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6.91 碳酸鋰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6.92 碳酸鍶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6.9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7   氰化物，氧氰化物及氰錯離子化合物  

 2837.11 鈉之氰化物及氧氰化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7.1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7.20 氰錯離子化合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9   矽酸鹽；工業用 金屬矽酸鹽  

 2839.11 偏矽酸鈉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9.1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39.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40   硼酸鹽；過氧硼酸鹽（過硼酸鹽）  

 2840.11 無水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40.1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40.20 其他硼酸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40.30 過硼酸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41   氧金屬或過氧金屬酸鹽  

 2841.30 二鉻酸鈉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41.50 其他鉻酸鹽及重鉻酸鹽；過氧鉻酸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41.61 過錳酸鉀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41.6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41.70 鉬酸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41.80 鎢酸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41.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42   其他無機酸或過氧酸之鹽類（包括鋁矽酸鹽水合物，不論

是否符合化學定義者），但不包括疊氮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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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2.10 矽酸複鹽或錯鹽，包括鋁矽酸鹽水合物，不論是否符合化

學定義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42.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43   貴金屬之膠體物；貴金屬之無機或有機化合物，不論是否

符合化學上定義者；貴金屬汞合金 

 

 2843.10 貴金屬之膠狀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43.21 硝酸銀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43.2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43.30 金之化合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43.90 其他化合物；汞合金（汞齊）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44   放射性化學元素及放射性同位素（包括分裂性及孳生性化

學元素及同位素）及其化合物；含有前述產品之混合物及

殘渣物 

 

2844 2844.10 天然鈾及其化合物；含有天然鈾或天然鈾化合物之合金、

分散體（包括瓷金）、陶瓷產品及混合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44 2844.20 濃縮鈾２３５及其化合物；鈽及化合物；含有濃縮鈾２３

５，鈽或前述產品之化合物之合金、分散體（包括瓷

金）、陶瓷產品及混合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44 2844.30 已耗乏鈾２３５及其化合物；釷及其化合物；含有已耗乏

２３５，釷或前述產品之化合物之合金、分散體（包括瓷

金）、陶瓷產品及混合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44 2844.40 第２８４４‧１０ ２８４４‧２０ ２８４４‧３０目

以外之放射性元素及同位素及其化合物；含有前述元素、

同位素或化合物之合金、分散體（包括瓷金）、陶瓷產品

及混合物；放射性殘渣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44 2844.50 已用畢（已照射）之核子反應器燃料（添裝藥）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45   第２８４４節以外之同位素；此類同位素之無機或有機化

合物，不論是否符合化學上定義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846   稀土金屬，釔或鈧，或前述金屬混合物之無機或有機化合

物 

 

  2846.10 鈰之化合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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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6.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47   過氧化氫，不論是否經尿素固定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848 2848.00 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之磷化物（不包括磷鐵）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849   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之碳化物  

2849 2849.10 鈣之碳化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49 2849.20 矽之碳化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49 2849.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50 2850.00 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之氫化物、氮化物、疊氮化物、矽

化物和硼化物，第２８４９節之碳化物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852  含汞之無機或有機化合物，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者，汞

齊除外 

 

 2852.10 符合化學定義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852.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853   其他無機化合物（包括蒸餾或導電水及類似純度之水）；

液態空氣（不論稀有氣體是否除去）；壓縮空氣；汞齊，

貴金屬汞齊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二十九章 有機化學產品  

2901   非環烴（碳氫化合物）  

 2901.10 飽和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1.21 乙烯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1.22 丙烯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1.23 丁烯及其異構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1.24 １，３－丁二烯及異戊二烯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1.2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2   環烴  

 2902.11 環己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2.1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2.20 苯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2.30 甲苯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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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2.41 鄰－二甲苯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2.42 間－二甲苯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2.43 對－二甲苯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2.44 混合二甲苯異構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2.50 苯乙烯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2.60 乙苯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2.70 異丙苯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2.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3   烴之鹵化衍生物  

 2903.11 氯甲烷及氯乙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3.12 二氯甲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3.13 氯仿（三氯甲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3.14 四氯化碳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3.15 二氯化乙烯（ＩＳＯ）（１，２─二氯乙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3.1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3.21 氯乙烯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3.22 三氯乙烯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3.23 四氯乙烯（過氯乙烯）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3.2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3.31 二溴化乙烯（ＩＳＯ）（１，２─二溴乙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3.3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3.71 二氟一氯甲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3.72 三氟二氯乙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3.73 一氟二氯乙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3.74 二氟一氯乙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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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3.75 五氟二氯丙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3.76 二氟一氯一溴甲烷、三氟一溴甲烷及四氟二溴乙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3.77 其他，僅與氟及氯全鹵化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3.78 其他全鹵化衍生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3.7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3.81 1,2,3,4,5,6─六氯環己烷（ HCH（ ISO）） ,包括靈丹

（ISO,INN）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3.82 阿特靈（ISO）,氯丹（ISO）,及飛佈達（ISO）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3.8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3.91 氯苯、鄰－二氯苯及對－二氯苯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3.92 六氯苯（ ISO）及 DDT（ ISO）（滴滴涕）（ INN）

〔1,1,1─三氯─2,2─雙（對氯苯）乙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3.9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4   烴之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不論鹵化與否  

 2904.10 僅含磺基衍生物，其鹽類及乙酯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4.20 僅含硝基或僅含亞硝基之衍生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4.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5   非環醇及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05.11 甲醇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5.12 丙醇及異丙醇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5.13 正丁醇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5.14 其他丁醇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5.16 辛醇及其異構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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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5.17 十二醇（月桂醇）、十六醇（鯨蠟醇）及十八醇（硬脂

醇）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905.1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905.22 非環 烯醇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5.2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5.31 乙二醇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5.32 １，２－丙二醇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5.3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5.41 ２－乙基－２－羥甲基－１，３－丙二醇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5.42 異戊四醇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5.43 甘露醇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5.44 山梨醇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5.45 丙三醇（甘油）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905.4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5.51 乙氯維諾（乙氯烯醇）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5.59 其他非環醇之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6   環醇及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06.11 薄荷腦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6.12 環己醇、甲環己醇及二甲環己醇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6.13 固醇及肌醇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6.1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6.21 苯甲醇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6.2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7   －一元酚︰  

 2907.11 酚（羥苯）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7.12 甲酚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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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7.13 辛酚、壬酚及其異構物；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7.15 酚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7.1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7.21 間苯二酚（樹脂酚）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7.22 對苯二酚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7.23 ４，４’－亞異丙二苯酚〔雙苯酚Ａ，二（羥苯丙烷）〕

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7.2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8   酚或酚醇之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08.11 五氯苯酚（ＩＳＯ）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08.19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其他：  

 2908.91 達諾殺（ＩＳＯ）及其鹽類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08.92 4,6-二硝基-鄰-甲酚（DNOC（ISO））及其鹽類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08.99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09   醚、醚醇、醚酚、醚醇酚、過氧化醇、過氧化醚、過氧化

酮（不論其是否符合化學定義）及其鹵化、磺化、硝化或

亞硝化衍生物 

 

 2909.11 二乙醚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9.1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9.20 環烷、環烯、或環 烯醚及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

衍生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9.30 芳香醚及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9.41 ２，２’－氧二乙醇（二乙二醇）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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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9.43 乙二醇或二乙二醇之單丁基醚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9.44 乙二醇或二乙二醇之其他單烷基醚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9.4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9.50 醚酚、醚醇酚及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09.60 過氧化醇、過氧化醚、過氧化酮及其鹵化、磺化、硝化或

亞硝化衍生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0   具有三員環之環氧化物、環氧醇、環氧酚及環氧醚及其鹵

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10.10 環氧乙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0.20 環氧丙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0.30 １－氯－２，３－環氧丙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0.40 地特靈（ＩＳＯ，ＩＮＮ）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0.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1  2911.00 已否具有其他氧官能基之縮醛及半縮醛及其鹵化、磺化、

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12   已否具有其他氧官能之醛；醛之環狀聚合物；三聚甲醛  

 2912.11 甲醛（蟻醛）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2.12 乙醛（醋醛）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2.1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2.21 苯甲醛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2.2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2.41 香草精（４－羥－３－甲氧苯甲醛）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2.42 乙基香草精（３－乙氧－４－羥苯甲醛）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2.4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2.50 醛之環狀聚合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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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2.60 聚甲醛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3 2913.00 第２９１２節產品之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14   不論是否具有其他氧官能基之酮及 及其鹵化、磺化、硝

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14.11 丙酮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4.12 丁酮（甲基乙基酮）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4.13 ４－甲－２－戊酮（甲基異丁基酮）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4.1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4.22 環己酮及甲基環己酮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4.23 紫羅蘭酮及甲基紫羅蘭酮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4.2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4.31 苯基丙酮（１－苯基－２－丙酮）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4.3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4.40 酮醇及酮醛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4.50 酮酚及具有其他氧官能基之酮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4.61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4.6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4.70 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5   飽和非環一元羧酸及其酐、鹵化物、過氧化物及過氧酸；

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15.11 蟻酸（甲酸）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5.12 蟻酸之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5.13 蟻酸之酯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5.21 醋酸（乙酸）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5.24 醋酸酐（乙酐）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5.2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5.31 醋酸乙酯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5.32 醋酸乙烯酯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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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5.33 醋酸正丁酯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5.36 醋酸達諾殺（ＩＳＯ）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5.3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5.40 一氯、二氯或三氯醋酸、其鹽類及酯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5.50 丙酸、其鹽類及酯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5.60 丁酸、戊酸、其鹽類及酯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5.70 十六酸（軟脂酸）、十八酸（硬脂酸）、其鹽類及酯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915.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916   不飽和非環一元羧酸、環狀一元羧酸、其酐、鹵化物、過

氧化物及過氧酸；其鹵化、磺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16.11 丙烯酸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6.12 丙烯酸之酯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6.13 甲基丙烯酸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6.14 甲基丙烯酸之酯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6.15 油酸、亞麻仁油酸或次亞麻仁油酸、其鹽類及酯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916.16 百 克（ISO）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916.1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2916.20 環烷、環烯或環 烯一元羧酸、其酐、鹵化物、過氧化

物、過氧酸及其衍生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6.31 苯甲酸（安息香酸）、其鹽類及酯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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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6.32 過氧化苯甲醯及氯化苯甲醯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6.34 苯醋酸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6.3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7   多元羧酸、其酐、鹵化物、過氧化物及過氧酸；其鹵化、

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17.11 草酸、其鹽類及酯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7.12 己二酸、其鹽類及酯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7.13 壬二酸、癸二酸、其鹽類及酯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7.14 順丁烯二酐（馬來酐）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7.1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7.20 環烷、環烯或環多元羧酸、其酐、鹵化物、過氧化物、過

氧酸及其衍生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7.32 鄰苯二甲酸二辛酯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7.33 鄰苯二甲酸二壬酯或二癸酯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7.34 鄰苯二甲酸之其他酯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7.35 鄰苯二甲酸酐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7.36 對苯二甲酸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7.37 對苯二甲酸二甲酯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7.3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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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8   附加有氧官能基之羧酸及其酐、鹵化物、過氧化物及過氧

酸；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18.11 乳酸、其鹽類及酯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8.12 酒石酸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8.13 酒石酸之鹽類及酯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8.14 檸檬酸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8.15 檸檬酸之鹽類及酯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8.16 葡萄糖酸、其鹽類及酯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8.18 克氯苯（ＩＳＯ）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8.1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8.21 柳酸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8.22 鄰－乙醯柳酸、其鹽類及酯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8.23 柳酸之其他酯類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8.2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8.30 具有醛或酮官能基但無其他氧官能基之羧酸、其酐、鹵化

物、過氧化物、過氧酸及其衍生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8.91 ２，４，５－Ｔ（ＩＳＯ）（２，４，５－三氯苯氧乙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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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其鹽類及酯類 

 2918.9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19   磷酸酯及其鹽類（包括乳醯磷酸）；其鹵化、磺化、硝化

或亞硝化衍生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19.10 三（２，３－二溴丙基）磷酸酯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19.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20   非金屬之其他無機酸之酯類（鹵化氫之酯類除外）及其鹽

類；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20.11 巴拉松（ＩＳＯ）及巴拉松－甲基（甲基巴拉松）（ＩＳ

Ｏ）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0.1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0.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1   胺官能基化合物  

 2921.11 甲胺、二甲胺或三甲胺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1.1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1.21 乙二胺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1.22 己二胺（六亞甲二胺）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1.2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1.30 環烷、環烯或環 烯一元或多元胺、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1.41 苯胺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1.42 苯胺衍生物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1.43 甲苯胺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1.44 二苯胺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MED1379293 86 

 2921.45 １－ 胺（α－ 胺）、２－ 胺（β－ 胺）及其衍生

物；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1.46 安非他命（ＩＮＮ）、 甲苯異丙胺（ＩＮＮ）、右旋安

非他命（ＩＮＮ）、乙非他命（ＩＮＮ）、芬坎法明（Ｉ

ＮＮ）、勒非他命（ＩＮＮ）、左旋安非他命（ＩＮ

Ｎ）、美芬雷司（ＩＮＮ）及甲基苯乙基胺（二甲苯乙

胺）（ＩＮＮ）；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1.4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1.51 鄰－、間－、對－苯二胺、二胺基甲苯及其衍生物；其鹽

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1.5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2   氧官能胺基化合物  

 2922.11 乙醇胺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2.12 二乙醇胺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2.13 三乙醇胺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2.14 右旋普帕西芬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2.1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2.21 胺基羥基 磺酸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2.2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2.31 二乙胺苯丙酮（ＩＮＮ）、美沙冬（ＩＮＮ）及原美沙冬

（ＩＮＮ）；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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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2.3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2.41 離胺酸（二胺基己酸）及其酯類；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2.42 麩胺酸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2.43 氨茴酸（鄰－胺基苯甲酸）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2.44 痛利定（ＩＮＮ）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2.4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2.50 胺醇酚、胺酸酚及其他含氧官能基之胺基化合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3   第四銨鹽類及氫氧化物；卵磷脂及其他磷胺脂，不論其是

否符合化學定義 

 

 2923.10 膽汁鹼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3.20 卵磷脂及其他磷胺脂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3.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4   羧基醯胺基化合物；碳酸之醯胺基化物  

 2924.11 甲丙氨酯（美普巴邁）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4.12 氟乙醯胺（ＩＳＯ）、亞素靈（ＩＳＯ）及福賜米松（Ｉ

ＳＯ）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4.1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4.21 毒油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4.23 ２－乙醯胺基苯甲酸（Ｎ－乙醯胺基苯甲酸）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4.24 炔己蟻胺（ＩＮＮ）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4.2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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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5   羧基醯亞胺官能基化合物（包括糖精及其鹽類）及亞胺官

能基化合物 

 

 2925.11 糖精（鄰磺醯苯甲醯亞胺）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5.12 格魯米特（ＩＮＮ）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5.1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5.21 克死 （ＩＳＯ）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5.2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6   官能基化合物  

 2926.10 丙烯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6.20 １－氰胍（二氰醯胺）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6.30 芬普雷斯（ＩＮＮ）及其鹽類；美沙冬（ＩＮＮ）中間體

（４－氰基－２－二甲基胺基－４，４－苯丁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6.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7   重氮、偶氮或氧化偶氮化合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28   或胲（羥胺）之有機衍生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29   其他氮官能基化合物  

 2929.10 異氰酸鹽或酯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29.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0   有機硫化合物  

 2930.20 硫代胺甲酸鹽（酯）及二硫代胺甲酸鹽（酯）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0.30 單、二或四硫化雙甲硫羰醯胺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0.40 蛋胺酸（甲硫丁胺酸）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0.50 四氯丹（ＩＳＯ）及達馬松（ＩＳＯ）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0.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1  其他有機－無機化合物  

 2931.10 四甲基鉛及四乙基鉛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31.20 三丁基錫化合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31.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32   僅具有氧雜原子之雜環化合物  

 2932.11 四氫 喃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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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2.12 ２－ 喃醛（ 喃甲醛）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2.13 喃甲醇及四氫 喃甲醇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2.1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2.20 內酯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2.91 異黃樟油素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2.92 １－（１，３－苯並二噁茂－５－基）－２－丙酮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2.93 胡椒醛（３，４－亞甲基二氧基苯甲醛）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2.94 黃樟油素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2.95 四氫大麻酚（包括 Tetrahydrocannabinol 異構物及其立體

化學變體）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2.9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3   僅具有氮雜原子之雜環化合物  

 2933.11 啡那宗（安替比林）及其衍生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3.1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3.21 乙內醯 及其衍生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3.2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3.31 啶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3.32 六氫 啶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3.33 阿華吩坦尼（ＩＮＮ）、安尼勒立汀（ＩＮＮ）、培集屈

密特（ＩＮＮ）、溴西泮（ＩＮＮ）、狄芬諾新（ＩＮ

Ｎ）、狄芬諾西萊（ＩＮＮ）、狄匹潘濃（ＩＮＮ）、吩

坦尼（ＩＮＮ）、酚派丙酮（ＩＮＮ）、派醋甲酯（ＩＮ

Ｎ）、潘他唑新（ＩＮＮ）、配西汀（ＩＮＮ）、配西汀

（ＩＮＮ）中間體、苯環利定（ＩＮＮ）（ＰＣＰ）、吩

諾配立汀（ＩＮＮ）、派苯甲醇（ＩＮＮ）、匹立屈密特

（ＩＮＮ）、普魯匹蘭（ＩＮＮ）及屈美配立汀（ＩＮ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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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其鹽類 

 2933.3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3.41 左旋嗎汎（ＩＮＮ）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3.4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3.52 丙二醯縮 （巴比妥酸）及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3.53 二丙烯基巴比妥（ＩＮＮ）、異戊巴比妥（ＩＮＮ）、巴

比妥（ＩＮＮ）、布他比妥（ＩＮＮ）、丁巴比妥、環巴

比妥（ＩＮＮ）、甲基苯巴比妥（ＩＮＮ）、戊巴比妥

（ＩＮＮ）、苯巴比妥（ＩＮＮ）、仲丁比妥（丁巴比

妥）（ＩＮＮ）、西可巴比妥（ＩＮＮ）及乙烯比妥（Ｉ

ＮＮ）；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3.54 其他丙二醯縮 （巴比妥酸）之衍生物；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3.55 氯普唑他（ＩＮＮ）、甲氯 酮（ＩＮＮ）、甲 酮（Ｉ

ＮＮ）及洁比普洛（ＩＮＮ）；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3.5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3.61 三聚氰胺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3.6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3.71 ６－己內醯胺（己內醯胺）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3.72 氯巴占（ＩＮＮ）及甲乙 啶酮（ＩＮＮ）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3.79 其他內醯胺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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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3.91 阿普唑他（三氮二氮平）（ＩＮＮ）、卡嗎西泮（卡氮

（ＩＮＮ）、地洛西泮（地洛氮平）（ＩＮＮ）、安定

（二氮平）（ＩＮＮ）、舒樂安定（伊疊唑侖）（ＩＮ

（氟二氮平）（ＩＮＮ）、氟硝西泮（ＩＮＮ）、氟安定

（氟路洛）（ＩＮＮ）、哈拉西泮（三氟氮平）（ＩＮ

Ｎ）、勞拉西泮（樂耐平）（ＩＮＮ）、氯甲西泮（甲基

、

美達西泮（美達氮平）（ＩＮＮ）、咪達唑他（咪氟唑

侖）（ＩＮＮ）硝甲西泮（硝甲氮平）（ＩＮＮ）、硝西

泮（耐妥眠）（ＩＮＮ）、去甲西泮（去甲氮平）（ＩＮ

Ｎ）、去甲羥安定（去甲羥氮平）（ＩＮＮ）、匹那西泮

（丙炔氮平）（ＩＮＮ）、普拉西泮（環丙氮平）（ＩＮ

Ｎ）、焦二異丁基酮（焦洛戊酮）（ＩＮＮ）、替馬西泮

（甲羥氮平）（ＩＮＮ）、四氫西泮（四氫二氮平）（Ｉ

ＮＮ）及三唑他（三唑侖）（ＩＮＮ）；其鹽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3.9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4   核酸及其鹽類，不論其是否符合化學上定義；其他雜環化

合物 

 

 2934.10 結構中含有一未稠合 唑環（不論是否氫化）之化合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4.20 結構式中含苯駢 唑環（不論是否氫化）之化合物，未經

進一步稠合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4.30 結構式中含二苯 環（不論是否氫化）之化合物，未經

進一步稠合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4.91 阿米雷斯（ＩＮＮ）、伯替唑他（ＩＮＮ）、氯 西泮

（氯 氮平）（ＩＮＮ）、氯噁唑他（氯 唑侖）（ＩＮ

Ｎ）、右旋嗎拉密特（ＩＮＮ）、鹵噁唑他（鹵 唑侖）

（ＩＮＮ）、凱他唑他（酮 唑侖）（ＩＮＮ）、美舒卡

（ＩＮＮ）、噁唑他（ 甲唑侖）（ＩＮＮ）、匹嗎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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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 唑 ）（ＩＮＮ）、苯雙甲嗎 （二苯甲嗎 ）

（ＩＮＮ）、苯甲嗎 （ＩＮＮ）及蘇芬坦尼（ＩＮ

Ｎ）；其鹽類 

 2934.9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5  2935.00 磺醯胺類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36   天然或以合成方法再製之維生素原及維生素（包括天然濃

縮體）、其主要用作維生素之衍生物及前述各物之互混

物，不論加入溶劑與否 

 

 2936.21 維生素Ａ及其衍生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6.22 維生素Ｂ１及其衍生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6.23 維生素Ｂ２及其衍生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6.24 Ｄ─或ｄ１─泛酸（維生素Ｂ３或維生素Ｂ５）及其衍生

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6.25 維生素Ｂ６及其衍生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6.26 維生素Ｂ１２及其衍生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6.27 維生素Ｃ及其衍生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6.28 維生素Ｅ及其衍生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6 2936.29 其他維生素及其衍生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6 2936.90 其他，包括天然濃縮體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2937   天然或以合成方法再製之荷爾蒙、前列腺素、前列凝素、

白三烯素；及其主要用作荷爾蒙之衍生物及結構式類似

物，包括鏈改質之多胜 荷爾蒙 

 

  －多胜 荷爾蒙、蛋白質荷爾蒙及醣蛋白荷爾蒙，其衍生

物及結構式類似物 

 

 2937.11 生長激素、其衍生物及結構式類似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37.12 胰島素及其鹽類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37.19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類固醇荷爾蒙，其衍生物及結構式類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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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7.21 可體松（皮質酮）、氫化可體松、皮質醇（去氫可體松）

及迪皮質醇（去氫氫化可體松）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37.22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荷爾蒙之鹵化衍生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37.23 雌性激素及黃體素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37.29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37.50 前列腺素、前列凝素、白三烯素，其衍生物及結構式類似

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37.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38   天然或以合成方法再製之 及其鹽類、醚類、酯類及其他

衍生物 

 

 2938.10 芸香 （蘆亭）及其衍生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38.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39   天然或以合成方法再製之植物鹼及其鹽類、醚類、酯類及

其他衍生物 

 

 2939.11 罌粟草膏；丁基原啡因（ＩＮＮ）、可待因、二氫可待因

（ＩＮＮ）、乙基嗎啡、愛托啡因（ＩＮＮ）、海洛因、

二氫可待因酮（ＩＮＮ）、二氫嗎啡酮（ＩＮＮ）、嗎

啡、菸鹼醯嗎啡（ＩＮＮ）、羥基可待因酮（ＩＮＮ）、

羥二氫嗎啡酮（ＩＮＮ）、福可汀（ＩＮＮ）、蒂巴康

（ＩＮＮ）及蒂巴因；及其鹽類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39.19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39.20 金雞納鹼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39.30 咖啡鹼及其鹽類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39.41 麻黃鹼及其鹽類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39.42 假麻黃鹼及其鹽類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39.43 去甲假麻黃鹼（ＩＮＮ）及其鹽類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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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9.44 新麻黃鹼及其鹽類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39.49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39.51 芬乃他林（ＩＮＮ）及其鹽類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39.59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39.61 麥角新鹼及其鹽類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39.62 麥角胺及其鹽類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39.63 麥角酸及其鹽類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39.69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39.91 古柯鹼、愛哥寧、左旋甲基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Ｉ

ＮＮ）、外消旋甲基安非他命；其鹽類、酯類及衍生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39.99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40  2940.00 化學級糖類（蔗糖、乳糖、麥芽糖、葡萄糖及果糖除

外）；糖醚、糖縮醛及糖酯及其鹽類（第２９３７，２９

３８及２９３９節之產品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41   抗生素  

 2941.10 青黴素及具有青黴素酸結構之衍生物；其鹽類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41.20 鏈黴素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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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1.30 四環素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41.40 氯絲菌素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41.50 紅絲菌素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41.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2942 2942.00 其他有機化合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三十章 醫藥品  

3001   已乾燥之醫療用腺體和其他器官，不論是否製成粉末；醫

療用腺體或其他器官或其分泌物之萃取物；肝素及其鹽

類；其他未列名之已調製人類或動物物質，供醫療或預防

疾病之用者 

 

 3001.20 腺體或其他器官或其分泌物之萃取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001.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002   人類血液；已調製動物血液供治療、預防疾病或診斷用；

抗毒血清、其他血液分離部分及免疫產品等，不論是否經

改質或以生物技術方法取得者；疫苗、毒素、微生物培養

物（酵母除外）和類似品 

 

 3002.10 抗毒血清、其他血液分離部分及免疫產品，不論是否經改

質或以生物技術方法取得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002.20 人類醫藥用疫苗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002.30 動物用疫苗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002.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003   醫藥製劑（不包括第３００２、３００５或３００６節所

列者），包含兩種或以上之成分業經混合供治療或預防疾

病之用，不具有劑量或零售包裝式樣者 

 

 3003.10 含青黴素類或具有青黴素酸結構之衍生物，或鏈黴素或其

衍生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003.20 含有其他抗生素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003.31 含有胰島素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003.3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MED1379293 96 

 3003.40 含有生物鹼或其衍生物，但不含內分泌素或第２９３７節

之其他產品或抗生素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003.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004   醫藥製劑（不包括第３００２、３００５或３００６節所

列者），包含經混合或未混合產品供治療或預防疾病用，

具有劑量（包括經皮給藥形態者）或零售包裝式樣者 

 

 3004.10 含青黴素類或具有青黴素酸結構之衍生物，鏈黴素或其衍

生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004.20 含有其他抗生素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004.31 含有胰島素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004.32 含有腎上腺皮質類固醇荷爾蒙，其衍生物或結構式類似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004.3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004.40 含有生物鹼或其衍生物，但不含內分泌素，第２９３７節

之其他產品或抗生素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004.50 含有維他命或第２９３６節產品之其他醫藥製劑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004.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005   填塞料、紗布、繃帶及其類似品（例如敷料、絆創膏、膏

藥），已塗浸藥物或製成零售包裝供內科、外科、牙科或

獸醫用者 

 

 3005.10 粘敷料和其他具有粘層之物品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005.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006   本章註四所指之醫藥用品  

 3006.10 已消毒外科手術用腸線、類似已消毒外科縫合材料（包括

外科手術或牙科用已消毒且具被吸收性之紗線）和已消毒

之外科傷口閉合用組織黏合劑；已消毒昆布及已消毒昆布

塞條；已消毒外科用或牙科用且可吸收性之止血物質；無

論是否具被吸收性之外科或牙科用已消毒黏附阻隔層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006.20 血型分類試藥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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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6.30 Ｘ光檢驗用不透光製劑；專供病人用之診斷用試藥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006.40 牙科用粘固劑及填充物；骨骼再建粘固劑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006.50 急救箱及急救設備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006.60 以荷爾蒙、第２９３７節之其他產品或殺精蟲劑為基料之

化學避孕製劑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006.70 膠狀製品，設計用於人獸醫藥品，供作外科手術或體檢時

身體局部潤滑劑，或供作身體與醫療器械間之偶合劑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006.91 可辨識供人工造口術用之物品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006.92 報廢醫藥品 締約一方之生產或消費使原產地

改變至該目 

    第三十一章 肥料  

3101   不論是否經混合或化學處理之動植物肥料；動植物產品經

混合或化學處理製成之肥料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102   礦物或化學氮肥  

 3102.10 尿素，不論是否為水溶液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102.21 硫酸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102.2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102.30 硝酸銨，不論是否為水溶液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102.40 硝酸銨與碳酸鈣或與其他無機非肥料物質之混合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102.50 硝酸鈉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102.60 硝酸鈣與硝酸銨之複鹽及混合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102.80 尿素與硝酸銨之混合物，存於水或銨溶液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102.90 其他，包括未在上述各項列舉之混合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103   礦物或化學磷肥  

 3103.10 過磷酸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103.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104   礦物或化學鉀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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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4.20 氯化鉀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104.30 硫酸鉀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104.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105   礦物或化學肥料內含有肥料三要素氮、磷、鉀中之兩種或

三種者；其他肥料；本章所載貨品之屬錠劑或類似形狀

者，或其包裝毛重不超過１０公斤者 

 

 3105.10 本章所載貨品屬錠劑或類似形狀或其包裝毛重不超過１０

公斤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3105.20 礦物或化學肥料，含有肥料三要素氮、磷、鉀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105.30 正磷酸氫二銨（磷酸二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105.40 正磷酸二氫銨（磷酸一銨）及與正磷酸氫二銨（磷酸二

銨）之混合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105.51 含有硝酸鹽及磷酸鹽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105.5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105.60 礦物或化學肥料，含有兩種肥料要素磷及鉀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105.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三十二章 鞣革或染色用萃取物；鞣酸及其衍生物；染

料、顏料及其他著色料；漆類及凡立水；油灰及其他灰

泥；墨類 

 

3201   植物性鞣革用萃取物；單寧及其鹽類、醚類、酯類及其他

衍生物 

 

 3201.10 白堅木膏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01.20 荊樹皮膏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01.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02   合成有機鞣料；無機鞣料；鞣料製品，不論是否包括天然

鞣料；鞣前處理用酵素製劑 

 

3202 3202.10 合成有機鞣料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02 3202.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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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3   植物性或動物性著色料（包括染色用萃取物，但動物碳黑

除外），不論是否符合化學上定義；本章註三所述之以植

物性或動物性著色料為基料之調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204   合成有機著色料，不論是否符合化學上定義；本章註三所

述之以合成有機著色料為基料之調製品；各種有機產品用

作螢光增亮劑或發光劑，不論是否符合化學上定義 

 

3204 3204.11 分散性染料及以其為基料之調製品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04 3204.12 酸性染料，不論是否已金屬預處理及以其為基料之調製

品；媒染料及以其為基料之調製品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04 3204.13 鹽基性染料及以其為基料之調製品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04 3204.14 直接染料及以其為基料之調製品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04 3204.15 甕染料（包括就其狀態可如顏料使用者）及以其為基料之

調製品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04 3204.16 反應性染料及以其為基料之調製品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04 3204.17 合成有機顏料及以其為基料之調製品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04 3204.19 其他，包括第３２０４‧１１至第３２０４‧１９目之兩

種或以上之著色料之混合物 

從 其 他 目 改 變 至 此 ， 排 除

320411 目至 320417 目之貨品變

更 

3204 3204.20 用作螢光增亮劑之合成有機產品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04 3204.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05   色澱；以本章註三所述色澱為基料之調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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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6   其他著色料；本章註三所述之調製品，但第３２０３、３

２０４或３２０５節之物品除外；用作發光劑之無機產

品，不論是否符合化學上定義者 

 

3206 3206.11 以乾物質計，含二氧化鈦在８０％或以上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06 3206.1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06 3206.20 以鉻化合物為基料之顏料及調製品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06 3206.41 碗青及以其為基料之調製品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06 3206.42 鋅鋇白（立德粉）及以硫化鋅為基料之其他顏料及調製品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06 3206.4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06 3206.50 用作發光劑之無機產品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07   調製顏料、調製乳光劑及調製色料、琺瑯及釉、釉底料

（泥釉）、光澤液、及類似調製品等之用於陶瓷、搪瓷及

玻璃工業者；玻璃熔塊及其他玻璃成粉、粒或細片狀者 

 

  3207.10 調製顏料、調製乳光劑、調製色料及類似調製品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07.20 琺瑯及釉，釉底料（泥釉）及類似調製品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07.30 光澤液及類似調製品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07.40 玻璃熔塊及其他玻璃成粉、粒或細片狀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08   以合成聚合物或經化學改質之天然聚合物為基料之漆類及

凡立水（包括瓷漆及亮漆），經分散或溶解於非水媒質

者；本章註四所述之溶液 

 

3208 3208.10 以聚酯類為基料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08 3208.20 以丙烯酸或乙烯基聚合物為基料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08 3208.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09   以合成聚合物或經化學改質之天然聚合物為基料之漆類及

凡立水（包括瓷漆及亮漆），經分散或溶解於水性媒質者 

 

3209 3209.10 以丙烯酸或乙烯基聚合物為基料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09 3209.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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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0   其他漆類及凡立水（包括瓷漆、亮漆及膠畫料）；皮革加

工用水性顏料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211   調製催乾劑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212   顏料（包括金屬粉或金屬細片），經分散於非水媒質者，

呈液狀或膏狀，用於製造漆類（包括瓷漆）；燙印箔；零

售包裝之染料及其他著色料 

 

3212 3212.10 燙印箔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12 3212.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13   藝術家、學生或招牌畫畫家用色料、輔助調色料、娛樂性

色料及其類似品，以片狀、管裝、罐裝、瓶裝、盤裝或類

似形狀及包裝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214   玻璃匠用之油灰、接合用之油灰、樹脂黏合劑，填隙料及

其他灰泥；漆匠用之填充物；建築物正面，室內壁垣，地

板及天花板或其他類似品使用之非耐火表面處理調製品 

 

3214 3214.10 玻璃匠用之油灰、接合用之油灰、樹脂黏合劑，填隙料及

其他灰泥；漆匠用之填充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14 3214.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215   油墨，書寫或繪畫用墨水及其他墨類，不論是否經濃縮或

為固體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三十三章 精油及樹脂狀物質；香水、化粧品或盥洗用

品 

 

3301   精油（巳否含萜者均在內），包括浸膏及淨油；樹脂狀物

質；萃取含油樹脂；由油脂、固定油、蠟或類似品中，以

萃香法或滲浸法所得之精油濃縮液；精油脫萜所得之萜副

產品；精油之水餾液及水溶液 

 

3301 3301.12 柑桔屬精油:橙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301 3301.13 柑桔屬精油:檸檬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301 3301.19 柑桔屬精油: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301 3301.24 柑桔屬除外之精油:薄荷（唇形花科）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301 3301.25 柑桔屬除外之精油:其他薄荷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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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1 3301.29 柑桔屬除外之精油: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301 3301.30 樹脂狀物質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301 3301.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302   工業原料用之芳香物質混合物及以一種或以上此類芳香物

質為基料之混合物（包括醇類溶劑在內）；製造飲料用之

以芳香物質為基料之其他調製品 

 

  3302.10 供食品或飲料工業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302.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303   香水及盥洗用香水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304   美容或化粧用品及保養皮膚用品（藥品除外），包括防晒

及防止皮膚黑用品；指甲用化粧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305   髮用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306   口腔或牙科衛生用品，包括假牙固定膏及粉；用以清潔牙

縫之紗線（牙線），具個別零售包裝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307   刮鬍或刮鬍前後用劑、身體除臭劑、洗浴用劑、脫毛劑及

其他未列名之香料製劑、化粧品或盥洗用製劑；室內除臭

劑，不論是否芳香或有消毒性質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三十四章 肥皂，有機界面活性劑，洗滌劑，潤滑劑，

人造蠟，配製蠟，擦光或除垢劑，蠟燭及類似品，塑型用

軟膏，「牙科用蠟」以及石膏為基料之牙科用劑。 

 

3401   肥皂；作肥皂用途之有機界面活性劑產品及調製品，呈

條、塊或壓成其他形狀者，不論是否含有肥皂；供清洗皮

膚用之有機界面活性劑產品及調製品，呈液狀或乳霜狀且

為零售包裝者，不論是否含肥皂；以肥皂或清潔劑浸漬、

塗佈或被覆之紙、填棉、氈呢及不織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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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1.11 肥皂及有機界面活性產品及調製品，呈條、塊或壓成其他

形狀者，及紙、填料、氈呢及不織布，經以肥皂或清潔劑

浸漬、塗佈或被覆者:供盥洗用（包括含藥物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401.19 肥皂及有機界面活性產品及調製品，呈條、塊或壓成其他

形狀者，及紙、填料、氈呢及不織布，經以肥皂或清潔劑

浸漬、塗佈或被覆者: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401.20 其他形狀之肥皂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401.30 供清洗皮膚用之有機界面活性劑產品及調製品，呈液狀或

乳霜狀且為零售包裝者，不論是否含肥皂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402   有機界面活性劑（肥皂除外）；界面活性製劑，洗滌製劑

（包括輔助洗滌製劑）及清潔製劑，不論是否含肥皂，第

３４０１節製品除外 

 

3402 3402.11 有機界面活性劑，不論是否零售包裝:陰離子性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402 3402.12 有機界面活性劑，不論是否零售包裝:陽離子性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402 3402.13 有機界面活性劑，不論是否零售包裝:非離子性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402 3402.19 有機界面活性劑，不論是否零售包裝: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402 3402.20 零售包裝製劑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402 3402.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403   潤滑劑（包括以潤滑製劑為基料之切削油、螺栓或螺帽離

型劑、防銹或防腐蝕及脫模劑），及供紡織品、皮革、毛

皮或其他材料之油脂處理用調製品，但以石油或自地瀝青

所得之油為基本成分且其重量在７０％或以上之調製品除

外 

 

3403 3403.11 含石油或得自地瀝青之油類者︰供紡織品、皮革、毛皮或

其他材料處理用調製品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403 3403.19 含石油或得自地瀝青之油類者︰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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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3 3403.91 其他: 供紡織品、皮革、毛皮或其他材料處理用調製品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403 3403.99 其他: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404   人造蠟及調製蠟  

3404 3404.20 聚（氧化乙烯）（聚乙二醇）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404 3404.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405   靴鞋、家具、地板、車身、玻璃或金屬用之擦光料及膏

劑，去污膏與粉及其他類似品（不論其型態是否為經此類

調製品浸漬、塗佈或被覆之紙、填料、氈呢、不織布、發

泡塑膠或發泡橡膠），第３４０４節之蠟除外 

 

3405 3405.10 靴鞋或皮革用擦光料，膏劑及類似製品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405 3405.20 保養木製家具、地板或其他木製品用擦光料，膏劑及類似

製品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405 3405.30 車身用擦光料及類似製品，金屬擦光料除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405 3405.40 去污膏或粉及其他去污劑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405 3405.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406   蠟燭、小蠟燭及類似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407   塑型用軟膏，包括兒童娛樂用塑型料；“牙科用蠟”或

“牙科塑型料”，成套、零售包裝或成板狀、馬蹄狀、條

狀及類似形狀；其他以石膏（ 石膏或硫酸鈣）為基料配

製之牙科用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三十五章 蛋白狀物質；改質澱粉；膠；酵素  

3501   酪蛋白，酪蛋白酸鹽（酯）及其他酪蛋白衍生物；酪蛋白

膠 

 

3501 3501.10 酪蛋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501 3501.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502   白蛋白（包括兩種或以上之乳清蛋白質之濃縮物，其所含

乳清蛋白質以乾重量計超過八十％者）；白蛋白酸鹽

（酯）及其他白蛋白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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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2 3502.11 卵白蛋白:乾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502 3502.19 卵白蛋白: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502 3502.20 乳白蛋白，包括兩種或以上之乳清蛋白質之濃縮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502 3502.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503   明膠（包括矩形（含正方形）片狀明膠，不論是否經表面

加工或已著色）及明膠衍生物； 魚鰾膠（魚氣囊膠）；

其他動物膠，屬第３５０１節之酪蛋白膠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504   消化蛋白質（蛋白 ）及其衍生物；其他未列名蛋白質及

其衍生物；皮粉，不論是否經鉻浸漬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505   糊精及其他改質澱粉（例如預糊化或酯化澱粉）；以澱

粉、糊精或其他改質澱粉為基料之膠 

 

3505 3505.10 糊精及其他改質澱粉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505 3505.20 膠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506   未列名調製膠及其他調製粘著劑；適於作膠或粘著劑用之

產品，以零售包裝當作膠或粘著劑出售，每件淨重不逾１

公斤者 

 

3506 3506.10 適於作膠用或粘著劑用之產品，以零售包裝當作膠或粘著

劑出售，每件淨重不逾１公斤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506 3506.91 其他:以第３９０１至第３９１３節之聚合物或以橡膠為基

料之粘著劑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506 3506.99 其他: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507   酵素；未列名調製酵素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三十六章 炸藥；煙火品；火柴；引火合金；可燃製品  

3601   發射藥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602   製成炸藥，發射藥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603   安全引信；導爆索；擊發式或引炸式底火；著火器；電雷

管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604   煙火，信號火炬，落雨火箭，濃霧信號及其他煙火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605   火柴，第３６０４節煙火製品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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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6   各種形狀之鈰鐵及其他引火合金；本章註二所述之可燃物

質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三十七章 感光或電影用品  

3701   除紙、紙板或紡織品以外，任何材料製成之平面裝、感光

性、未曝光照相用版及軟片；平面裝、感光性、未曝光之

立即沖印組合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702   除紙、紙板或紡織品以外，任何材料製成之感光性未曝光

照相用膠捲；感光性未曝光之立即沖印膠捲 

 

 3702.10 供Ｘ光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702.31 彩色感光用（多色）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702.52 供彩色感光用之其他膠捲（多色）︰寬度不超過 16厘米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702.96 其他:寬度不超過 35厘米且長度不超過 30米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702.97 其他:寬度不超過 35厘米且長度超過 30米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702.98 其他:寬度超過 35厘米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703   未曝光之感光性照相紙、紙板及紡織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704   已曝光但未顯影之照相版、軟片、紙、紙板及紡織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705   已曝光及已顯影之照相版及軟片，電影軟片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706   已曝光及已顯影之電影軟片，不論是否併合聲帶或僅為聲

帶者均在內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707   供照相用化學製品（凡立水、膠、接著劑及類似品除

外）；供照相用之未經混合產品，已作成劑量或零售包裝

立即可用者 

 

 3707.10 感光乳液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707.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第三十八章 雜項化學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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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1   人造石墨；膠體或半膠體石墨；以石墨或其他碳為基料之

調製品呈膏狀、塊狀、片狀或呈半製品狀者 

 

 3801.10 人造石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01.20 膠體或半膠體石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01.30 供電極用碳膏及供爐壁用類似膏狀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01.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02   活性碳；活性天然礦產品；動物炭烟，包括已耗之動物炭

烟在內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803   松脂油，不論是否已精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804   製造木漿所產生之殘餘鹼水，不論是否已濃縮、去糖份或

經化學處理者均在內，包括磺化木質素，但不包括第３８

０３節之松脂油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805   膠、木餾或硫酸鹽之松節油及以蒸餾或其他方法處理針葉

樹木所產生之其他 烯油類；粗製二戊烯；亞硫酸鹽松節

油及其他粗製對異丙基甲苯；以 烯醇為主要成分之松油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806   松香及樹脂酸，及其衍生物；松香精及松香油；流動膠  

 3806.10 松香及樹脂酸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06.20 松香鹽類、樹脂酸鹽類、松香或樹脂酸衍生物鹽類，松香

加成物鹽類除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06.30 酯化膠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06.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07   木焦；木焦油；木餾油；木油精；植物瀝青；釀酒瀝青及

以松香、樹脂酸或植物瀝青為基料之類似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808   殺蟲劑、殺鼠劑、殺菌劑、除草劑、抑芽劑、植物生長調

節劑、消毒劑及類似產品，已定型或包裝供零售用，或調

製品或成品者（例如經硫磺處理帶、殺蟲燈心及蠟燭、捕

蠅紙） 

 

 3808.50 本章目註１所列特定物質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08.91 其他:殺蟲劑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08.92 其他:殺菌劑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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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8.93 其他:除草劑、抑芽劑及植物生長調節劑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08.94 其他:消毒劑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08.99 其他: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09   未列名之紡織、造紙、製革或類似工業用之整理劑、促進

或固定染料上染之染料載媒劑及其他產品及調製品（例如

上光料處理劑及媒染劑） 

 

  3809.10 以澱粉質為基料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09.91 供紡織或類似工業用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09.92 供造紙或類似工業用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09.93 供製革或類似工業用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10   金屬表面浸洗劑；銲接用銲劑及其他輔助製劑；含有金屬

及其他材料銲接用粉及膏；作為銲條或電銲棒之芯或外層

塗裝製劑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811   礦物油（包括汽油）或與礦物油相同用途之其他液體用之

抗震劑、氧化抑制劑、膠性抑制劑、黏度改良劑、抗腐蝕

劑及其他製成添加劑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812   調製之橡膠促進劑；未列名之橡膠或塑膠用複合可塑劑；

橡膠或塑膠用抗氧化劑及其他複合安定劑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813   滅火器配藥；已裝配藥之滅火彈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814   未列名有機組合溶劑及稀釋劑；漆或凡立水去除製劑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815   未列名反應起始劑、反應促進劑及觸媒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816   耐火水泥、灰泥、混凝土及類似配製品，不包括第３８０

１節所列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817   混合烷基苯及混合烷基 ，不包括第２７０７或２９０２

節所列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818   電子工業用已摻雜之化學元素，呈圓片、晶圓或類似形狀

者；電子工業用已摻雜之化學化合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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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9   液壓煞車油及其他已調製之液壓傳遞液，不含或含石油或

瀝青礦物油以重量計少於７０％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820   抗凍劑及除冰液劑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821   培養或保存微生物（包括病毒及類似物）或植物、人或動

物細胞用之培養基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822   診斷或實驗用有底襯之試劑及診斷或實驗用之配製試劑，

不論是否有底襯，不包括第３００２節或第３００６節所

列者；檢定參照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823   工業用一元脂肪酸類；油脂精製所得之酸性油；工業用脂

肪醇類 

 

3823 3823.11 工業用一元脂肪酸類；油脂精製所得之酸性油:硬脂酸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823 3823.12 工業用一元脂肪酸類；油脂精製所得之酸性油:油酸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823 3823.13 工業用一元脂肪酸類；油脂精製所得之酸性油:松脂油脂肪

酸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23 3823.19 工業用一元脂肪酸類；油脂精製所得之酸性油: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823 3823.70 工業用脂肪醇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824   鑄模或鑄心用之配成粘合劑；化學或相關工業之未列名化

學品及化學製品（包括天然產品混合物） 

 

3824 3824.10 鑄模或鑄心用之配成黏合劑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24 3824.30 未經凝聚之金屬碳化物混合物或其與金屬黏結劑混合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24 3824.40 水泥、灰泥或混凝土用之配成添加劑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24 3824.50 非耐火之灰泥及混凝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24 3824.60 山梨醇，第２９０５‧４４目物品除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24 3824.71 含甲烷、乙烷或丙烷之鹵化衍生物之混合物：含氟氯碳化

合物（ＣＦＣｓ），不論是否含氟氯烴（ＨＣＦＣｓ），

全氟碳化合物（ＰＦＣｓ）或氟碳烴化合物（ＨＦＣｓ）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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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4 3824.72 含甲烷、乙烷或丙烷之鹵化衍生物之混合物：含溴氯二氟

甲烷，溴三氟甲烷或四氟二溴乙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24 3824.73 含甲烷、乙烷或丙烷之鹵化衍生物之混合物：含氟溴烴

（ＨＢＦＣｓ）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24 3824.74 含甲烷、乙烷或丙烷之鹵化衍生物之混合物：含氟氯烴

（ＨＣＦＣｓ），不論是否含全氟碳烴化合物（ＰＦＣ

ｓ）或氟碳烴化合物（ＨＦＣｓ）之混合物，但不含氟氯

碳化合物（ＣＦＣｓ）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24 3824.75 含甲烷、乙烷或丙烷之鹵化衍生物之混合物：含四氯化碳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24 3824.76 含甲烷、乙烷或丙烷之鹵化衍生物之混合物：含１，１，

１－三氯乙烷（甲基氯仿）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24 3824.77 含甲烷、乙烷或丙烷之鹵化衍生物之混合物：含溴甲烷

（溴化甲烷）或溴氯甲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24 3824.78 含甲烷、乙烷或丙烷之鹵化衍生物之混合物：含全氟碳化

物（ＰＦＣｓ）或氟碳烴化合物（ＨＦＣｓ）之混合物，

但不含氟氯碳化合物（ＣＦＣｓ）或氟氯碳氫化合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24 3824.79 含甲烷、乙烷或丙烷之鹵化衍生物之混合物：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24 3824.81 含環氧乙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24.82 含多氯聯苯（ＰＣＢｓ）、氯聯三苯（ＰＣＴｓ）或多溴

聯苯（ＰＢＢｓ）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24.83 含環氧乙烷（乙烯化氧）、多溴聯苯（ＰＢＢｓ）、多氯

聯苯（ＰＣＢｓ）、多氯聯三苯（ＰＣＴｓ）或三（２，

３－二溴丙基）磷酸鹽之混合物及製品：含三（２，３－

二溴丙基）磷酸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3824.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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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5   化學或相關工業未列名殘餘物；都市廢棄物；污水下水道

污泥；本章註６所述之其他廢棄物 

 

 3825.10 都市廢棄物 源自一方生產或消費之本節物品

視為原產於該方 

 3825.20 污水下水道污泥 源自一方生產或消費之本節物品

視為原產於該方 

 3825.30 醫療廢棄物 源自一方生產或消費之本節物品

視為原產於該方 

 3825.41 廢有機溶劑:含鹵化物者 源自一方生產或消費之本節物品

視為原產於該方 

 3825.49 廢有機溶劑:其他 源自一方生產或消費之本節物品

視為原產於該方 

 3825.50 金屬浸洗液、液壓油、剎車油及抗凍液之廢棄物 源自一方生產或消費之本節物品

視為原產於該方 

 3825.61 化學或相關工業之其他廢棄物:主要含有機成分者 源自一方生產或消費之本節物品

視為原產於該方 

 3825.69 化學或相關工業之其他廢棄物:其他 源自一方生產或消費之本節物品

視為原產於該方 

 3825.90 其他 源自一方生產或消費之本節物品

視為原產於該方 

3826 3826.00 生質柴油及其混合物，不含或含石油或提自瀝青礦物之油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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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以重量計低於 70％者 量不少於 40% 

    第三十九章 塑膠及其製品  

3901   乙烯之聚合物，初級狀態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02   丙烯或其他烯烴之聚合物，初級狀態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03   苯乙烯之聚合物，初級狀態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04   氯乙烯或其他鹵化烯烴之聚合物，初級狀態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05   醋酸乙烯或其他乙烯酯之聚合物，初級狀態；其他初級狀

態之乙烯基聚合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06   丙烯酸聚合物，初級狀態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07   聚縮醛，其他聚醚及環氧樹脂，初級狀態；聚碳酸樹脂，

醇酸樹脂，聚丙烯酯及其他聚酯，初級狀態 

 

 3907.10 聚縮醛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07.20 其他聚醚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07.30 環氧樹脂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07.40 聚碳酸樹脂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07.50 醇酸樹脂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07.60 聚對苯二甲酸乙烯酯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07.70 聚乳酸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07.91 其他聚酯:不飽和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07.99 其他聚酯: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08   聚醯胺，初級狀態  

 3908.10 聚醯胺－６， －１１， －１２， －６，６， －

６，９， －６，１０或 －６，１２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08.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09   胺基樹脂、酚樹脂及聚胺基甲酸乙酯，初級狀態  

 3909.10 尿素樹脂；硫 樹脂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09.20 三聚氰胺樹脂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09.30 其他胺基樹脂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09.40 酚樹脂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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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9.50 聚胺基甲酸乙酯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10 3910.00 聚矽氧，初級狀態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11   未列名石油樹脂、薰草酮 樹脂、多 烯、多硫化合物、

聚 及其他符合本章註三之產品，初級狀態 

 

 3911.10 石油樹脂、薰草酮、茚或薰草酮茚樹脂及多萜烯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11.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12   未列名纖維素及其化學衍生物，初級狀態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12.11 醋酸纖維素:未塑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12.12 醋酸纖維素:已塑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12.20 硝化纖維素（包括膠棉）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12.31 纖維素醚:羧甲基纖維素及其鹽類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12.39 纖維素醚: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12.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13   未列名天然聚合物（例如藻酸）及改質天然聚合物（例如

硬化蛋白質，天然橡膠之化學衍生物），初級狀態 

 

 3913.10 藻酸、藻酸鹽類及酯類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13.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14  3914.00 以第３９０１至３９１３節之聚合物為基料之離子交換樹

脂，初級狀態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15   塑膠廢料、剝屑及碎片  

 3915.10 乙烯聚合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15.20 苯乙烯聚合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15.30 氯乙烯聚合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15.90 其他塑膠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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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6   橫切面直徑超過１公厘之塑膠單絲、棒、杖及定型，除表

面外未經其他加工者 

 

3916 3916.10 乙烯聚合物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16 3916.20 氯乙烯聚合物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16 3916.90 其他塑膠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17   塑膠管及附件（例如接頭、肘管、凸緣）  

3917 3917.10 硬化蛋白質或纖維素質製人工腸衣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17 3917.21 硬質管:乙烯聚合物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17 3917.22 硬質管:丙烯聚合物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17 3917.23 硬質管:氯乙烯聚合物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17 3917.29 硬質管:其他塑膠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17 3917.31 其他管子:破裂壓２７‧６ＭＰＡ或以上之可撓性管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17 3917.32 其他管子:其他，未經加強或另與其他物質結合者，未附管

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17 3917.33 其他管子:其他，未經加強或另與其他物質結合者，附管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17 3917.39 其他管子: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17 3917.40 管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18   成捲或磚形之塑膠製地面覆蓋物，不論是否為自粘性；如

本章註九定義之塑膠製牆或天花板覆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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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8 3918.10 氯乙烯聚合物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18 3918.90 其他塑膠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19   塑膠製自粘性板、片、薄膜、箔、帶、條及其他平面形

狀，不論是否成捲者 

 

3919 3919.10 捲狀寬度未超過２０公分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19 3919.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20   其他塑膠板、片、薄膜、箔及扁條，非多孔性及未經以其

他物質加強、積層、支持或與其他物質類似結合者 

 

3920 3920.10 乙烯聚合物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20 3920.20 丙烯聚合物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20 3920.30 苯乙烯聚合物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20 3920.43 氯乙烯聚合物製:含以重量計不低於６％之可塑劑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20 3920.49 氯乙烯聚合物製: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20 3920.51 丙烯酸酯聚合物製:聚甲基丙烯酸甲酯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20 3920.59 丙烯酸酯聚合物製: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20 3920.61 聚碳酸樹脂、醇酸樹脂、聚丙烯酯或其他聚酯製︰聚碳酸

樹脂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20 3920.62 聚碳酸樹脂、醇酸樹脂、聚丙烯酯或其他聚酯製︰聚對苯

二甲酸乙二酯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20 3920.63 聚碳酸樹脂、醇酸樹脂、聚丙烯酯或其他聚酯製︰不飽和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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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酯製 量不少於 40% 

3920 3920.69 聚碳酸樹脂、醇酸樹脂、聚丙烯酯或其他聚酯製︰其他聚

酯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20 3920.71 纖維素或其化學衍生物製︰再生纖維素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20 3920.73 纖維素或其化學衍生物製︰醋酸纖維素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20 3920.79 纖維素或其化學衍生物製︰其他纖維素衍生物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20 3920.91 其他塑膠製:聚乙烯縮丁醛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20 3920.92 其他塑膠製:聚醯胺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20 3920.93 其他塑膠製:胺基樹脂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20 3920.94 其他塑膠製:酚樹脂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20 3920.99 其他塑膠製:其他塑膠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21   其他塑膠板、片、薄膜、箔及扁條  

3921 3921.11 多孔性:苯乙烯聚合物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21 3921.12 多孔性:氯乙烯聚合物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21 3921.13 多孔性:聚胺基甲酸乙酯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21 3921.14 多孔性:再生纖維素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21 3921.19 多孔性:其他塑膠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3921 3921.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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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少於 40% 

3922   塑膠製浴缸、淋浴缸、洗滌槽、洗盆、馬桶墊及蓋，抽水

馬桶之水箱及類似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23   塑膠製供輸送或包裝貨物之製品；塑膠製瓶塞、蓋子及其

他栓塞體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24   塑膠製餐桌用餐具、廚房用具，其他家庭用製品及衛生保

健或盥洗用具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25   未列名塑膠製之建築用器具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26   其他塑膠製品及第３９０１至３９１４節之材料製成品  

 3926.10 辦公室或學校用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26.20 衣服及服飾附屬品（包括手套、併指手套、露指手套）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26.30 家具、車輛或類似品之配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26.40 小塑像及其他裝飾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3926.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四十章 橡膠及其製品  

4001   初級狀態或呈板、片、條狀之天然橡膠、巴拉塔橡膠、古

塔波橡膠、怪有力橡膠、奇克力橡膠及類似天然橡膠 

 

4001 4001.10 天然橡膠乳膠，不論是否預硫化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4001 4001.21 其他狀態之天然橡膠:燻烟片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4001 4001.22 其他狀態之天然橡膠:工業特殊規定天然橡膠（ＴＳＮＲ）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4001 4001.29 其他狀態之天然橡膠: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4001 4001.30 巴拉塔橡膠、古塔波橡膠、怪有力橡膠、奇克力橡膠及類

似天然膠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4002   初級狀態或成板、片、條之合成橡膠及從油類獲得之硫化

油膏；第４００１節之任何產品與本節之任何產品之混合

膠，呈初級狀態或板、片、條狀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MED1379293 118 

4003   初級狀態或呈板、片或條狀之再生橡膠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004   橡膠之廢料、剝屑及碎片（硬質橡膠除外）及由其產生之

粉及粒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005   初級狀態或呈板、片、條狀之未硫化配合橡膠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006   其他形狀（如桿、管、及定型）之未硫化橡膠及未硫化橡

膠製品（如圓板及環）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007   硫化橡膠絲及索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008   硫化橡膠板、片、條、桿及定型，硬質橡膠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009   已否附有配件（如接頭管、肘管、凸緣）之硫化橡膠管，

硬質橡膠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010   硫化橡膠製輸送或傳動帶或輪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011   新橡膠氣胎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012   翻修或已使用之橡膠氣胎；實心或半實心橡膠輪胎，輪胎

面及輪胎襯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013   橡膠內胎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014   已否帶有硬質橡膠零件之硫化橡膠製衛生及醫藥用品（包

括奶嘴），硬質橡膠者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015   穿著用之硫化橡膠製品（包括手套、併指手套、露指手

套）硬質橡膠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016   其他硫化橡膠製品，硬質橡膠者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017   任何形狀之硬質橡膠（例如硬橡膠），包括廢料及碎片；

硬質橡膠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四十一章 生皮（毛皮除外）及皮革  

4101   牛（包括水牛）及馬類動物之皮（生鮮、鹽漬、乾、灰

漬、酸漬或以其他方法保存，但未鞣製、羊皮紙法製、或

進一步處理者），不論是否去毛或剖層 

 

 4101.20 整張生皮，未剖層，簡單乾燥者每張不超過 8 公斤，鹽乾

者每張不超過 10 公斤，生鮮、鹽濕或以其他方法保存者每

張不超過 16公斤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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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1.50 整張超過１６公斤之皮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101.90 其他，包括整張背皮、半張背皮、腹部皮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102   綿羊或小綿羊生皮（生鮮、鹽漬、乾、灰漬、酸漬或以其

他方法保存，但未鞣製、羊皮紙法製或進一步處理者），

不論是否帶毛或剖層，本章註一（丙）不包括者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103   其他生皮（生鮮、鹽漬、乾、灰漬、酸漬或以其他方法保

存，但未鞣製、羊皮紙法製或進一步處理者），不論是否

去毛或剖層，本章註－（乙）或（丙）不包括者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104   不帶毛之牛（包括水牛）、馬類動物鞣製皮革或胚皮革，

不論是否剖層，但未進一步處理者 

 

  4104.11 濕皮革(包括濕藍皮革):全粒面，未剖層皮革；粒面剖層皮

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104.19 濕皮革(包括濕藍皮革):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104.41 乾皮革(胚皮革):全粒面，未剖層皮革；粒面剖層皮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4104.49 乾皮革(胚皮革):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4105   不帶毛之綿羊或小綿羊鞣製皮革或胚皮革，不論是否剖

層，但未進一步處理者 

 

  4105.10 濕皮革（包括濕藍皮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105.30 乾皮革（胚皮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4106   不帶毛其他動物鞣製皮革或胚皮革，不論是否剖層，但未

進一步處理者 

 

  4106.21 山羊或小山羊皮革:濕皮革（包括濕藍皮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106.22 山羊或小山羊皮革:乾皮革（胚皮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4106.31 豬皮革:濕皮革（包括濕藍皮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106.32 豬皮革:乾皮革（胚皮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4106.40 爬蟲動物皮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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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少於 40% 

  4106.91 其他:濕皮革（包括濕藍皮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106.92 其他:乾皮革（胚皮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4107   不帶毛之牛（包括水牛）、馬類動物鞣製皮革或胚皮革

（包括以羊皮紙法製作皮革），已進一步處理者，不論是

否剖層，第４１１４節所列者除外 

 

 4107.11 整張皮革:全粒面，未剖層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107.12 整張皮革:粒面剖層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107.19 整張皮革: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107.91 其他，包括邊皮革:全粒面，未剖層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107.92 其他，包括邊皮革:粒面剖層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107.99 其他，包括邊皮革: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112  4112.00 不帶毛之綿羊或小綿羊鞣製皮革或胚皮革（包括以羊皮紙

法製作皮革），已進一步處理者，不論是否剖層，第４１

１４節所列者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113   不帶毛之其他動物鞣製皮革或胚皮革（包括以羊皮紙法製

作皮革），已進一步處理者，不論是否剖層，第４１１４

節所列者除外 

 

 4113.10 山羊皮革及小山羊皮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113.20 豬皮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113.30 爬蟲動物皮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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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3.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114   油鞣皮革（包括混製油鞣皮革）；漆皮及貼合漆皮；敷金

屬皮革 

 

 4114.10 油鞣皮革（包括混製油鞣皮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114.20 漆皮及貼合漆皮；敷金屬皮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115     

 4115.10 以皮革或皮革纖維為主要成分之組合皮革，成塊、張或

條，不論是否成捲者；皮革或組合皮之削片及其他廢料，

不適於製造皮製品者；皮末、皮粉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115.20 以皮革或皮革纖維為主要成分之組合皮革，成塊、張或

條，不論是否成捲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四十二章 皮革製品；鞍具及輓具；旅行用物品、手提

袋及類似容器；動物腸線（蠶腸線除外）製品 

 

4201  4201.00 任何材料製成之牲畜用鞍具及輓具（包括拖索、牽帶、護

膝套、鼻籠、鞍褥、鞍囊、狗衣及類似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202   衣箱、手提箱、化妝箱、公事箱、公事包、書包、眼鏡

盒、望遠鏡盒、照相機盒、樂器盒、槍械盒、槍套及類似

容器；旅行袋、食物或飲料用之保溫袋、化妝袋、背包、

手提袋、購物袋、錢夾、錢袋、地圖盒、菸盒、菸絲袋、

工具袋、運動用具袋、瓶類盒、首飾盒、粉盒、刀具盒及

類似容器，以皮革、組合皮、塑膠布、紡織材料、硬化纖

維或紙板製成者，或其全部或主要部分以此類材料或紙類

包覆者 

 

 4202.11 外層為皮革或組合皮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4202.12 外層為塑膠或紡織材料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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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2.1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4202.21 外層為皮革或組合皮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4202.22 外層為塑膠布或紡織材料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4202.31 外層為皮革或組合皮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4202.91 外層為皮革或組合皮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4202.92 外層為塑膠布或紡織材料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4202.9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4203   皮革或組合皮製成之衣著物及服飾附屬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205   其他皮革或組合皮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206   腸製品（蠶腸線除外）、牛大腸膜製品、膀胱製品、腱製

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四十三章 毛皮與人造毛皮及其製品  

4301   生毛皮（包括頭、尾、足掌及其他皮片或切片，適於毛皮

商使用者），第４１０１、４１０２或４１０３節之生皮

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302   鞣製或硝製毛皮（包括頭、尾、足掌及其他皮片或切

片），未拼組或拼組者（未加入其他材料），第４３０３

節貨品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303   毛皮製衣著物、衣著附屬品及其他物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304   人造毛皮及其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四十四章 木及木製品；木炭  

4401   薪材，呈圓木段、木塊、木枝、木束或類似形狀；木片或

粒片；鋸屑、廢材（料）及殘屑材，不論是否壓縮成棍、

塊、球或類似形狀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402   木炭（包括果殼與果核炭），不論是否壓縮而成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403   原木，不論是否去皮、去邊材或粗鋸角材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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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4   箍木；木劈柱；木椿、欄柵及木柱削尖，但未經縱面鋸開

者；木棒經簡單整修尚未車圓、彎曲或另行加工，適於製

造手杖、傘柄、工具把手及類似品；削（切）木片及類似

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405   木絲、木粉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406   鐵道或電車道枕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407   木材，經縱鋸或縱削、平切或旋切，不論是否經刨平、砂

磨或端接，其厚度超過６公厘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408   供飾面用（包括由平切積層材取得者）、合板用或類似積

層材及其他木材用單板，經縱鋸、平切或旋切，不論是否

經刨平、砂磨、併接或端接，其厚度不超過６公厘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409   木材（包括用於拼花地板但未裝配之木條及飾條），沿著

任何材邊、端或材面作連續型鉋或類似加工，（已製舌

榫、槽榫、嵌槽口、去角、製Ｖ型接口、製連珠、成型、

製圓邊或類似加工），不論是否經刨平、砂磨或端接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410   以木材或其他木質纖維製成之粒片板、定向粒片板(ＯＳ

Ｂ)及類似板（例如方薄片型粒片板），不論是否用樹脂或

其他有機膠合劑膠合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411   以木材或其他木質纖維製成之纖維板，不論是否用樹脂或

其他有機膠合劑膠合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412   合板、單板貼面板及類似積層材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4413   塊狀、板狀、條狀或成型之增密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414   木框，供畫像、相片、鏡子或類似品之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415   裝貨用之木箱、木盒、條板箱、木桶及類似木製包裝容

器；繞纜用木軸；木製墊板 箱型墊板及其他承壓木板；

木製墊板圍框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416   各種木製箍桶、琵琶桶、大桶、盆、其他木桶及其零件，

包括桶板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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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7   木製工具、工具之身及柄、掃帚或刷子之身及柄；木製靴

楦、鞋楦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418   建造用細木製品及木作成品，包括鑲空格子木板、已組成

之地板、木瓦及屋頂板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419   桌上用木器皿及木廚具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420   細工鑲嵌木及鑲嵌木；木質珠寶箱、切割器具箱或類似

品；木雕刻品或其他木質裝飾品；未列入第九十四章之木

製家具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421   其他木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四十五章 軟木及軟木製品  

4501   天然軟木，未加工或簡單加工者；廢軟木；打碎、成粒狀

或磨碎之軟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502   天然軟木，去皮或粗製成方形者，或呈長方形（包括正方

形）之塊狀、板狀、片狀或扁條狀者（包括已切邊加工供

作瓶塞材料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503   天然軟木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504   凝聚軟木（含膠合劑或未含膠合劑）及凝聚軟木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四十六章 草及其他編結材料之編結品；編籃及柳條編

結品 

 

4601   編條及以編結材料編成之類似產品，不論已否編成長條

者；以編結材料（編條及類似編結產品）平行編結或編織

成張者，不論是否為完成品（如墊、蓆、簾幕等）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602   編籃、柳條製品及其他編結品，以編結材料直接編製成形

者，或以第４６０１節所屬貨品製成者；絲瓜絡製成之物

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四十七章 木漿或其他纖維素材料之紙漿；回收（廢料

及碎屑）紙或紙板 

 

4701   機械木漿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702   溶解級化學木漿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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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3   蘇打或硫酸鹽化學木漿，溶解級除外  

4703 4703.11 未漂白:針葉樹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703 4703.19 未漂白:非針葉樹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703 4703.21 半漂白或已漂白:針葉樹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4703 4703.29 半漂白或已漂白:非針葉樹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4704   亞硫酸鹽化學木漿，溶解級除外  

4704 4704.11 未漂白:針葉樹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704 4704.19 未漂白:非針葉樹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704 4704.21 半漂白或已漂白:針葉樹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4704 4704.29 半漂白或已漂白:非針葉樹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4705   結合機械法及化學製漿法所得之木漿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706   得自回收（廢料及碎屑）紙或紙板之纖維紙漿或其他纖維

素材料之纖維紙漿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707   回收（廢料及碎屑）紙或紙板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四十八章 紙及紙板；紙漿、紙或紙板之製品  

4801   捲筒或平版之印報紙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802   任何尺寸捲筒或長方形（包括正方形）平版之未塗佈紙與

紙板，用於書寫、印刷或其他製圖用，未打孔之打孔卡片

紙和打孔紙帶（第四八○一或四八○三節者除外）；手工

製紙及紙板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803   衛生紙或面紙之原紙、紙巾或紙餐巾之原紙及類似之供家

用及衛生用紙之原紙、纖維素胎及纖維素紙，不論是否皺

摺、壓紋、打孔、表面著色、表面裝飾或印刷處理，捲筒

或平版者均在內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804   捲筒或平版之未塗佈牛皮紙及紙板（第４８０２或４８０

３節者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805   捲筒或平版之其他未塗佈紙及紙板，其加工或處理程度不

超過本章註三所述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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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6   捲筒或平版之植物纖維羊皮紙、防油紙、描圖紙及格拉新

紙及其他打光透明紙或半透明紙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807   捲筒或平版，表面未經塗佈或浸漬之組合紙及紙板（以膠

黏合數層平坦之紙或紙板而成者），不論其內部是否加強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808   捲筒或平版紙及紙板，波浪狀（有或無以平坦面紙膠合者

均在內）、皺紋狀、壓紋或打孔者，第４８０３節所述者

除外 

 

 4808.10 瓦楞紙及紙板，不論是否打孔均在內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808.40 縐紋牛皮紙，不論是否壓紋或打孔均在內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808.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809   碳粉複寫紙、自行複寫紙及其他複寫或轉印紙（包括經塗

佈或浸漬之複印蠟紙或套版印刷版紙），不論是否印刷均

內，捲筒或平版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810   任何尺寸捲筒或長方形（包括正方形）平版之紙及紙板，

其一面或雙面用高嶺土（白土）或其他無機物塗佈，不論

是否有黏結劑均在內，惟未有其他塗佈，且不論是否經表

面著色、表面裝飾、或表面印刷。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811   任何尺寸之捲筒或長方形（包括正方形）平版之紙、紙

板、纖維素胎及纖維素紙，經塗佈、浸漬、覆面、表面著

色、表面裝飾或印刷者，第４８０３、４８０９、４８１

０節者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812   紙漿製濾塊、濾板及濾片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813   捲菸紙，不論是否切成一定尺寸，亦不論其是否為小冊或

管狀均在內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814   壁紙及類似糊牆紙；窗用透明紙  

 4814.20 壁紙及類似糊牆紙，其正面塗佈或覆蓋以塑膠，該塑膠層

具有印刷紋理，浮凸壓紋、表面著色、印就圖案或其他裝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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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 

 4814.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816   碳粉複寫紙、自行複寫紙及其他複寫或轉印紙（第４８０

９節除外），複印蠟紙及套版印刷版紙，不論是否盒裝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惟從 4809 節

者除外 

4817   紙或紙板製之信封、郵簡、明信片及通信用卡片；紙或紙

板製之裝有各式紙類文具之盒、袋、夾及摘記夾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818   家用或衛生用之衛生紙及類似用紙、纖維素胎或纖維素

紙，成捲筒狀，其寬度不超過 36 公分者，或依尺寸或形狀

裁切者；紙漿、紙、纖維素胎或纖維素紙所製之紙手帕、

面紙、紙巾、桌巾、餐巾、床單及供家庭、衛生或醫院用

之類似製品、衣著及服飾附屬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惟從 4803 節

者除外 

4819   紙、紙板、纖維素胎或纖維素紙所製之箱、盒、匣、袋及

其他包裝容器；辦公室及商店等用之紙或紙板製之文卷

盒、信盤及其類似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820   紙或紙板製之登記簿、記帳簿、筆記簿、訂貨簿、收據

簿、信紙本、記事簿、日記及類似簿冊、練習簿、吸墨紙

簿、活頁或其他裝訂冊、紙夾、文卷套、各種事務用表

格、夾有空白紙葉之複寫套紙及其他文具；紙或紙板製之

樣本或其他收集簿及書籍封套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821   紙或紙板製之各種標籤，不論是否印刷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822   紙漿、紙或紙板製之線軸、線管及其類似品（不論是否打

孔或硬化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823   其他切成一定尺寸或形狀之紙、紙板、纖維素胎及纖維素

紙；其他以紙漿、紙、紙板、纖維素胎或纖維素紙所製之

物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四十九章 書籍，新聞報紙，圖書及其他印刷工業產

品；手寫稿、打字稿及設計圖樣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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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1   書籍、小冊、傳單及類似印刷品，不論是否單頁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902   報紙、雜誌及期刊，不論是否附有圖解或含有廣告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903   兒童圖畫書、繪畫簿或著色簿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904   樂譜原稿或印本，不論是否裝訂成冊或有無說明者均在內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905   印刷之地圖及水道圖或各種類似圖，包括地圖集、懸掛地

圖、地形圖及球儀圖等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906   供建築、工程、工業、商業、地形學上的或類似目的之設

計及圖表之手繪原稿；手抄稿；上述文件之感光紙影印本

及副本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907   發行國之現行或新發行有或將有面值而未經使用之郵票、

印花稅票或類似票品；印有該項票樣之紙張；支票；鈔

票；證券、股票或債券及其他賦有權益之票券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908   轉印紙（轉印圖畫紙）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909   印刷或附有圖畫之明信片；載有個人問候語句、消息或通

知之印刷卡片，不論有無圖畫、封套或鑲邊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910   各種印刷曆，包括檯曆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4911   其他印刷品，包括印成之圖畫及照片等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五十章 絲  

5001   適於繅絲之蠶繭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002   生絲（未加撚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003   廢絲（包括不適於繅絲之蠶繭，廢絲紗及經拉鬆處理之回

收絲）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004   絲紗（廢絲紡成者除外），非供零售用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005   廢絲紡成之紗，非供零售用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006   絲紗及廢絲紡成之紗，供零售用者；蠶膠絲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惟從 5004 或

5005節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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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7   絲或廢絲織成之梭織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五十一章 羊毛，動物粗細毛；馬毛紗及其梭織物  

5101   未初梳或未精梳羊毛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102   未初梳或未精梳之動物粗細毛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103   廢羊毛或動物廢粗細毛，包括廢毛紗（但經拉鬆處理之回

收毛纖維除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104   經拉鬆處理之回收羊毛或動物粗細毛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105   初梳或精梳之羊毛及動物粗細毛（包括精梳羊毛之碎片）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106   非供零售用初梳羊毛紗（紡毛紗）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107   非供零售用精梳羊毛紗（梳毛紗）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108   非供零售用初梳或精梳動物細毛紗（紡毛紗或梳毛紗）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109   供零售用羊毛或動物細毛紡製之毛紗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惟從 5106

至 5108節者除外 

5110   不論是否供零售用之動物粗毛或馬毛紡製之毛紗（包括馬

毛紡製之螺旋花紗）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111   羊毛或動物細毛紡毛梭織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112   羊毛或動物細毛梳毛梭織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113   動物粗毛或馬毛製之梭織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五十二章 棉花  

5201   未初梳或未精梳之棉花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202   廢棉（包括廢棉紗和經拉鬆處理之回收棉纖維）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203   初梳或精梳之棉花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204   供零售用或非供零售用之棉縫紉線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205   非供零售用棉紗（棉縫紉線除外），含棉重量在８５％及

以上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206   非供零售用棉紗（棉縫紉線除外），含棉重量未達８５％

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207   供零售用棉紗（縫紉線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惟從 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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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5206節者除外 

5208   棉梭織物，含棉重量在８５％及以上，而每平方公尺重量

不超過２００公克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209   棉梭織物，含棉重量在８５％及以上而每平方公尺重量超

過２００公克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210   主要或單獨與人造纖維混製之棉梭織物，含棉重量在８５

％以下，每平方公尺重量不超過２００公克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211   主要或單獨與人造纖維混製之棉梭織物，含棉重量在８５

％以下，每平方公尺重量超過２００公克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212   其他棉梭織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五十三章 其他植物紡織纖維；紙紗及紙紗梭織物  

5301   生亞麻或已加工但未紡製之亞麻；亞麻束及廢料（包括廢

紗及經拉鬆處理之回收纖維）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302   生或已加工但未紡製之大麻；大麻束及廢料（包括廢紗及

經拉鬆處理之回收纖維）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303   生或已加工但未紡製之黃麻及其他紡織用 皮纖維（亞

麻、大麻及苧麻除外）；此類纖維束及廢料（包括廢紗及

經拉鬆處理之回收纖維）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305   生或已加工但未紡製之椰殼纖維、麻蕉纖維（馬尼拉麻或

麻蕉纖維）、苧麻纖維及未列名之其他供紡織用植物纖

維；此類纖維束、絨及廢料（包括廢紗及經拉鬆處理之回

收纖維）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306   亞麻紗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307   第５３０３節之黃麻或其他紡織用 皮纖維之紗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308   其他紡織用植物纖維紗；紙紗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308.10 椰殼纖維紗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308.20 大麻紗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308.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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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9   亞麻梭織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310   第５３０３節之黃麻或其他供紡織用 皮纖維之梭織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311   其他植物纖維梭織物；紙紗之梭織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五十四章 人造纖維絲；人造紡織材料之扁條及類似品  

5401   人造纖維絲製之縫紉線，不論是否供零售用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402   合成纖維絲紗（縫紉線除外），包括支數未達６７分德士

（６０‧３丹尼）之合成纖維單絲，非供零售用者 

 

 5402.11 芳香族聚醯胺製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402.1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402.20 高強力聚酯紗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加工紗︰  

 5402.31 尼龍或其他聚醯胺製，每單股紗支數不超過５０德士（即

４５０丹尼）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縱未改變

稅則但紗在一方進行編織及後續

產製完成工作 

 5402.32 尼龍或其他聚醯胺製，每單股紗支數超過５０德士（即４

５０丹尼）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縱未改變

稅則但紗在一方進行編織及後續

產製完成工作 

 5402.33 聚酯製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縱未改變

稅則但紗在一方進行編織及後續

產製完成工作 

 5402.34 聚丙烯製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縱未改變

稅則但紗在一方進行編織及後續

產製完成工作 

 5402.3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縱未改變

稅則但紗在一方進行編織及後續

產製完成工作 

  －其他未加撚或撚度每公尺不超過５０撚之單股紗︰  



MED1379293 132 

 5402.44 彈性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402.45 其他，尼龍或其他聚醯胺製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402.46 其他，聚酯製，半延伸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402.47 其他，聚酯製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402.48 其他，聚丙烯製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402.4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402.51 尼龍或其他聚醯胺製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402.52 聚酯製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402.5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402.61 尼龍或其他聚醯胺製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縱未改變

稅則但紗在一方進行撚、索及所

有後續產製完成工作 

 5402.62 聚酯製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縱未改變

稅則但紗在一方進行撚、索及所

有後續產製完成工作 

 5402.6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縱未改變

稅則但紗在一方進行撚、索及所

有後續產製完成工作 

5403   再生纖維絲紗（縫紉線除外），包括支數未達６７分德士

（即６０‧３丹尼）之再生纖維單絲，非供零售用者 

 

 5403.10 高強力黏液嫘縈絲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403.31 黏液嫘縈製，未加撚或撚度每公尺不超過１２０撚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縱未改變

稅則但紗在一方進行編織及後續

產製完成工作 

 5403.32 黏液嫘縈製，撚度每公尺超過１２０撚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縱未改變

稅則但紗在一方進行編織及後續

產製完成工作 

 5403.33 醋酸纖維製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縱未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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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則但紗在一方進行編織及後續

產製完成工作 

 5403.3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縱未改變

稅則但紗在一方進行編織及後續

產製完成工作 

 5403.41 黏液嫘縈製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縱未改變

稅則但紗在一方進行編織及後續

產製完成工作 

 5403.42 醋酸纖維製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縱未改變

稅則但紗在一方進行編織及後續

產製完成工作 

 5403.4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縱未改變

稅則但紗在一方進行編織及後續

產製完成工作 

5404   合成纖維單絲，支數６７分德士（即６０‧３丹尼）及以

上，其橫斷面不超過１公釐者；合成紡織材料製扁條及類

似品（例如人造草），其寬度不超過５公釐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405   再生纖維單絲，支數在６７分德士（即６０‧３丹尼）及

以上，其橫斷面不超過１公釐者；再生紡織材料製扁條及

類似品（例如人造草），其寬度不超過５公釐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406   人造纖維絲紗（縫紉線除外），供零售用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5407   合成纖維絲紗梭織物，包括以第５４０４節材料製成之梭

織物 

 

5407 5407.10 高強力尼龍或其他聚醯胺或聚酯紗製之梭織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縱未改變

稅則但纖維在一方進行漂白、染

或印且所有後續完成產製工作，

或區域產值含量不少於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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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7 5407.20 扁條或類似物之梭織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407 5407.30 第十一類註九之織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407 5407.41 其他梭織物，含尼龍或其他聚醯胺絲重量在８５％及以上

者︰未漂白或漂白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5407 5407.42 其他梭織物，含尼龍或其他聚醯胺絲重量在８５％及以上

者︰染色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縱未改變

稅則但纖維在一方進行漂白、染

或印且所有後續完成產製工作，

或區域產值含量不少於 40% 

5407 5407.43 其他梭織物，含尼龍或其他聚醯胺絲重量在８５％及以上

者︰異色紗織成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5407 5407.44 其他梭織物，含尼龍或其他聚醯胺絲重量在８５％及以上

者︰印花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縱未改變

稅則但纖維在一方進行漂白、染

或印且所有後續完成產製工作，

或區域產值含量不少於 40% 

5407 5407.51 其他梭織物，含聚酯加工絲重量在８５％及以上者︰未漂

白或漂白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5407 5407.52 其他梭織物，含聚酯加工絲重量在８５％及以上者︰染色

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縱未改變

稅則但纖維在一方進行漂白、染

或印且所有後續完成產製工作，

或區域產值含量不少於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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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7 5407.53 其他梭織物，含聚酯加工絲重量在８５％及以上者︰異色

紗織成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5407 5407.54 其他梭織物，含聚酯加工絲重量在８５％及以上者︰印花

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縱未改變

稅則但纖維在一方進行漂白、染

或印且所有後續完成產製工作，

或區域產值含量不少於 40% 

5407 5407.61 其他梭織物，含聚酯絲重量在８５％及以上者︰含非聚酯

加工絲重量在８５％及以上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縱未改變

稅則但纖維在一方進行漂白、染

或印且所有後續完成產製工作，

或區域產值含量不少於 40% 

5407 5407.69 其他梭織物，含聚酯絲重量在８５％及以上者︰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407 5407.71 其他梭織物，含合成纖維絲重量在８５％及以上者︰未漂

白或漂白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5407 5407.72 其他梭織物，含合成纖維絲重量在８５％及以上者︰染色

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縱未改變

稅則但纖維在一方進行漂白、染

或印且所有後續完成產製工作，

或區域產值含量不少於 40% 

5407 5407.73 其他梭織物，含合成纖維絲重量在８５％及以上者︰異色

紗織成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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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7 5407.74 其他梭織物，含合成纖維絲重量在８５％及以上者︰印花

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縱未改變

稅則但纖維在一方進行漂白、染

或印且所有後續完成產製工作，

或區域產值含量不少於 40% 

5407 5407.81 主要或單獨與棉花混製成之其他梭織物，含合成纖維絲重

量未達８５％者︰未漂白或漂白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5407 5407.82 主要或單獨與棉花混製成之其他梭織物，含合成纖維絲重

量未達８５％者︰染色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縱未改變

稅則但纖維在一方進行漂白、染

或印且所有後續完成產製工作，

或區域產值含量不少於 40% 

5407 5407.83 主要或單獨與棉花混製成之其他梭織物，含合成纖維絲重

量未達８５％者︰異色紗織成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5407 5407.84 主要或單獨與棉花混製成之其他梭織物，含合成纖維絲重

量未達８５％者︰印花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5407 5407.91 其他梭織物︰未漂白或漂白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5407 5407.92 其他梭織物︰染色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5407 5407.93 其他梭織物︰異色紗織成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5407 5407.94 其他梭織物︰印花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5408   再生纖維絲紗梭織物，包括以第５４０５節材料製成之梭

織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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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五章 人造纖維棉  

5501   合成纖維絲束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502   再生纖維絲束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503   未初梳、未精梳或未另行處理以供紡製用之合成纖維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504   未初梳、未精梳或未另行處理以供紡製用之再生纖維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505   人造纖維廢料（包括下腳、廢料及經拉鬆處理之回收纖

維）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506   已初梳、已精梳或已另行處理以供紡製用之合成纖維棉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507   已初梳、已精梳或已另行處理以供紡製用之再生纖維棉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508   不論是否供零售用之人造纖維棉製之縫紉線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509   非供零售用之合成纖維棉紗（縫紉線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510   非供零售用之再生纖維棉紗（縫紉線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511   供零售用之人造纖維棉紗（縫紉線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惟從 5509

或 5510節者除外 

5512   含合成纖維棉重量在８５％及以上之梭織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5513   合成纖維棉梭織物，含合成纖維重量未達８５％，主要或

單獨與棉花混製，每平方公尺重量不超過１７０公克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5514   合成纖維棉梭織物，含合成纖維重量未達８５％，主要或

單獨與棉花混製，每平方公尺重量超過１７０公克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5515   其他合成纖維棉梭織物  

5515 5515.11 聚酯纖維棉製︰主要或單獨與黏液嫘縈纖維棉混製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5515 5515.12 聚酯纖維棉製︰主要或單獨與人造纖維絲混製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5515 5515.13 聚酯纖維棉製︰主要或單獨與羊毛或動物細毛混製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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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5 5515.19 聚酯纖維棉製︰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5515 5515.21 聚丙烯腈或改質聚丙烯腈纖維棉製︰主要或單獨與人造纖

維絲混製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5515 5515.22 聚丙烯腈或改質聚丙烯腈纖維棉製︰主要或單獨與羊毛或

動物細毛混製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515 5515.29 聚丙烯腈或改質聚丙烯腈纖維棉製︰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5515 5515.91 其他梭織物:主要或單獨與人造纖維絲混製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5515 5515.99 其他梭織物: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5516   再生纖維棉梭織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第五十六章 填充用材料、氈呢、不織布；特種紗；撚

線、繩、索、纜及其製品 

 

5601   紡織材料填充料及其製品；長度不超過５公釐之紡織纖維 

紡織纖維屑及小絨球 

 

  -紡織材料填充料及其製品：  

 5601.21 棉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601.22 人造纖維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601.29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601.30 紡織纖維屑及小絨球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602   氈呢，不論是否經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603   不織布，不論是否經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604   以紡織物被覆處理之橡膠線及繩；紡織紗及第５４０４或

５４０５節之扁條及類似物，經橡膠或塑膠浸漬、塗佈、

被覆或套覆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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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5   攙金屬之紗，不論是否經纏繞而成，即紡織之紗或第５４

０４或５４０５節之扁條或類似物，經與線形、扁條形或

粉末形金屬併合，或以金屬被覆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606   螺旋花紗及第５４０４或５４０５節之扁條及類似物纏繞

於紗芯之上者（不包括第５６０５節之貨品及馬毛螺旋花

紗）；毛絨花紗（包括纖團毛絨花紗）；圈環花紗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607   撚線、繩、索及纜，不論是否經編辮或經橡膠或塑膠浸

漬、塗佈、被覆或套覆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608   撚線、繩或索製之結織網；紡織材料製之漁網及其他網類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609   未列名之以紗，或第５４０４，５４０５節扁條或類似

品，或以撚線、繩、索或纜製成之物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五十七章 地毯及其他紡織材料覆地物  

5701   結織地毯及其他紡織材料覆地物，不論完成與否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702   梭織地毯及其他紡織材料覆地物，非刺織或植毛者，不論

完成與否，包括「凱利姆」、「沙馬克司」、「卡拉麥

尼」及類似之手織小地毯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703   刺織地毯及其他覆地物，不論完成與否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5704   氈呢地毯及其他覆地物，非刺織或植毛者，不論完成與否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惟從 5602

節者除外 

5705   其他地毯及覆地物，不論完成與否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五十八章 特殊梭織物；簇絨織物；花邊織物；掛毯；

裝飾織物；刺繡織物 

 

5801   圈絨梭織物及毛絨花紗梭織物，第５８０２或５８０６節

之織物除外 

 

 5801.10 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棉製︰  

 5801.21 未切緯線圈絨梭織物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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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少於 40% 

 5801.22 已切燈芯絨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5801.23 其他緯線圈絨梭織物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5801.26 毛絨花紗梭織物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5801.27 經線圈絨梭織物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人造纖維製︰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5801.31 未切緯線圈絨梭織物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5801.32 已切燈芯絨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5801.33 其他緯線圈絨梭織物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5801.36 毛絨花紗梭織物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5801.37 經線圈絨梭織物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5801.90 其他紡織材料製成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5802   毛巾梭織物及其類似織物，但第５８０６節之窄幅織物除

外；簇絨織物，但第５７０３節之產品除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5803   紗羅，第５８０６節之窄幅織物除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804   薄紗及其他網狀織物，不包括梭織、針織或 針之織品；

花邊，成幅、成條或成小塊者，第６００２節至６００６

節之織物除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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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5   手織掛毯，屬於「歌培林」、「弗蘭達」、「奧步生」、

「步弗埃」型及類似品，及針織掛毯（如小針織及交

織），不論是否完成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806   窄幅梭織物，但第５８０７節之貨品除外；以經紗而無緯

紗，由膠 黏合成之窄條織物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807   紡織材料製之標籤、徽章及類似品，包括成幅、成條或剪

裁成一定形狀或尺寸者（刺繡者除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808   整條之編織帶；無繡花之整條飾帶，針織或 針織品除

外；飾繐、毛球及類似品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809   未列名金屬線或第５６０５節攙金屬之紗之梭織物，供服

飾用、作為室內裝飾用紡織品或類似用途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810   刺繡物，成幅、成條或成小塊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5811   以一層或一層以上之紡織材料與襯墊經縫合或其他方法組

合而成之成幅褥墊紡織產品，第５８１０節之刺繡物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五十九章 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紡織物；工業用

紡織物 

 

5901   塗膠或上澱粉物質之紡織物，用作書面及類似品者；製圖

用透寫布；已製成之油畫布；作帽底用之粗麻布及類似硬

化紡織物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902   尼龍或其他聚醯胺、聚酯或黏液嫘縈高強力紗製之輪胎簾

布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903   用塑膠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紡織物，但第５９０２

節所列者除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904   厚漆布，不論是否裁剪成形；以經塗佈或被覆之紡織品為

底之覆地物，不論是否裁剪成形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905   紡織壁布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906   用橡膠處理之紡織物，但第５９０２節所列者除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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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7   以其他方法浸漬、塗佈或被覆之紡織物；劇場用油畫佈

景、攝影場用繪畫背景及類似品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908   紡織、編結或針織成之燈芯、爐芯、打火機引火芯及燭芯

等；發白熱之煤氣罩及管狀針織煤氣罩用布，不論已否浸

漬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909   紡織材料製之蛇管及類似管，不論有無其他材料製之襯

裏、保護物或其他配備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910   紡織材料製之傳動或輸送帶或輪帶，不論是否以塑膠浸

漬、塗佈、被覆或黏合製成，或以金屬或其他材料補強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5911   本章註七所指工業用之紡織產品或製品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第六十章 針織品或鉤針織品  

6001   針織或鈎針織圈絨織物，包括「長絨」織物及毛巾織物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002   針織品或鈎針織品，寬度不超過３０公分，且含彈性紗或

橡膠線重量在５％及以上者，第６００１節除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003   針織品或鈎針織品，寬度不超過３０公分者，第６００１

或６００２節除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004   針織品或鈎針織品，寬度超過３０公分，且含彈性紗或橡

膠線重量在５％及以上者，第６００１節除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005   經編織物（包括在裝飾織物機上作成者）第６００１至６

００４節除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006   其他針織或鈎針織品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第六十一章 針織或鉤針織之衣著及服飾附屬品  

6101   男用或男童用大衣、駕車外套、披肩、斗蓬、附有頭巾之

禦寒外套（包括滑雪夾克）、風衣、擋風夾克及類似品，

針織或 針織者，但第６１０３節所列者除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102   女用或女童用大衣、駕車外套、披肩、斗蓬、附有頭巾之

禦寒外套（包括滑雪夾克）、風衣、擋風夾克及類似品，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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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織或 針織，第６１０４節所列者除外 

6103   男用或男童用整套西裝、搭配式套裝、夾克、西裝式外

套、長褲、連兜背帶式工作褲、膝褲及短褲（泳衣除

外），針織或鉤針織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104   女用或女童用整套西裝、搭配式套裝、夾克、西裝式外

套、洋裝、裙、褲裙、長褲、連兜背帶式工作褲、膝褲及

短褲（泳衣除外），針織或鉤針織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105   男用或男童用襯衫，針織或 針織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106   女用或女童用上衣、襯衫及短衫，針織或 針織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107   男用或男童用內褲、三角褲、睡衣、睡衣褲、浴袍、晨衣

及類似品，針織或 針織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108   女用或女童用套裙、襯裙、三角褲、短內褲、睡袍、睡衣

褲、便服、浴袍、晨衣及類似物品，針織或 針織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109   Ｔ恤衫、汗衫及其他背心，針織或 針織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110   套頭衫、無領開襟上衣、外穿式背心及類似品，針織或鈎

針織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111   嬰兒服裝及服飾附屬品，針織或鈎針織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112   競賽裝、滑雪服及泳衣，針織或 針織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113   第５９０３、５９０６或５９０７節針織或鈎針織物所製

成之衣服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114   其他衣服，針織或鈎針織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115   褲襪、緊身衣、長襪、短襪及其他襪，包括分等級之壓力

襪（例如：靜脈瘤用長襪）及無實用鞋底之鞋襪，針織或

鉤針織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116   手套、併指手套及露指手套，針織或鈎針織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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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7   其他製成之服飾附屬品，針織或鈎針織者；衣服或服飾附

屬品之零件，針織或鈎針織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倘若該物品於

一方或雙方領土內裁剪或針織成

形並組合 

    第六十二章 非針織及非鉤針織之衣著及服飾附屬品  

6201   男用或男童用大衣、駕車外套、披肩、斗蓬、附有頭巾之

禦寒外套（包括滑雪夾克）、風衣、擋風夾克及類似品，

第６２０３節所列者 除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202   女用或女童用大衣、駕車外套、披肩、斗蓬、附有頭巾之

禦寒外套（包括滑雪夾克）、風衣、擋風夾克及類似品，

第６２０４節所列者除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203   男用或男童用整套西裝、搭配式套裝、夾克、西裝式外

套、長褲、連兜背帶式工作褲、膝褲及短褲（泳衣除

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204   女用或女童用整套西裝、搭配式套裝、夾克、西裝式外

套、洋裝、裙、褲裙、長褲、連兜背帶式工作褲、膝褲及

短褲（泳衣除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205  男用及男童用襯衫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206   女用或女童用上衣、襯衫及短衫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207   男用或男童用汗衫及其他背心、內褲、三角褲、睡衣、睡

衣褲、浴袍、晨衣及類似品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208   女用或女童用汗衫及其他背心、套裙、襯裙、三角褲、短

內褲、睡袍、睡衣褲、便服、浴袍、晨衣及類似品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209   嬰兒衣著及服飾附屬品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210   第５６０２、５６０３、５９０３、５９０６或５９０７

節織物所製之衣服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211   競賽裝、滑雪服及泳衣；其他衣服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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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   胸罩、束腰、緊身褡、吊褲帶、吊帶、吊襪及類似品及其

零件，不論是否針織或 針織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213   手帕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214   披巾、圍巾、領巾、頭紗、面紗及類似品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215   領帶、領結及領飾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216   手套、併指手套及露指手套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217   其他製成之服飾附屬品；衣服或服飾附屬品之零件，第６

２１２節所列者除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第六十三章 其他製成紡織品；組合品；舊衣著及舊紡織

品；破布 

 

6301   毯及旅行用毯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倘若從纖維開

始，該纖維已染色或未染色，或

區域產值含量不少於 40% 

6302   床上、餐桌、盥洗及廚房用織物製品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倘若從纖維開

始，該纖維已染色或未染色，或

區域產值含量不少於 40% 

6303   窗簾（包括窗帘）及室內窗帘；窗簾及床用短帷幔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倘若從纖維開

始，該纖維已染色或未染色，或

區域產值含量不少於 40% 

6304   第９４０４節所列物品除外之其他室內擺設品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倘若從纖維開

始，該纖維已染色或未染色，或

區域產值含量不少於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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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5   包裝用袋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倘若從纖維開

始，該纖維已染色或未染色，或

區域產值含量不少於 40% 

6306   油帆布、遮陽帳幕及遮陽簾；帳篷；船帆、帆船用帆；露

營用品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倘若從纖維開

始，該纖維已染色或未染色，或

區域產值含量不少於 40% 

6307   其他製成品，包括服裝模型樣品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倘若從纖維開

始，該纖維已染色或未染色，或

區域產值含量不少於 40% 

6308   梭織物與紗線之組合品，不論是否有附屬品，供製地毯、

掛毯、刺繡桌巾或餐巾或類似之紡織品，零售用包裝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309   舊衣著及其他舊物品 源自一方生產或消費之本節物品

視為原產於該方 

6310   新舊破布、廢繩索及不堪使用之繩索製品，紡織材料製者 源自一方生產或消費之本節物品

視為原產於該方 

    第六十四章 鞋靴、綁腿及類似品；此類物品之零件  

6401   外底及鞋面以橡膠或塑膠製之防水鞋靴，其鞋面不是用

縫、鉚、釘、旋、塞或類似方法固定或裝配在鞋底上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402   外底及鞋面以橡膠或塑膠製之其他鞋靴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403   鞋靴，外底以橡膠、塑膠、皮或組合皮製，而鞋面以皮製

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404   鞋靴，外底以橡膠、塑膠、皮或組合皮製，而鞋面以紡織

材料製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405   其他鞋靴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406   鞋靴零件（包括鞋面不論是否附有鞋底者，但附有外底者

除外）；可調換之襯底、鞋跟墊子及類似品；綁腿、護腿

及類似品及其零件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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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五章 帽類及其零件  

6501   未定形且未做邊之氈呢製帽坯、帽胎及斗罩；製帽用氈筒

片（包括已開縫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502   未定形且未做邊、襯裏、裝飾，由任何材料編結或扁條組

成之帽坯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6504   由任何材料編結或扁條組成之帽類，不論有無襯裏或裝飾

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505   針織或 針織或以整幅（不包括呈扁條狀者）花邊、氈呢

或其他紡織物製之帽類，不論有無襯裏或裝飾者；任何材

料製之髮網，不論有無襯裏或裝飾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506   其他帽類，不論有無襯裏或裝飾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507   帽帶、帽襯料、帽套、帽底坯、帽架、帽簷及帽頸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六十六章 雨傘、陽傘、手杖、座凳式手杖、鞭、馬鞭

及其零件 

 

6601   雨傘及陽傘（包括手杖形雨傘、庭園用傘及類似傘）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602   手杖、座凳式手杖、鞭、馬鞭及類似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603   第６６０１及６６０２節物品之零件，裝飾品及附件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第六十七章 已整理之羽毛、羽絨及其製品，人造花，人

髮製品 

 

6701   鳥皮及其他部分帶有羽毛或羽絨者、羽毛、羽毛之部分、

羽絨及其製品（第０５０５節之貨品之已加工之羽管、羽

軸製品不在內）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702   人造花、人造枝葉及人造果實及其部分品；人造花、人造

枝葉或人造果實之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703   已加工整理人髮；羊毛或其他動物毛或其他紡織材料，經

加工供製假髮等之用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704   以人髮、動物毛或紡織材料製成之假髮、假鬚、假眉毛及

假睫毛、假髮束及類似品；未列名之人髮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MED1379293 148 

    第六十八章 石料、膠泥、水泥、石棉、雲母或類似材料

之製品 

 

6801   長方砌石、緣石、扁平石之屬於天然石者（板岩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802   第６８０１節貨品以外之已加工供製碑或建築用石及其製

品（板岩除外）；已否襯底之馬賽克石塊及類似品；含人

工著色之天然石（包括板岩）製小顆石、細碎石及石粉

（包括板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803   已加工板岩及板岩製品或凝集板岩之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804   尚未裝於構造體上之磨石、研磨輪（砂輪）及類似品，供

研磨、磨利、拋光、正形或割切用者；手用磨利或拋光石

及其零件之以天然石料、或凝集之天然或人造研磨材料或

陶瓷製成者，不論其是否裝有他種材料所製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805   以紡織材料、紙、紙板或其他材料為基材之天然或人造研

磨料，不論是否剪裁或縫合或另經製作者均在內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806   熔渣絨、岩石絨及類似礦物絨；頁狀蛭石、膨脹黏土、泡

沫熔渣及類似膨脹黏土、泡沫熔渣及類似膨脹礦物材料；

具有隔熱、隔音或吸音作用之礦物混合物或製品，但第６

８１１或６８１２節或第六十九章所列物品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807   瀝青或類似材料之製品（例如︰石油瀝青或煤焦油瀝青之

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808   植物纖維、草或木刨片、木碎屑、木粒、鋸末或其他廢木

與水泥、石膏或其他膠合性礦物凝結而製成之嵌板、板、

瓦、磚及類似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809   石膏製品或以石膏為基本成分之混合材料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810   水泥、混凝土或人造石料之製品，不論是否加強者均在內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811   石棉水泥、纖維水泥製品及類似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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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2   經製作之石棉纖維；以石棉為主要成分或以石棉及碳酸鎂

為主要成分之混合物；以此混合物或石棉製成之物品（例

如線、織布、衣服、帽類、靴鞋、密合墊），不論是否加

強者均在內，但不包括第６８１１或６８１３節所列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813   摩擦材料及其製品（例如︰片、捲、扁條、段、盤、墊

圈、墊片），未裝配，供製造煞車、離合器等，並以石

棉、其他礦物或纖維素為主要成分者，不論其是否包括紡

織材料或其他材料結合而成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814   加工雲母及雲母製品，包括凝結或重組雲母，不論是否以

紙、紙板或其他材料為支撐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815   未列名石製品及其他礦物製品（包括碳纖維、碳纖維製品

及泥煤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六十九章 陶瓷產品  

6901   磚、塊、瓦及其他陶瓷製品，以矽化石粉製者（例如矽藻

土）或類似矽土製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902   耐火磚、塊、瓦及其他類似之耐火陶瓷建材製品，但矽化

石粉製品或類似矽土製者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903   其他耐火陶瓷製品（例如︰甑、坩堝、隔焰爐、噴嘴、栓

塞、支架、灰皿、管子、護套及桿），但矽化石粉製品或

類似矽土製者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904   陶瓷製之建築用磚，舖地用磚，支撐或填充用之瓦及類似

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905   屋頂瓦、煙囪罩、通風帽、煙囪襯裡、建築物上之裝飾及

其他建築用陶瓷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906   陶瓷瓦管、導管、排水管及管配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907   無釉之陶瓷舖面磚、貼面磚，包括爐面磚及牆面磚；無釉

之陶瓷馬賽克立方體及類似品，不論有無褙裡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908   有釉之陶瓷舖面磚、貼面磚，包括爐面磚及牆面磚；有釉

之陶瓷馬賽克立方體及類似品，不論有無褙裡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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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9   實驗室、化學或其他工業用陶瓷製品；陶瓷槽、桶及類似

之農業用容器；陶瓷罐、缸及類似品，供搬運或包裝貨物

用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910   陶瓷洩水槽、臉盆、臉盆座、浴缸、洗滌盆、抽水馬桶、

沖洗槽、便器及類似衛生裝置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911   瓷製餐具、廚具、其他家庭器皿及盥洗室用具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912   瓷器除外，餐具、廚具、其他家庭器皿及盥洗室用具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913   陶瓷塑像及其他裝飾陶瓷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6914   其他陶瓷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七十章 玻璃及玻璃器  

7001   碎玻璃及玻璃塊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7002   玻璃球（第７０１８節之微球體除外），棒或管，未加工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7003   鑄製及軋製成片或成形玻璃，不論有無吸收、反射或不反

射層，但未經其他方式加工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7004   拉製或吹製之片狀玻璃，不論有無吸收、反射或不反射

層，但未經其他方式加工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7005   浮式平板玻璃及磨光平板玻璃，不論有無吸收、反射或不

反射層，且未經其他方式加工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7006   第７００３、７００４或７００５節之玻璃，經彎曲、邊

緣處理、鏤刻、鑽孔、上釉或其他加工，但未鑲框或裝配

其他材料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7007   安全玻璃，包括強化或膠合玻璃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7008   複層之絕緣玻璃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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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9   玻璃鏡，已否鑲框者均在內，包括後視鏡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7010   玻璃製大瓶、細頸瓶、壺、小藥瓶、安瓿及其他容器，供

運輸或包裝貨物用者；保藏用玻璃大瓶；玻璃製塞或蓋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7011   開口中空玻璃（包括泡及管）及玻璃零件，無配件，供製

電燈泡，陰極射線管或類似品用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7013   玻璃器，供餐桌、廚房、盥洗室、辦事室、室內裝飾或類

似用途者（不包括第７０１０或７０１８節所列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7014   未經光學加工之信號用玻璃器及光學玻璃元件（不包括第

７０１５節所列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7015   鐘錶玻璃及類似之玻璃，作非校正或校正眼鏡用之玻璃，

呈弧形，彎形，空心及類似形，但未經光學加工者；空心

球形玻璃及其切片，供製造上述玻璃用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7016   舖地用磚、片、磚、塊、瓦及其他壓製或模造之玻璃製

品，不論有無鑲金屬線，供建築或工程用者；玻璃立方體

及其他玻璃小製品，不論有無鑲背，供作馬賽克磚及類似

裝飾用途者；花飾鉛條窗玻璃及其類似品；多孔或泡沫玻

璃之成片、磚、塊、板具等形狀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7017   實驗室、衛生或醫療用之玻璃器，已否刻度或校正者均在

內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7018   玻璃珠、仿珍珠、仿寶石、仿半寶石及類似之玻璃小製

品，及其製成品，但仿首飾除外；玻璃假眼，用於人體者

除外；燈工方法製作之玻璃塑像及其他玻璃裝飾品，仿首

飾除外；玻璃顆粒，其直徑不超過 1毫米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7019   玻璃纖維（包括玻璃絨）及其製品（例如︰玻璃紗、纖維

織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7020   其他玻璃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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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一章 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次寶石、貴金屬、

被覆貴金屬之金屬及其製品；仿首飾；鑄幣 

 

7101   天然珍珠或養珠，不論已否加工或分級，但尚未成串或鑲

嵌者；天然珍珠或養珠暫穿成串以利攜帶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102   金剛石（鑽石），不論已否加工，但尚未鑲嵌者  

  7102.10 未分選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7102.21 工業用:未加工或僅經鋸、劈或磨邊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7102.29 工業用: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7102.31 非工業用:未加工或僅經鋸、劈或磨邊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7102.39 非工業用: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7103   寶石（不包括鑽石）及次寶石，不論已否加工或分級，但

尚未成串或鑲嵌者；未分級之寶石（不包括鑽石）及次寶

石暫穿成串以利攜帶者 

 

  7103.10 未加工或僅經鋸開或略經整形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7103.91 其他加工者:紅藍寶石，及祖母綠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7103.99 其他加工者: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7104   合成或再製寶石或次寶石，不論已否加工或分級，但尚未

成串或鑲嵌者；尚未分級之合成或再製寶石或次寶石，暫

穿成串以利攜帶者 

 

  7104.10 壓電水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104.20 其他未加工或僅經鋸開或略經整形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104.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7105   天然或合成寶石或次寶石之粉末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106   銀（包括鍍金或鍍鉑之銀），未鍛造者，半製品或粉狀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7107   被覆銀之卑金屬，且僅屬半製品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7108   黃金（包括鍍鉑者），未鍛造者，半製品或粉狀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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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9   被覆金之卑金屬或銀，且僅屬半製品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7110   鉑族金屬，未鍛造者，半製品或粉狀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7111   被覆鉑族之卑金屬，銀或金，且僅屬半製品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7112   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廢料及碎屑；含貴金屬或貴金

屬化合物之其他廢料及碎屑，其主要用途為貴金屬之回收

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113   首飾及其配件，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製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114   金銀製品及其配件，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製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115   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製之其他物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116   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半寶石（天然、合成或再製）之

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117   仿首飾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118   鑄幣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七十二章 鋼鐵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201   塊狀或其他初級形狀之生鐵及鏡鐵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202   合金鐵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203   塊狀、顆粒狀或類似形狀由鐵礦砂直接還原所得之鐵產品

及其他海棉鐵產品；塊狀、顆粒狀或類似形狀之鐵，純度

以重量計不低於９９‧９４％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204   鐵屬廢料及碎屑；重熔用廢鋼鐵鑄錠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205   粒狀及粉狀之生鐵、鏡鐵、鋼鐵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206   鐵及非合金鋼成錠或其他初級形狀（不包括第７２０３節

之鐵）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207   鐵或非合金鋼之半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208   熱軋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６００公厘及以上，

未經被覆、鍍面、塗面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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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9   冷軋（冷延）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６００公厘

及以上，未被覆、鍍面、塗面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7210   經護面、鍍面或塗面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６０

０公厘及以上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7211   未經被覆、鍍面或塗面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小

於６００公厘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惟從 7208

及 7209節者除外 

7212   經被覆、鍍面或塗面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小於

６００公厘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惟從 7210

節者除外 

7213   熱軋之鐵或非合金鋼條及桿，繞成不規則捲盤狀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214   其他鐵或非合金鋼條及桿，經鍛造、熱軋、熱抽或擠製後

未進一步加工者，但包括熱軋後再旋扭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惟從 7213

節者除外 

7215   其他鐵或非合金鋼條及桿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惟從 7213

及 7214節者除外 

7216   鐵或非合金鋼製角、形及型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217   鐵或非合金鋼製線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218   不銹鋼鑄錠或其他初級形狀；不銹鋼半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219   不銹鋼扁軋製品，寬度６００公厘及以上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220   不銹鋼扁軋製品，寬度小於６００公厘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惟從 7219

節者除外 

7221   熱軋之不銹鋼條及桿，繞成不規則捲盤狀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222   其他不銹鋼條及桿，不銹鋼製角、形及型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223   不銹鋼線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224   鑄錠或其他初級形狀之其他合金鋼；其他合金鋼半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225   其他合金鋼之扁軋製品，寬度６００公厘及以上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226   其他合金鋼之扁軋製品，寬度小於６００公厘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惟從 7225

節者除外 

7227   熱軋之其他合金鋼製條及桿，繞成不規則捲盤狀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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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8   其他合金鋼製之其他條及桿；其他合金鋼製之角、形及

型；合金鋼或非合金鋼製之空心鑽條及桿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惟從 7227

節者除外 

7229   其他合金鋼製之線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七十三章 鋼鐵製品  

7301   不論已否鑽孔、衝孔或以元件組成之鋼板樁；經焊接之鋼

鐵角、形及型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302   鐵道及電車道建軌鋼鐵材料：軌、護軌、齒軌、道岔尖

軌、轍叉、尖軌拉桿及其他叉道段件、枕鐵、軌枕、魚尾

板、軌座、軌座楔、底板、軌夾、座板、繫桿及其他連接

或固定鐵軌之專用材料。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303   鑄鐵製管及空心型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304   鋼鐵製（鑄鐵除外）無縫管及空心型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305   其他鋼鐵管（如︰焊接、鉚接或類似接合者），具圓橫斷

面，其外徑超過４０６‧４公釐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306   鋼鐵製之其他管及空心型（如︰開縫或焊接、鉚接或類似

接合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307   鋼鐵製管子配件（如︰接頭、肘管、套筒）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308   鋼鐵結構物（第９４０６節組合式建築物除外）及其零件

（如︰橋及橋體段、水閘、塔、格狀桅桿、屋頂、屋頂

架、門窗及其框架及門檻、百葉窗、欄杆、柱）；鋼鐵製

板、桿、角形、型、管及類似品，已製作備結構物用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309   貯藏任何材料（壓縮或液化氣體除外）用之鋼鐵製貯器、

容槽、大桶及類似容器，其容量超過３００公升，不論是

否經襯裏或隔熱，但無機械或熱力設備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310   貯藏任何材料（壓縮或液化氣體除外）用之鋼鐵製容槽、

箱、圓桶、罐、盒及類似容器，其容量不超過３００公

升，不論是否經襯裏或隔熱，但無機械及熱力設備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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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1   供貯存壓縮或液化氣體用之鋼鐵製容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312   鋼鐵製絞股線、索、纜、編帶、吊索及類似品，非電氣絕

緣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313   有刺鋼鐵線；鋼鐵製圍籬用之有刺或無刺之旋絞箍或扁平

單線及鬆絞之雙線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314   鋼鐵線製布（包括環狀帶）、柵格、網及籬網；鋼鐵製拉

孔片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315   鋼鐵鏈及其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316   鋼鐵製錨、四爪錨及其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317   鋼鐵製釘、平頭釘、圖釘、波紋釘、肘釘（第８３０５節

者除外）及類似製品，不論有無其他材料製之釘頭者均在

內，但不包括銅質釘頭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318   

梢、開口梢、墊圈（包括彈簧墊圈）及類似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319   

類似品；未列名鋼鐵製安全別針及其他別針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319.40 安全別針及其他別針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319.90  其他 其他 

7320   鋼鐵製彈簧及彈簧片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321   鋼鐵製暖爐、灶、爐格、烹飪鍋（包括附有中央暖氣用之

輔助汽鍋者）、烤肉爐、火盆、氣圈、加熱板及類似非電

力家用器具及其零件 

 

7321 7321.11 鋼鐵製烹飪器具及加熱板:氣體燃料或氣體與其他燃料兩用

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7321 7321.12 鋼鐵製烹飪器具及加熱板:液體燃料用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7321 7321.19 鋼鐵製烹飪器具及加熱板:其他，包括固體燃料用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7321 7321.81 其他器具:氣體燃料或氣體與其他燃料兩用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7321 7321.82 其他器具:液體燃料用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7321 7321.89 其他器具:包括固體燃料用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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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1 7321.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322   鋼鐵製非電熱之中央暖氣散熱器及其零件；鋼鐵製非電熱

之空氣加熱器及熱空氣分佈器（包括可分佈新鮮空氣或調

節空氣者），附有馬達風扇或吹風機者及其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323   鋼鐵製餐桌、廚房或其他家用物品及其零件；鋼鐵絲絨；

鋼鐵製洗鍋物及洗濯或擦亮片、手套及類似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324   鋼鐵製衛生設備及其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325   其他鋼鐵鑄造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326   其他鋼鐵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七十四章 銅及其製品  

7401   鑌（冰）銅；泥銅（沈澱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402   未精煉銅；供電解法精煉用之陽極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403   精煉銅及銅合金，未經塑性加工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404   銅廢料及碎屑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405   銅母合金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406   銅粉及鱗片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407   銅條、桿及型材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408   銅線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409   銅板、片及扁條，其厚度超過０‧１５公厘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410   銅箔（不論是否印花或以紙、紙板、塑膠或類似襯料襯墊

者），其厚度（不包括襯物）不超過０‧１５公厘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411   銅管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412   銅管配件（例如︰接頭、肘管、套管）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413   銅製絞股線、纜、編帶及類似品，非電氣絕緣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415   銅製或附有銅質釘頭之鋼鐵製釘、平頭釘、圖釘、肘釘

（第８３０５節者除外）及類似製品；銅製螺釘、螺栓、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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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及類似品 

7418   銅製餐桌、廚房或其他家用品及其零件；銅製洗鍋物及洗

濯擦亮片、手套及類似品；銅製衛生設備及其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418.10 餐桌、廚房或其他家用物品及其零件；洗鍋物及洗濯或擦

亮片、手套及類似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418.20 衛生設備及其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419   其他銅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七十五章 鎳及其製品  

7501   鑌鎳、氧化鎳燒結物及冶煉鎳時所得之其他中間產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502   未經塑性加工鎳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503   鎳廢料及碎屑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504   鎳粉及鱗片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505   鎳條、桿、型材及線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506   鎳板、片、扁條及箔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507   鎳管及管配件（例如︰接頭、肘管、套管）  

7507 7507.11 鎳，非合金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質

含量不少於 40% 

7507 7507.12 鎳合金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質

含量不少於 40% 

7507 7507.20 管配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質

含量不少於 40% 

7508   其他鎳製品  

7508 7508.10 鎳線製布 柵格及網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質

含量不少於 40% 

7508 7508.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質

含量不少於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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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六章 鋁及其製品 第七十六章 鋁及其製品 

7601   未經塑性加工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602   鋁廢料及碎屑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603   鋁粉及鱗片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604   鋁條、桿及型材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605   鋁線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606   鋁板、片及扁條，厚度超過０‧２公厘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607   鋁箔（不論是否印花或以紙、紙板、塑膠或類似襯料襯墊

者），其厚度（不包括襯物）不超過０‧２公厘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608   鋁管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609   鋁製管配件（如︰接頭、肘管、套管）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610   鋁製結構物（第９４０６節之組合式建築物除外）及其零

件（例如︰橋及橋體段、塔、格狀桅桿、屋頂、屋頂架、

門、窗、及其框架及門檻、欄杆、柱）；鋁板、桿、型

材、管及類似品，已製作備結構物用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611   鋁製貯器、容槽、桶及類似容器供貯存任何材料（不包括

壓縮或液化氣），其容量超過３００公升，不論是否經襯

裏或隔熱，但無機械或熱力設備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612   鋁製箱、桶、罐、盒、及類似容器（包括堅固或可壓扁之

管狀容器），供盛裝任何材料（不包括壓縮或液化氣）用

者，其容量不超過３００公升，不論是否經襯裏或隔熱，

但無機械或熱力設備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613   供貯存壓縮或液化氣體用之鋁製容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614   鋁製絞股線、纜、編帶及類似品，非電絕緣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615   鋁製餐桌用品、廚房用品或其他家用品及其零件；鋁製洗

鍋物及洗濯或擦亮片、手套及類似品；鋁製衛生設備及其

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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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15.10 餐桌、廚房或其他家用物品及其零件；洗鍋物及洗濯或擦

亮片、手套及類似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615.20 衛生設備及其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616   其他鋁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七十八章 鉛及其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801   未經塑性加工鉛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802   鉛廢料及碎屑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804   鉛板、片、扁條及箔；鉛粉及鱗片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806   其他鉛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七十九章 鋅及其製品  

7901   未經塑性加工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902   鋅廢料及碎屑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903   鋅末、粉及鱗片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904   鋅條、桿、型材及線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905   鋅板、片、扁條及箔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7907   其他鋅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八十章 錫及其製品  

8001   未經塑性加工錫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002   錫廢料及碎屑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003   錫條、桿、型材及線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007   其他錫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八十一章 其他卑金屬；瓷金；及其製品  

8101   鎢及其製品，包括廢料及碎屑  

8101 8101.10 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8101 8101.94 其他:未經塑性加工之鎢，包括僅經燒結而成之條及桿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8101 8101.96 其他:線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01 8101.97 其他:廢料及碎屑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01 8101.99 其他: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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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2   鉬及其製品，包括廢料及碎屑  

8102 8102.10 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8102 8102.94 其他:未經塑性加工之鉬，包括僅經燒結而成之條及桿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8102 8102.95 其他:條及桿，不包括僅經燒結而成者，型材、板、片、扁

條及箔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02 8102.96 其他:線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02 8102.97 其他:廢料及碎屑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02 8102.99 其他: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03   鉭及其製品，包括廢料及碎屑  

8103 8103.20 未經塑性加工之鉭，包括僅經燒結而成之條及桿；粉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03 8103.30 廢料及碎屑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03 8103.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04   鎂及其製品，包括廢料及碎屑  

8104 8104.11 鎂，未經塑性加工者:以重量計至少含有９９‧８％之鎂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8104 8104.19 鎂，未經塑性加工者: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8104 8104.20 廢料及碎屑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04 8104.30 銼片、車屑及粒，依大小分級者；粉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04 8104.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05   鑌鈷及其他煉鈷之中間產品；鈷及其製品，包括廢料及碎

屑 

 

8105 8105.20 鑌鈷及其他煉鈷之中間產品；未經塑性加工之鈷；粉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05 8105.30 廢料及碎屑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05 8105.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06   鉍及其製品，包括廢料及碎屑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107   鎘及其製品，包括廢料及碎屑  

8107 8107.20 未經塑性加工之鎘；粉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07 8107.30 廢料及碎屑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07 8107.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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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8   鈦及其製品，包括廢料及碎屑  

8108 8108.20 未經塑性加工之鈦；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8108 8108.30 廢料及碎屑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08 8108.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09   鋯及其製品，包括廢料及碎屑  

8109 8109.20 未經塑性加工之鋯；粉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09 8109.30 廢料及碎屑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09 8109.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10   銻及其製品，包括廢料及碎屑  

8110 8110.10 未經塑性加工之銻；粉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10 8110.20 廢料及碎屑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10 8110.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11   錳及其製品，包括廢料及碎屑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8112   鈹、鉻、鍺、釩、鎵、鉿、銦、鈮（鈳）、錸、鉈及其製

品，包括廢料及碎屑 

 

8112 8112.12 鈹:未經塑性加工者；粉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8112 8112.13 鈹:廢料及碎屑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12 8112.19 鈹: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12 8112.21 鉻:未經塑性加工者；粉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12 8112.22 鉻:廢料及碎屑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12 8112.29 鉻: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12 8112.51 鉈:未經塑性加工者；粉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12 8112.52 鉈:廢料及碎屑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12 8112.59 鉈: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12 8112.92 其他:未經塑性加工者; 廢料及碎屑；粉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12 8112.99 其他: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113   瓷金及其製品，包括廢料及碎屑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第八十二章 卑金屬製工具、器具、利器、匙、叉及其零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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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   

類似砍伐工具；各種修樹剪刀及修枝剪；大鐮刀、鐮刀、

秣刀、樹籬剪、伐木用尖劈及其他農業、園藝、林業用手

工具 

 

 8201.10 鍬及鏟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8201.30 鶴嘴鋤、鎬、鋤及耙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8201.40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8201.50 修樹剪刀及類似單手修枝剪及剪切刀（包括家禽剪）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8201.60 樹籬剪、雙手修枝剪及類似雙手剪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8201.90 其他農業、園藝或林業用手工具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8202   手鋸；各種鋸片（包括開縫、鑽孔或無齒鋸片）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8203   銼、木銼、鉗（包括剪鉗）、手鉗、鑷子、金屬剪刀、截

管器、螺栓截除器、穿孔衝及類似手工具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8204   手用扳手及扳鉗（包括轉矩表扳鉗，但不包括螺絲攻扳

鉗）；有無把手之可互換扳手套筒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8205   未列名之手工具（包括割玻璃之鑽石刀）；噴燈；老虎

鉗、夾子及類似工具，但不包括工具機之附件及零件；

砧；手提鍛爐；手搖或腳踏式之附有架構之磨輪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820510 鑽孔、切螺紋或攻螺紋工具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8205.20 鎚及長柄大鎚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8205.30 木工用刨、鑿、半圓鑿及類似切割工具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8205.40 螺絲起子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8205.51 家用工具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8205.59 其他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MED1379293 164 

 8205.60 噴燈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8205.70 老虎鉗、夾子及類似品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8205.90 其他，包括由本節兩目或兩目以上物品組合成套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8206   第８２０２節至８２０５節之工具由兩件或以上配合成套

供零售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8207   不論是否動力操作之手工具或工具機之可互換工具（例

如：用於壓、衝、撞打、攻螺紋、切螺紋、鑽孔、搪孔、

拉孔、銑、車或旋螺絲），包括抽或擠壓金屬用模及鑽岩

石或搪土孔工具。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8208   機器或機械工具用刀及刀片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8209   未裝配工具用之板、桿、刀尖及類似品，瓷金製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8210   供調理食品或飲料用之手操作機械用具，其重量在十公斤

及以下者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8211   附有刀片之刀，不論是否帶齒者（包括修樹刀），但不包

括第８２０８節之刀及其刀片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8212   剃刀及其刀片（包括扁條狀之刀片毛坯）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8213   剪刀、裁縫剪刀及類似之剪刀及其刀片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8214   其他利口器（如︰髮剪、屠刀、或廚用刀、剁碎刀、切紙

刀）；修指甲用具（包括指甲銼）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8215   匙、叉、杓、網杓、蛋糕盆、魚刀、牛油刀、糖夾及類似

廚房或餐桌用具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含

量不少於 40% 

    第八十三章 雜項卑金屬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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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1   卑金屬掛鎖及鎖（鑰匙、對號或電動開啟者）；附有鎖之

卑金屬釦及帶釦之框；上述物品用之卑金屬鑰匙 

 

  8301.10 掛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301.20 機動車輛用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301.30 家具用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301.40 其他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301.50 附有鎖之釦及帶釦之框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301.60 零件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8301.70 分開申報之鑰匙 從其他章改變至此 

8302   家具、門、窗、樓梯、百葉窗、車具、鞍具、衣箱、首飾

箱及類似品之卑金屬架座、配件及類似品；卑金屬製帽

金屬製自動關門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303   裝甲或加強之卑金屬製保險櫃、保險箱、門、保險庫之存

儲櫃、錢箱、契據箱及類似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304   卑金屬檔案櫃、卡片櫃、紙盤、紙籃、筆盤、印臺及類似

辦公室或書桌上用具，第９４０３節之辦公室家具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305   用於活頁簿夾或卷宗夾、信夾、信箱、紙夾、目錄標籤及

類似辦公室用品之卑金屬製配件；卑金屬製扁條狀裝訂釘

（如︰辦公室用、裝璜用、包裝用） 

 

8305 8305.10 活頁簿夾或卷宗夾用配件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305 8305.20 扁條狀裝訂釘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305 8305.90 其他，包括零件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306   卑金屬非電動鈴、鑼及類似品；卑金屬雕像及其他裝飾

品；卑金屬相框、書框或類似之框；卑金屬鏡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307   卑金屬製撓性管，有無配件均在內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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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8   用於衣服、靴鞋、帳蓬、手提包、旅行用品或其他已製作

眼、環眼及其類似品；卑金屬管形鉚釘及開口鉚釘；卑金

屬珠及亮片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309   卑金屬製瓶塞、瓶帽、瓶蓋（包括鑲軟木塞、旋轉瓶帽及

自動倒出瓶塞）、瓶橡皮帽、螺紋桶塞、桶蓋、封條及其

他包裝物附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310   卑金屬製標示牌、名牌、地址牌及類似牌、數字、字母及

其他符號，屬第９４０５節者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311   卑金屬或金屬碳化物所製之線、條、管、板、電極及其類

似品，於其表面塗有焊劑或中心裝有焊劑，用作軟焊、硬

焊、焊接或積聚金屬或金屬碳化物者；卑金屬粉凝聚之線

及條，供金屬噴敷之用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八十四章 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

零件 

 

8401   核子反應器；核子反應器用之非輻射性燃料元件（匣

式）；同位素分離機及設備 

 

 8401.10 核子反應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01.20 同位素分離機與設備及其零件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01.30 非輻射性燃料元件（匣式）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01.40 核子反應器之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02   水蒸汽或其他蒸汽發生鍋爐（不包括同時能產生低壓蒸汽

者之中央系統熱水爐）；過熱水鍋爐 

 

 8402.11 水蒸汽或其他蒸汽發生鍋爐:水蒸汽產生量每小時超過４５

噸之水管式鍋爐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02.12 水蒸汽或其他蒸汽發生鍋爐:水蒸汽產生量每小時不超過４

５噸之水管式鍋爐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02.19 水蒸汽或其他蒸汽發生鍋爐:其他蒸汽發生鍋爐，包括混體

鍋爐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02.20 過熱水鍋爐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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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2 8402.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03   中央暖氣鍋爐，第８４０２節除外  

 8403.10 鍋爐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03.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04   第８４０２或８４０３節鍋爐之輔助設備（例如︰節熱

器、過熱器、除煙灰器及氣體回收器）；水蒸汽或其他蒸

汽動力組用之冷凝器 

 

 8404.10 第８４０２或８４０３節用之鍋爐輔助設備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04.20 水蒸汽或其他蒸汽動力組用之冷凝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04.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05   發生爐煤氣或水煤氣之發生器，不論是否附有潔淨器者均

在內；乙炔發生器及類似水化氣體發生器，不論是否附有

潔淨器者均在內 

 

 8405.10 發生爐煤氣或水煤氣發生器，不論是否附有潔淨器者均在

內；乙炔發生器及類似水化氣體發生器，不論是否附有潔

淨器者均在內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05.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06   水蒸汽渦輪機及其他蒸汽渦輪機  

 8406.10 供船推進用渦輪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06.81 其他渦輪機:出力超過４０百萬瓦特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06.82 其他渦輪機:出力不超過４０百萬瓦特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06.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07   往復式或旋轉式火花點火內燃活塞引擎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08   壓縮點火內燃活塞引擎（柴油或半柴油引擎）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09   專用或主要用於第８４０７或８４０８節引擎用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10   水力渦輪機、水輪及其調整器  

8410 8410.11 水力渦輪機及水輪:功率不超過１０００瓩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0.12 水力渦輪機及水輪:功率超過１０００瓩，但不超過１００

００瓩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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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0.13 水力渦輪機及水輪:功率超過１００００瓩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0.90 零件，包括調整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11   渦輪噴射引擎、螺旋槳推動用渦輪機及其他燃氣渦輪機  

 8411.11 渦輪噴射引擎:推進力不超過２５仟牛頓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1.12 渦輪噴射引擎:推進力超過２５仟牛頓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1.21 螺旋槳推動用渦輪機:功率不超過１１００瓩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1.22 螺旋槳推動用渦輪機:功率超過１１００瓩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1.81 其他燃氣渦輪機:功率不超過５０００瓩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1.82 其他燃氣渦輪機:功率超過５０００瓩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1.91 零件:渦輪噴射引擎或螺旋槳推動渦輪機用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11.99 零件: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12   其他引擎及發動機  

 8412.10 反作用式引擎，渦輪噴射引擎除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2.21 液壓引擎及發動機:線性作用（缸式）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2.29 液壓引擎及發動機: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2.31 氣動引擎及發動機:線性作用（缸式）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2.39 氣動引擎及發動機: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2.8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2.90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13   液體泵，無論是否裝有計量裝置；液體昇送器  

 8413.11 泵，裝有或經設計可裝計量裝置者:加油站或修車廠用之配

送燃料或潤滑油用泵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3.19 泵，裝有或經設計可裝計量裝置者: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3.20 手泵，第８４１３‧１１或８４１３‧１９目所列者除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3.30 用於內燃活塞引擎之燃料泵、潤滑泵或冷卻泵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3.40 混凝土泵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3.50 其他往復排量式泵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3.60 其他旋轉排量式泵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3.70 其他離心式泵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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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3.81 其他泵;液體昇送器:泵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3.82 其他泵;液體昇送器:液體昇送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3.91 零件:泵之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13.92 零件:液體昇送器之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14   空氣泵或真空泵、空氣壓縮機或其他氣體壓縮機及風扇；

含有風扇之通風罩或再循環罩，不論是否具有過濾器均在

內 

 

 8414.10 真空泵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4.20 手或腳操作之空氣泵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4.30 冷藏設備用之壓縮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4.40 裝於輪架上便於拖動之空氣壓縮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4.51 風扇:桌扇、立扇、壁扇、窗扇、吊扇或屋頂通風扇，本身

裝有輸出功率不超過１２５瓦之電動機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4.59 風扇: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4.60 罩，其最大水平邊長不超過１２０公分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4.8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4.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15   空氣調節器，具有電動風扇及變換溫度及濕度元件，其不

能單獨調節濕度者亦在內 

 

 8415.10 窗型或壁型，自足式或分離式系統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5.20 置於機動車輛上供人使用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5.81 其他:具有冷藏機組及冷熱可逆循環閥者（可逆熱泵）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5.82 其他:其他，具有冷藏機組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5.83 其他:未具冷藏機組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5.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16   使用液體燃料、粉狀固體燃料或氣體燃料之爐用燃燒器；

機械加煤機，包括其機械式爐篦、機械除灰器及類似用具 

 

 8416.10 使用液體燃料之爐用燃燒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6.20 其他爐用燃燒器，包括混合燃燒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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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6.30 機械加煤機，包括其機械式爐篦、機械除灰器及類似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6.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17   非電熱式工業或實驗室用爐及烘烤箱，包括焚化爐  

 8417.10 礦石、黃鐵礦或金屬烘烤、熔化或其他熱處理用爐或烘烤

箱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7.20 糕餅烤箱，包括餅乾烤箱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7.8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7.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18   冷藏機、冷凍機及其他冷藏或冷凍設備，使用電力或其他

能源者；熱力泵，第８４１５節之空氣調節器除外 

 

 8418.10 使用分門之聯合冷凍冷藏箱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8.21 家用冰箱:壓縮式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8.29 家用冰箱: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8.30 臥式冷凍櫃，容量不超過８００公升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8.40 直立式冷凍櫃，容量不超過９００公升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8.50 其他供貯藏及展示用配備（櫃、櫥、展示台、展示箱及類

似品），裝有冷藏或冷凍設備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8.61 其他冷藏或冷凍設備;熱力泵:第８４１５節空氣調節器除

外之熱力泵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8.69 其他冷藏或冷凍設備;熱力泵: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8.91 零件:設計供容納冷藏或冷凍設備之配備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18.99 零件: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19   機器、工廠或實驗室設備，不論是否用電熱方法（第８５

１４節之電爐、烘箱及其他設備除外），利用溫度變化如

加熱、烹煮、烘烤、蒸餾、精餾、消毒、低溫殺菌、蒸

煮、乾燥、蒸發、汽化、凝聚或冷卻等方法處理材料，但

不包括家庭用者；非電熱式即熱型或儲存型熱水器 

 

 8419.11 非電熱式即熱型或儲熱型熱水器:即熱型燃氣熱水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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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9.19 非電熱式即熱型或儲熱型熱水器: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9.20 內、外科或實驗室用消毒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9.31 乾燥機:農產品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9.32 乾燥機:木材、紙漿、紙或紙板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9.39 乾燥機: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9.40 蒸餾或精餾廠設備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9.50 熱交換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9.60 空氣或其他氣體液化機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9.81 其他機器、工廠及設備:製造熱飲、熱食或烹調用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9.89 其他機器、工廠及設備: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19.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20   砑光機或其他滾軋機，金屬或玻璃加工用者除外，及其滾

筒 

 

 8420.10 砑光機或其他滾軋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0.91 零件:滾筒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20.99 零件: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21   離心分離機，包括離心式脫水機；液體或氣體過濾及淨化

機具 

 

 8421.11 離心分離機，包括離心式脫水機:乳酪分離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1.12 離心分離機，包括離心式脫水機:布料脫水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1.19 離心分離機，包括離心式脫水機: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1.21 液體過濾或淨化機具:水過濾或淨化用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1.22 液體過濾或淨化機具:飲料（水除外）過濾或淨化用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1.23 液體過濾或淨化機具:內燃機用油或汽油過濾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1.29 液體過濾或淨化機具: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1.31 液體過濾或淨化機具:內燃機用進氣過濾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1.39 液體過濾或淨化機具: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1.91 零件:離心分離機，包括離心式脫水機用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21.99 零件: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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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2   洗碗碟機；瓶及其他容器洗滌及乾燥機器；瓶、罐、箱、

袋或其他容器之盛裝、封口、封緘或貼標籤機器；瓶、大

口瓶、管及類似容器之封蓋機器；其他包裝或包紮機器

（包括熱縮包紮機器）；飲料充氣機 

 

 8422.11 洗碗碟機:家庭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2.19 洗碗碟機: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2.20 瓶及其他容器洗滌或乾燥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2.30 瓶、罐、箱、袋或其他容器之盛裝、封口、封緘、或貼標

籤機器；瓶、大口瓶、管及類似容器之封蓋機器；飲料充

氣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2.40 其他包裝或包紮機器（包括熱縮包紮機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2.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23   衡器（不包括感量５公毫或更精密之天平），包括重錘操

作計數及校對機器在內；各種衡器用法碼 

 

 8423.10 體重計，包括嬰兒秤；家用秤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3.20 輸送帶上貨品連續衡重用秤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3.30 固定重量秤及將重量預先訂定之物料注入袋或容器用之

秤，包括漏斗秤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3.81 其他衡器:衡重最大重量不超過３０公斤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3.82 其他衡器:衡重最大重量超過３０公斤，但不超過５０００

公斤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3.89 其他衡器: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3.90 各種衡器之法碼；衡器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24   液體或粉末之發射、散播或噴霧用機具，不論是否用手操

作者；滅火器，不論是否裝藥劑者；噴槍及類似用具；噴

水蒸汽機或噴砂機及類似噴射機器 

 

 8424.10 滅火器，不論是否裝藥劑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4.20 噴槍及類似品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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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24.30 噴水蒸汽機或噴砂機及類似噴射機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4.81 其他用具:農業或園藝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4.89 其他用具: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4.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25   滑車及吊重機，不包括吊斗式吊重機；絞車和絞盤；千斤

頂 

 

 8425.11 電動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5.1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5.31 其他絞車;絞盤:電動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5.39 其他絞車;絞盤: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5.41 修車廠內使用之固定升高系統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5.42 其他液壓千斤頂及吊重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5.4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6   船用人字起重桿；起重機，包括巨纜起重機；移動式升降

架、跨載機及裝有起重機之工作車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7   叉舉車；裝有昇降或搬運物品設備之其他工作車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8   其他升降、搬運、裝卸機器（如︰升降機、升降梯、輸送

機及高架纜車）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29   自力推動推土機、斜鏟推土機、平土機、整平機、刮土

機、鏟土機、挖掘機、鏟斗機、砸道機和壓路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0   土壤、礦物、礦砂用之其他搬動、平土、整平、刮土、挖

掘、搗緊、緊壓、抽取或鑽孔機械；打樁機及起樁機；鏟

雪機及吹雪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1   專用或主要用於第８４２５至８４３０節機械之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32   農業、園藝或造林用土壤整理及耕作機器；草地或運動場

地滾壓機 

 

8432 8432.10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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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2 8432.21 耙、鬆草機、中耕機、除草機和耙草機:圓盤耙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2 8432.29 耙、鬆草機、中耕機、除草機和耙草機: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2 8432.30 播種機、種植機及移植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2 8432.40 堆肥散佈機及施肥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2 8432.80 其他機械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2 8432.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33   

類、水果或其他農產品，清潔分類或分級用機器，第８４

３７節之機械除外 

 

8433 8433.11 草坪、公園或運動場用割草機:動力水平旋轉割切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3 8433.19 草坪、公園或運動場用割草機: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3 8433.20 其他割草機，包括牽引車裝置之切割棒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3 8433.30 其他乾草製造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3 8433.40 草或飼料打包機，包括收集打包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3 8433.51 其他收割機;脫粒機:收割、脫粒聯合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3 8433.52 其他收割機;脫粒機:其他脫粒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3 8433.53 其他收割機;脫粒機:根或莖收割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3 8433.59 其他收割機;脫粒機: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3 8433.60 蛋類、水果或其他農產品用清潔、分類或分級機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3 8433.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34   擠乳機及乳品機械  

8434 8434.10 擠乳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4 8434.20 乳品機械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4 8434.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35   製酒、製飲料、製果汁及類似飲料之壓榨機、軋碎機或類

似機械 

 

8435 8435.10 機械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5 8435.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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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6   其他農業、園藝、造林、家禽飼養或養蜂用機械，包括裝

有機械加溫裝置之發芽設備；家禽孵卵器及育雛器 

 

8436 8436.10 動物飼料調配機械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6 8436.21 家禽飼養機;家禽孵卵器及育雛器:家禽孵卵器及育雛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6 8436.29 家禽飼養機;家禽孵卵器及育雛器: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6 8436.80 其他機械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6 8436.91 零件:家禽飼養機械或家禽孵卵器及育雛器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36 8436.99 零件: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37   種子、稻穀或乾豆類植物用清潔、分類或分級用機器；磨

粉工業機械或用於穀類或乾豆類植物之作業機械，不包括

農田用機械 

 

8437 8437.10 種子、稻穀或乾豆類植物清潔、分類或分級用機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7 8437.80 其他機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7 8437.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38   本章未列名用於食品、飲料工業之加工或製造機器，不包

括動植物油脂或油之萃取機 

 

8438 8438.10 糕餅機及製造通心粉、麵條或類似品之機械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8 8438.20 製造糖食、可可、巧克力之機械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8 8438.30 製糖機械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8 8438.40 釀酒機械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8 8438.50 肉或家禽加工機械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8 8438.60 水果、堅果或蔬菜加工機械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8 8438.80 其他機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8 8438.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39   纖維素紙漿、紙或紙板之製造或整理之機械  

8439 8439.10 纖維素紙漿製造機械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9 8439.20 紙或紙板製造機械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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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9 8439.30 紙或紙板整理機械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39 8439.91 零件:纖維素紙漿製造機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39 8439.99 零件: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40   簿籍裝釘機，包括穿線釘書機  

8440 8440.10 機械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40 8440.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41   其他紙漿、紙或紙板製品製造機，包括各種切紙機  

8441 8441.10 切紙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41 8441.20 紙袋或信封製造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41 8441.30 紙箱、紙盒、紙匣、紙管、紙桶或類似容器之製造機器，

不包括模型製造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41 8441.40 以紙漿、紙或紙板模造製品之機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41 8441.80 其他機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41 8441.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42   製造印刷版、滾筒或其他印刷組件之機械、器具及設備

（不包括第８４５６至８４６５節之工具機）；印刷版、

滾筒及其他印刷組件；已製作供印刷用版、滾筒及石印版

（如︰削平、製紋或拋光者） 

 

8442 8442.30 機械、器具及設備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42 8442.40 前述機械、器具或設備之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42 8442.50 印刷版、滾筒和其他印刷組件；已製作供印刷用版、滾筒

及石印版（如︰削平、製紋或拋光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43   利用第８４４２節之印刷版、滾筒及其他印刷組件之印刷

機；其他列表機、複印機及傳真機，不論是否併裝一起；

零件及附件 

 

8443 8443.11 利用第８４４２節之印刷版、滾筒及其他印刷組件之印刷

機:捲筒式平版印刷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43 8443.12 平版式平版印刷機，辦公室用型（其用紙在無摺疊狀態下

一邊不超過２２公分及另一邊不超過３６公分）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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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3 8443.13 利用第８４４２節之印刷版、滾筒及其他印刷組件之印刷

機:其他平版印刷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43 8443.14 利用第８４４２節之印刷版、滾筒及其他印刷組件之印刷

機:捲筒式凸版印刷機，不包括橡皮版印刷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43 8443.15 利用第８４４２節之印刷版、滾筒及其他印刷組件之印刷

機:非捲筒式凸版印刷機，不包括橡皮版印刷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43 8443.16 利用第８４４２節之印刷版、滾筒及其他印刷組件之印刷

機:橡皮版印刷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43 8443.17 利用第８４４２節之印刷版、滾筒及其他印刷組件之印刷

機:照相版印刷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43 8443.19 利用第８４４２節之印刷版、滾筒及其他印刷組件之印刷

機: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43 8443.31 能與自動資料處理機或電腦網路連接，具有列印、複印及

傳真兩種或以上功能之機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43 8443.32 其他列表機、複印機及傳真機，不論是否併裝一起:其他，

能與自動資料處理機或電腦網路連接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43 8443.39 其他列表機、複印機及傳真機，不論是否併裝一起: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43 8443.91 利用第８４４２節之印刷版、滾筒及其他印刷組件之印刷

機之零件及附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43 8443.99 零件及附件: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44   人造纖維材料射絲、延伸、撚絲或切割機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45   紡織纖維處理機；精紡機、併紗機、撚紗機及其他紡紗

機；搖紗機或繞紗機（包括繞緯機）及其適用於第８４４

６或８４４７節機器之紡紗處理機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46   織機（織布機）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47   針織機、合縫機及製造硬心軟花線、薄紗、花邊、刺繡

品、緣飾、編帶或網狀織物之機器及簇絨機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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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8   第８４４４、８４４５、８４４６或８４４７節機器之輔

助機械（如︰多臂織機、提花機、自動停止裝置及換梭

機）；專用或主要用於本節或第８４４４、８４４５、８

４４６、８４４７節機器之零件及附件（如︰錠子、錠

翼、針布、棉梳、紡絲嘴、梭子、綜絲、綜框及針織用

針）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49   成匹或一定形狀之氈呢或不織布之製造或整理機械，包括

製氈呢帽機；製帽模子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50   家庭或洗衣店之洗衣機，包括洗衣脫水兩用機  

 8450.11 洗衣機，其容量為乾衣不超過 10公斤者:全自動機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50.12 洗衣機，其容量為乾衣不超過 10 公斤者:其他附有離心脫

水槽之洗衣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50.19 洗衣機，其容量為乾衣不超過 10公斤者: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50.20 洗衣機，其容量為乾衣超過１０公斤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50.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51   紗線、織物或紡織纖維成品之洗滌、清洗、扭絞、乾燥、

熨燙、熨平（包括融熨機）、漂白、染色、修飾、整理、

上膠或浸漬機器（第８４５０節之機器除外）；供製造覆

地物，如亞麻油地毯，所用基層織物或支撐層漿料塗佈之

機器；織物捲取、鬆捲、摺疊、切斷或剪邊機器。 

 

 8451.10 乾洗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51.21 乾衣機:其容量為乾衣不超過１０公斤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51.29 乾衣機: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51.30 熨燙機及熨平機（包括融熨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51.40 洗滌、漂白或染色機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51.50 織物之捲取、鬆捲、摺疊、切斷或剪邊機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51.80 其他機械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51.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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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2   縫紉機，第８４４０節之穿線訂書機除外；縫紉機專用之

特製配備、底架及蓋；縫紉機車針 

 

 8452.10 家用縫紉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52.21 其他縫紉機:自動組件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52.29 其他縫紉機: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52.30 縫紉機車針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52.90 縫紉機之配備、底架、蓋及其零件;縫紉機之其他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8453   毛皮或皮革之處理、鞣造或加工機械，或鞋、靴或其他毛

皮或皮革物品之製造或修理機器，縫紉機除外 

 

 8453.10 毛皮或皮革之處理、鞣造或加工機械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53.20 鞋、靴之製造或修理機械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53.80 其他機械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53.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54   冶金及鑄造金屬用之轉爐、澆桶、鑄錠模及鑄造機  

 8454.10 轉爐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54.20 鑄錠模及澆桶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54.30 鑄造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54.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55   金屬輥軋機及其軋輥  

 8455.10 軋管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55.21 其他輥軋機:熱作或冷熱作聯合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55.22 其他輥軋機:冷作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55.30 輥軋機軋輥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55.90 其他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56   以雷射、其他光、光子束、超音波、放電、電化學、電子

束、離子束或電漿弧切削任何材料之工具機；水刀（水射

流）切削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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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56.10 以雷射、其他光或光子束加工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56.20 以超音波加工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56.30 以放電加工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56.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57   金屬加工用綜合加工機，單體結構機（單站機）及多站聯

製機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58   切削金屬用車床（包括車削綜合加工機）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59   鑽、鏜、銑、車螺紋或攻縲紋金屬加工用工具機（包括槽

式單體機頭工具機），第８４５８節車床（包括車削綜合

加工機）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60   金屬或瓷金用磨石、研磨料及拋光物以去粗邊、銳磨、輪

磨、搪磨、研磨、拋光方式達成磨光作用之工具機，第８

４６１節齒輪切削、齒輪研磨或齒輪精製機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61   刨製、插削、拉製、齒輪切削、齒輪研磨、齒輪精製、鋸

切或切斷用之工具機及其他未列名切削金屬或瓷金之工具

機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62   鍛造、鎚造或模壓衝製之金屬加工工具機（包括壓床）；

彎曲、摺疊、矯直、矯平、剪切、衝孔或衝口之金屬工具

機（包括壓床）；上述未列名金屬或金屬碳化物加工用壓

床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63   其他加工金屬或瓷金而不切削材料之工具機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64   石、陶器、混凝土、石棉水泥或類似礦物材料加工工具機

或玻璃冷作工具機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65   木材、軟木、骨材、硬質橡膠、硬質塑膠或類似硬質材料

加工工具機（包括釘製、訂製、膠合或其他裝配工具機在

內）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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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66   專用或主要用於第８４５６至８４６５節工具機之零件及

附件，包括工作物或工具之夾持器，自開螺模頭、分度頭

及其他工具機用特殊配件；各種手提工具之工具夾持器。 

 

 8466.10 工具夾持器或自開螺模頭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66.20 工作物夾持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66.30 分度頭或其他工具機用特殊配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66.91 第８４６４節工具機用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66.92 第８４６５節工具機用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66.93 其他︰第８４５６至８４６１節工具機用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66.94 第８４６２或８４６３節工具機用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67   手提工具，氣動、液壓或裝有電力或非電力之原動機者  

 8467.11 氣動:旋轉式（包括旋轉衝擊複合式）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67.19 氣動: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67.21 裝有電力原動機者:所有種類之鑽孔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67.22 裝有電力原動機者:鋸子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67.29 裝有電力原動機者: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67.81 其他工具:鏈鋸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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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7.89 其他工具: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67.91 零件:鏈鋸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67.92 零件:氣動工具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67.99 零件: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68   軟焊、硬焊或熔接用機械及器具，不論是否具有切割能

力，第８５１５節所列者除外；燃氣表面回火機及用具 

 

 8468.10 手持吹管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68.20 其他燃氣工作機械及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68.80 其他機械及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68.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69   打字機，不包括第８４４３節之列表機；文字處理機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70   計算器及有計算功能之袖珍型資料記錄、重現及顯示之機

器；附有計算裝置之會計機、郵資機、售票機及類似機

器；收銀機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71   自動資料處理機及其附屬單元；磁性或光學閱讀機，以符

號方式將資料轉錄於資料媒體之機器及處理此類資料之未

列名機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72   其他辦公室用機器（例如︰膠版複印機或蠟紙複印機、地

址機、自動鈔票支付機、鑄幣分類機、鑄幣計數或包裝

機、削鉛筆機、打孔或裝訂機）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73   專用或主要用於第８４６９至８４７２節機器之零件及附

件（蓋套、提箱及類似品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74   固態（包括粉狀及糊狀在內）泥土、石料、礦砂或其他礦

物用之選別、篩分、分離、洗滌、軋碎、磨粉、混合或揉

合機械；固體礦物燃料、陶土漿、濕水泥、粉刷材料或其

他粉狀、糊狀礦產品用之混凝、造模或造形機械；鑄造用

砂模製造機器 

 

 8474.10 選別、篩分、分離或洗滌機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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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4.20 軋碎或磨粉機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74.31 混凝土或泥漿攪拌機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74.32 混合或揉合機器:礦物、瀝青攪拌機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74.39 混合或揉合機器: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74.80 其他機械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74.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75   電燈泡、電子燈泡、燈管、真空管或閃光燈泡之玻璃封裝

機器；玻璃或玻璃器皿製造或熱作機器 

 

 8475.10 電燈泡、電子燈泡、燈管、真空管或閃光燈泡之玻璃封裝

機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75.21 玻璃或玻璃器皿製造或熱作機器:製造光纖及其預形品之機

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75.29 玻璃或玻璃器皿製造或熱作機器: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75.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76   自動販賣機（如販售郵票、香菸、食物或飲料機器），包

括自動換幣機 

 

 8476.21 自動飲料販賣機:附有加熱或冷藏裝置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76.29 自動飲料販賣機: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76.81 其他機器:附有加熱或冷藏裝置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76.89 其他機器: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76.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77   本章未列名之橡膠或塑膠加工機或以此類原料製造產品之

機械 

 

 8477.10 射出成型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77.20 押出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77.30 吹製成型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77.40 真空成型機及其他熱定型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77.51 其他模製或造型用機械:輪胎新製或翻修或內胎製造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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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7.59 其他模製或造型用機械: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77.80 其他機械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77.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78   本章未列名之菸草調製或製造機械  

 8478.10 機械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78.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79   本章未列名而具有特殊功能之機器及機械用具  

 8479.10 公共工程、建築或類似之機械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79.20 動物或植物油脂之萃取或調製用機械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79.30 以木材或其他木質材料製造粒片板建築纖板用壓床及處理

木材或軟木之其他機械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79.40 製繩或製索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79.50 未在其他部份載明或包括之工業用機器人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79.60 蒸發式空氣冷卻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79.71 旅客登機(船)橋:機場使用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79.79 旅客登機(船)橋: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79.81 其他機器及機械用具:處理金屬用者，包括電線捲繞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79.82 其他機器及機械用具:混合、揉合、軋碎、磨粉、篩分、精

選、均質、乳化或攪拌機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79.89 其他機器及機械用具: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79.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80   金屬鑄造用模箱；模座；模型；金屬、金屬碳化物、玻

璃、礦物材料、橡膠或塑膠用模子（鑄錠模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81   管子、鍋爐外殼、槽、桶或其類似物品用栓塞、旋塞、閥

及類似用具，包括減壓閥及恆溫控制閥 

 

 8481.10 減壓閥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81.20 油壓或氣壓傳動閥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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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81.30 止回（不回流）閥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81.40 安全閥或放洩閥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81.80 其他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81.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82   滾珠或滾子軸承  

 8482.10 滾珠軸承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82.20 推拔滾子軸承，包括錐形與推拔滾子組合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82.30 球面滾子軸承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82.40 滾針軸承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82.50 其他圓筒滾子軸承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82.80 其他，包括滾珠及滾子組合之軸承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82.91 零件:滾珠、滾針及滾子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82.99 零件: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83   傳動軸（包括凸輪軸及曲柄軸）及曲柄；軸承殼及平軸

承；齒輪及齒輪裝置；滾珠或滾子螺桿；齒輪箱及其他變

速器，包括扭矩轉換器；飛輪及滑輪，包括滑輪組；離合

器及聯軸器（包括萬向接頭） 

 

 8483.10 傳動軸（包括凸輪軸及曲柄軸）及曲柄  

 8483.20 軸承殼，附有滾珠或滾子軸承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83.30 軸承殼，未附有滾珠或滾子軸承；平軸承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83.40 齒輪及齒輪裝置（帶齒輪、鏈輪及其他傳動元件，單獨呈

現者除外）；滾珠或滾子螺桿；齒輪箱及其他變速器，包

括扭矩轉換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83.50 飛輪及滑輪，包括滑輪組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83.60 離合器及聯軸器（包括萬向接頭）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83.90 齒輪、鏈輪及其他傳動元件，單獨呈現者；零件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84   密合墊及金屬片與其他材料或兩層或多層金屬片合成之類

似接合墊；成分不同之密合墊及類似接合墊成組或多種裝

於袋、封套或類似填料內者；機械軸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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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84.10 密合墊及金屬片與其他材料或兩層或多層金屬片合成之類

似接合墊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84.20 機械軸封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84.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86   專供或主要供製造半導體晶柱或晶圓、半導體裝置、積體

電路及平面顯示器之機器及器具；本章註九(丙)所規範之

機器及器具；零件及附件 

 

 8486.10 製造晶柱或晶圓之機器及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86.20 製造半導體裝置或積體電路之機器及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86.30 製造平面顯示器之機器及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86.40 本章註九(丙)所規範之機器及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86.90 零件及附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487   本章未列名之機械零件，不包括電插接器、絕緣子、線

圈、接觸器或其他電料 

 

 8487.10 船舶推進器及其葉片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487.90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八十五章 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音重放

機；電視影像、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以及上述各物之零

件及附件 

 

8501   電動機及發電機（發電機組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02   發電機組及旋轉變流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03   專用或主要用於第８５０１或８５０２節所列機器之零件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04   變壓器、靜電式變流器（例如︰整流器）及感應器  

 8504.10 放電式燈泡或燈管之安定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04.21 液體介質變壓器：容量未超過６５０仟伏安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04.22 液體介質變壓器：容量超過６５０仟伏安，但未超過１０

０００仟伏安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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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4.23 液體介質變壓器：容量超過１００００仟伏安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04.31 其他變壓器︰容量未超過１仟伏安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04.32 其他變壓器︰容量超過１仟伏安，但未超過１６仟伏安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04.33 其他變壓器︰容量超過１６仟伏安，但未超過５００仟伏

安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04.34 其他變壓器︰容量超過５００仟伏安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04.40 靜電式變流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04.50 其他感應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04.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05   電磁鐵；永久磁鐵及經磁化可成永久磁鐵之貨品；電磁鐵

或永久磁鐵夾頭、夾子及類似夾持器具；電磁式連結器、

離合器及煞車器；電磁式起重頭 

 

 8505.11 永久磁鐵及經磁化可成永久磁鐵之貨品︰金屬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05.19 永久磁鐵及經磁化可成永久磁鐵之貨品︰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05.20 電磁式連結器、離合器及煞車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05.90 其他，包括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8506   原電池及原電池組  

 8506.10 二氧化錳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06.30 氧化汞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06.40 氧化銀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06.50 鋰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06.60 空氣－鋅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06.80 其他原電池及原電池組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06.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07   蓄電池，包括其隔離板，不論是否長方形均在內（包括正

方形） 

 

 8507.10 發動活塞引擎用之鉛酸蓄電池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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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7.20 其他鉛酸蓄電池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07.30 鎳鎘蓄電池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07.40 鎳鐵蓄電池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07.50 鎳氫蓄電池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07.60 鋰離子蓄電池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07.80 其他蓄電池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07.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08   真空吸塵器  

 8508.11 內裝有電動機者：功率不超過１５００瓦特，附有容量不

超過２０公升之集塵袋或其他容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08.19 內裝有電動機者：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08.60 其他真空吸塵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08.7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09   家用電動用具，內裝有電動機者，不包括第８５０８節之

真空吸塵器 

 

 8509.40 食品碾磨器及混合器；水果或蔬菜搾汁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09.80 其他家用電動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09.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10   刮鬍刀、剪髮器及除毛髮用具，裝有電動機者  

 8510.10 電鬍刀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0.20 電剪髮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0.30 除毛髮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0.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11   火花點火或壓縮點火內燃機用電點火或起動設備（如︰點

火磁電機、磁發電機、點火線圈、火星塞、預熱塞及起動

馬達）；與此類內燃機聯接使用之發電機（如︰直流、交

流發電機）與斷流器 

 

 8511.10 火星塞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1.20 點火磁電機；磁發電機；磁性飛輪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1.30 分電盤；點火線圈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MED1379293 189 

 8511.40 起動電動機及起動發電兩用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1.50 其他發電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1.80 其他設備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1.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12   腳踏車或機動車輛用之電氣照明或信號設備（第８５３９

節所列者除外）、擋風板刮刷器、去霜器及去霧器 

 

 8512.10 腳踏車用照明或視覺信號設備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2.20 其他照明或視覺信號設備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2.30 音響信號設備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2.40 擋風板刮刷器、去霜器及去霧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2.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13   自備能源（如︰乾電池、蓄電池、磁電機）之手提電燈，

第８５１２節照明設備除外 

 

 8513.10 電燈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3.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14   工業或實驗室用電爐及烘箱（包括利用電感應或電介質損

失作用者）；其他工業或實驗室利用電感應或電介質損失

作用，供熱處理材料用之設備 

 

 8514.10 電阻加熱電爐及烘箱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4.20 利用電感應或電介質損失作用之電爐及烘箱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4.30 其他電爐及烘箱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4.40 其他利用電感應或電介質損失作用，供熱處理材料用之設

備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4.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15   電力（包括電熱氣體）、雷射或其他光或光子束、超音

波、電子束、磁脈波或電漿弧軟焊、硬焊或熔接機及器

具、不論是否能割切；金屬熱噴或瓷金熱噴用電機及器具 

 

 8515.11 硬焊或軟焊機及器具︰電烙鐵及焊槍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5.19 硬焊或軟焊機及器具︰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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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5.21 電阻式金屬熔接機及器具︰自動或部分自動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5.29 電阻式金屬熔接機及器具︰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5.31 電弧（包括電漿弧）金屬熔接機及器具︰自動或部分自動

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5.39 電弧（包括電漿弧）金屬熔接機及器具︰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5.80 其他機器及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5.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16   即熱式或儲存式之電熱水器及浸入式電熱水器；空間電加

熱器及土壤電加熱器；電熱美髮器（如︰乾髮器、捲髮

器、捲髮夾加熱器）及烘手機；電熨斗；其他家用電熱器

具；電熱電阻器，第８５４５節所列者除外 

 

 8516.10 即熱式或儲存式之電熱水器及浸入式電熱水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6.21 空間電加熱器及土壤電加熱器︰儲熱式電暖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6.29 空間電加熱器及土壤電加熱器︰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6.31 電熱美髮器或烘手機︰乾髮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6.32 電熱美髮器或烘手機︰其他美髮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6.33 電熱美髮器或烘手機︰烘手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6.40 電熨斗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6.50 微波爐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6.60 其他烤箱；炊具、炊盤、煮環、烤器、烘焙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6.71 其他電熱器具︰咖啡壼或茶壼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6.72 其他電熱器具︰烤麵包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6.79 其他電熱器具︰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6.80 電熱電阻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6.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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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7   電話機，包括蜂巢式網路或其他無線網路電話；其他傳輸

或接收聲音、圖像或其他資料之器具，包括有線或無線網

路（如區域或廣域網路）之通訊器具，但不包括第 8443，

8525，8527或 8528節之傳輸或接收器具 

 

 8517.11 電話機，包括蜂巢式網路或其他無線網路電話：附無線手

機之有線電話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7.12 電話機，包括蜂巢式網路或其他無線網路電話：蜂巢式網

路或其他無線網路電話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7.18 電話機，包括蜂巢式網路或其他無線網路電話：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7.61 其他傳輸或接收聲音、圖像或其他資料之器具，包括有線

或無線網路（如區域或廣域網路）之通訊器具：基地台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7.62 其他傳輸或接收聲音、圖像或其他資料之器具，包括有線

或無線網路（如區域或廣域網路）之通訊器具：接收、轉

換及傳輸或再生聲音、圖像或其他資料之機器，包括交換

器及路由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7.69 其他傳輸或接收聲音、圖像或其他資料之器具，包括有線

或無線網路（如區域或廣域網路）之通訊器具：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7.7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18   微音器及其座；揚聲器不論是否裝入音箱；頭戴耳機及耳

機，不論是否併裝有微音器，或含有微音器及一個或多個

揚聲器之組件；聲頻擴大器；音響擴大機組 

 

 8518.10 微音器及其座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8.21 揚聲器，不論是否裝入音箱︰裝入音箱之單一揚聲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8.22 揚聲器，不論是否裝入音箱︰裝入同一音箱之多個揚聲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8.29 揚聲器，不論是否裝入音箱︰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8.30 頭戴耳機及耳機，不論是否併裝有微音器，或含有微音器

及一個或多個揚聲器之組件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8.40 聲頻擴大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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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8.50 音響擴大機組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18.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19   錄音或聲音重放器具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21   錄放影器具，不論是否裝有影像調諧器者均在內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22   專用或主要用於第 8519或 8521節所屬器具之零件及附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23   碟片，磁帶，固態非揮發性儲存裝置，智慧卡及其他錄音

或錄製其他現象之媒體，不論是否已錄製，包括生產碟片

之原模及母片，但第三十七章之產品除外 

 

 8523.21 裝有磁條之卡片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將聲音或

其他類似紀錄的現象錄製至空白

或未有紀錄屬 8523 節之媒體應

授予產地，不論是否曾有稅則變

更。 

 8523.29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將聲音或

其他類似紀錄的現象錄製至空白

或未有紀錄屬 8523 節之媒體應

授予產地，不論是否曾有稅則變

更。 

 8523.41 空白光學媒體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23.49 其他光學媒體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將聲音或

其他類似紀錄的現象錄製至空白

或未有紀錄屬 8523 節之媒體應

授予產地，不論是否曾有稅則變

更。 

 8523.51 固態非揮發性儲存裝置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將聲音或

其他類似紀錄的現象錄製至空白

或未有紀錄屬 8523 節之媒體應

授予產地，不論是否曾有稅則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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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8523.52 智慧卡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將聲音或

其他類似紀錄的現象錄製至空白

或未有紀錄屬 8523 節之媒體應

授予產地，不論是否曾有稅則變

更。 

 8523.59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將聲音或

其他類似紀錄的現象錄製至空白

或未有紀錄屬 8523 節之媒體應

授予產地，不論是否曾有稅則變

更。 

 8523.8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將聲音或

其他類似紀錄的現象錄製至空白

或未有紀錄屬 8523 節之媒體應

授予產地，不論是否曾有稅則變

更。 

8525   無線電廣播或電視之傳輸器具，不論是否裝有接收或錄或

放音器具者；電視攝影機；數位相機及影像攝錄機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26   雷達器具、無線電導航器具及無線電遙控器具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27   無線電廣播接收器具，不論是否併裝有錄或放音器具或計

時器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28   監視器及投影機，未裝有電視接收器具；電視接收器具，

不論是否裝有無線電廣播接收機或音、影錄或放器具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29   專用或主要用於第８５２５至８５２８節所屬器具之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30   鐵路、電車道、公路、內河航道、停車場、港口或機場用

之電信號、安全或交通管制設備，第８６０８節所屬者除

外 

 

 8530.10 鐵路及電車道設備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0.80 其他設備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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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30.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31   電音響或視覺信號器具（如︰電鈴、電警報器、指示面

板、防盜器或火災警報器），第８５１２或８５３０節所

列者除外 

 

 8531.10 防盜器或火災警報器及類似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1.20 液晶或發光二極體顯示之指示面板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1.80 其他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1.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32   固定、可變或可預先調整之電容器  

 8532.10 適用於頻率５０／６０赫芝電路之固定電容器，其操作功

率不低於０‧５仟乏者（功率電容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2.21 其他固定電容器︰鉭質電容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2.22 其他固定電容器︰鋁質電解電容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2.23 其他固定電容器︰單層陶瓷介質電容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2.24 其他固定電容器︰多層陶瓷介質電容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2.25 其他固定電容器︰紙或塑膠介質電容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2.29 其他固定電容器︰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2.30 可變或可預先調整之電容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2.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33   電阻器（包括變阻器及電位計），電阻電熱器除外  

 8533.10 固定碳質電阻器，複合型或膜型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3.21 其他固定電阻器︰操作功率未超過２０瓦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3.29 其他固定電阻器︰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3.31 繞線式可變電阻器，包括變阻器及電位計︰操作功率未超

過２０瓦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3.39 繞線式可變電阻器，包括變阻器及電位計︰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3.40 其他可變電阻器，包括變阻器及電位計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3.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34   印刷電路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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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5   電路開關、保護電路或聯接電路用之電氣用具（例如：開

關、熔絲裝置、避雷器、限壓器、突波遏止器、插頭及其

他連接器、接線盒），其電壓超過１０００伏特者 

 

 8535.10 熔絲裝置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5.21 自動斷路器︰電壓低於７２‧５仟伏特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5.29 自動斷路器︰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5.30 隔離開關及接通與斷路開關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5.40 避雷器、限壓器及突波遏止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5.90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6   電路開關、保護電路或連接電路用之電氣用具（例如：開

關、繼電器、熔絲裝置、突波遏止器、插頭、插座、燈頭

及其他連接器、接線盒），其電壓未超過１０００伏特

者；光纖、光纖束、光纖電纜或光纖傳輸纜用之連接器 

 

 8536.10 熔絲裝置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6.20 自動斷路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6.30 其他電路保護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6.41 電驛（繼電器）︰電壓未超過６０伏特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6.49 電驛（繼電器）︰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6.50 其他開關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6.61 燈頭、插頭、插座︰燈頭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6.69 燈頭、插頭、插座︰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6.70 光纖、光纖束、光纖電纜或光纖傳輸纜用之連接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6.90 其他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7   控電或配電用板、面板、機櫃、檯、箱及其他基板，裝配

有第８５３５或８５３６節所列二種或以上之器具，包括

裝有第九十章所列之儀器或器具，及數值控制器具者，第

８５１７節所列之電訊交換器具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38   專用或主要用於第８５３５、８５３６或８５３７節所列

器具之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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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9   燈絲電燈泡或放電式燈泡，包括密封式光束燈泡組、紫外

線或紅外線燈泡；弧光燈 

 

 8539.10 密封式光束燈泡組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9.21 其他燈絲電燈泡，不包括紫外線燈泡或紅外線燈泡︰鹵素

鎢絲燈泡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9.22 其他燈絲電燈泡，不包括紫外線燈泡或紅外線燈泡︰其他

燈泡，功率未超過２２０瓦及電壓超過１００伏特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9.29 其他燈絲電燈泡，不包括紫外線燈泡或紅外線燈泡︰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9.31 放電式燈泡，紫外線燈泡除外︰熱陰極螢光燈管（泡）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9.32 放電式燈泡，紫外線燈泡除外︰水銀或鈉氣燈泡；金屬鹵

化物燈泡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9.39 放電式燈泡，紫外線燈泡除外︰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9.41 紫外線或紅外線燈泡；弧光燈︰弧光燈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9.49 紫外線或紅外線燈泡；弧光燈︰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39.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40   熱離子管、冷陰極管及光陰極管（如︰真空、蒸氣或充氣

管、汞弧整流管、陰極射線管、電視攝影管） 

 

 8540.11 陰極射線電視影像管，包括影像監視器陰極射線管︰彩色

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40.12 陰極射線電視影像管，包括影像監視器陰極射線管︰單色

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40.20 電視攝影管；影像轉換器及影像強化管；其他光陰極管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40.40 資料／圖形顯示管，單色者；資料／圖形顯示管，彩色

者，具有螢幕螢光點間距小於 0.4毫米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40.60 其他陰極射線管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40.71 微波管（如︰磁控管、調速管、行波管、反波管），不包

括柵控管︰磁控管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40.79 微波管（如︰磁控管、調速管、行波管、反波管），不包

括柵控管︰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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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40.81 其他電子管︰接收或放大管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40.89 其他電子管︰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40.91 零件︰陰極射線管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40.99 零件︰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41   二極體、電晶體及類似半導體裝置；光敏半導體裝置，包

括是否為各體之集合或製造成組件之光伏打電池；發光二

極體；已裝妥之壓電晶體 

 

 8541.10 二極體，光敏二極體或發光二極體除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41.21 電晶體，光敏電晶體除外︰損耗功率低於１瓦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41.29 電晶體，光敏電晶體除外︰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41.30 閘流體、兩端子閘流體、三端子閘流體，光敏裝置除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41.40 光敏半導體裝置，包括是否為各體之集合或製造成組件之

光伏打電池；發光二極體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41.50 其他半導體裝置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41.60 已裝置壓電晶體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41.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42   積體電路  

 8542.31 積體電路：處理器及控制器，不論是否併裝有記憶體、轉

換器、邏輯電路、放大器、計時器及計時電路或其他電路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42.32 積體電路：記憶體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42.33 積體電路：放大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42.39 積體電路：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42.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43   本章未列名但具有獨立功能之電機及器具  

 8543.10 質點加速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43.20 信號產生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43.30 電鍍、電解或電泳用機器及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43.70 其他電機及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543.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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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4   絕緣（包括磁漆或陽極處理）電線、電纜（包括同軸電

纜）及其他絕緣電導體，不論是否裝有插接器；光纖電

纜，由個別被覆之纖維製成，不論是否與電導體組合或裝

有插接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45   碳電極、碳刷、燈碳極、電池碳極及其他電氣用石墨或碳

製品，不論是否附有金屬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46  各種材料製電絕緣體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47   電氣機器、用具或設備用之絕緣配件，此種配件全部係絕

緣材料製成，包括絕緣配件在模造過程中使用少許金屬

（例如︰螺紋插座）以供裝配之用者，第８５４６節電絕

緣體除外；具有絕緣材料襯裏之卑金屬導管及接頭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548   原電池、原電池組及蓄電池之廢料及碎屑；耗損原電池、

耗損原電池組及耗損蓄電池；本章未列名之機器及器具之

電氣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八十六章 鐵道或電車道機車、車輛及其零件；鐵道或

電車道軌道固定設備及配件與零件；各種機械式（包括電

動機械）交通信號設備 

 

8601   鐵路機車，外來電源或蓄電池供電者均在內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602   其他鐵路機車；煤水車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603   自力推進之鐵路或電車道用客車、貨車及敞車，第８６０

４節所列者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604   鐵路或電車道之維護或工務用車，不論是否自力推進者

（如︰工場車、吊車、碎石搗舂車、舖軌車、試驗車及查

道車）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605   鐵路或電車道用客車，非自力推進者；行李車、郵務車及

其他特種目的之鐵路或電車道用客車，非自力推進者（第

８６０４節所列者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606   鐵路或電車道用各種貨車，非自力推進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607   鐵路或電車道機車或車輛之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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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8   鐵路或電車道軌道固定裝置及配件；機械式（包括電機

式）信號、安全或交通控制設備，供鐵路、電車道、公

路、內陸水道、停車場、港埠機場用者；前述各項之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609   貨櫃（包括運送液體用貨櫃），具有特別設計及裝備，可

供一種或多種運輸方式運送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八十七章 鐵路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

件 

 

8701   曳引車（不包括第８７０９節所列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702   供載客十人及以上（包括駕駛人）之機動車輛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703   小客車及其他主要設計供載客之機動車輛（第８７０２節

所列者除外），包括旅行車及賽車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704   載貨用機動車輛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705   特種機動車輛（如︰修護車、起重機車、救火車、水泥攪

拌車、道路清潔車、灑水車、機動工場車、放射線車），

但主要設計供載客或載貨者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706   第８７０１至８７０５節裝有引擎之機動車輛底盤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707   車身（包括駕駛臺在內），適用於第８７０１至８７０５

節之機動車輛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708   第８７０１至８７０５節機動車輛所用之零件及附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8709   自力推動工作車輛，供工廠、倉庫、碼頭或機場短距離運

輸貨物未裝有叉舉或搬運設備者，拖拉車供火車月台使用

者；上述車輛之零件 

 

 8709.11 車輛︰電動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709.19 車輛︰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709.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710   坦克車與其他裝甲機動作戰用車輛及其零件，不論已否裝

有武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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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1   機器腳踏車（包括機器腳踏兩用車）及腳踏車裝有輔助動

力者（有無邊車者均在內）；邊車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712   非動力之二輪腳踏車及其他腳踏車（包括載貨三輪腳踏

車）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713   失能人士用車，不論是否裝有動力或用其他機械推動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714   第８７１１至８７１３節所列車輛之零件及附件  

 8714.10 機器腳踏車用（包括機器腳踏兩用車）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714.20 失能人士用車用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714.91 車架及叉及其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714.92 輪圈及輪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714.93 輪轂及飛輪之鏈輪，但倒煞車輪轂及輪轂煞車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714.94 煞車器，包括倒煞車輪轂及輪轂煞車及其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714.95 車座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714.96 
 

踏板與曲柄齒輪及其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714.99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715   嬰兒用車及其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8716   全拖車與半拖車；其他無機械推動裝置之車輛；上述車輛

之零件 

 

 8716.10 頂篷式全拖車及半拖車，供居家或露營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716.20 自力裝卸貨物之全拖車及半拖車，供農業用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716.31 其他全拖車及半拖車，供貨物運輸者︰罐體全拖車及半拖

車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716.39 其他全拖車及半拖車，供貨物運輸者︰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716.40 其他全拖車及半拖車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716.80 其他車輛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8716.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八十八章 航空器、太空船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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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1   氣球及飛艇；滑翔機、滑翔翼及其他無動力之航空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802   其他航空器（例如︰直升機、飛機）；太空船（包括人造

衛星）及次軌道飛行物與太空船發射載具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803   第８８０１至８８０２節貨品之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8804   降落傘（包括可操縱之降落傘及附傘滑翔器）及迴旋降落

器；前述降落傘及降落器之零件及附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8805   航空器起飛裝置；艙面攔截 或類似裝置；地面飛行訓練

器；上述貨品之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第八十九章 船舶及浮動構造體  

8901   遊覽船、旅行船、渡船、貨船、駁船及類似船舶供載客或

載貨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8902   漁船；漁獲加工船及其他供漁產品加工或調製儲存之船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8903   遊艇及其他遊樂或運動用船；划槳船及獨木舟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8904   拖船及推船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8905   燈船、消防船、挖泥船、起重船及其他非以航行為主要任

務之船舶；浮塢；浮在水面或潛入水中之鑽探或生產平台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8906   其他船隻，包括軍用艦艇及救生艇，但不包括划槳船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8907   其他水上浮動構造體（例如︰筏、浮箱、浮力圍堰、棧

橋、浮筒及浮標）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8908   供解體之船舶及其他浮動結構體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第九十章 光學、照相、電影、計量、檢查、精密、內科

或外科儀器及器具，上述物品之零件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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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   光纖及光纖束；光纖傳輸纜，第８５４４節所列者除外；

偏光性材料所製之片及板；任何材料所製之光學用透鏡

（含隱形眼鏡）、稜鏡、反射鏡及其他光學元件之未經裝

配者，未經光學加工之玻璃元件除外 

 

 9001.10 光纖、光纖束及光纖傳輸纜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9001.20 偏光性材料所製之片及板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9001.30 隱形眼鏡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9001.40 玻璃製眼鏡用透鏡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9001.50 其他材料製眼鏡用透鏡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9001.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9002   任何材料所製之光學透鏡、稜鏡、反射鏡及其他光學元

件，業經裝配為儀器或器具之零件或配件者，未經光學加

工之玻璃元件除外 

 

 9002.11 物鏡︰供照相機、投影機或照相放大器或縮影器用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9002.19 物鏡︰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9002.20 濾光鏡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9002.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9003   眼鏡、護目鏡或類似品用框、架及其零件  

 9003.11 框及架︰塑膠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03.19 框及架︰其他材料製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03.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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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4   眼鏡、護目鏡及類似品，供矯正目力、保護眼睛或其他用

途者 

 

 9004.10 太陽眼鏡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9004.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9005   雙眼及單眼望遠鏡、其他光學望遠鏡及其架座；其他天文

儀器及其架座，但不包括無線電、天文儀器 

 

 9005.10 雙眼望遠鏡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9005.80 其他儀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9005.90 零件及附件（包括架座）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006   照相機（電影攝影機除外）；照相用閃光器及閃光燈泡，

第８５３９節之放電燈泡除外 

 

 9006.10 照相機，印刷製版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06.30 照相機，專供水中、航空測量或內臟器官內、外科檢查

用；比較照相機，供法醫或犯罪學用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06.40 瞬間拍印照相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06.51 其他照相機︰裝有透過鏡頭之選景器（單鏡頭反射），供

寬度不超過３５公厘之膠捲使用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06.52 其他照相機︰其他，供寬度小於３５公厘之膠捲使用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06.53 其他照相機︰其他，供寬度３５公厘之膠捲使用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06.59 其他照相機︰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06.61 照相用閃光器及閃光燈泡︰放電式燈泡（電子式）閃光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06.69 照相用閃光器及閃光燈泡︰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06.91 零件及附件︰照相機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006.99 零件及附件︰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007   電影攝影機及放映機，不論是否附有錄音或聲音重放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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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7.10 攝影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07.20 放映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07.91 零件及附件︰攝影機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007.92 零件及附件︰放映機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008   影像放映機（電影用除外）；照相（電影用除外）放大器

及縮影器 

 

 9008.50 放映機、照片放大機及縮片機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08.90 零件及附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010   本章未列名之照相（包括電影） 印室用器具及設備；負

片顯示器；放映用銀幕 

 

 9010.10 照相（包括電影）軟片或捲裝相紙自動顯影或自動將已顯

影軟片曝光於捲裝相紙之器具及設備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10.50 其他照相（包括電影） 印室用器具及設備；負片顯示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10.60 放映用銀幕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10.90 零件及附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011   複式光學顯微鏡，包括顯微照相、顯微攝影或顯微放映用

者 

 

 9011.10 立體顯微鏡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11.20 其他顯微鏡，供顯微照相、顯微攝影或顯微放映用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11.80 其他顯微鏡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11.90 零件及附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012   光學顯微鏡以外之顯微鏡；繞射器具  

 9012.10 光學顯微鏡以外之顯微鏡；繞射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12.90 零件及附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013   液晶裝置（未構成為其他號列所更明確說明之物品者）；

雷射，雷射二極體除外；其他光學用具及儀器，本章未列

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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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3.10 武器用望遠瞄準器；潛望鏡；供本章或第十六類所列機

器、用具、儀器或器具作為零件之望遠鏡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13.20 雷射，雷射二極體除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13.80 其他裝置、用具及儀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13.90 零件及附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014   定向羅盤；其他航行儀器及用具  

 9014.10 定向羅盤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14.20 航空或太空航行用儀器及用具（羅盤除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14.80 其他儀器及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14.90 零件及附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015   水路、海洋、水文、氣象或地球物理測量（包括照相測

量）用儀器及用具（不包括羅盤）；測距儀器 

 

 9015.10 測距儀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15.20 經緯儀及視距儀（含有測距儀之經緯儀）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15.30 水平儀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15.40 照相測量儀器及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15.80 其他儀器及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15.90 零件及附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016   天平，感量為五公毫或更精密者，不論附有砝碼與否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017   繪圖、標示或數學計算儀器（例如︰製圖機、縮放機、分

度器、繪圖器、計算尺、計算盤）；本章未列名之手用測

長儀器（例如︰量桿及捲尺、測微計、測徑器） 

 

 9017.10 製圖台及機器，不論是否為自動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17.20 其他繪圖、標示或數學計算儀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17.30 測微計、測徑器及規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17.80 其他儀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17.90 零件及附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MED1379293 206 

9018   內科、外科、牙科或獸醫用儀器及用具，包括醫學插圖

器、其他電氣醫療器具及測定目力儀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9019   機械治療用具；理療按摩器具；心理性向測驗器具；臭氧

治療器、氧氣治療器、噴霧治療器、人工呼吸器或其他治

療用呼吸器具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9020   其他呼吸用具及防毒面具，不包括未具有機械零件或可更

換過濾器之保護面具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9021   整形用具，包括拐杖、外科手術帶及脫腸帶；夾護板及其

他接骨用具；人造身體各部分替代品；助聽器及其他配帶

用具或植入體內供彌補缺陷或殘廢用之其他用具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9022   Ｘ光或阿爾法（α）、貝他（β）、伽傌（γ）放射線器

具，不論是否供內科、外科、牙科或獸醫用，包括放射照

相或放射治療器具、Ｘ光管及其他Ｘ光產生器、高壓發生

器、控制面板及控制檯、銀幕、檢驗檯、椅及類似品 

 

 9022.12 Ｘ光射線器具，不論是否供內科、外科、牙科或獸醫用，

包括放射照相或放射治療器具︰電腦斷層攝影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22.13 Ｘ光射線器具，不論是否供內科、外科、牙科或獸醫用，

包括放射照相或放射治療器具︰其他，供牙科用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22.14 Ｘ光射線器具，不論是否供內科、外科、牙科或獸醫用，

包括放射照相或放射治療器具︰其他供內科、外科或獸醫

用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22.19 Ｘ光射線器具，不論是否供內科、外科、牙科或獸醫用，

包括放射照相或放射治療器具︰其他用途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22.21 阿爾法（α）、貝他（β）或伽傌（γ）放射線器具、不

論是否供內科、外科、牙科或獸醫用，包括放射照相或放

射治療器具︰內科、外科、牙科或獸醫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22.29 阿爾法（α）、貝他（β）或伽傌（γ）放射線器具、不

論是否供內科、外科、牙科或獸醫用，包括放射照相或放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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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治療器具︰其他用途 

 9022.30 Ｘ光管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22.90 其他，包括零件及附件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9023   供示範（如︰教育或展示）用儀器、器具及模型，不適於

其他用途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024   供試驗（或測試）材料（例如︰金屬、木材、紡織物、紙

張、塑膠）之硬度、強度、耐壓度、彈性或其他機械性能

之機械及用具 

 

 9024.10 供試驗（或測試）金屬用之機械及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24.80 其他機器及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24.90 零件及附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025   液體比重計及類似浮動儀器、溫度計、高溫計、氣壓計、

濕度計及雙管溫度計，有無記錄裝置者均在內，上列任何

儀器之聯合裝置 

 

 9025.11 溫度計及高溫計，未與其他儀器聯結者︰充液式直讀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25.19 溫度計及高溫計，未與其他儀器聯結者︰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25.80 其他儀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25.90 零件及附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026   供計量或檢查液體或氣體之流量、液位、壓力或其他可變

因素之儀器及器具（例如︰流量計、液位計、壓力計、熱

度計），不包括第９０１４、９０１５、９０２８或９０

３２節之儀器及器具 

 

 9026.10 計量或檢查液體流量或液位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26.20 計量或檢查壓力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26.80 其他儀器或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26.90 零件及附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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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7   理化分析用儀器及器具（例如︰偏光計、折射計、分光

計、氣體或煙之分析器具）；計量或檢查粘性、多孔性、

膨脹性、表面張力及類似性能之儀器及器具；計量或檢查

熱量、音量或光（包括曝光計）之儀器及器具；理化分析

用切片機 

 

 9027.10 氣體或煙之分析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27.20 層析及電泳儀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27.30 利用光學幅射線（紫外線、可見光、紅外線）之分光計、

分光光譜儀及攝譜儀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27.50 其他利用光學幅射線（紫外線、可見光、紅外線）之儀器

及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27.80 其他儀器及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27.90 理化分析用切片機；零件及附件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9028   供應或生產氣體、液體、電力用之量計，包括上列量計之

校正器 

 

 9028.10 氣體計量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28.20 液體計量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28.30 電錶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28.90 零件及附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029   轉數計、生產計數器、出租汽車計費表、里程記錄器、步

程器及類似品；速率指示器及轉速計（第９０１４或９０

１５節所列者除外）；光測頻器 

 

 9029.10 轉數計、生產計數器、出租汽車計費錶、里程記錄器、步

程器及類似品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29.20 速率指示器及轉速計；光測頻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29.90 零件及附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030   示波器、頻譜分析儀及其他供計量或檢查電量之儀器及器

具，不包括第９０２８節之計量器；供計量或偵測α、

β、γ、Ｘ光、宇宙或其他離子輻射線用之儀器及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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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30.10 供計量或偵測離子輻射線用儀器及器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30.20 示波器及波形記錄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30.31 其他供計量或檢查電壓、電流、電阻或電力之儀器及器

具：多用電錶，無記錄裝置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30.32 其他供計量或檢查電壓、電流、電阻或電力之儀器及器

具：多用電錶，有記錄裝置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30.33 其他供計量或檢查電壓、電流、電阻或電力之儀器及器

具：其他，無記錄裝置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30.39 其他供計量或檢查電壓、電流、電阻或電力之儀器及器

具：其他，有記錄裝置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30.40 其他專供電信用儀器及器具（例如︰串音表、計量增益

器、失真儀器、聲電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30.82 其他儀器及器具：供計量或檢查半導體晶圓或裝置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30.84 其他儀器及器具：其他，有記錄裝置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30.8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30.90 零件及附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031   本章未列名之計量或檢查用儀器、用具及機器；定型投影

機 

 

 9031.10 平衡機械零件用機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31.20 測試台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31.41 其他光學儀器及用具︰供檢查半導體晶圓或裝置或供檢查

製造半導體裝置所使用之光罩或網線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31.49 其他光學儀器及用具︰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31.80 其他儀器、用具及機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31.90 零件及附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032   自動調節或控制用儀器及器具  

 9032.10 恆溫控制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32.20 流體恆流器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32.81 其他儀器及器具︰液壓或氣壓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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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32.89 其他儀器及器具︰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032.90 零件及附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033   本章未列名之機器、用具、儀器或器具之零件及附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九十一章 鐘、錶及其零件  

9101   手錶、懷錶及其他錶，包括碼錶在內，其外殼為貴金屬或

被覆貴金屬之金屬製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102   第９１０１節以外之手錶、懷錶及其他錶，包括碼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103   配有錶運轉體之鐘，不包括第９１０４節之鐘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104   儀表盤鐘及車輛、飛機、太空船或船舶用類似型式之鐘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105   其他鐘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106   日時記錄器及附有鐘或錶運轉體或同步馬達之計量、記錄

或指示時間間隔之器具（例如︰時間記錄器、工時記錄器

等）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107   配有鐘錶運轉體或同步馬達之定時開關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108   錶運轉體，完整及已裝配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109   鐘運轉體，完整及已裝配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109.10 電動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109.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110   完整錶或鐘運轉體，未裝配或部分裝配者（成組之運轉

體）；不完整錶或鐘運轉體，已裝配者；粗集鐘錶運轉體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111   錶殼及其零件  

 9111.10 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製錶殼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111.20 卑金屬製錶殼，不論是否鍍金或鍍銀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111.80 其他錶殼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111.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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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   鐘外殼及本章其他貨品之類似型式外殼及其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113   錶帶、錶箍及錶手鐲帶及其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114   其他鐘錶零件  

 9114.10 發條，包括游絲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114.30 鐘錶面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114.40 底盤及橋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114.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九十二章 樂器；與其零件及附件  

9201   鋼琴，包括自動鋼琴；大鍵琴及其他鍵盤弦樂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202   其他弦樂器（例如︰吉他、小提琴、豎琴）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205   管樂器（例如：鍵盤管風琴、手風琴、單簧管、小號、風

笛），但遊樂場風琴及街頭用機械風琴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206   敲擊樂器（例如︰鼓、木琴、鐃鈸、響板、響葫蘆）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207   樂器，其聲音須藉電力產生或必須放大者（例如︰電風

琴、電吉他、電手風琴）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208   音樂盒、遊樂場風琴、街頭用機械風琴、機械鳥鳴器、鋸

琴及其他未歸入本章其他號列之樂器；各種媒誘音響器；

口哨、呼叫用號角及其他口吹信號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209   樂器之零件（例如︰音樂盒之機械裝置）及附件（例如︰

機械樂器用卡片、碟片及音樂卷）；各種節拍器、音叉及

簧律管（定音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九十三章 武器與彈藥；及其零件與附件  

9301   軍用武器，不包括轉輪槍、手槍及第９３０７節之武器  

 9301.10 大砲武器（例如，槍砲、榴彈砲及迫擊砲）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301.20 火箭發射台；火焰投擲器；榴彈發射器；魚雷管及類似投

射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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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1.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302   轉輪槍及手槍，不包括第９３０３及９３０４節所列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303   其他火器及類似以點燃爆炸性火藥所操作之裝置（例如︰

獵槍、來福槍、前膛裝填火器、信號槍及其他僅用於發射

信號彈之裝置、發射空包彈之手槍、轉輪槍、獵獲用無痛

捕殺器具及撇纜槍）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304   其他武器（例如︰彈簧、空氣或瓦斯槍枝、警棍），不包

括第９３０７節所列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305   第９３０１至９３０４節物品之零件及附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305.10 屬轉輪槍及手槍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305.20 第 9303節之散彈槍或來福槍用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305.91 第９３０１節之軍事武器用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305.99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306   炸彈、手（槍）榴彈、魚雷、地雷、飛彈及類似軍需品與

其零件；槍彈、其他彈藥與彈頭及其零件，包括彈丸及彈

殼內充填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307   劍、短厚彎刀、刺刀、矛與類似武器及其零件與鞘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九十四章 家具；寢具、褥、褥支持物，軟墊及類似充

填家具；未列名之燈具及照明配件；照明標誌，照明名牌

及類似品；組合式建築物 

 

9401   座物（第９４０２節所列除外），不論是否可轉換成

者；及其零件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401.10 飛機用之座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401.20 機動車輛用之座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401.30 高度可調整之旋轉座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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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1.40 可轉換成 之座物，露營設備之花園座物除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401.51 籐、柳、竹或類似材料製座物：竹或籐製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401.59 籐、柳、竹或類似材料製座物：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401.61 以木材為構架之其他座物︰經套襯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401.69 以木材為構架之其他座物︰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401.71 以金屬為構架之其他座物︰經套襯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401.79 以金屬為構架之其他座物︰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401.80 其他座物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401.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9402   內科、外科、牙科或獸醫用家具（例如︰手術檯、檢查

檯、有機械裝置之醫院用 、牙科治療椅）；有旋轉及傾

斜、升降裝置之理髮用椅及類似之椅；上述物品之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9403   其他家具及其零件  

 9403.10 辦公室用金屬製家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403.20 其他金屬製家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403.30 辦公室用木製家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403.40 廚房用木製家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403.50 寢室用木製家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403.60 其他木製家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403.70 塑膠製家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403.81 竹或籐製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403.89 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403.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9404   褥支持物；寢具及類似家具（例如︰褥、被褥、鴨絨墊、

軟墊、毛髮墊及枕頭），裝有彈簧或填充或內部以任何材

料裝配或裝有泡沫橡膠或塑膠者，不論有無外罩者均在內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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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5   未列名之燈具及照明配件，包括探照燈、聚光燈及其零

件；未列名之照明標誌、照明名牌及類似品之裝有－永久

固定光源者及其零件 

 

9405 9405.10 枝形吊燈及其他天花板或牆壁之電照明配件，不包括公共

露天場所或街道照明用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405.20 檯、桌、 邊或落地之電燈具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405.30 耶誕樹用燈串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405.40 其他電燈具及照明配件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405.50 非用電之燈具及照明配件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405.60 照明標誌、照明名牌及類似物品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405.91 零件︰玻璃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405.92 零件︰塑膠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405.99 零件︰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406   組合式建築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九十五章 玩具、遊戲品與運動用品；及其零件與附件  

9503   三輪腳踏車，踏板車，腳踏汽車及類似有輪玩具；玩偶

車；玩偶；其他玩具；縮減尺寸（比例）之模型及類似遊

戲用模型，無論可否活動；各種益智玩具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504   影像遊戲機、遊藝場、桌上或室內遊戲用品，包括彈珠

機，撞球檯，娛樂專用桌及保齡球自動球道設備 

 

 9504.20 各種撞球用品及附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504.30 其他遊戲用品，以硬幣、鈔票、金融卡、代幣或其他付款

方式操作者，保齡球自動球道設備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504.40 遊戲卡片（包括撲克牌）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504.50 影像遊戲機，第 950430目者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504.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505   慶典、狂歡節或其他遊藝用品，包括魔術道具及新奇機巧

遊戲器具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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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6   本章未列名之一般體能運動、體操、競技比賽、其他運動

（包括乒乓球）或戶外遊戲用物品及設備；游泳池及袖珍

游泳池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507   釣魚竿、釣魚 及其他釣魚用具；撈魚網、捕蝶網及類似

之網；鳥形引誘物（不包括第９２０８或９７０５節所列

者）及類似狩獵或射擊用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508   遊樂場迴轉臺、鞦韆臺、射擊場及其他遊樂場之娛樂設

備；巡迴馬戲團及巡迴動物園；巡迴劇團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第九十六章 雜項製品  

9601   已加工之象牙、骨、龜殼、獸角、鹿角、珊瑚、珠母貝及

其他動物雕刻材料及其製品（包括經模造之物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602   已加工植物或礦物雕刻材料及此類材料之製品；蠟、硬

脂、天然膠或天然樹脂或塑型膏製之雕塑品及其他未列名

雕塑製品；已加工之未硬化明膠（列入第３５０３節之明

膠除外）及其製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603   帚、刷（包括構成機器、用具或車輛零件之刷），手操作

之機械式地板刷，無動力拖把及羽毛撣帚；供製帚或刷之

結及束；油漆擦及滾筒；Ｔ型擦乾器（不包括滾筒擦乾

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604   手用細眼篩及粗篩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605   旅行自用之成套盥洗用品、針線包、鞋或衣物清潔用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606   鈕釦、各種掀釦、飾釦、鈕釦模及以上物品之其他零件；

鈕釦坯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607   拉鍊及其零件  

 9607.11 拉鍊︰裝配卑金屬鍊齒者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607.19 拉鍊︰其他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607.2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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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8   原子筆；氈條尖筆及其他多孔性尖筆及標記（嘜克）筆；

鋼筆、寫蠟紙針尖筆及其他筆；複寫用針尖筆；活動鉛筆

或繪圖鉛筆；筆桿、鉛筆桿及類似筆桿；上述物品之零件

（包括筆帽及夾子），但不包括第９６０９節之物品 

 

 9608.10 原子筆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608.20 氈條尖筆、其他多孔性尖筆及標記（嘜克）筆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608.30 鋼筆、寫蠟紙針尖筆及其他筆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608.40 活動鉛筆或繪圖鉛筆 從其他目改變至此 

 9608.50 上述兩種或以上目所屬物品組合成套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9608.60 原子筆之交換筆芯，由筆尖鋼珠及墨水貯存管組成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9608.91 其他︰筆頭及筆頭之尖（珠）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9608.99 其他︰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9609   鉛筆（不包括第９６０８節所列之鉛筆）、蠟筆、鉛筆

芯、粉蠟筆、繪圖木炭條、寫字或繪圖粉筆及裁縫用粉條 

 

 9609.10 鉛筆及蠟筆，其筆芯裝於硬質護層內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609.20 黑色或彩色鉛筆芯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609.90 其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610   具有繪寫面之石板及黑板，不論是否裝框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611   手操作之日期印、標封印或編號印及類似品（包括標籤印

壓器）；手操作之排字號手盤及裝有排字號手盤之手操作

印器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612   已上墨或用不同方法配製使能產生蓋印效果之打字色帶或

類似墨帶，不論是否裝軸或裝匣者；打印臺，不論是否上

墨，有無盒裝者均在內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613   抽菸用打火機及其他打火機，不論是否機械或電點火者及

其零件，但不包括火石及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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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3.10 袖珍型瓦斯打火機，不能再裝填瓦斯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9613.20 袖珍型瓦斯打火機，可再裝填瓦斯者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9613.80 其他打火機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9613.90 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614   菸斗（包括菸斗頭）及雪茄菸嘴或紙菸嘴及其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615   髮梳、髮夾及類似品；髮針、髮捲及類似品（第８５１６

節所列者除外）及其零件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616   香水用噴霧器及盥洗用類似噴霧器及其瓶座與噴頭；化粧

用粉撲及粉擦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617   具有外殼之保溫瓶及其他真空保溫器皿；上述物品之零

件，不包括玻璃製瓶膽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618   裁縫用假人及其他體型；商店櫥窗用活動、生動之陳列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619 9619.00 任何材料製之衛生棉（墊）和衛生棉塞、嬰兒用尿墊及其

裏襯及類似之物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或區域產值

含量不少於 40%。 

    第九十七章 藝術品、珍藏品及古董  

9701   手繪之繪畫、素描及粉彩畫，第４９０６節之繪畫及手繪

或手描製品除外；美術拼貼及類似之裝飾匾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702   凹版畫、版畫及石版畫原跡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703   任何材料製之雕塑品及雕像原作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704   郵票、印花稅票、郵資符誌、首日封、明信片、信封、郵

簡（具有郵資符誌者）及其類似品，已使用或未經使用

者，第４９０７節所列者除外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705   具有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解剖學、歷史學、考古

學、古生物學、人種學或貨幣學價值之收集品及珍藏品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9706   年代超過１００年之古董 從其他節改變至此 

 


